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心經品亦通大隨求陀羅尼 
【 唐－三藏菩提流志譯版 】 

 
一切佛心中心大陀羅尼 

O3, bala bh2la sa3-bh2ra sa3-bh2ra, indriya vi-0odhani, h93 h93, 

ru ru cale, karo cale sv2h2. 
 

或者: 
 

O3, bala bhara sa3-bh2ra sa3-bh2ra, indriya vi-0odhani, h93 h93, 

ru ru cale, karo cale sv2h2. 
 

或者: 
 

O3, bh2la bhara sa3-bh2ra sa3-bh2ra, indriya vi-0odhani, h93 

h93, ru ru cale, karo cale sv2h2. 

 

隨心陀羅尼 

O3, ma5i-dhari hu3 pha6. 

 
轉譯自： 
《佛心經》（二卷）－唐－菩提流志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卷密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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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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beta.org/
http://www.dharanipitaka.net/


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多般怛羅大神力 

都攝一切咒王陀羅尼經大威德最勝金輪三昧咒品 

 

大佛頂大心印契 

以二中指、二無名指相叉於掌內，二小指並竪，二大指並竪，二頭指各押二大

指頭。此印能攝一切心印，正法中能攝四種隨心印，若作諸法，自在無礙，先

作此印，誦呪四十九遍，然後使用。 

大佛頂心中心呪 

唵(引)嚩折囉(二合)婆攞三婆(引)囉三婆(引)囉印地利(二合)耶摩攞毘戍(引)達儞

吽吽嚧嚧遮隷(引)迦嚧(引)遮隷(引)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ajra-bala sa3-bh2ra sa3-bh2ra, indriya-mala vi-0odhani, hu3 

hu3, ru ru cale, karo cale sv2h2. 

若作此印，念一切諸佛，一切諸佛即至其人前，所有一切呪神衛護此人，是大

護身也，并可役使一切鬼神。若欲誦呪，先誦佛心中心呪。護身用小佛頂甲

印：以二手無名指、小指并叉於虎口中出，二中指並竪，二頭指各押中指背上

節文，二大指捻二中指側文，當胸前蹺出印。若欲作壇，結此印誦呪，佈壇結

界，神悉皆自至；若不作此印；諸大鬼神王，破人結界，作法不成。結此小佛

頂甲印，呪四十九遍，以印印胸、二膊、二膝蓋上，一切金剛眾皆悉侍衛，如

見佛身；一切外道，盡其神力，悉不能壞。其跓步准前，唯改二大指捻中指

文，亦名大契印。若遇惡人、惡獸，結此印誦呪四十九遍，八萬四千金剛，百

億諸佛衛護呪師。 

百億諸佛同心印【一名佛轉輪印】 

以無名指、二小指相叉於掌內，二大指并竪，二中指並摘竪，二頭指各捻於中

指背上節文。作此印時，百億諸佛，百億菩薩，百億金剛，四天王軍眾皆來護

衛。一切諸惡，若見此印，皆生慈順，不起惡心。若遇王難、兵難、刀難、賊

難，欲害人者，結此印誦呪四十九遍，惡賊自被縛，迷悶於心，不解終不得覺

知，此印甚大威力故。 

轉譯自:《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卷密教部二。藏經編號 No. 947. 

公元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馬來西亞萬撓佛教會蔡文端再改正并修訂。 

 



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呪經 

【 大唐北印度迦濕彌羅國三藏寶思惟於天宮寺譯 】 

 

心中心呪 

唵(引)蘇嚕蘇嚕跋(引)攞跋囉三跋(引)囉三跋(引)囉印涅唎(二合)耶毘戍(引)達儞

吽吽嚕嚕遮隷(引)迦嚕(引)遮隷(引)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su-ruc su-ruc bh2la bhara sa3-bh2ra sa3-bh2ra, indriya vi-

0odhani, hu3 hu3, ru ru cale, karo cale sv2h2. 

 

轉譯自： 
《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呪經》（一卷）－唐－寶思惟譯。《大正新修

大藏經》第二十卷密教部三第六四四頁中。藏經編號 No.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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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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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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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 – 力 
 

bhara – 重量、多量、衆多。 
 

bh2la – 光辉。 
 

sa3-bh2ra – 聚。 
 

vajra-bala – 金剛力。 
 

indriya-mala vi-0odhani – 諸根垢使清淨。 
 

ru ru cale – 破壞、粉碎，震動，karo cale – 作 震動。 

http://www.cbeta.org/
http://www.dharanipitak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