穢跡金剛說神通大圓滿陀羅尼
Ucchu=ma-vidy2r2ja-dh2ra51
【 唐－阿質達霰譯版 】

Namo ucchu=ma-vidy2-r2j2ya【 誦三遍 】
O3, vajra-krodha mah2-bala hana daha paca m2tha vi-kira5a
vi-dhva3saya ucchu=ma-krodha hu3 hu3 hu3 pha6 pha6 pha6
sv2h2.

輆向忝呢叻亙扣傃匡成矧叨成扔圂交垿合丁先
垸合祟屹伏屔琫窕呢叻猲猲猲 砆誆砆誆砆誆 渢
扣
注：此《穢跡金剛大圓滿陀羅尼》即為《大威力明王守謢密言》。請參閱《大
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卷下－唐－阿質達霰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一
卷密教部四第一五七頁下。其原文如下：

Namo ratna-tray2ya. Nama0 ca57a vajrap25aye mah2yak=a-sen2pataye. Tadyath2, o3, vajra-krodha mah2-bala hana daha paca
m2tha vi-kira5a vi-dhva3saya ucchu=ma-krodha hu3 hu3 hu3
pha6 pha6 pha6 sv2h2.

矧伕捖寒氛仲娭矧亙鉠汔向忝扒垸份亙扣伏粈
弛左扔凹份凹改卡輆向忝呢叻亙扣傃匡成矧叨
成扔圂交垿合丁先垸合祟屹伏屔琫窕呢叻猲猲
猲砆誆砆誆砆誆渢扣
解穢咒

O3, krodhana hu3 jy2.

轉譯自：
《穢跡金剛說神通大圓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一卷)－唐－阿質達霰譯。《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一卷密教部四第一五八至一五九頁。藏經編號 No. 1228.

參考：
1.《大威怒烏芻澀摩儀軌經》(一卷)－唐－不空譯。藏經編號 No. 1225.
2.《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三卷)－唐－阿質達霰譯。藏經編號 No. 1227.
3.《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一卷)－唐－阿質達霰譯。藏經編號 No. 1229.
以上諸經出自《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一卷密教部四第一三五至一六一頁。
( Transliterated in the year 1984 from volume 21st serial No. 1228 of the Taisho
Tripitaka by Mr. Chua Boon Tuan (蔡文端) of Rawang Buddhist Association (萬撓
佛教會). 8, Jalan Maxwell, 48000 Rawang, Selangor, West Malaysia. )
Residence Tel : 603-60918722 [ Monday to Sunday after 10.30 a.m. ]
Handphone : 6016-6795961. E-mail : chuaboontuan@hotmail.com
Revised on 27/2/2010.
讀者如想知所念誦之陀羅尼可獲得的利益或修法，請參考密部大藏經。《大正
新修大藏經》可在網上下載，其網址為：http://www.cbeta.org/
萬撓佛教會網址：http://www.dharanipitaka.net

注：
有關咒語的讀音问题請安裝 Skype 軟件用免费互聯網電話聯繫, 我的 Skype 名
為 : chua.boon.tuan

出《佛說金毘羅童子威德經》

( 別人書著云：是此經法印，作法之時用 )
夜合木一寸八分剋之。大力金剛陀羅尼。二名穢積大壇烏芻沙摩真言。
唵 韈惹羅 俱魯陀 摩訶摩羅 訶曩 那訶 跛折 摩他 微枳羅拏 尾持網娑野 社
智羅 監母陀羅 烏芻沙摩 俱嚕陀 吽 泮吒 娑婆訶

O3, vajra-krodha mah2-bala hana daha paca m2tha vi-kira5a vidhva3saya ja6ila lambodara ucchu=ma-krodha hu3 pha6 sv2h2.

輆向忝呢叻亙扣傃匡成矧叨成扔圂交垿合丁先
垸合祟屹伏堲廿娕娕荔叨先屔琫窕呢叻猲砆誆
渢扣
( Transliterated on 11/11/2011 from volume 21st serial No. 1289 of the Taisho
Tripitaka by Mr. Chua Boon Tuan (蔡文端) of Rawang Buddhist Association (萬撓
佛教會). 8, Jalan Maxwell, 48000 Rawang, Selangor, West Malaysia. )
Residence Tel : 603-60918722 [ Monday to Sunday after 10.30 a.m. ]
Handphone : 6016-6795961. E-mail : chuaboontuan@hotmail.com
讀者如想知所念誦之陀羅尼可獲得的利益或修法，請參考密部大藏經。《大正
新修大藏經》可在網上下載，其網址為：http://www.cbeta.org/
萬撓佛教會網址：http://www.dharanipitaka.net

注：
有關咒語的讀音问题請安裝 Skype 軟件用免费互聯網電話聯繫, 我的 Skype 名
為 : chua.boon.tuan

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一卷
北天竺國三藏沙門阿質達霰唐言無能勝將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處，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如來臨
入涅槃，是時有無量百千萬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啼泣向佛，四面哽咽，悲惱
而住；爾時復有諸天大眾釋提桓因等，皆來供養；唯有蠡髻梵王，將諸天女，
依於四面圍繞而坐，前後天女千萬億眾，共相娛樂，聞如來入般涅槃而不來覲
省。時諸大眾為言：今日如來臨般涅槃，是彼梵王，何不來耶？其王必有我慢
之心，而不來此，我等徒眾，驅使呪仙，往彼令取。作是語已，策百千眾呪
仙，到於彼處，乃見種種不淨而為城塹，其仙見已，各犯呪而死。時諸大眾，
怪未曾有，復策無量金剛，亦令持呪而去，乃至七日，無人取得。大眾見是事
倍復悲哀，爾時大眾同聲而說偈言：
苦哉大聖尊

入真何太速

諸天猶決定

天人追喚得

痛哉天中天

入真如火滅

時諸大眾說此偈已，倍復哽咽悲啼嘷哭。是時如來愍諸大眾，即以大遍知神
力，隨左心化出不壞金剛，即於眾中從座而起，白大眾言：我有大神呪，能取
彼梵王。作是語已，即於大眾之中，顯大神通，變此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
動，天宮、龍宮、諸鬼神宮，皆悉崩摧。即自騰身，至梵王所，以指指之，其
醜穢物，即變為大地。爾時金剛指彼報言：汝大愚癡，我如來欲入涅槃，汝何
不去？即以金剛不壞之力，微以指之，梵王即時發心，至如來所。
爾時大眾讚言：大力士！汝能有是神力，取彼梵王來至於此。時金剛即報言：
若有世間眾生，被諸天惡魔一切外道所惱亂者，但誦我呪十萬遍，我自現身，
令一切有情隨意滿足，永離貧窮，常令安樂。其呪如是，先發此大願：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我於如來滅後受持此呪，誓度群生，令佛法不滅，久住
於世。說是願已，即說大圓滿陀羅尼神呪穢跡真言曰：

唵[口*佛]咶囉 啒[口*聿]陀 摩訶钵囉 [口*恨]那 得訶 吻汁(波遮) 吻他 微
咭囉那 微度鋄栖耶 嗚雛深慕 啒[口*聿]陀 吽 吽 吽 泮 泮 泮 娑訶
【 加入十个字(蓝色字体)，就是完整的《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了 】

O3, vajra-krodha mah2-bala hana daha paca m2tha vi-kira5a
vi-dhva3saya ucchu=ma-krodha hu3 hu3 hu3 pha6 pha6 pha6
sv2h2.

輆向忝呢叻亙扣傃匡成矧叨成扔圂交垿合丁先
垸合祟屹伏屔琫窕呢叻猲猲猲砆誆砆誆砆誆 渢
扣
時彼金剛說此呪已，復作是言：若有眾生，於如來滅後，常受持此呪者，我常
為給使者，令所求如願。我今於如來前說此神呪，唯願如來於真中照知於我。
世尊！若有眾生，被諸惡鬼神之所惱亂，受持此呪，諸惡鬼神皆不能為害，永
離苦難。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救療萬病者，先誦上神呪四十萬遍，
見有病者治之有驗。無問淨與不淨，隨意驅使，我當隨從，滿一切願。若欲令
枯樹生枝葉者，取白膠香一大兩塗樹心，楊枝呪樹一百遍，日三時至滿三日，
即生華果。若欲令枯泉出水者，淨灰圍之，即井華水三斗置泉水中，於寅時呪
一百八遍，水如車輪涌出。若欲令枯山生草木，取鑌鐵刀一口，於四方圍山，
呪三千遍，七日滿即生。若欲令野獸歸伏者，取安悉香燒，向有獸住處呪一千
遍，其獸至夜間並集持法人門首，歸降如人間六畜相似，隨意驅使，永不相
捨。若欲令夜叉自來歸降者，取柳枝十翦齊截，取水一石，煎取五斗，澇柳枝
出，以丁香三大兩，乳香三大兩，白膠香三大兩，後和柳水煎取五斗，即置一
破盆中。取一桃枝，長三尺，攪水誦呪一百遍，一切夜叉羅剎皆來現，共行法
人語，請求與行法人為侍者。若欲令諸毒蛇、蝎、猛獸等毒以滅者，取淨灰圍
所居穴孔，並自出來。當微出聲呪之一百遍，其蛇等一切蠱獸，各滅毒心，不

敢傷人，速得解脫。若欲令惡狗不傷人者，取食一搏，呪七遍與食，永不傷
人，復不出聲。若欲令惡人來降伏者，書惡人姓名，置呪人脚下，呪之百遍，
心念彼人，其人即自降伏，捨怨憎之心。若欲人相憎者，書彼二人名號，於自
足下呪一百八遍，其人等便相背離，不相愛敬。若欲相憎人令相愛敬者，即書
取彼姓名，置自足下，呪一百八遍，其人便相愛重，永不捨離。若有未安樂人
欲令安樂者，書彼人名字，置呪人足下，呪三百遍，當為彼人發大誓願，我於
彼時即自送辯才無滯，隨行者意，所須之者，並悉施與。若持呪人求種種珍
寶、摩尼、如意珠等者，但至心誦呪，不限多少，我即自送，滿其所願。若欲
治人病者，作頓病印，先以左手頭指、中指，押索文印，呪之一百遍，以印頓
病人，七下立差。若病人臨欲死者，先結禁五路印印目，然後治之即不死。如
是先准印以無名指屈向掌中，竪小指呪之百遍，其患速除。
若欲治邪病者，但於病患人頭邊燒安悉香誦呪，呪之立除。若蟲毒病者，書患
人名字於紙上，呪之即差。治精魅病者，法亦如是。若治伏連病者，書患人姓
名及作病鬼姓名，埋患人床下呪之，其鬼遠奉名字，自出現身，便令彼鬼看三
世之事，一一具說，其病速差。若有患時氣病者，呪師見之即差。若欲令行病
鬼王不入界者，於十齋日誦我此呪一千八遍，能除萬里病患。
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一卷
公元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馬來西亞萬撓佛教會蔡文端居士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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