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師瑠璃光王如來消災除難念誦儀軌 
【唐－一行阿闍梨撰版】 

 

    先淨身口意   歸命佛法僧   敬禮遍照尊   十方諸聖眾   我今略開演   

    祕密消災法   此法世尊說   最勝最第一   速出離生死   疾證大菩提 

   為順眾生界   及說除災難   增敬降伏法   女人懷難月   產危難生子 

   及遭疾患者   神鬼作禍殃   建立曼拏攞   塑畫本尊像   燈燃四十九 

   供養瑠璃尊   晝夜恒照明   奉香花菓食   五色成幡蓋   放水陸眾生      

    日滿四十九   加持五色線   繫於病人項   欲修如是法   智者先從師 

   受三昧耶戒   發大菩提心   得持明灌頂   阿闍梨印可   然後乃修持 

   山林閑靜處   河池及海岸   或自居住處   塗拭曼荼攞   方圓隨本意 

   置二閼伽水   安排下七位   燒香花燈明   飲食塗香等   陳設壇四邊 

   懺悔并隨喜   勸請發願等   回向諸功德   相應成悉地   順教而修習 

   輪結契印法   佛部心密印   定慧應內縛   雙慧俱申竪   觀佛滿虛空 

   誦真言七遍   頂上而散印 

真言曰： 

唵(引)爾曩爾迦(半音)娑嚩(二合引)賀(引) 

O3, jina jik sv2h2. 

   由此加持故   諸佛悉雲集   光明照行人   離障速成就   次結蓮華部 

   心印如前契   屈定輪入掌   慧輪而建立   應觀觀自在   與蓮華眷屬    

   在諸如來右   念真言七遍   頂右而散印  

真言曰： 

唵(引)阿(引)魯(引)力迦(半音)娑嚩(二合引)賀(引) 

Om, 2-lolik sv2h2. 

   由此加持故   菩薩眾雲集   行人為同事   所求皆滿足   次結金剛部  

   心印亦如前   屈慧輪入掌   定輪而竪建   應觀金剛手   一切持金剛 

   住在如來右   念真言七遍   頂左而散印 

真言曰： 

唵(引)嚩日囉(二合)地力(二合)迦(半音)娑嚩(二合引)賀(引) 

O3, vajra-dh4k sv2h2. 
 

   以此加持故   金剛眾雲集   承佛本悲願   衛護修行者   三業如金剛 

   堅固無能壞   次結被甲印   止觀各為拳   持輪橫在掌   止拳而安心 

   觀拳加五處   額兩肩心喉   加持頂上散 



真言曰： 

唵(引)嚩惹囉(二合)迦嚩遮僧那駄娑嚩(二合引)賀(引)  

O3, vajra-kavaca sa3-naddha sv2h2. 

   由此印真言   加持被甲故   諸魔不陵逼   速疾獲成就   一切佛頂中 

   是印大威德   纔結印護身   人天皆敬仰   一切嶮難處   及諸災難時 

   悉皆獲安樂   次志心虔懇   舒奢摩他輪   毘鉢舍那持   印地念真言 

   加持滿七遍   轉此雜染所   成淨妙佛土 

真言曰： 

唵(引)部(引)彌秫馱儞唎彌(二合引)哆勃馱尾灑琰娑嚩(二合引)賀(引)    

O3, bh9mi 0uddha nir-mita buddha-vi=aya3 sv2h2. 

由此加持故   成本尊淨土   有大寶宮殿   種種持莊嚴 

於寶宮殿中   想藥師如來   菩薩眾圍繞   而現曼拏攞 

次結迎請印   用前佛部心   二輪向身招   念真言三遍 

真言曰： 

唵(引)翳醯曳(二合引)呬婆誐鋄白灑闍耶(二合)虞嚕吠(引)覩(引)唎野(二合)鉢囉(二合)

婆囉(引)闍哆他(引)伽哆薩鉢唎嚩(引)囉滿荼攞(引)嚩哆(引)覽娑嚩(二合引)賀(引) 
 

Om, ehyehi bhagavan bhai=ajya-guru vai79rya prabha r2ja tath2gata 
sa-pariv2ra ma57ala ava-t2ra3 sv2h2. 

由此加持故   一切作障者   悉皆而遠走   恭敬修行者 

次獻閼伽水   時花汎其上   寶藥香種子   置之於水內 

捧至頂上獻   念真言七遍   想浴聖眾足   稱所求之願 

真言曰： 

唵(引)亁達安(引)婆娑布(引)惹(引)娑縛(二合引)賀(引) 

O3, gandha-2mbhasa p9j2 sv2h2. 
 

由獻香水故   離垢獲清淨   當得灌頂地   證如來法身 

次結獻座印   五頂開敷花   想從印流出   蓮華師子座 

真言曰： 

唵(引)迦麼攞阿(引)娑那布(引)惹(引)娑嚩(二合引)賀(引) 

O3, kamala-2sana p9j2 sv2h2. 

由此真言印   本尊并眷屬   各受寶蓮華   金剛師子座   次結普供養 

大印之儀則   諸頂初分交   從印中流出   種種諸供養   燒香花燈明 



塗香飲食等   眾伎樂雲海   臺繖寶樓閣   寶座等莊嚴   勝妙幢幡蓋 

賢瓶眾香水   皆從印流出   遍虛空法界   供養諸如來   菩薩及聖眾 

真言曰： 

唵(引)阿慕(引)誐麽尼布(引)惹(引)漫哆囉(二合)鉢囉(二合)娑嚩威俱威帝(引)娑曼哆

(引)哆(引)迦(引)舍逹囉磨(二合)逹(引)都沒馱尾灑琰阿(引)婆囉拏乾逹蘇乾逹麽尼

囉哆那(二合)乾逹布瑟波鉢囉(二合)嚩囉灑(二合)拏娑嚩(二合引)賀(引) 
 

不空摩尼供養盡虚空法界諸佛世界真言【誦三遍】 

Om, amogha ma5i-p9j2 mantra pra-sava vi-kurvite, samant2t 2-k20a 
dharma-dh2tu buddha-vi=ayam 2-bhara5a gandha-sugandha ma5i-
ratna gandha-pu=pa pra-var=a5a sv2h2.  

   便以三等力   真實妙伽陀   誠心念三遍   一切皆成就   以我功德力 

   如來加持力   及以法界力   普供養而住   後結佛大慈   護印之軌儀 

   五頂堅固縛   勝輪頂竪合   印心額喉頂   等諸佛自體 

真言曰： 

唵(引)薩嚩沒馱帝(引)儒(引)阿傉婆(引)嚩洛乞叉(二合)咪(引)娑嚩(二合引)賀(引) 

O3, sarva buddha tejo-anubh2va rak=a me sv2h2.  

   由此加持故   一切魔障難   及惡人相害   疾起於慈心   次結佛眼印 

   應以三補吒   二蓋持光背   猶如笑眼形   屈二輪各持   二光中節文 

   印自身五處   佛母常加護   念佛眼根本 

真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唵(引)薩頗(二合引)囉部(引)唎逹囉磨(二合)逹(引)都釰閉

哆尾囉麽底沒馱路(引)左那(引)傉婆(引)嚩薩嚩(引)囉他(二合)娑(引)馱呢(引)娑嚩(二

合)賀(引) 
 

Nama` samanta buddh2n2m. O3, sphara5a dharma-dh2tu kampita 
vi-ramati, buddha-locana anu-bh2va sarva-artha s2dhane sv2h2.   

   由此印真言   加持威力故   能滿一切願   除一切不祥   生一切福德 

   滅一切罪障   能令諸有情   見聞獲安樂   次稱揚讚歎   本尊之功德 

   歸命滿月界   淨妙瑠璃尊   法藥救人天   因中十二願   慈悲弘誓廣   

   願度諸含生   我今申讚揚   志心頭面禮   根本之密印   二羽內相叉 

   兩腕稍相去   開張三二寸   禪智而來去 

彼大真言曰： 

曩謨(引)婆誐嚩帝(引)白灑闍耶(二合)瞿嚕吠覩哩也(二合)鉢囉(二合)婆囉(引)惹(引)

野怛他(引)蘖哆(引)野(引)囉喝(二合)帝(引)三藐三沒馱(引)野怛地也(二合)他(引)唵

(引)白灑爾曳(二合引)白灑爾曳(二合引)白灑闍耶(二合)三母捺蘖(二合)帝(引)薩嚩伽



(引)荼怛囉尾野(二合引)地庾(二合)鉢扇(引)帝(引)度嚩(二合引)陀奢尾勢(引)灑摩訶(引)

鉢囉(二合)尼駄(引)那(引)地瑟恥帝(引)薩嚩盧(引)迦暗護囉惹伽陀(引)奢野(引)鉢唎

布(引)囉迦娑嚩(二合)賀(引) 
 

Namo bhagavate bhai=ajya-guru-vai79rya-prabha-r2j2ya tath2gat2ya 
arhate samyak-sa3buddh2ya. Tadyath2, o3, bhai=ajye bhai=ajye 
bhai=ajya sam-udgate, sarva-g27hatara-vy2dhy-upa02nte, dv2-da0a 
vi0e=a mah2-pra5idh2na adhi=6hite, sarva-loka a3hura jagad 20ay2 
pari-p9raka sv2h2.         

由是本尊故   誦真言遍數   七遍至百八   散印於頂上 

陳所祈願心   對彼本尊前   願希垂照矚   殄災除橫死 

次即取數珠   盤置雙掌內   加持成七遍   捧珠安頂上 

真言曰： 

唵(引)嚕旨囉(二合引)訖灑(二合引)嚩利(引)虞尼哆虞尼哆耶娑嚩(二合)賀(引) 

O3, rucira ak=2val1 gu5ita gu5itaya sv2h2. 

   由此真言印   加持念珠故   從母珠初起   一遍捻一珠   真言末字畢 

   至母珠却迴   不應越母珠   驀過越法罪   廣教萬八千   略之一百八 

   限數既終畢   再捧珠加持   稱所祈求事   志心普迴施 

是法印呪，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多諸障難，一切疾病，女人難產厄，願欲轉禍

求福，并患鬼神病難差者，以五色線搓索，呪繫病人項及手足腰腹等。仍須請七

僧，建置道場，造本尊像，寫藥師經，六時行道，燃七層燈，造五色幡四十九

尺，日轉經四十九遍，放水陸生命四十九頭，時花菓子殷勤供養；呪五色線發

願，又以印拄於線上，更呪四十九遍，結四十九結，復念此加持真言曰： 
 

曩謨(引)囉怛那(二合)怛囉(二合)夜(引)耶唵(引)金弊(引)羅嚩耆囉彌佉攞(引)安(引)地

(引)羅阿尼攞扇(引)底攞因達羅缽闍羅(二合)婆護攞旃陀羅遮都羅毘迦(引)羅(引)地

瑟恥哆娑嚩(二合)賀(引) 
 

Namo ratna-tray2ya. O3, kumbh1ra vajra mekhal2 2571ra anila 

02ntila indra pajra bahula candra catura vi-k2ra adhi=6hita sv2h2.  
 

曩謨(引)婆誐嚩帝(引)白灑闍耶(二合)瞿嚕吠覩哩也(二合)鉢囉(二合)婆囉(引)惹(引)

野怛他(引)蘖哆(引)野(引)囉喝(二合)帝(引)三藐三沒馱(引)野怛地也(二合)他(引)唵

(引)白灑爾曳(二合引)白灑爾曳(二合引)白灑闍耶(二合)三母捺蘖(二合)帝(引)薩嚩伽

(引)荼怛囉尾野(二合引)地庾(二合)鉢扇(引)帝(引)度嚩(二合引)陀奢尾勢(引)灑摩訶(引)

鉢囉(二合)尼駄(引)那(引)地瑟恥帝(引)薩嚩盧(引)迦暗護囉惹伽陀(引)奢野(引)鉢唎

布(引)囉迦娑嚩(二合)賀(引) 
 



Namo bhagavate bhai=ajya-guru-vai79rya-prabha-r2j2ya tath2gat2ya 
arhate samyak-sa3buddh2ya. Tadyath2, o3, bhai=ajye bhai=ajye 
bhai=ajya sam-udgate, sarva-g27hatara-vy2dhy-upa02nte, dv2-da0a 
vi0e=a mah2-pra5idh2na adhi=6hite, sarva-loka a3hura jagad 20ay2 
pari-p9raka sv2h2.         

   復讚禮本尊   結本尊密印   念真言七遍   復獻閼伽水   如前申供養 

   辨事佛頂印   念明句三遍   左旋而解界   奉送於聖眾   如前迎請印 

   二輪向外撥   想像虛空中   還歸於淨土   安居寶宮殿 

唵(引)訖唎(二合)埵嚩(二合引)薩嚩薩埵(引)唎他(二合)悉地陀哆耶他(引)唎耶(二合)伽

拏鉢囉(二合)底蘖蹉底娑嚩(二合)婆嚩喃娑嚩(二合引)賀(引) 
 

O3, k4tv2 sarva sattva artha-siddhi datta, yath2 2rya-ga5a prati-
gacchati sva-bhavana3 sv2h2. 

奉送本尊已   即結佛慈護   三昧耶密契   加持印四處 

復結佛眼印   真言印五處   結三部心印   各本明三遍 

復結甲護身   真言印五處   禮佛發大願   隨意任經行 

藥師瑠璃光如來消災除難念誦儀軌 

藥師瑠璃光如來消災除難念誦儀軌一部，一行阿闍梨撰，東大寺奝然弟子祚壹之

所請也，而今所刻者，靈雲開山淨嚴和尚之挍本。所希壽諸梓以廣布天下，九橫

宏難一時消，四大沈痾剎那除。時享保星舍甲寅臘月吉日，和州長谷輪下沙門無

等謹識 
 

公元 2012/6/12 日馬來西亞蔡文端居士轉譯及修訂。 

咒語於公元 2020/11/30 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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