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殊師利問經卷上 
【梁扶南國三藏僧伽婆羅譯版】 

 

經典摘錄： 
 

文殊師利！若欲噉肉者，當說此咒： 
 

多地也(二合)他(引)【所謂】唵(引)【讚歎】娑嚩(二合)婆(引)嚩舜(引)儞也(二合引)

【自性空】那(引)特摩(二合)迦(引)【無我】傉特波(二合)那(引)儞盧馱【不生不滅】

阿地唎(二合)瑟也(二合)【不能毀壞】阿(引)賀囉【成就】(引)賀(引)囉【所食】𤚥

(引)娑(引)舍那【肉之食物】僧悉迦(二合)嚟(引)【凈化】娑嚩(二合引)訶(引)【圓滿

成就】 
 

Tadyath2, o3, svabh2va-09nya an-2tmaka anutpanna aniruddha 

adh4=ya, 2-hara 2-h2ra m23sa-a0ana sa3-sk2re sv2h2.  
 

此咒三說乃得噉肉；飯亦不應食，何以故？若無思惟【修禪定】，飯亦不應食，

何況噉肉？ 

爾時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若得食肉者，《象龜經》、《大雲經》、《指鬘

經》、《楞伽經》等諸經，何故悉斷？佛告文殊師利：如深廣江，不見彼岸，若

無因緣，則不得渡，若有因緣，汝當渡不？ 

 

字母品第十四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一切諸字母，云何說一切諸法入於此及陀羅尼字？ 

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諸法，入於字母及陀羅尼字，文殊師利！ 

如說阿字，是出無常聲；【a 宭】 

說長阿字，是出離我聲；【2 哧】 

說伊字，出諸根聲；【i 珌】 

說長伊字，出疾疫聲；【1 屖】 

說烏字，出荒亂聲；【u 唚】 

說長烏字，出下眾生聲；【9 珅】 

說釐字，出直軟相續聲；【4 峿】-- 梨。 

說長釐字，出斷染遊戲聲；【} 峮】 

說梨字，出相生法聲；【8 玵】  

說長梨字，出三有染相聲；【 ḻ玴】  



說翳字，出所起過患聲；【e 珫】 

說愛字，出聖道勝聲；【ai 玿】 

說烏字，出取聲；【o 帩】 

說奧字，出化生等聲；【au 哻】 

說唵字，出無我所聲；【om 湡】 

說阿字，出沒滅盡聲；【a 宭】 

說迦字。出度業果報聲；【ka 玸】 

說佉字，出虛空等一切諸法聲；【kha 几】 

說伽字，出深法聲；【ga 丫】-- 誐。 

說誐字，出預知行聲；【gha 千】-- 伽。 

說哦字，出除堅重、無明、癡、闇、冥聲；【a{ 小】-- 仰。 

說遮字，出四聖諦聲；【ca 弋】 

說車字，出斷欲染聲；【cha 云】 

說惹字，出度老死聲；【ja 介】-- 闍 

說社字，出攝伏惡語言聲；【jha 刈】 

說若字，出說安住聲；【#a 埒】-- 壤。 

說輕吒字，出如是無異不破聲；【6a 盄】 

說輕詫字，出勇猛力、速無畏聲；【6ha 斗】 

說輕荼字，出施寂靜，守護安隱聲；【7a 毛】-- 拏。 

說輕荼字，出聖七財聲；【7ha 丙】 

說輕拏字，出分別名色聲；【5a 仕】 

說多字，出斷結聲；【ta 凹】 

說他字，出置答聲；【tha 垿】  

說陀字，出攝伏魔賊聲；【da 叨】-- 娜、捺。 

說馱字，出滅諸境界聲；【dha 叻】 

說那字，出除諸煩惱聲；【na 巧】-- 曩、囊、娜、 

說波字，出第一義聲；【pa 扔】-- 砵、跛。 

說頗字，出作證得果聲；【pha 民】 

說婆字，出解脫縛聲；【ba 生】 

說婆字，出生三有聲；【bha 矛】 

說磨字，出斷憍慢聲；【ma 亙】-- 摩、莫、麼、莽。 

說耶字，出如法分別聲；【ya 伏】-- 也、夜、野。 

說囉字，出樂、不樂第一義聲；【ra 先】-- 羅、喇。 



說邏字，出斷愛聲；【la 匡】-- 攞、喇。 

說嚩字，出勝乘聲；【va 向】-- 婆。 

說捨字，出信精進念、定意慧聲；【0a 在】-- 舍、奢。 

說灑字，出攝伏六入、不得不知六通聲；【=a 好】 

說娑字，出覺一切智聲；【sa 屹】-- 薩、沙。 

說訶字，出正殺煩惱聲；【ha 成】-- 賀、呵。 

說多囉字，出最後字，過此諸法不可說聲。【tra 湥】-- 多囉(二合) 

文殊師利，此謂字母義，一切諸字入於此中。 

佛告文殊師利：我當說八字。云何八字？ 

跛字【pa 扔】，第一義，一切諸法無我悉入此中。 

囉字【ra 先】，以此相好、無相好，入如來法身義。 

婆字【ba 生】，愚人法、慧人法，如法度，無愚、無慧義。 

闍字【ja 介】，度生老病死，令入不生、不老、不病、不死義。 

伽字【gha 千】，度業果報，令人無業果報義。 

他字【tha 垿】，總持諸法，眾語言空無相、無作，令入法界義。 

捨字【0a 在】，奢摩他、毘婆舍那，令如實觀諸法義。 

沙字【sa 屹】，一切諸法念念生滅，亦無滅無不滅，本來寂靜，悉入涅槃。 

文殊師利！此謂八字，是可受持，入一切諸法。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諸供養餘花，用治眾病或消惡毒，其法云何？若供

養佛餘花、般若波羅蜜花、佛足下花、菩提樹花、轉法輪處花、塔花、菩薩花、

眾僧花、佛像花，其法云何？世尊！用此花有幾種咒法？世尊！一切諸花，云何

入佛花中？世尊！用此花法，為有一種、為有多種？此咒為有一種、為有多種？

佛告文殊師利：各各花，各各咒，一一花咒一百零八遍。 
 

誦佛花咒曰： 

唵(引)佛闥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uddha pu=p2ya sv2h2. 
 

般若波囉蜜花咒曰： 

唵(引)迦(引)盧尼耶(二合)質多波囉(二合)闍壤(二合引)波(引)囉蜜多(引)布瑟波(二合引)

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k2ru5ya-citta praj#2-p2ramit2 pu=p2ya sv2h2. 
 

佛足下花咒曰： 

唵(引)佛闥波(引)陀多攞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uddha-p2da-tala pu=p2ya sv2h2. 
 

菩提樹花咒曰： 

唵(引)菩(引)地尾唎(二合)訖灑(二合)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odhi-v4k=a pu=p2ya sv2h2. 
 

轉法輪處花咒曰： 

唵(引)達囉磨(二合)斫迦囉(二合)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dharma-cakra pu=p2ya sv2h2. 
 

塔花咒曰： 

唵素覩(二合引)波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st9pa pu=p2ya sv2h2. 
 

菩薩花咒曰： 

唵(引)菩(引)提薩埵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odhisattva pu=p2ya sv2h2. 
 

眾僧花咒曰： 

唵(引)阿(引)唎也(二合)僧伽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m, 2rya-sa3gha pu=p2ya sv2h2. 
 

佛像花咒曰： 

唵(引)佛闥波囉(二合)底摩(引)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uddha-pratim2 pu=p2ya sv2h2. 
 

文殊師利！咒經如是，汝當受持。復告文殊師利：如此花法，若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若能信修行，應當早起，清淨澡漱，念佛功德，恭敬此花，不

以足蹈及跨花上，如法執取安置淨器。若人患寒熱，冷水磨花，以用塗身，若頭

額痛，亦皆以塗；若吐利出血，或腹內煩痛，以漿飲磨花，後服此花飲；若口患

瘡，以暖水磨花，唅此花汁。若人多瞋，或以冷水，或以沙糖，和以花磨，飲服

花汁。若多貪染，以灰汁磨花，塗其隱處，復以冷水磨花，塗其頂上，貪結漸消，

常為一切人所愛敬。若天雨不止，於空閑處，以火燒花，淫雨即止；若天亢旱，

在空閑處，以花置水中，復咒冷水，更灑花上，天即降雨。若牛馬象等，本性不

調，以花飼之，即便調伏。若諸果樹，花果不茂，以冷水牛糞，磨取花汁，以灌

其根，不得踐蹋，花果即多。若田中多水，苗稼損減，擣花為末，以散田中，即

得滋長。若高原陸地無水，請四比丘，於其處布花，一日之中誦百零八遍咒，次

復一日，更以新花布先花上，又誦咒一百零八遍，如是乃至七日，掘便得水。若

國多疾病，以冷水磨花，塗螺鼓等，吹擊出聲，聞者即愈。若敵國怨家欲來侵境，

以水磨花，於彼處用灑散之，即得退散。若高山上有磐石處，眾多比丘，於石上

磨花，磨花既竟，相與禮拜，久後石上自生珍寶。若人愚癡，取所供養花，數可



百種，下至七種，擣以為末，以犢牛酥，先誦咒百零八遍，和以為丸，如彈丸大，

日服一丸，服丸之時，亦誦咒百零八遍，漸得聰明利根，一日之中能誦百偈。若

人有所作，取優缽羅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鉢捺摩花等，若水陸生花，數有

百種，先以供養，後以水磨，隨其所須，或塗或散，悉皆有果。若得百種花，末

以為散，水和為丸；若惡重病，摩其瘡上，其病即愈。若癰若癤、若有諸毒，或

服此丸，或以塗敷，病即得除。若人常患氣嗽，身體消減，以大小麥汁和花磨，

塗其身上，即便充悅，復以末利花汁，和花散為丸，塗其額上，一切怨家，見生

愛念。文殊師利！此為花咒法。 
 

誦佛花咒曰： 

唵(引)佛闥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uddha pu=p2ya sv2h2. 
 

般若波囉蜜花咒曰： 

唵(引)迦(引)盧尼耶(二合)質多波囉(二合)闍壤(二合引)波(引)囉蜜多(引)布瑟波(二合引)

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k2ru5ya-citta praj#2-p2ramit2 pu=p2ya sv2h2. 
 

佛足下花咒曰： 

唵(引)佛闥波(引)陀多攞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uddha-p2da-tala pu=p2ya sv2h2. 
 

菩提樹花咒曰： 

唵(引)菩(引)地尾唎(二合)訖灑(二合)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odhi-v4k=a pu=p2ya sv2h2. 
 

轉法輪處花咒曰： 

唵(引)達囉磨(二合)斫迦囉(二合)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dharma-cakra pu=p2ya sv2h2. 
 

塔花咒曰： 

唵素覩(二合引)波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st9pa pu=p2ya sv2h2. 
 

菩薩花咒曰： 

唵(引)菩(引)提薩埵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odhisattva pu=p2ya sv2h2. 
 

眾僧花咒曰： 

唵(引)阿(引)唎也(二合)僧伽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m, 2rya-sa3gha pu=p2ya sv2h2. 



佛像花咒曰： 

唵(引)佛闥波囉(二合)底摩(引)布瑟波(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uddha-pratim2 pu=p2ya sv2h2. 
 

一一咒誦百八遍，此咒章句，汝於處處當說，如佛花法，餘花亦如是。佛即說祇

夜【geya】： 

 

善人足下塵  勝上最第一  於諸世界中  金山不能踰  佛足下微塵  除斷憂悲苦   

不像彼金山  增長諸怖畏  佛般若腳足  菩提法輪處  塔及諸菩薩  眾僧與佛像   

此處有九種  應當修供養  是於世間中  可禮可恭敬  能斷一切惡  滅除三界惱   

功德自增長  壽命亦復然  顏色常悅豫 端正有身力  所作恒吉祥  諸佛咸讚護 
 

爾時文殊師利等諸菩薩，阿若憍陳如等諸聲聞，天龍、夜叉、揵闥婆、阿修羅、

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優缽羅花 = 鬱波羅花 -- ut-pala【青蓮花】 

拘物頭花 -- kumuda【白睡蓮、白蓮花、黃蓮花】 

分陀利花 -- pu57ar1ka【白蓮花】 

鉢捺摩花 -- padma【紅蓮花】 
 
( Transliterated on 22/5/2002 from volume 14th serial No.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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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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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08/ 
 
注：有關咒語的讀音問题請安裝 Skype 軟件用免费互聯網電話聯繫，我的 Skype
名為: chua.boon.t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