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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欲長其流者。不可以不深其淵源也。欲久其家者。不可以不固其柱礎也。粵有
吾祖弘法大師請來密部若干百軸。則是東寺一家之柱礎。南池兩流之淵源也。所以先
師約身勉強不舍晝夜。誓心研覈豈敢怠遑。每下校閱之帷。時肆講授之席。專精純熟
無復與倫。平昔謂門徒曰。今也運膺澆季。人滋窳怯。若干百軸。孰能書寫。所希壽
諸梓以助弘通焉。而聞檗山大藏印版既濟。就撿密部則十得九。我願粗滿何喜加之。
更可鍥者凡數十卷以厝諸懷。嗚呼。先師報命有涯。未果斯志而既寂矣。余雖不肖。
深悲在茲。聿企剞劂事務遂其遺意云爾。時
　　正德元年龍次辛卯仲秋穀武城靈雲精舍沙門慧光謹序
攝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入蓮華胎藏海會悲生曼荼攞廣大念誦儀軌供養方便會第
一 

京大興善寺中天竺國三藏輸婆迦羅奉　詔譯授法弟子一行筆授比丘寶月譯語
　稽首毘盧遮那佛　　開敷淨眼如青蓮　 
　我依大日經王說　　供養所資眾儀軌　 
　為成次第真言法　　如彼當得速成就　 
　又令本心離垢故　　我今隨要略宣說　 
　欲於此生入悉地　　隨其所應思念之　 
　親於尊所授明法　　觀察相應作成就　 
　先禮灌頂傳教尊　　請白真言所修業　 
　智者蒙師許可已　　依於地分所宜處　 
　妙山輔峯半巖間　　種種龕窟兩山中　 
　或諸如來聖弟子　　甞於往昔所遊居　 
　寺塔練若古仙室　　當於自心意樂處　 
　悲愍有情畫大壇　　次補如來開法眼　 
　能度人天無量眾　　即是如來勝生子　 
　具淨慧力能堪忍　　精進不求諸世間　 
　是夜放逸所生罪　　殷勤還淨皆悔除　 
　心目視觀諦明了　　五輪投地而作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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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命十方正等覺　　三世一切具三身　 
　歸命一切大乘法　　歸命不退菩提眾　 
　歸命諸明真實言　　歸命一切諸密印　 
　以身口意清淨業　　殷勤無量恭敬禮　
　　作禮方便真言曰(用下持地印)

　　（一）唵(一)曩謨薩嚩怛他(引)蘖多(二)迦耶嚩(入)乞質(二合)多(三)嚩日羅鑁娜難迦
嚕弭(四)

　由此作禮真實言　　即能遍禮十方佛　 
　右膝著地合爪掌　　思惟說悔先罪業　 
　我由無明所積集　　身口意業造眾罪　 
　貪慾恚癡覆心故　　於佛正法賢聖僧　 
　父母二師善知識　　以及無量眾生所　 
　無始生死流轉中　　具造極重無盡罪　 
　親對十方現在佛　　悉皆懺悔不復作　
　　出罪方便真言曰(普通)

　　（二）唵(一)薩嚩播婆薩普(二合)吒(二)娜賀曩嚩日囉(二合)野(三)娑嚩(二合)賀
　南無十方三世佛　　三種常身正法藏　 
　勝願菩提大心眾　　我今皆悉正歸依　
　　歸依方便真言曰(普通)

　　（三）唵(一)薩嚩沒馱冒地薩怛鑁(三合二)設囉赧蘖縒弭(三)嚩日囉(二合)達磨(四)紇
哩(二合五)

　我淨此身離諸垢　　及與三世身口意　 
　過於大海剎塵數　　奉獻一切諸如來　
　　施身方便真言曰(身同獨股杵相)

　　（四）唵(一)薩嚩怛他(引)蘖多(二)布惹鉢囉(二合)嚩哩多曩夜怛麼(二合)南(三)涅(儞逸

反)哩野(二合)哆夜弭(四)薩嚩怛他(引)蘖多室者(二合)地底瑟姹(二合)耽(都含反五)薩嚩怛他
(引)蘖多惹難謎(六)阿味設都(引)(七)

　淨菩提心勝願寶　　我今起發濟群生　 
　生苦等集所纏身　　及與無知所害身　 
　救攝歸依令解脫　　常當利益諸含識　
　　發菩提心方便真言曰(縛印)

　　（五）唵(一)冒地唧多(二)母怛播娜夜弭(三)

　十方無量世界中　　諸正遍知大海眾　 
　種種善巧方便力　　及諸佛子為群生　 
　諸有所修福業等　　我今一切盡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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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喜方便真言曰(歸命合掌)

　　（六）唵(一)薩嚩怛他(引)蘖多(二)布惹(尼也反)惹曩弩母娜曩(三)布惹迷伽三母捺攞
(二合)(四)娑頗(二合)囉拏三麼曳(五)吽
　我今勸請諸如來　　菩提大心救世者　 
　唯願普於十方界　　恒以大雲降法雨　
　　勸請方便真言曰
　　（七）唵(一)薩嚩怛他蘖多(二)睇灑儜布惹迷伽娑母捺囉(二合)(三)娑頗(二合)囉拏三
摩曳(四)吽
　願令凡夫所住處　　速捨眾苦所集身　 
　當得至於無垢處　　安住清淨法界身　
　　奉請法身方便真言曰
　　（八）唵(一)薩嚩怛他(引)蘖多(二)娜睇灑野弭(三)薩嚩薩怛嚩(二合)係多(引)哩他(二

合引)野(四)達麼馱覩悉體(他以反二合)底 婆(二合上)靺覩(五)

　所修一切眾善業　　利益一切眾生故　 
　我今盡皆正迴向　　除生死苦至菩提　
　　迴向方便真言曰
　　（九）唵(一)薩嚩怛他(引)蘖多(二)涅(準前)哩也(二合)怛曩(二合)布惹迷伽三母捺囉(二

合三)娑頗(二合)囉拏三摩曳(四)吽
　復造所餘諸福事　　讀誦經行宴坐等　 
　為令身心遍清淨　　哀愍救攝於自他　 
　心性如是離諸垢　　身隨所應以安坐　 
　分明諦觀初字門　　輪圍九重虛圓白　 
　次當結三昧耶印(定慧虛心合掌空建竪如幢能滿福智聚)　 
　所謂淨除三業道　
　應知密印相　　諸正遍知說　 
　當合定慧手　　竝建二空輪　 
　遍觸諸支分　　誦持真實語　 
　入佛三昧耶　　三昧耶真言　
　　（十）曩謨(引)薩嚩怛他(引)蘖帝毘藥(二合一)尾濕嚩(二合)目契毘藥(二合二)唵阿三
迷(三)底哩(二合)三迷(四)三磨曳(五)娑嚩(二合)賀
　纔結此密印　　能淨如來地　 
　地波羅蜜滿　　成三法界道　 
　所餘諸密印　　印品次當陳　 
　次結法界生　　密慧之幖幟　 
　淨身口意故　　遍轉於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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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三昧手　　俱作金剛拳　 
　二空在其掌　　風幢皆正直　 
　如是名法界　　清淨之祕印　 
　法界生真言　
　　（一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囕達麼馱暏(二)娑嚩(二合)婆嚩句憾(三)

　如法界自性　　而觀於自身　 
　或以真實言　　三轉而宣說　 
　當見住法體　　無垢如虛空　 
　真言印威力　　加持行人故　 
　為令彼堅固　　觀自執金剛　 
　結金剛智印　　止觀手相背　 
　地水火風輪　　左右互相持　 
　二空各旋轉　　合於慧掌中　 
　是名為法輪　　最勝吉祥印　 
　是人當不久　　同於救世者　 
　真言印威力　　成就者當見　 
　掌如寶輪轉　　而轉大法輪　 
　金剛薩埵言　
　　（一二）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嚩日囉(二合)怛麼(二合)句憾(二)

　誦此真言已　　當住於等引　 
　諦觀我此身　　即是執金剛　 
　無量天魔眾　　諸有見之者　 
　如金剛薩埵　　勿生疑惑心　 
　次擐金剛甲　　當觀所被服　 
　遍體生焰光　　用是嚴身故　 
　諸魔為障者　　及餘惡心類　 
　覩之咸四散　　先作三補吒　 
　止觀二風輪　　糺持火輪上　 
　二空自相竝　　而在於掌中　 
　誦彼真言已　　當觀無垢字　 
　金剛甲冑明　
　　（一三）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唵(二)嚩日囉(二合)迦嚩遮(三)吽
　囉字色鮮白　　空點以嚴之　 
　如彼髻明珠　　置之於頂上　 
　設於百劫中　　所積眾罪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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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是悉除滅　　福慧皆圓滿　
　　即彼真言曰
　　（一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囕
　真言同法界　　無量眾罪除　 
　不久當成就　　住於不退地　 
　一切觸穢處　　當加此字門　 
　赤色具威光　　焰鬘遍圍繞　 
　次為降伏魔　　制諸大障者　 
　當念大護者　　無能堪忍明　 
　印相如下明　　
　　大護真言曰
　　（一五）曩莫薩嚩怛他(引)蘖帝毘藥(二合)(一)薩嚩婆野尾誐帝毘藥(二合)(二)尾濕嚩
(二合)目契毘藥(二合)(三)薩嚩他(引四)憾欠(五)囉乞灑(二合)摩賀(引)沫麗(六)薩嚩怛他(引)蘖
多(七)奔尼也(二合)儞(寧逸反)左帝(八)吽吽(九)怛囉(二合)吒怛囉(二合)吒(十)阿鉢囉(二合)底
資多(十一)娑嚩(二合)賀
　由纔憶念故　　諸尾曩夜迦　 
　惡形羅剎等　　彼一切馳散　 
　現前觀囉字　　具點廣嚴飾　 
　謂淨光焰鬘　　赫如朝日暉　 
　念聲真實義　　能除一切障　 
　解脫三毒垢　　諸法亦復然　 
　先自淨心地　　次淨道場地　 
　悉除眾過患　　其相如虛空　 
　如金剛所持　　此地亦如是　 
　瑜伽者諦觀　　五輪最深密　 
　最初於下位　　思惟彼風輪　 
　賀字所安住　　黑光焰流布　
　　即彼真言曰
　　（一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南唅
　次上安水輪　　其色猶雪乳　 
　嚩字所安住　　頗胝月電光　 
　即彼真言曰　
　　鑁(歸命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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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於水輪上　　觀作金剛輪　 
　想置本初字　　四方遍黃色　
　　即彼真言曰
　　阿(歸命同前)

　是輪如金剛　　名大因陀羅　 
　光焰淨金色　　普皆遍流出　 
　於彼中思惟　　導師諸佛子　 
　水中觀白蓮　　妙色金剛莖　 
　八葉具鬚蘂　　眾寶自莊嚴　 
　常出無量光　　百千眾蓮繞　 
　其上復觀想　　大覺師子座　 
　寶王以挍飾　　在大宮殿中　 
　寶柱皆行列　　遍有諸幢蓋　 
　珠鬘等交絡　　垂懸妙寶衣　 
　周布香華雲　　及與眾寶雲　 
　普雨雜華等　　繽紛以嚴地　 
　諧韻所愛聲　　而奏諸音樂　 
　宮中想淨妙　　賢瓶於閼伽　 
　寶樹王開敷　　照以摩尼燈　 
　三昧總持地　　自在之婇女　 
　佛波羅蜜等　　菩提妙嚴華　 
　方便作眾伎　　歌詠妙法音　 
　以我功德力　　如來加持力　 
　及以法界力　　普供養而住　
　　虛空藏明妃真言曰(法應多誦觀想如經)

　　（一七）曩莫薩嚩怛吒(引)蘖帝毘藥(二合)(一)尾濕嚩(二合)目契毘藥(二合二)薩嚩他
(三)欠(四)嗢那蘖帝娑頗(二合)囉呬 (五)誐誐曩劍(六)娑婆(二合)賀
　由此持一切　　真實無有異　 
　金剛掌虛中　　是則加持印　 
　一切法不生　　自性本寂故　 
　想念此真實　　阿字置其中　 
　次當轉阿字　　成大日牟尼　 
　無盡剎塵眾　　普現圓光內　 
　千界為增數　　流出光焰輪　 
　遍至眾生界　　隨性令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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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語遍一切　　佛心亦復然　 
　閻浮淨金色　　為應世間故　 
　跏趺坐蓮上　　正受離諸毒　 
　身被綃縠衣　　自然髮髻冠　 
　字門轉成佛　　亦利諸眾生　 
　猶如大日尊　　瑜伽者觀察　 
　一身與二身　　同入於本體　 
　流出亦如是　　隨其所樂欲　 
　依前法而轉　　召用三部心　 
　風鉤再加請　　為令心喜故　 
　奉獻外香華　 
　次結塗香印　　觀掌向外竪　 
　止羽握右觀　　心想塗香雲　 
　清涼遍世界　　
　　塗香真言曰
　　（一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尾戍(上)馱健度(引)納婆(二合)嚩野(二)娑嚩(二合)賀
　次明奉華印　　八度內相叉　 
　腕合風頭拄　　印如掬華勢　
　　真言曰
　　（一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摩賀(引)妺怛哩也(二合)(二)毘庾(二合)嗢誐帝(三)娑嚩
(二合)賀
　次明燒香印　　六度內背竪　 
　二風頭側合　　空各附於風　
　　真言曰
　　（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達麼馱睹拏蘖帝(二)娑嚩(二合)賀
　次明飲食印　　二地側相著　 
　水火風頭合　　空附於風下　 
　由如食器形　　腕合向前獻　
　　真言曰
　　（二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阿囉囉(二)迦囉囉(三)麼隣捺泥(四)摩訶摩哩(五)娑嚩
(二合)賀
　次明燈明印　　觀拳火輪竪　 
　空拄火下節　　運想無邊剎　 
　一一諸佛前　　光明為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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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言曰
　　（二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怛他(引)蘖多(引) 旨(二)娑頗(二合)囉拏嚩婆娑娜(三

)誐誐猱(奴奧反)娜哩也(二合)(四)娑嚩(二合)賀
　次應長跪普通掌　　讚揚如來諸福智　 
　此已讚歎剎塵眾　　為求悉地發清音　 
　殷勤唄唱三至七　　次誦吉慶伽他句　 
　或五或七下至三　　警覺諸尊發歡喜　
　　真言曰
　　（二三）嚩日囉(二合)薩怛嚩(二合)僧(思孕反)誐囉(二合)賀(一)嚩日囉(二合)囉怛曩(二

合)摩弩怛嚂(二合)(二)嚩日囉(二合)達麼誐野柰(三)嚩日囉(二合)羯麼迦嚕婆嚩(四)

　次獻閼伽印　　止觀蓮華合　 
　風開附火節　　空各附於風　 
　先右後左膝　　展印至於額　 
　三奉於聖天　　心內有所求　 
　隨獻皆啟白　　當得無垢地　 
　離惱清涼定　　
　　閼伽真言曰
　　（二四）唵嚩日囉(二合)娜迦吒吽(如求至願三習百字明)

　次執金剛杵　　抽擲振金鈴　 
　再加轉法輪　　諦想執金剛　 
　如於法界性　　當住菩提心　 
　次結方隅印　　用聖不動尊　 
　左轉成辟除　　右旋及上下　 
　備觸身支分　　結護悉堅牢　 
　真語母陀羅　　如下當分別　 
　既為嚴備訖　　當示根本契　 
　還加於五處　　七轉或再三　 
　散印頂上開　　半跏正身意　 
　或作相應坐　　隨方如教說　 
　正面住身前　　觀一圓明像　 
　清淨無瑕玷　　猶如滿月輪　 
　中有本尊形　　妙色超三界　 
　紗縠嚴身服　　寶冠紺髮垂　 
　寂然三摩地　　輝焰過眾電　 
　猶如淨鏡內　　幽邃現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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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怒顯形色　　操持與願等　 
　正受相應身　　明了心無亂　 
　無相淨法體　　應願濟群生　 
　乳風作四印　　隨一作成就　 
　修行六月滿　　輕舉下神通　 
　安住如來鉤　　布字如下明　 
　火生障聖者　　無動尊真言(如中卷明)　
攝大毘盧遮那供養方便儀軌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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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大毘盧遮那經大菩提幢諸尊密印標幟曼荼羅儀軌卷第二 
大興善寺中天竺國三藏輸波迦羅奉　詔譯

　爾時婆誐鑁　　毘盧遮那佛　 
　觀察諸大眾　　告執金剛手　 
　密主薩埵言　　有法同大日　 
　如來莊嚴具　　同法界幖幟　 
　菩薩摩訶薩　　由是嚴身故　 
　處於生死中　　巡歷於諸趣　 
　塵剎如來會　　以此大菩提　 
　計都而建立　　如來之幖幟　 
　諸天龍夜叉　　八部遙禮敬　 
　受教而奉行　　汝今極諦聽　 
　吾當演說之　　密主誠請已　 
　爾時婆誐鑁　　即便住於身　 
　無害力三昧　　由住斯定故　 
　說一切如來　　無能障閡身　 
　無等三力明　　即說明妃曰　
　　（二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阿三迷(二)底哩(二合)三迷(三)三(去)摩曳(引)(四)娑嚩
(二合)賀
　金剛祕密主　　明妃能示現　 
　一切如來地　　不越三法界　 
　地波羅蜜滿　　密印定慧手　 
　蓮合建二空　　額肩心喉頂　 
　印五誦明妃　　此一切諸佛　 
　救世之大印　　正覺三昧耶　 
　於此印而住　　次法界生印　 
　當住於囕字　　印明如前說　 
　次轉法輪印　　諦想執金剛　 
　風輪風種子　　印明如初會　 
　真言行菩薩　　從此眾三昧　 
　即入無生字　　住大菩提心　 
　觀身如薩埵　　色相碧頗梨　 
　住於羯磨輪　　普遍成焰鬘　 
　誦下真言王　　方作曼荼羅　 
　自肘雙為量　　異此非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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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地偈如經　　白檀點為記　 
　香華普奉獻　　先持辦事明　 
　傳法阿闍梨　　方可次應取　 
　五色修多羅　　稽首一切佛　 
　大毘盧遮那　　親自作加持　 
　東方以為首　　對持修多羅　 
　至臍而在空　　漸次右旋轉　 
　如是南及西　　終竟於北方　 
　第二安立界　　亦從初方起　 
　憶念諸如來　　所行如上說　 
　右方及後方　　復周於勝方　 
　阿闍梨次迴　　依於涅哩底　 
　受學對持者　　漸次以南行　 
　從此右旋遶　　轉依於風方　 
　師位移本處　　而居於火方　 
　持真言行者　　復修如是法　 
　弟子在西南　　師居伊舍尼　 
　學者復旋繞　　轉依於火方　 
　師位移本處　　而住於風方　 
　如是真言者　　普作四方相　 
　漸次入其中　　三位以分之　 
　已表三分位　　地相普周遍　 
　復於一一分　　差別以為三　 
　是中最初分　　作業所行道　 
　其餘中後分　　聖天之住處　 
　應知其分齊　　誠心以慇重　 
　運布諸聖尊　　是諦阿闍梨　 
　正受造眾相　　均調善分別　 
　內心妙白蓮　　胎藏正均等　 
　藏中造一切　　悲生曼荼羅　 
　十六央俱梨　　過此是其量　 
　八葉正圓滿　　鬚蘂皆嚴好　 
　金剛之智印　　遍出諸葉間　 
　從此華臺中　　大日勝尊現　 
　金色具暉曜　　首持髮髻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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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圓滿光　　離熱住三昧　 
　四智四行等　　八祕中宣說　 
　大日如來上　　三昧諸眷屬　 
　彼東應畫作　　一切遍知印　 
　三角蓮華上　　其色皆鮮白　 
　光焰遍圍繞　　皓潔普周遍　 
　峯銳向其下　　佛坐道樹下　 
　持此降四魔　　故號遍知印　 
　能具多功德　　生眾三昧王(云云)　 
　次於其北維　　導師諸佛母　 
　晃曜真金色　　縞素以為衣　 
　遍照猶日光　　正受住三昧　 
　佛母虛空眼　　
　　真言曰
　　（二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誐誐曩嚩囉 乞叉(二合)嬭(一)誐誐曩娑摩曳(三)薩
嚩覩嗢誐(二合)哆(四)鼻(入)娑囉三婆吠(五)入嚩(二合)羅難(引)摩目佉曩(六)娑嚩(二合)賀
　定慧歸合掌　　風捻空加上　 
　其形如憩伽　　此大慧刀印　 
　一切佛所說　　能斷於諸見　 
　謂俱生身見　　
　　真言曰
　　（二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摩賀朅誐尾囉惹(自羅反下準二)達麼讚(引)捺囉捨(二

合)迦娑賀惹(三)薩迦野捺 (二合)瑟致(二合) 曳(二合)諾(入)迦(四)怛他(引)蘖多阿地目訖
底(二合)儞翼(二合)捨多(五)尾(微曳反)囉(引)誐達磨儞翼(二合)舍多吽(六)

　定慧虛心合　　屈風空絞之　 
　形如商佉等　　此名為勝願　 
　吉祥法螺印　　諸佛世之師　 
　菩薩救世者　　皆說無垢法　 
　至寂靜涅槃　　
　　真言曰
　　（二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暗
　定慧合舒散　　猶如前健吒　 
　地空各相持　　風火頭令合　 
　吉祥願蓮華　　諸佛救世者　 
　不壞金剛座　　覺悟名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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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與佛子　　悉皆從此生　
　　真言曰
　　（二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入)

　二羽外為拳　　申火風如鉤　 
　地空各竪合　　形如跋折羅　 
　金剛大慧印　　能壞無智城　 
　曉寤睡眠者　　天人不能壞　
　　真言曰
　　（三○）曩莫三滿多嚩日羅(二合)赧吽
　定慧內成拳　　火空各竪合　 
　風屈持於火　　形由似寶珠　 
　此印摩訶印　　所謂如來頂　 
　適纔結作之　　即同於世尊　
　　真言曰
　　（三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引)喃(一)吽吽
　慧手屈成拳　　風節置眉間　 
　此名豪相藏　　佛常滿其願　 
　以纔作此故　　即同人中勝　
　　真言曰
　　（三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去急呼)唅若(入急呼)

　次住瑜伽座　　定慧累臍間　 
　猶如持鉢相　　是名為釋迦　 
　牟尼大鉢印　　
　　真言曰
　　（三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婆(上急呼)

　前印舒慧手　　向上施無畏　 
　能施與一切　　眾生類無畏　 
　若結此大印　　名施無畏者　
　　真言曰
　　（三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薩嚩他(二)爾娜爾娜(三)佩也那奢娜(四)娑嚩(二合)賀
(引)

　定慧復如前　　慧垂下施願　 
　如是與願印　　世依之所說　 
　適纔結此者　　諸佛滿其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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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言曰
　　（三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嚩囉娜嚩日囉(二合)怛摩(二合)迦(二)娑嚩(二合)賀(引)

　慧拳舒風輪　　以毘俱胝形　 
　住於等引相　　以如是大印　 
　諸佛救世者　　恐怖諸障者　 
　隨意成悉地　　由結是印故　 
　大惡魔軍眾　　及餘諸障者　 
　馳散無可疑　　風頭置眉間　
　　真言曰
　　（三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摩訶(引)摩羅嚩底(丁以反二)捺奢嚩路納婆(二合)吠摩
訶(引)每怛哩野(二合)(三)毘庾(二合)訥蘖(二合)底(丁以反四)娑嚩(二合)賀(引)

　慧拳舒水火　　風地押空輪　 
　此名一切佛　　世依悲生眼　 
　想置於眼界　　智者成佛眼　
　　真言曰(灌頂時此用開眼)

　　（三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誐誐曩嚩羅落乞叉(二合)儜(二)迦嚕儜摩耶(三)怛他
(引)蘖多斫乞芻(二合四)娑嚩(二合)賀(引)

　定慧內成拳　　舒風頭圓合　 
　此勝願索印　　壞諸造惡者　 
　真言者結之　　能縛諸不善　
　　真言曰
　　（三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係係摩訶(引)播奢(二)鉢羅(二合)娑勞涅哩野(二合三)

薩埵馱睹(四)尾模訶迦(五)怛他(引)蘖多(引)地目乞底(二合)儞(入)佐多(六)娑嚩(二合)賀(引)

　定慧合成拳　　慧風屈如鉤　 
　即此名鉤印　　諸佛救世者　 
　召集於一切　　住於十地位　 
　菩提大心者　　及惡思眾生　 
　隨召皆赴集　　
　　真言曰
　　（三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去急呼)薩嚩怛囉(二合引)鉢囉(二合)底(丁以反)訶帝
(二)怛他(引)蘖黨矩奢(三)冒地折哩耶(二合)跛哩布羅迦(四)娑嚩(二合)賀(引)

　前印申火屈　　火風並如鉤　 
　是名如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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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言曰
　　（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枳壤怒納婆(二合)嚩(二)娑嚩(二合)賀(引)

　前拳收火風　　申水如來臍　 
　即前風火水　　舒散如來腰　 
　二印各持明　
　　彼二真言曰(腰或內縛拳二水竝申合)

　　如來臍真言
　　（四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沒哩(二合)都納婆(二合)嚩(二)娑嚩(二合)賀(引)

　　如來腰真言
　　（四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怛他(引)蘖多三婆嚩(二)娑嚩(二合)賀(引)

　定慧虛心合　　風水屈入內　 
　火合空亦然　　地合令少屈　 
　此名如來藏　　
　　真言曰
　　（四三）曩莫薩嚩怛他(引)蘖帝毘也(二合一)嚂嚂 (二)娑嚩(二合)賀(引)

　前印散舒水　　即名大結界　 
　次無堪忍印　　大力大護者　 
　即以前印相　　火鉤頭屈合　 
　舒風餘同前　　
　　二印真言曰
　　（四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麗嚕補哩尾矩哩尾矩麗(二)娑嚩(二合)賀(引)

　無堪忍大護　　
　　真言曰
　　（四五）曩莫薩嚩怛他(引)蘖帝弊(毘耶反下同一)薩嚩佩也尾(引)蘖帝弊(二)尾濕嚩(二

合)目契弊(三)薩嚩他(引四)唅欠(五)囉(入)乞叉(二合)摩訶(引)摩麗(六)薩嚩怛他(引)蘖多奔抳
也(二合)涅(入)佐帝(七)吽吽(八)怛囉(二合)吒怛囉(二合)吒(九)阿鉢囉底(丁以反)訶帝(十)娑嚩
(二合)賀(引)

　次明普光印　　準前空入月　 
　風開如放光　
　又以空心合　　二風持火側　 
　名如來甲印　
　次明爾賀嚩　　準前如來甲　 
　空押二水甲　　爾賀嚩觸印　 
　并觸習真言　　語門虛心合　 
　風水屈相捻　　二空竝少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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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火令成峯　　或云地水屈　 
　風火令如峯　　二空開附彼　 
　五印四真言　　
　　彼彼真言曰
　　　普光
　　（四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入嚩(二合引)攞(引)摩里儞(二)怛他(引)蘖多 旨(二合

二)娑嚩(二合)賀(引)

　　　如來甲
　　（四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鉢囉(二合)戰拏(二)嚩日羅(二合)入嚩(二合)攞野(三)尾
薩怖(二合)羅吽(四)

　　　如來舌
　　（四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怛他(引)蘖多爾訶嚩(二合二)薩底也(二合)達摩鉢囉
(二合)底瑟恥(二合)多(三)娑嚩(二合)賀(引)

　　　如來語
　　（四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怛他(引)蘖多摩訶(引)嚩(無名反)吃怛囉(二合二)尾濕
嚩(二合)枳惹(二合)曩摩護那也(三)娑嚩(二合)賀(引)

　次牙同語門　　風屈第三節　 
　入掌令相合　　辨說同於牙　 
　風輪移向上　　置火三節上　
　　二印真言曰
　　（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怛他(引)蘖多能(去)瑟吒囉(二合)娑囉娑釳囉(二合引

)(三)參鉢羅(二合)博迦(四)薩嚩怛他(引)蘖多(五)尾灑也參婆(上)嚩(六)娑嚩(二合)賀(引)

　　　如來辯說
　　（五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振底也(二合)娜部(二合)多(二)路跛嚩(引)三摩哆(上)

鉢囉(二合引)跛多(二合)尾輸(上)馱娑嚩(二合)囉(四)娑嚩(二合)賀(引)

　次明佛十力　　定慧虛心合　 
　地空屈入掌　　月內節相合　 
　念處同十力　　雙屈於空風　 
　上節令相合　　次陳開悟印　 
　前印空加水　　餘度竝申合　 
　普賢如意珠　　虛合風加火　 
　慈氏印同前　　屈風火輪下　
　　五印真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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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持十力
　　（五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捺奢麼浪伽達囉(二)吽參髯(三)娑嚩(二合)賀(引)

　　　如來念處
　　（五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怛他(引)蘖多娑沒哩(二合)底(一)薩怛嚩(二合) 哆弊
(毘也反)訥蘖(二合)多(三)誐誐曩三(去)摩(引)三摩(四)娑嚩(二合)賀(引)

　　　平等開悟
　　（五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薩嚩達磨三摩哆鉢囉(二合)鉢多(二合二)怛他(引)蘖哆
(引)弩蘖多(三)娑嚩(二合)賀(引)

　　　普賢如意珠
　　（五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三滿多弩蘖多(二)尾囉惹達摩儞(入)惹多(三)摩訶(引)

摩訶(引四)娑嚩(二合)賀(引)

　　　慈氏菩薩
　　（五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爾單惹也(二)薩嚩薩怛嚩(二合引)捨夜弩蘖多(三)

娑嚩(二合)賀(引)

　復於彼南方　　救世佛菩薩　 
　大德聖尊印　　號名滿眾願　 
　真哆摩尼寶　　住於白蓮上　 
　智拳風住眉　　前二普通印　
　　彼三真言曰
　　　一切菩薩
　　（五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薩嚩他(引二)尾麼底(引三)尾枳囉拏(四)達麼馱覩涅
翼(二合)惹多(五)三三訶(六)娑嚩(二合)賀(引)

　　　一切諸佛心
　　（五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薩嚩沒馱冒(上)地薩怛嚩(二合一)紇哩(二合三)娜野(引

)捺哩(二合)吠捨儞(四)曩莫薩嚩尾禰(五)娑嚩(二合)賀(引)

　　　毫相
　　（五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嚩囉泥(二)嚩嚩鉢囉(二合)波多(二合)吽(三)娑嚩(二合)

賀(引)

　次於其勝方　　蓮華大精進　 
　自在觀世音　　光色如皓月　 
　商佉軍那華　　微笑坐白蓮　 
　髻現無量壽　　彼右大名稱　 
　聖者多羅尊　　青白色相雜　 
　中年女人狀　　合掌持青蓮　 
　圓光靡不遍　　暉發猶淨金　 



P. 18

　微笑鮮白衣　
　次左毘俱胝　　手垂數珠鬘　 
　三目持髮髻　　身形如縞素　 
　圓光色無主　　黃赤白相入　 
　次得大勢至　　被服商佉色　 
　大悲蓮華手　　滋榮而未敷　 
　圍繞以圓光　 
　明妃住其側　　號持名稱者　 
　一切妙瓔珞　　莊嚴金色身　 
　執鮮妙華枝　　左持鉢胤遇　 
　次近聖多羅　　當觀白處尊　 
　髮冠襲純白　　鉢曇麼華手　 
　於聖者前作　　大力持明王　 
　晨朝日暉色　　白蓮以嚴身　 
　赫奕成焰鬘　　吼怒牙出現　 
　利爪獸王髻　　賀野吃哩嚩(入)　 
　身相之儀軌　 
　大精進眷屬　　八密次當陳　 
　十度仰開敷　　地空自相竝　 
　多羅內叉拳　　風針空前附　 
　毘俱胝風交　　大勢福智合　 
　猶如蓮未開　　白處同前印　 
　移空水入月　　馬頭即前印　 
　屈風空輪下　　相去如穬麥　 
　名稱奢摩他　　上舉風輪屈　 
　地藏同馬頭　　申水風餘拳　 
　彼彼真言曰　
　　　觀音蓮華部上首
　　（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薩嚩怛他(引)蘖多嚩路枳多(二)羯嚕儜摩野(三)羅羅羅
吽惹(四)娑嚩(二合)賀
　　　多羅尊
　　（六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多 多 抳(二)迦嚕拏納婆(二合)吠(三)娑嚩(二合)賀
　　　毘俱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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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薩嚩婆野怛羅(二合)散儞(入)(二)吽娑頗(二合)吒野(三)

娑嚩(二合)賀
　　　得大勢至
　　（六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三參賀(引二)薩他(二合)麼鉢囉(二合)跛多(二合三)髯
髯娑(急音索四)娑嚩(二合)賀
　　　耶輸多羅
　　（六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琰野戍馱囉野(二)娑嚩(二合)賀
　　　白處尊
　　（六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怛他蘖多尾灑野(二)三婆吠(三)鉢娜麼(二合)摩履儞
(入四)娑嚩(二合)賀
　　　何耶揭利婆
　　（六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吽佉曩野畔惹(二)娑頗(二合)吒野(三)娑嚩(二合)賀
　　　地藏
　　（六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賀賀賀素(上)怛弩(二)娑嚩(二合)賀
　已說初界域　　諸尊方位竟　 
　大心摩訶薩　　應往第三院　 
　因陀羅方中　　先安妙吉祥　 
　身相欝金色　　五佛髻冠頂　 
　猶如童子形　　左持青蓮華　 
　上表金剛印　　微笑坐白蓮　 
　妙相圓滿光　　周匝互暉映　 
　右光網童子　　種種妙瓔珞　 
　執網坐寶蓮　　而觀佛長子　 
　左無垢光尊　　左右五使者　 
　所謂髻設尼　　優婆髻設尼　 
　質多羅地慧　　請召五使者　 
　五種奉教者　　侍衛無勝智　 
　文殊智定手　　火合加水上　 
　風空如嚩字　　蹙合似青蓮　 
　光網定為拳　　屈風如鉤勢　 
　無垢同前印　　五輪竝少屈　 
　繼設尼刀印　　慧拳火風竪　 
　優婆計尼戟　　前拳火申直　 
　質多如執杖　　地慧幢定手　 
　成拳申地水　　請召童子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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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拳風如鉤　　三尊五使者　 
　請召等真言　
　　　文殊
　　（六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係係矩麼囉迦(二)尾目吃底(二合)鉢他悉體(二合)多
(三)娑麼(二合)囉娑麼(二合)囉(四)鉢囉(二合)底撚(五)娑嚩(二合)賀
　　　光網
　　（六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係係矩麼囉(二)忙三蘖多娑嚩(二合)婆嚩悉體(二合)

多(三)娑嚩(二合)賀
　　　無垢光
　　（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係矩麼囉(二)尾唧怛囉(二合)誐底矩麼羅(三)摩弩娑麼
(二合)羅(四)娑嚩(二合)賀
　　　計設尼
　　（七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係係矩麼哩計(一)那野枳儞也(二合)難娑麼(二合)囉
(三)鉢囉(二合)底撚(四)娑嚩(二合)賀
　　　優婆計設尼
　　（七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頻娜野枳儞也(二合)難(二)係矩忙哩計(三)娑嚩(二合)

賀
　　　質多
　　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弭哩(二)娑嚩(二合)賀
　　　財慧
　　（七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係哩(二)娑嚩(二合)賀
　　　地慧幢
　　（七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係娑麼(二合)囉惹曩計覩(二)娑嚩(二合)賀
　　　召請童子
　　（七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羯囉曬(二合)野(二)薩鑁矩嚕阿撚(三)矩麼囉寫(四)

娑嚩(二合)賀
　行者於右方　　先作大名稱　 
　除蓋障菩薩　　執持如意寶　 
　捨於二分位　　當致八菩薩　 
　所謂除疑怪　　無畏除惡趣　 
　救護大慈生　　悲念除熱惱　 
　不思議慧等　　除蓋定慧合　 
　地水空入掌　　風火自相竝　 
　除疑定慧拳　　舒火屈三節　 
　毘鉢施無畏　　即名無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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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慧申五輪　　是除惡趣印　 
　前印掩於心　　即名救護慧　 
　智手持華狀　　是即大慈生　 
　慧屈火掩心　　是名悲念者　 
　除熱惱慧手　　下作施願印　 
　不思議慧印　　慧空風相持　 
　真多摩抳狀　　次習九真言　
　　　除蓋
　　（七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急呼)薩怛嚩(二合)係多毘庾(二合)嗢蘖多(二)怛藍
(二合)怛藍嚂嚂(三)娑嚩(二合)賀
　　　除疑怪
　　（七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尾麼底掣諾迦(二)娑嚩(二合)賀
　　　施無畏
　　（七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佩延娜娜(二)娑嚩(二合)賀
　　　除惡趣
　　（七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弊(毘庾反)達囉儜(二)薩怛嚩(二合)馱敦(三)娑嚩(二

合)賀
　　　救護慧
　　（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係摩賀摩賀(二)娑摩(二合)囉鉢囉(二合)底撚(三)娑嚩
(二合)賀
　　　慈生
　　（八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娑嚩(二合)載姤嗢蘖(二合)多(二)娑嚩(二合)賀
　　　悲念
　　（八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迦嚕儜沒囇(二合)呢多(二)娑嚩(二合)賀
　　　除熱
　　（八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係嚩囉娜嚩囉(二)鉢囉(二合)波多(二合三)娑嚩(二合)

賀
　　　不思議慧
　　（八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薩嚩捨跛哩布囉迦(二)娑嚩(二合)賀
　行者於勝方　　地藏摩訶薩　 
　雜寶地間錯　　四寶為蓮華　 
　焰胎巧嚴麗　　聖者處其中　 
　無量菩薩俱　　寶掌及寶手　 
　持地寶印手　　及發堅固意　 
　初印智定拳　　二火輪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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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處慧成拳　　三輪而舒散　 
　寶手用前拳　　餘收水申直　 
　智定背相合　　空地互伽持　 
　持地印如是　　用前五股戟　 
　即名寶印手　　即前金剛戟　 
　是名第六印　　彼彼真言曰　
　　　地藏
　　（八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賀賀賀尾娑麼(二合)曳(二)娑嚩(二合)賀
　　　寶處
　　（八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係麼賀麼賀(二)娑嚩(二合)賀
　　　寶掌
　　（八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囉怛怒(二合)嗢婆嚩(二)娑嚩(二合)賀
　　　持地
　　（八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馱囉尼(尼仁反)馱囉(二)娑嚩(二合)賀
　　　印手
　　（八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囉怛娜(二合)儞囉爾(二合)多(二)娑嚩(二合)賀
　　　堅固
　　（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嚩日囉(二合)三婆嚩(二)娑嚩(二合)賀
　復至於龍方　　諦觀虛空藏　 
　勸勇被白衣　　持刀生光焰　 
　正覺所生子　　及與諸眷屬　 
　無垢虛空慧　　清淨慧行慧　 
　安慧出現智　　蓮華印執杵　 
　後三普通印　　如是諸菩薩　 
　左右而安布　　初印福智合　 
　風加火上節　　雙空入月中　 
　次印風加空　　定慧平合是　 
　次三虛空慧　　印用轉法輪　 
　次四用商佉　　行慧二羽合　 
　餘六仰如華　　安慧同文殊　 
　八印及真言　　次第而稱誦　
　　彼彼真言曰
　　　虛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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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迦舍三滿多弩蘖多(二)尾唧怛嚂(二合)嚩囉達囉(三

)娑嚩(二合)賀
　　　無垢
　　（九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誐誐曩難多虞左羅(二)娑嚩(二合)賀
　　　空慧
　　（九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作吃囉(二合)嚩唎底(二合二)娑嚩(二合)賀
　　　清淨
　　（九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達磨三婆嚩(二)娑嚩(二合)賀
　　　行慧
　　（九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鉢曇麼(二合)囉野(二)娑嚩(二合)賀
　　　安慧
　　（九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惹弩嗢婆(二合)嚩(二)娑嚩(二合)賀
　　　出現
　　（九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嚩日羅(二合)悉體(二合)囉沒弟(二)布囉嚩(二合)嚩怛
麼(二合)滿怛囉(二合)娑嚩(二合)賀
　　　蓮華
　　（九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俱嚩隸野(二)娑嚩(二合)賀
　　　執杵
　　（九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嚩日囉迦囉(二)娑嚩(二合)賀
　復次華臺右　　大日之左方　 
　能滿一切願　　持金剛慧者　 
　鉢孕遇華色　　或如綠寶色　 
　首載眾寶冠　　瓔珞莊嚴身　 
　間錯互嚴飾　　廣多數無量　 
　右執嚩日囉　　周環起光焰　 
　金剛藏之右　　部母忙莽雞　 
　亦持堅慧杵　　嚴身以瓔珞　 
　彼左金剛針　　使者眾圍繞　 
　微笑同瞻仰　　次右商羯羅　 
　執持金剛鎖　　自部諸使俱　 
　身相淺黃色　　智杵為幖幟　 
　次於滿願下　　忿怒降三世　 
　號名月黶尊　　三目現利牙　 
　夏時雨雲色　　金剛寶瓔珞　 
　阿吒吒笑聲　　攝護眾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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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眾圍繞　　乃至百千手　 
　操持眾器械　　如是忿怒等　 
　皆住蓮華中　　南方滿願會　 
　五大持明王　 
　初印內叉拳　　火建風如鉤　 
　地空自相並　　部母地空入　 
　餘相並同初　　外縛竪風輪　 
　金剛針密契　　鎖契福智手　 
　反鉤向身轉　　舒空智加上　 
　月黶空附風　　並申不相著　
　　彼彼真言曰
　　　金剛手菩薩是金剛部上首
　　（一○○）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嚩(入)嚩日囉(二合)播尼(二)戰拏摩賀路灑拏
(三)吽娑嚩(二合)賀
　　　忙莽雞
　　（一○一）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怛 (二合)吒怛 (二合)吒(二)惹衍底(三)娑
嚩(二合)賀
　　　金剛針
　　（一○二）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薩嚩達麼儞 吠(二合)達儞(二)嚩日囉(二合)

素爾(入)嚩囉泥(三)婆嚩(二合)賀
　　　金剛鎖
　　（一○三）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吽滿馱滿馱野(二)暮吒暮吒野(三)嚩日嚕(二

合) 婆(二合)吠(四)薩嚩怛囉(二合)鉢囉(二合)底賀多(五)娑嚩(二合)賀
　　　月黶
　　（一○四）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頡唎(二合)吽頗吒(二)娑嚩(二合)賀
　次於彼西方　　大日如來下　 
　無量持剛金　　形色各差別　 
　所為諸奉教　　福智手成拳　 
　二風屈上節　　金剛拳如名　 
　置心習明句　 
　持地定慧手　　反叉背相著　 
　地空互相加　 
　一切金剛持　　同前持地契　 
　一切奉教者　　如上福智拳　 
　如上諸金剛　　形色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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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放圓滿光　　真言主之下　 
　依涅哩底方　　不動如來使　 
　慧刀定羂索　　頂髮垂左肩　 
　一目而諦觀　　威怒身猛焰　 
　安住寶盤石　　面門水波相　 
　充滿童子形　　如是具慧者　 
　持印布種子　　十九轉成身　 
　一切天蘇洛　　無敢正視者　 
　風方忿怒尊　　所謂勝三世　 
　威猛焰圍繞　　寶冠持金剛　 
　種子百八轉　　而成忿怒身　 
　不顧自身命　　專請而受教　 
　不動印如上　　三世勝同上　 
　金剛慧月黶　　真言主眷屬　 
　七大金剛使　　
　　彼彼真言曰
　　　奉教
　　（一○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尾娑摩(二合)野儜曳(二)娑嚩(二合)賀
　　　金剛拳
　　（一○六）曩莫三滿多嚩日羅(二合)赧(一)薩頗(二合)吒野(二)嚩日羅(二合)三婆吠(三)

娑嚩(二合)賀
　　　持地
　　（一○七）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達囉抳達囉(二)娑嚩(二合)賀
　　　一切持金剛
　　（一○八）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吽吽吽(二)頗吒(二合)頗吒(二合)髯髯(三)娑
嚩(二合)賀
　　　一切奉教
　　（一○九）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係係枳爾囉(引)野細(二)吃哩(二合)恨拏(二

合)吃哩(二合)恨拏(二合三)佉曩佉曩(四)鉢哩布羅野(五)薩嚩枳迦囉赧(六)薩嚩鉢囉(二合)底
尾撚(儞演反七)娑嚩(二合)賀
　　　不動
　　（一一○）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戰拏摩賀 灑拏(二)娑頗(二合)吒野(三)吽
怛囉(二合)吒(四)憾 (五)娑嚩(二合)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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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三世
　　（一一一）曩莫三滿多嚩日囉(二合)赧(一)賀賀賀(二)尾娑麼(二合)曳(三)薩嚩怛他(引)

蘖多尾灑野三婆嚩(四)怛 (二合)路枳也(二合)尾惹野(五)吽惹(六)娑嚩(二合)賀
　東方初門中　　釋迦坐白蓮　 
　四八紫金色　　被服袈裟衣　 
　為令教流布　　住彼而說法　 
　三味眾圍繞　　次於牟尼右　 
　顯示遍知眼　　熙怡相微笑　 
　遍體圓淨光　　喜見無比身　 
　是名能寂母　　復於世尊右　 
　置於毫相明　　住鉢頭摩華　 
　圓光商佉色　　執持如意寶　 
　滿足眾希願　　暉光大精進　 
　救世釋師子　 
　次右五佛頂　　白傘勝最勝　 
　火光聚捨除　　大我之釋種　 
　復於毫相左　　安置三佛頂　 
　廣大極廣大　　及以無邊聲　 
　應當於是處　　精進一心造　 
　前五白黃金　　次三白黃赤　 
　釋迦之眷屬　　十二大士印　 
　牟尼說法相　　智手吉祥印　 
　母印同佛頂　　異謂金剛標　 
　毫相竪智拳　　風節置眉上　 
　白傘竪慧風　　定掌覆如蓋　 
　勝頂前刀印　　最勝印同輪　 
　火聚同佛頂　　捨除智成拳　 
　抽風屈如鉤　　廣大發生頂　 
　同用蓮華印　　極廣廣生頂　 
　五股金剛印　　水入福智合　 
　風屈持火中　　下節上一麥　 
　無邊音聲頂　　身印同商佉　 
　一切佛頂印　　慧手聚五峯　 
　安於自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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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彼真言曰　
　　釋迦
　　（一一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薩嚩吃哩(二合)舍儞素捺曩(二)薩嚩達磨嚩(無鉢反)

始多(引)鉢囉(二合)波多(二合)(三)誐誐曩三麼三迷(四)娑嚩(二合)賀
　　　佛母
　　（一一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沒馱路左儞嚩弩囉麼達麼三婆嚩尾迦曩三參娑
嚩(二合)賀
　　　毫相
　　（一一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惡(引)痕惹(二)娑嚩(二合)賀
　　　白傘
　　（一一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嚂悉怛多鉢怛囉(二合)鄔瑟抳(二合)灑(二)娑嚩(二

合)賀
　　　勝頂
　　（一一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苫惹庾鄔瑟抳(二合)灑(二)娑嚩(二合)賀
　　　最勝
　　（一一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施枲尾惹庾鄔瑟抳(二合)灑(二)娑嚩(二合)賀
　　　火聚
　　（一一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怛陵唵(三合)帝儒羅施鄔瑟抳(二合)灑(二)娑嚩(二

合)賀
　　　捨除
　　（一一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訶嚕唵(三合)尾枳囉拏半祖鄔瑟抳(二合)灑(二)娑
嚩(二合)賀
　　　極廣
　　（一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吒嚕唵(三合)鄔瑟抳(二合)灑(二)娑嚩(二合)賀
　　　廣大
　　（一二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室嚕唵(三合)鄔瑟抳(二合)灑(二)娑嚩(二合)賀
　　　無邊音
　　（一二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吽惹庾鄔瑟抳(二合)灑(二)娑嚩(二合)賀
　　　一切佛頂
　　（一二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鑁鑁鑁吽吽吽發吒(二)娑嚩(二合)賀
　次於其勝方　　布列淨居眾　 
　自在與普化　　光鬘及意生　 
　名稱遠聞等　　各如其次第　 
　慧手承已頰　　普化準自在　 
　火風差戾異　　光鬘印同前　 



P. 28

　改空橫於掌　　滿意生天子　 
　空風如持華　　遍音聲天印　 
　智空加水上　　舒掩慧耳門　 
　五天并眷屬　　如次習真言　
　　　自在天
　　（一二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唵播羅儞怛麼(二合)囉底毘藥(二合二)娑嚩(二合)賀
　　　普華
　　（一二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麼弩囉摩(二)達麼三婆嚩(三)迦詑迦詑曩(四)三參
忙縒泥(五)娑嚩(二合)賀
　　　光鬘
　　（一二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左覩鄔姹(二合)寫難(二)娑嚩(二合)賀
　　　滿意生天子
　　（一二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唵哿聹恥毘藥(二合二)娑嚩(二合)賀
　　　遍音聲天
　　（一二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唵阿婆娑嚩(二合) 毘藥(二合二)娑嚩(二合)賀
　行者於東隅　　而作火仙像　 
　住於熾焰中　　三點灰為標　 
　身色皆深赤　　心置三角印　 
　而作焰鬘中　　慧珠定澡瓶　 
　掌印定持杖　　青羊以為座　 
　妃后侍左右　　嚩思瑟姹仙　 
　并餘諸仙眾　　而為其眷屬　 
　左方閻摩天　　手秉檀拏印　 
　水牛以為座　　震電玄雲色　 
　七母并黑夜　　死后妃圍繞　 
　判官諸鬼屬　　眷屬等圍繞　 
　火天智無畏　　大空橫掌中　 
　請召慧風鉤　　嚩思等五契　 
　空持水二文　　次第開敷遍　 
　琰摩福智合　　地風入月中　 
　七母三昧拳　　抽空竪鎚印　 
　暗夜同前印　　風火並皆申　 
　焰摩后妃鐸　　慧手垂五輪　 
　猶如健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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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彼真言曰
　　　火天
　　（一二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擬曩(二合)曳(二)娑嚩(二合)賀
　　　妃后
　　（一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起儞曳(二)娑嚩(二合)賀
　　　嚩斯仙
　　（一三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嚩枲瑟姹(二合) 釤(二合二)娑嚩(二合)賀
　　　阿趺哩仙
　　（一三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惡底羅(二合)野摩賀 釤(二合二)娑嚩(二合)賀
　　　喬答摩
　　（一三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婆哩(二合)輸怛麼(二合)阿 釤(二合二)娑嚩(二合)

賀
　　　蘖 伽
　　（一三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矯怛麼(二合)麼賀 釤(二合二)蘖哩伽(二合)娑嚩(二

合)賀
　　　閻羅天
　　（一三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吠(無愛反)嚩娑嚩(二合)多野(二)娑嚩(二合)賀
　　　七母
　　（一三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麼怛哩(二合)毘藥(二合二)娑嚩(二合)賀
　　　暗夜
　　（一三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迦囉羅怛哩曳(二)娑嚩(二合)賀
　　　判官
　　（一三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只怛羅(二合)虞鉢多(二合)野(二)娑嚩(二合)賀
　涅哩底鬼王　　號名大羅剎　 
　執刀恐怖形　　身印同朅誐　 
　是諸落剎娑　　虛合水入掌　 
　風竪空火交　　彼彼真言曰　
　　　羅剎主
　　（一三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囉(入)吃察(二合)娑(二)地跛多曳(三)娑嚩(二合)賀
　　　剎斯
　　（一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 吃叉(二合)娑(二)誐抳弭(三)娑嚩(二合)賀
　　　將兄
　　（一四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仡囉(二合)迦 (二)娑嚩(二合)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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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
　　（一四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 乞叉(二合)細毘藥(二合二)娑嚩(二合)賀
　龍方嚩嚕拏　　西門執羂索　 
　天形女人狀　　龍光龜為座　 
　門裏前左右　　忿怒無能勝　 
　阿毘目佉對　　廂曲中大護　 
　持明大忿怒　　次右無能勝　 
　次左無勝妃　　難徒拔難徒　 
　西方諸地神　　辯才及毘紐　 
　塞建曩風神　　商羯羅月天　 
　是等依龍方　　持真言行者　 
　以不迷惑心　　置之勿遺謬　 
　所餘諸釋種　　袈裟及錫杖　 
　師應具開示　　三昧形色異　 
　羂索內叉拳　　抽風頭圓合　 
　地神福智羽　　八度頭圓合　 
　二空附如蓋　　辯才即妙音　 
　慧風持於空　　向身而來去　 
　運動如奏樂　　彼天費拏印　 
　毘紐即那延　　三昧空捻風　 
　圓孔如輪勢　　彼后風加空　 
　以此為殊異　　次於水天右　 
　塞健翻童子　　三首乘孔雀　 
　商羯羅戟印　　定空加自地　 
　火風水戟形　　后印空持地　 
　妃印三輪開　　西門之南次　 
　月天之眷屬　　二十八宿神　 
　宮神等圍繞　　月天乘白鵠　 
　身印三昧手　　空加於水上　 
　因作潔白觀　　一切宿曜印　 
　蓮合火空交　　即前廂曲中　 
　無勝三昧拳　　舉翼輪開散　 
　智拳舒慧風　　猶如相擬勢　 
　相對舉慧拳　　狀如相擊勢　 
　即阿毘目佉　　次外勝及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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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執蓮在心　　舒定向外距　 
　即名無能勝　　次陳勝妃印　 
　福智內成拳　　屈空如口相　 
　二龍左右掌　　更互一相加　 
　嚩庾風天幢　　智拳地水竪　 
　想觀作風幢　　一切諸眷屬　 
　圍繞於風天　　
　　彼彼真言曰
　　　諸龍
　　（一四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播跛多曳(二)銘伽捨儞(入)曳(三)娑嚩(二合)賀
　　　地神
　　（一四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跛哩(二合)體(他以反)尾曳(二合二)娑嚩(二合)賀
　　　妙音
　　（一四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素(上)囉娑嚩(二合)帝曳(二合二)娑嚩(二合)賀
　　　延
　　（一四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尾瑟拏(二合)吠(二)娑嚩(二合)賀
　　　后
　　（一四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尾瑟拏(二合)弭(二)娑嚩(二合)賀
　　　月天
　　（一四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戰捺囉(二合)野(二)娑嚩(二合)賀
　　　一切宿曜
　　（一四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諾吃叉(二合)怛囉(二合)(二)儞(入)娜儞曳(三)娑嚩
(二合)賀
　　　相對勝
　　（一五○）曩莫三滿多嚩日囉赧(一)訥達哩灑(二合)摩訶嚕灑拏(二)佉(引)娜野薩鑁(引

)薩怛他(引)蘖多撚矩嚕(三)娑嚩(二合)賀
　　　阿毘目佉
　　（一五一）曩莫三滿多嚩日囉赧(一)係阿鼻穆佉摩賀鉢囉(二合)戰拏(二)佉娜野緊示
囉野枲(三)三摩野麼弩娑麼囉(引四)娑嚩(二合)賀
　　　外勝及妃
　　（一五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吽(二)地 (二合)地 (二合三) 日 (二合)日
(二合四)娑嚩(二合)賀
　　　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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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三）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鉢囉(二合)爾帝(二)惹演底怛尼(入)帝(三)娑嚩(二

合)賀
　　　一龍
　　（一五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難曩(奴箇反)野(二)娑嚩(二合)賀
　　　二龍
　　（一五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鄔波難那(同上)野(二)娑嚩(二合)賀
　　　風天
　　（一五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嚩野(引)吠(二)娑嚩(二合)賀
　次於其勝方　　北門多門天　 
　左右八兄弟　　母及祖母等　 
　吉祥功德天　　萬勝獨勇健　 
　男女眷屬等　　多聞身密印　 
　智定虛心合　　雙地入掌交　 
　空竪風側拄　　一寸不相著　
　　真言曰
　　（一五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吠(尾曳反)室囉(二合)嚩拏野(二)娑嚩(二合)賀
　次左大藥叉　　定慧內叉拳　 
　水竪二風屈　　一切藥叉女　 
　前印申火輪　　地空自相持　 
　遮文荼定掌　　仰持劫波羅　 
　門東毘舍遮　　內縛申於火　 
　前印火輪屈　　即名毘舍支　
　　彼彼真言曰　
　　一切藥叉
　　（一五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藥吃叉(二合)濕嚩(二合)囉娑嚩(二合)賀
　　　一切藥叉女
　　（一五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藥乞叉(二合)尾儞也(二合)達 (二)娑嚩(二合)賀
　　　文荼
　　（一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左悶拏曳(二)娑嚩(二合)賀
　　　毘舍遮
　　（一六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比舍遮誐底(二)娑嚩(二合)賀
　　　毘舍支
　　（一六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比爾比爾(二)娑嚩(二合)賀



P. 33

　天王八兄弟　　門西東各四　 
　同習一真言　
　　（一六三）印捺囉(二合)(一)蘇(上)摩(二)嚩囉拏(三)鉢囉(二合)惹波底(入)(四)婆(引)羅
納嚩(二合)惹(入)(五)伊舍那(六)室戰(二合)娜諾(七)迦麼(八)室 (二合)瑟姹(二合)(九)矩 建
姹(十) 建姹迦(十一)嚩膩麼抳(十二)麼抳左囉(十三)鉢囉(二合)拏那(十四)塢跛半只迦(十五)

娑跢吃哩(二合)(十六)賀麼嚩多(十七)布羅拏(二合)(十八)佉儞(入)囉(十九)句尾諾(二十)虞播
羅藥乞叉(二合廿一)阿吒嚩句(廿二)曩囉邏惹(廿三)爾娜乞灑(二合)波(廿四)半惹囉巘拏(廿五

)蘇母契(廿六)儞伽藥乞灑(二合廿七)婆畢哩(二合)惹曩(廿八)唧怛羅(二合)細曩(廿九)儞嚩(二

合)彥達嚩(三十)底哩(二合)頗哩(三十一)左底哩(二合)建吒(三十二)儞(入)伽捨底(三十三)室者
(二合)摩多哩(三十四)娑嚩(二合)賀
　鬼首伊舍那　　戟印三昧拳　 
　火輪舒正直　　
　　真言曰
　　（一六四）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魯捺囉(二合)野(二)娑嚩(二合)賀
　　　步多鬼
　　（一六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舍寧(二)步哆地波底(三)娑嚩(二合)賀
　　　惹也天
　　（一六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曩莫惹曳(二)娑嚩(二合)賀
　　　烏摩妃
　　（一六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烏摩儞弭(二)娑嚩(二合)賀
　　　摩賀迦羅神
　　（一六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摩賀迦羅野(二)娑嚩(二合)賀
　　　頻那夜迦天
　　（一六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摩賀誐拏跛跢曳(二)娑嚩(二合)賀
　次往於初方　　東門帝釋天　 
　安住妙高山　　寶冠被瓔珞　 
　手持獨鈷印　　天眾自圍繞　 
　左置日天眾　　八馬車輅中　 
　二妃在左右　　逝耶毘逝耶　 
　譯云勝無勝　　眷屬布執曜　 
　盎伽在左右　　輸迦在於東　 
　勃馱在於南　　勿落薩鉢底　 
　置於日天北　　設儞(二合)設遮東南　 
　羅睺在西南　　劍婆在西北　 
　計都在東北　　南緯之南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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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伽多天狗　　北緯之北置　 
　嗢伽跛多火　　摩利支前行　 
　翼從而侍衛　 
　大梵帝釋右　　坐於七鵝車　 
　四面髮髻冠　　四手慧持華　 
　次慧持數珠　　定上執軍持　 
　定下手側掌　　屈風餘申直　 
　淨行吉祥印　　名為唵字印　 
　摩利支寶瓶　　定手虛成拳　 
　一切諸難中　　想身入其中　 
　智掌而覆之　　天人眼不見　 
　四禪天在左　　無熱五淨右　 
　釋印內縛拳　　二風竪如杵　 
　日天福智手　　各置水輪側　 
　顯現側相著　　仰如車輅形　 
　社那毘社那　　般若三昧手　 
　風地皆內向　　水火自相持　 
　定慧輪頭合　　空建置於心　 
　九執之印相　　餘如口傳授　 
　釋右梵天印　　三昧空持水　 
　猶如執華相　　慧風加火上　 
　空持水中節　　梵天妃密契　 
　天帝眷屬中　　乾闥阿修羅　 
　前印內縛拳　　申水樂天印　 
　修羅以智手　　風絞空輪上　 
　九印六真言　　
　　彼彼真言曰
　　　天帝
　　（一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捨吃羅(二合)野(二)娑嚩(二合)賀
　　　日天
　　（一七一）(一)阿儞底也(二合)野(二)娑嚩(二合)賀
　　　麼利支天
　　(一)摩利支(二)娑嚩(二合)賀



P. 35

　　　九執
　　（一七二）(一)蘖羅(二合)係濕靺(二合)哩也(二合二)鉢囉(二合)波多(二合)孺(儒注反)底
麼野(三)娑嚩(二合)賀
　　　梵天
　　（一七三）(一)鉢羅(二合)惹跛多曳(二)娑嚩(二合)賀
　　　乾闥
　　（一七四）(一)尾戍馱娑嚩(二合)囉嚩係儞(入二)娑嚩(二合)賀
　　　阿修羅
　　（一七五）(一)阿素囉蘖囉邏演(二)娑嚩(二合)賀
　佛子應善聽　　從初三昧耶　 
　至平等開悟　　東方第一院　 
　大日眾三昧　　多作天女形　 
　鉤至如來甲　　各坐白蓮臺　 
　輪刀槊商佉　　鈴鐸羂索等　 
　毫相口舌牙　　皆各執蓮華　 
　華上安幖幟　　臍印於華中　 
　圖作蓮環光　　圓好之妙相　 
　腰如回珠鬘　　藏如玉馬陰　 
　陰藏不令現　　施願法辯說　 
　蓮華上經藏　　念處十力等　 
　並畫天人形　　寂靜三昧容　 
　當作佛頂相　　山河樹華菓　 
　都道鬼神天　　隨名作幖幟　 
　年月六時神　　持華隨本教　 
　略說大悲藏　　曼荼羅位竟　 
　一切諸聖眾　　廣如大壇圖　 
　灌頂阿闍梨　　如經修供養　 
　次引應度者　　或十或八七　 
　或五二四一　　灑之以淨水　 
　授與塗香華　　令發菩提心　 
　授彼最上戒　　憶念諸如來　 
　一切皆當作　　生於淨佛家　 
　結法界生印　　及與法輪印　 
　金剛有情等　　而用作加持　 
　次應自當結　　諸佛三昧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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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轉加淨衣　　如真言法教　 
　赤衣覆彼首　　深起悲念心　 
　三誦三昧耶　　頂戴以囉字　 
　嚴以大空點　　周匝開焰鬘　 
　字門生白光　　流出如滿月　 
　現對諸救世　　而散於淨華　 
　隨其華至處　　行人而宗奉　 
　曼荼羅初門　　大龍廂衛處　 
　於二門中間　　安立於學人　 
　住彼隨法教　　而作眾事業　 
　如是令弟子　　遠離於諸過　 
　作寂然護摩　　護摩依法住　 
　初自中胎藏　　至第二之外　 
　於曼荼羅中　　作無疑慮心　 
　如其自肘量　　陷作光明壇　 
　四節為周界　　中表金剛印　 
　師位之右方　　護摩具支分　 
　學人住其左　　蹲踞增敬心　 
　自敷吉祥草　　藉地以安坐　 
　或布眾綵色　　彤暉極嚴麗　 
　一切繢事成　　是略護摩處　 
　周匝布祥茅　　端末互相加　 
　右旋皆廣厚　　遍灑以香水　 
　思惟火光尊　　赴請入爐中　 
　哀愍一切故　　應當持滿器　 
　而以供養之　　爾時善住者　 
　當說是真語　
　　（一七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噁誐曩(二合)曳(二)娑嚩(二合)賀
　復以三昧手　　次持諸弟子　 
　慧手大空指　　略奉持護摩　 
　每獻輒誠誦　　各別至三七　 
　當住慈愍心　　依法真實言　
　　　奉持護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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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去)摩賀扇底蘖多(二)扇底羯囉(三)鉢囉(二合)睒
摩達摩儞若(引)多(四)阿婆嚩薩嚩婆嚩(五)達磨娑滿多鉢囉(二合)波多(二合六)娑嚩(二合)賀
　行者護摩竟　　應教令嚫施　 
　金銀眾珍寶　　象馬及車乘　 
　牛羊上衣服　　或復餘資財　 
　弟子當至誠　　恭敬起慇重　 
　深心自忻慶　　而奉於所尊　 
　以修行淨捨　　令彼歡喜故　 
　已為作加護　　應召而告言　 
　今此勝福田　　一切佛所說　 
　為欲廣饒益　　一切諸有情　 
　奉施一切僧　　當獲於大果　 
　無盡大資財　　世說常隨生　 
　以供養僧者　　施具德之人　 
　是故世尊說　　應當發歡喜　 
　隨力辨餚膳　　而施現前僧　 
　摩訶毘盧佛　　復告執金剛　 
　而說伽陀曰　　汝摩訶薩埵　 
　一心應諦聽　　當廣說灌頂　 
　古佛所開示　　師作第二壇　 
　對中曼荼羅　　圖畫於外界　 
　相距二肘量　　四方正均等　 
　內向開一門　　安四執金剛　 
　居其四維外　　謂住無戲論　 
　及虛空無垢　　無垢眼金剛　 
　被雜色衣等　　內心大蓮華　 
　八葉及鬚蘂　　於四方葉中　 
　四伴侶菩薩　　由彼大有情　 
　往昔願力故　　云何名為四　 
　謂總持自在　　念持利益心　 
　悲者菩薩等　　所餘諸四葉　 
　作四奉教者　　雜色衣滿願　 
　無閡及解脫　　中央示法界　 
　不可思議色　　四寶所成瓶　 
　盛滿眾藥寶　　普賢慈氏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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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與除蓋障　　除一切惡趣　 
　而以作加持　　彼於灌頂時　 
　當置蓮華上　　獻以塗香華　 
　燈明及閼伽　　上蔭幢幡蓋　 
　奉攝意音樂　　吉慶伽陀等　 
　廣多美妙言　　如是而供養　 
　令得歡喜已　　親對諸如來　 
　而自灌其頂　　復當供養彼　 
　妙善諸香華　　親羽持五智　 
　授與彼雙手　 
　諸佛金剛灌頂儀　　汝已如法灌頂已　 
　為成如來體性故　　汝應受此金剛杵　 
　次應執金篦　　在　　於彼前住　 
　慰喻令歡喜　　說如來伽陀　 
　佛子佛為汝　　決除無智瞙　 
　猶如世醫王　　善用於金篦　 
　持真言行者　　復當執明鏡　 
　為顯無相法　　說是妙伽陀　 
　諸法無形像　　清澄無垢濁　 
　無執離言說　　但從因業起　 
　如是知此法　　自性無染污　 
　為世無比利　　汝從佛心生　 
　次當授法輪　　置於二足間　 
　慧手傳法螺　　復說如是偈　 
　汝自於今日　　轉於救世輪　 
　其聲普周遍　　吹無上法螺　 
　勿生於異慧　　當離疑悔心　 
　開示於世間　　勝行真言道　 
　常作如是願　　宣唱佛恩德　 
　一切持金剛　　皆當護念汝　 
　次當於弟子　　而起悲念心　 
　行者應入中　　示三昧耶偈　 
　佛子汝從今　　不惜身命故　 
　常不應捨法　　捨離菩提心　 
　慳悋一切法　　不利眾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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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說三昧耶　　汝善住戒者　 
　如護自身命　　護戒亦如是　 
　應至誠恭敬　　稽首聖尊足　 
　所作隨教行　　勿生疑慮心　
攝大毘盧遮那經大菩提幢諸尊密印幖幟曼荼羅儀軌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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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悲胎藏轉字輪成三藐三佛陀入八祕密六月成就儀軌卷
第三 
　爾時婆誐鑁　　毘盧遮那佛　 
　告持金剛手　　佛子志心聽　 
　種子曼荼羅　　先觀阿字門　 
　轉生於嚩字　　乃至一切字　 
　而成曼荼羅　　印契曼荼羅　 
　轉此成幖幟　　餘相廣如經　 
　寶冠舉手印　　住於字門者　 
　事業速成就　
　　（一七八）曩莫三滿多沒駄喃阿(上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娑(上短)曩莫三滿多嚩日
羅(二合)赧嚩(上短)迦(上)佉誐伽左瑳惹酇吒姹拏荼跢他娜馱跛頗麼婆野囉攞嚩捨灑娑賀
乞叉(二合右此一轉皆上聲短呼)

　　　歸命同前
　　（一七九）阿(引長)娑(引)嚩(引)迦(引)佉誐(引)伽左(引)瑳(引)惹(引)酇吒(引)姹(引)拏(引

)荼跢(引)他(引)娜(引)馱跛(引)頗麼婆野(引)囉(引)攞(引)嚩(引)捨(引)灑(引)娑(引)賀乞叉(二合

引右此一轉皆是去聲)

　　　歸命同前
　　（一八○）暗(上)糝(上)鑁劍(上)欠(上)儼(上)紺(上)占(上)幨(上)染(上)摲鵮(上) 喃(上)喃
(上)湛(上)擔(上)探(上)淡布含(二合上)普含(反上)暮含(反上)補含(反上)焰(上)囕(上)藍(上)鑁(上

)苫(上)釤(上)參(上)唅(上)吃釤(二合其此載第二轉聲)

　　　歸命同前
　　（一八一）惡(入)索(入)嚩(入)脚却虐(入)伽(入)作(入)錯(入) (入)鈼(入)知角(反入)坼角
(反入)搦(入)擇(入) (入)託(入)諾(入)鐸(入)博(入)泊(入)漠(入)薄(入)藥(入) (入) (入)縛鑠(入)

嗦(入)索(入)矐(入)吃索(二合此轉皆轉音入聲戴呼之)

　　（一八二）伊縊塢烏哩里 狸曀愛污奧(菩提心真言下同)

　　（一八三）仰孃拏曩莽(發行真言) 穰儜曩忙(補闕真言)唅髯喃南鑁(涅槃真言) 弱搦
諾莫
　祕密主當知　　從初迦字輪　 
　轉生十二轉　　乃至吃叉字　 
　悉成法界體　　此等三昧道　 
　若住佛世尊　　菩薩救世者　 
　緣覺聲聞說　　摧害於諸過　 
　若諸天世人　　真言法教道　 
　如是勤勇者　　為利眾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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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正覺真言　　言名成立相　 
　如因陀羅宗　　諸義利成就　 
　有增加法句　　本名行相應　 
　若唵字吽字　　及與發磔迦　 
　或頡利媲等　　是佛頂名號　 
　若揭 佷拏　　佉陀耶畔闍　 
　訶娜摩羅也　　鉢吒也等類　 
　是奉教使者　　諸忿怒真言　 
　若有納摩字　　及莎嚩訶字　 
　是修三摩地　　寂行者幖相　 
　若有扇多字　　尾戍馱字等　 
　當知能滿足　　一切所希願　 
　此正覺佛子　　救世者真言　 
　若聲聞所說　　一一句安布　 
　是中辟支佛　　復有少差別　 
　謂三昧分異　　淨除於業生　
　　復次祕密主。如來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積集修行真實諦語四聖諦四念處四神
足十如來力六波羅蜜七菩提寶四梵住十八佛不共法。以要言之。自願智力一切法界加
持力。隨順眾生如其種類。開示真言教法。謂쿅阿字門一切諸法本不生故。ꑀ迦字門
一切諸法離作業故。ꑌ佉字門一切諸法等虛空不可得故。ꑘ哦字門一切諸法行不可得
故。ꑤ伽字門一切諸法一合相不可得故。ꑼ遮字門一切諸法離一切遷變故。꒪車字門
一切諸法影像不可得故。꒶惹字門一切諸法生不可得故。쿋社字門一切諸法戰敵不可
得故。ꓚ吒字門一切諸法慢不可得故。ꓦ姹字門一切諸法長養不可得故。ꓲ拏字門一
切諸法怨對不可得故。꓾荼字門一切諸法執持不可得故。ꕗ多字門一切諸法如如不可
得故。ꕣ他字門一切諸法住處不可得故。ꕯ娜字門一切諸法施不可得故。ꕻ馱字門一
切諸法法界不可得故。ꖵ波字門一切諸法第一義諦不可得故。ꗁ頗字門一切諸法不堅
如聚沫故。Ꙗ麼字門一切諸法縛不可得故。ꗙ婆字門一切諸法有不可得故。ꗱ野字門
一切諸法一切乘不可得故。ꗽ囉字門一切諸法離一切諸塵故。Ꙋ攞字門一切諸法一切
相不可得故。Ꙗ嚩字門一切諸法語言道斷故。Ꙣ捨字門一切諸法本性寂故。ꙮ沙字門
一切諸法性鈍故。ꙺ娑字門一切諸法一切諦不可得故。ꚨ訶字門一切諸法因不可得故
。ꚴ吃叉(二合)字門一切諸法無有盡故。ꑰ仰惹ꕋ拏ꖩ那ꗥ麼等句。於一切三昧自在
。速能成辦諸事業義利。得具如來十號。如大日尊而轉法輪。品類相入常照世間。十
號具足伽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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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四）薩嚩怛他蘖妬(一)囉賀帝(二)三藐三母馱(三)尾儞也(二合)左囉拏三波曩
(四)蘇(上)誐姤 迦尾(五)婀拏怛囉(二合)補嚕灑娜弭野(六)娑囉體(他以反)舍娑多(七)禰嚩
難惹麼弩史野南惹(八)母馱(九)婆誐鑁(十)

　　爾時大日尊住降伏四魔金剛戲三昧說降伏四魔解脫彼六趣滿足一切智智金剛字句
真言曰(普通印)

　　（一八五）曩莫三滿多沒馱喃阿尾囉吽欠
　真言者圓壇　　先置於自體　 
　自足而至臍　　成大金剛輪　 
　從此而至心　　當思惟水輪　 
　水輪上火輪　　火輪上風輪　 
　次應念持地　　而圖眾形像　 
　廣如世間品　　真言修行者　 
　遍斂修多羅　
　　爾時金剛手。昇於大日尊身語意地。法平等觀察彼未來諸眾生。說大真言王羯磨
印口授。真言曰
　　（一八六）曩莫三滿多沒馱喃(一)阿三麼波多(二合)達磨馱覩(二)誐底孕(二合)誐多
南(三)薩嚩他(引)(四)暗(引)欠暗惡(五)糝索(六)唅鶴(七)嚂 (八)鑁嚩(急呼之九)娑嚩(二合)賀
(引十心真言)吽嚂 賀羅(二合)鶴娑嚩(二合)賀(十一心中心)嚂 娑嚩(二合)賀(引)(十二)

　纔說真言已　　一切諸如來　 
　往於十方界　　各舒右手臂　 
　摩頂稱善哉　　佛子汝今已　 
　超昇大日尊　　身語意地行　 
　說此真言王　　何以故佛子　 
　毘盧遮那佛　　應正等覺者　 
　本坐菩提座　　觀十二句法　 
　降伏於四魔　　於此法界生　 
　三處流出句　　破壞天魔軍　 
　逮得無邊智　　自在而說法　 
　汝今亦如是　　同於正遍知　 
　為眾所知識　　汝問一切智　 
　大日正覺尊　　最勝真言行　 
　當演說法教　　我往昔由是　 
　發覺妙菩提　　開示一切法　 
　令至於滅度　　現在十方界　 
　諸佛咸證知　　爾時金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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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大日尊　　決定聖天位　 
　祕密曼荼羅　　唯願婆誐鑁　 
　為我廣開演　　說是伽陀已　
　　爾時大日世尊。入于等至三昧。觀未來世諸眾生故安住定中。即時國土地平如掌
。五寶間錯懸大寶蓋莊嚴門標。眾色流蘇其相長廣。寶鈴白拂名衣幡珮。綺絢垂布而
校飾之。於八方隅建摩尼幢。八功德水芬馥盈滿。無量眾鳥鴛鴦鵝鵠出和雅音。種種
浴池時華雜樹。敷榮間列芳茂嚴好。八方合繫五寶瓔繩。其地柔耎猶如綿纊。觸踐之
者皆受快樂。無量樂器自然諧韻。其聲微妙人所樂聞。無量菩薩隨福所感。宮室殿堂
意生之座。如來信解願力所生。法界幖幟大蓮華王出現。如來法界性身安住其中。隨
諸眾生種種性欲令得歡喜。時彼如來一切支分無障閡力。從十智力信解所生。無量形
色莊嚴之相。無數百千俱胝那由他劫。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諸度功德所資長
身即時出現。彼出現已。於諸世界大眾會中。發大音聲而說偈曰
　諸佛甚奇特　　權智不思議　 
　無阿賴耶慧　　含藏說諸法　 
　若解無所得　　諸法之法相　 
　彼無得而得　　得諸佛導師　
　　說如是音聲已。還入如來不思議法性身。即時世尊告執金剛祕密主言。善男子聽
內心漫荼羅。彼身地即是法界自性。真言密印加持。而加持之本性清淨。羯磨金剛所
護持故。淨除一切塵垢。我人眾生壽者。意生儒童株杌過患。方壇四門西向通達。周
旋界道。內現意生八葉華王。抽莖敷蘂綵絢端妙。其中如來一切世間最尊特身。超身
語意至於心地。逮得殊勝悅意之果。於彼東方寶幢如來。南方開敷華王如來。彼西方
無量壽如來。於彼北方鼓音如來。彼東南方普賢菩薩。東北方觀自在菩薩。西南方妙
吉祥童子。彼西北方慈氏菩薩。一切蘂中佛菩薩母。六波羅蜜三昧眷屬而自莊嚴。下
列持明諸忿怒眾。持金剛手密主菩薩以為其莖。處于無盡大海之中。地居天等其數無
量而環繞之
　　爾時行者為成三昧耶故。應以意生香華燈明塗香種種餚饍而供養之。即說伽陀曰
　真言者誠諦　　圖畫曼荼羅　 
　自身成大我　　囉字淨諸垢　 
　安住瑜伽座　　尋念諸如來　 
　頂授諸弟子　　阿字大空點　 
　智者傳妙華　　令散於自身　 
　為說內所見　　行人宗奉處　 
　此最上壇故　　應與三昧耶　 
　次陳八祕密　　智慧三昧合　 
　舒散地風輪　　如放于光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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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名寶幢佛　　本生威德印　 
　曼荼羅三角　　而具大光明　 
　皆住本尊形　　如尊獲悉地　 
　次明開敷華　　金剛不壞印　 
　準前威德印　　屈風加空上　 
　印如嚩字形　　曼荼相如字　 
　迴有金剛光　　次明無量壽　 
　蓮華藏大印　　初印散火水　 
　地合空亦然　　月輪曼荼羅　 
　波頭華圍繞　　次明鼓音王　 
　萬德莊嚴印　　二地屈入掌　 
　餘相同華藏　　其壇如半月　 
　空點遍圍繞　　火方支分印　 
　二羽合如蓮　　二空屈並建　 
　普賢曼荼羅　　猶如迦羅捨　 
　滿月金剛繞　　伊舍方觀音　 
　準前支分印　　屈火餘如前　 
　曼荼如彩虹　　遍垂金剛幡　 
　涅里底神方　　法住妙吉祥　 
　蓮合火輪舒　　地空自相合　 
　曼荼如虛空　　中加二空點　 
　雜色間圍繞　　嚩庾阿逸多　 
　智定金剛掌　　更互而搖動　 
　迅疾曼荼羅　　形如大空相　 
　青點遍嚴之　　正覺甚深密　 
　出過言語道　　為大率覩波　 
　四處流出句　　止觀蓮未敷　 
　阿尾囉峯合　　雙佉依囉本　 
　二訶橫其端　　遍身布四明　 
　自處華胎上　
　即時世尊　　從清淨藏　　三摩鉢底　 
　無盡語表　　正覺信解　　以一音聲　 
　四處流出　　祕密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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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彼真言曰
　　（一八七）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嚂 娑嚩(二合)賀(歸命同上開敷)鑁嚩(入)娑嚩(二合)

賀(蓮華)糝索(入)娑嚩(二合)賀(高德)唅鶴娑嚩(二合)賀(普賢)暗噁娑嚩(二合)賀(世尊)沒馱達
羅抳(上)(二)娑密 (三合)底末羅馱曩羯哩(二合三)馱囉野薩鑁(四)婆誐嚩底(五)阿(上)迦囉
嚩底(六)三麼曳(七)娑嚩(二合)賀(文殊)阿吠娜尾泥娑嚩(二合)賀(彌勒)摩賀庾誐(相應)庾擬
(宜以反)寧(上)(二)庾詣秫嚩(二合)哩(三)欠惹哩計(四)娑嚩(二合)賀曩莫薩嚩怛他(引)蘖底毘
庾(二合)尾濕嚩(二合)目契毘藥(二合)薩嚩他阿阿(引)暗噁娑嚩(二合)賀(引)

　持珠當心上　　餘如蘇悉地　 
　一一諸真言　　作心意念誦　 
　出入息為二　　常第一相應　 
　異此而受持　　真言闕支分　 
　內與外相應　　我說有四種　 
　彼世間念誦　　有所緣相應　 
　住種子字句　　或心隨本尊　 
　故說有攀緣　　阿字布支分　 
　持滿三落叉　　普賢及文殊　 
　執金剛聖天　　現前而摩頂　 
　行者稽首禮　　速奉閼伽水　 
　意生香華鬘　　便得身清淨　 
　初字置於耳　　聰慧耳根淨　 
　阿字為字門　　三時隨意念　 
　能持於壽命　　長劫住世間　 
　若度於羅惹　　觀彼為賀字　 
　彼持鉢娜麼　　自持於商佉　 
　更互而授與　　即生歡喜心　 
　出入息為上　　常知出世心　 
　遠離於諸字　　自尊為一相　 
　無二無取著　　不壞意色像　 
　勿異於法則　　所說三落叉　 
　多種持真言　　乃至眾罪除　 
　真言者清淨　　如念誦數量　 
　勿異如是教　　囉字置頂會　 
　應放百光明　　百光遍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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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言曰
　　（一八八）曩莫三滿多沒馱南暗(金剛掌舒臂置頂時搖動)

　金剛手請問　　真言行菩薩　 
　修行幾時月　　禁戒得終竟　 
　是時婆誐鑁　　善哉勤勇士　 
　汝問殊勝戒　　古佛所開演　 
　緣明所起戒　　住戒如正覺　 
　令得成悉地　　為利世間故　 
　等起自真實　　常住於等引　 
　修行戒當竟　　菩提心業果　 
　和合為一相　　遠離諸造作　 
　具戒如佛智　　異此非禁戒　 
　得諸法自在　　通達利眾生　 
　常修無著行　　等礫石眾寶　 
　乃至滿落叉　　所說真言教　 
　畢於時月等　　禁戒量終竟　 
　最初於金輪　　住大因陀羅　 
　常觀於阿字　　當結金剛印　 
　飲乳以資身　　行者一月滿　 
　能調出入息　　次於第二月　 
　嚴整水輪中　　輪圍成九重　 
　秋夕月光色　　(嚩字也)　 
　應結蓮華印　　而服醇淨水　 
　次於第三月　　勝妙火輪觀　 
　三角威焰鬘　　(囉字也)　 
　印結大慧刀　　噉不求之食　 
　燒滅一切罪　　而生身語意　 
　第四月風輪　　(賀字也)　 
　行者常服風　　結轉法輪印　 
　攝心以持誦　　金剛水輪觀　 
　(阿嚩字也)　　依住於瑜伽　 
　是為第五月　　遠離得非得　 
　行者無所著　　等同三菩提　 
　和合風火輪　　(賀囉字也)　 
　出過眾過患　　復一月持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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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名第六月　　亦捨利非利　 
　釋梵等天眾　　遠住而敬禮　 
　一切為守護　　人天藥草神　 
　持明諸靈仙　　翼侍隨教命　 
　羅剎七母神　　一切為障者　 
　見是處光明　　馳散如猛焰　 
　恭敬而遠之　　等正覺真子　 
　一切得自在　　調伏難降者　 
　如大執金剛　　饒益諸群生　 
　等同觀世音　　六月滿足已　 
　隨所願成就　　常當於自他　 
　悲愍而救護　　持念分限畢　 
　捧珠發大願　　加持陳五供　 
　悅意妙伽陀　　三奉閼伽水　 
　解界解脫法　　廣作初方便　 
　想歸贊捺囉　　然後處閑靜　 
　依教入三昧　　常觀修多羅　 
　印砂思六念　　乃至俱胝數　 
　最後佛放光　　行者業障盡　 
　即同遍照尊　　加持句真言　 
　(金剛掌隨明遍觸身)　
　　（一八九）曩莫三滿多沒馱南(一)薩嚩他(引)(二)勝(思孕反)勝(三)怛 (二合)怛 (二合

四)顒顒(五)達 達 (六)娑他(二合)跛野娑他(二合)跛野(七)沒馱娑底野(二合)嚩(八)達磨娑
底野(二合)嚩(九)僧伽娑底野(二合)嚩(十)吽吽(十一)吠娜尾吠(十二)娑嚩(二合)賀
　加持堅固已　　云何阿闍梨　 
　具大真實行　　若於此教法　 
　解斯廣大義　　正覺大功德　 
　說名阿闍梨　　諸佛不出世　 
　此人即名佛　　持執金剛印　 
　所有諸字輪　　若在於支分　 
　當知住眉間　　吽字金剛句　 
　娑字在膺下　　是謂蓮華句　 
　阿字第一命　　嚩字名為水　 
　囉字名為火　　吽字名忿怒　 
　佉字同虛空　　所謂極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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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此最真實　　說名阿闍梨　 
　了知佛所說　　當行不死句　 
　想念本初字　　純白點嚴飾　 
　最勝百心明　　諸法本不生　 
　於中正觀察　　能破無明宮　 
　正覺諸世尊　　所說法如是　 
　佛子一心聽　　安布諸字門　 
　迦字在咽下　　佉字在哦上　 
　哦字以為頸　　伽字在喉中　 
　遮字為舌根　　車字在舌中　 
　惹字為舌端　　社字舌生處　 
　吒字以為脛　　咤字應知髀　 
　拏字說為腰　　荼字以安坐　 
　多字最後分　　他字應知腹　 
　娜字為二手　　馱字以為脇　 
　波字以為背　　頗字應知胸　 
　麼字為二肘　　婆字次臂下　 
　莽字住於心　　野字陰藏相　 
　囉字者為眼　　攞字為廣額　 
　縊伊在二眥　　塢烏為二脣　 
　翳藹為二耳　　污奧為二頰　 
　暗字菩提句　　噁字般涅槃　 
　知是一切法　　行者成正覺　 
　一切智資財　　常在於其中　 
　世號一切智　　是謂薩般若　
　　爾時毘盧遮那佛。告執金剛祕密主言。大德金剛手。此法是如來祕密印最勝祕密
。不應輒授與人。除已灌頂族性調柔精勤堅固發殊勝願。恭敬師長念報恩德者。內外
清淨捨自身命而求法者。我弟子幖相。在家出家種姓殊勝。其相青白或白色。廣首長
頸額廣平正。其鼻脩直面輔圓滿。端嚴相稱如是佛子。應當殷勤而教授之。若異此者
犯三昧耶。餘如本教說。普願諸有情同生蓮華藏
攝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入蓮華胎藏海會悲生曼荼羅廣大念誦儀軌卷之三 
　　攝大軌一部三卷。是慈覺智證宗睿三師之請來也。但其本非無異。而今所印刻者
。則慈覺大師本。展轉傳寫舛錯頗多。故以本經及廣大軌校定。有其未決猥冠注之以
俟後哲。或為防慢法曹。間有其亂脫文。則就師承傍點示之。併是要法寶久住耳時正
德元年辛卯之夏武城靈雲寺沙門慧光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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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ꗻꗱꙪꕻꗽꗱ�ꚩ

（六五）ꕗꕤꑘꕘꙘꙮꗱꚦꗙꙜꖵ�ꗥꙌꖫ�ꚩ

（六六）�ꑌꕯꗱꗣ꒶췱ꗱ�ꚩ

（六七）ꚨꚨꚨꕗ쩖�ꚩ

（六八）ꚮꚮꑄꗦꗽꑀꙘꖵꕤ춷ꕗ닌ꗽ닌ꗽꪼꕙ�ꚩ

（六九）ꚮꚮꑄꗦꗽ�ꗥꗱꑘꕗ끤ꗙꙖ춵ꕗ�ꚩ

（七○）ꚮꑄꗥꗽꙘꑾ꩞ꑘꕙꑄꗦꗽꗥꖭ닌ꗽ�ꚩ

（七一）ꚮꚮꑄꗥꗽꑆ�ꕯꗱꖳ닌ꗽꪼꕙ�ꚩ

（七二）ꗛ쩮ꗱꖳꚮꑄꗥꓴꑂꑾ쩖ꗧꙀ�ꚩ

（七三）ꚮꙀ�ꚩ

（七四）ꚮ닌ꗽꖩꚮꕛ�ꚩ

（七五）쿆ꑀ랻ꗱꙺꑄꙂ쿅�ꑄꗥꗽ꣢�ꚩ

（七六）쿅ꙺ꽙ꚮꕘ첪ꕗꩨꩨ�ꚩ

（七七）Ꙙꗥꕙ�ꕯꑀ�ꚩ

（七八）쿅ꗙꗱ쩮ꕯ�ꚩ

（七九）쿅�ꗽꕍꙺ꽚ꕻ�ꚩ

（八○）ꚮꗥꚨꗥꚨ닌ꗽꪼꕙ�ꚩ

（八一）�꒤ꕟ첪ꕝ

（八二）ꑀꙂ쩄ꫲꓴꕗ�ꚩ

（八三）ꚮꙖꗽꕯꪼꪼ커�ꚩ

（八四）ꙺ랣Ꙣꖵꕙꖹꗽꑀ�ꚩ

（八五）ꚨꚨꚨꙘ닌ꗷ�ꚩ

（八六）ꚮꗥꚨꗥꚨ�ꚩ

（八七）ꗽ두Ꙗꕻ�ꚩ

（八八）ꕻꗽꕍꕻꗽ�ꚩ

（八九）ꗽ둈ꖫ뗯ꕗ�ꚩ

（九○）ꙖꦽꚦꗙꙖ�ꚩ

（九一）쿅ꑀꙢꙺꗥ쩖ꖭꑘꕗꙘꑾꩨꙖꗽꕻꗽ�ꚩ

（九二）ꑘꑘꖪ쿅ꖩ쩖ꑠꑼꗽ�ꚩ

（九三）ꑼꥇꙖ�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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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ꕻ띝ꚦꗙꙖ�ꚩ

（九五）ꕽꙈꖵ�Ꙋꗱ�ꚩ

（九六）꒶ꖭ�Ꙗ�ꚩ

（九七）Ꙗꦽ춷ꗽꙚ�랣뇋ꗥ꩞ꙺꗽ�ꚩ

（九八）ꑄꙖꙐꗱ�ꚩ

（九九）ꗍꦽꑀꗽ�ꚩ　ꗥ꩷�ꑾꕯꙮ꽳ꑀ꙼ꕡ

（一○○）ꖩꗰꙺꗥ쩖ꗍꦽꙡꙖꦽꖵꕍꑼ짽ꗥꚩꙒꙮꕋ��ꚩ

（一○一）ꩠꓚꩠꓚ꒶ꗱ쩘�ꚩ

（一○二）ꙺ�ꕻ띝ꖫ랩ꕻꖫꙖꦽꑾꙖꗽꕵ

（一○三）�Ꙗ꽲ꗱꗭꓚꗭꓚꗱꙖꦽ칊Ꙝꙺ랣꩞ꪼꕙꚨꕝ�ꚩ

（一○四）�ꗁ

（一○五）ꖩꗰꙺꗥ쩖Ꙛ꽲�쿅Ꙙ닌ꗱꖫꗷ�ꚩ

（一○六）췱ꓚꗱꙖꦽꙺ칊Ꙝ�ꚩ

（一○七）ꕻꗽꕻꗽ�ꚩ

（一○八）���ꗁꗁ꓀꓀�ꚩ

（一○九）ꕾꚲ꭛ꚮꚮꑂ뗕ꗽꗱ꙼ꑌꕯ�ꖵꙀꙚꗽꗱꙺ랣ꑂ쥣ꗽꕋ�ꪼꕙ

�ꚩ

（一一○）ꑼ짽ꗥꚩꙒꙮꕋ췱ꓚ�ꓚꗯ　�ꚩ

（一一一）ꚮꚨꚨꙘ닌ꗷꙺ�ꕗꕤꑘꕗꙘꙮꗱꚦꗙꙖ꒥ꙒꛀꙘ꒶ꗱ�꓁�ꚩ

（一一二）ꖩ�ꙺ랣ꯁꙢꖫꕯꖩꙺ랣ꕻ띝ꙖꙤꕗꪼ커ꑘꑘꖩꙺꗥꙺꗫ�ꚩ

（一一三）Ꙛ꽲꓂ꑼꖫꙖꖭꗽꗥꕻꚦꗙꙖꙘꑀꖩꚦꚦ

（一一四）ꚲ꓁�ꚩ

（一一五）Ꙕ꙼ꕘꕗꖵ꩞쿉ꙮ�ꚩ

（一一六）ꙬꙘ꒶ꗹ쿉ꙮ�ꚩ

（一一七）ꙥ꙽Ꙙ꒶ꗹ쿉ꙮ�ꚩ

（一一八）ꕝ꒼ꗽꙤ쿉ꙮ

（一一九）Ꙙꑂꗽꕋꖿ꒦ꙮ�ꚩ

（一二○）쿉ꙮ�ꚩ

（一二一）쿉ꙮ�ꚩ

（一二二）�꒶ꗹ쿉ꙮ�ꚩ

（一二三）Ꙡ���ꗁ�ꚩ

（一二四）�ꖵꗽꖫ�ꗽꕙ��ꚩ

（一二五）ꗥꓺꗽꚦꗙꙖꑀꕤꑀꕤꖩꚦꚦꗥꗙꕝ�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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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六）꒶ꕻꕛ콭꣢�ꚩ

（一二七）쿅ꚩꖯꓜꙮ�ꚩ

（一二八）쿅ꗙ끤Ꙑ��ꚩ

（一二九）쿅덉ꗷ�ꚩ

（一三○）쿅덋ꗷ�ꚩ

（一三一）Ꙗ꙼쵋럅�ꚩ

（一三二）쿔ꩤꗱꗥꚩ럅�ꚩ

（一三三）채Ꙫꗥꚩ럅�ꚩ

（一三四）ꑠꗥꚩ럅ꑘꑤ�

（一三五）ꙝꙖ끤ꕘꗱ�ꚩ

（一三六）ꗥ쯣���

（一三七）ꑀꙊꗽꩡꗷ�ꚩ

（一三八）ꑾ�ꑜ커ꗱ�ꚩ

（一三九）ꙉꚴꙺꕽꖵꕗꗷ�ꚩ

（一四○）ꗽꚴ꙼ꑘꖫꖷ�ꚩ

（一四一）ꥇꑀꙄ�ꚩ

（一四二）ꗽꚴꚢ��ꚩ

（一四三）쿅ꖿꖵꕗꗷꑥꙢꖫꗷ�ꚩ

（一四四）쯷ꕥꣅ�ꚩ

（一四五）ꗽ끤�ꚩ

（一四六）ꙘꙜ�ꚩ

（一四七）ꙘꙘ�ꚩ

（一四八）ꑼꗱ�ꚩ

（一四九）ꖩꚴ꩞ꖫ뗭ꕯꖫꗷ�ꚩ

（一五○）ꖩꗰꙺꗥ쩖ꙖꦽꙖ랻ꗥꚩꙆꙮꕋꑌꕯꗱꙺ�ꕗꕤꑘꕘꑄꙂ�ꚩ

（一五一）ꚮ쿅ꗛꑌꗥꚩꪼꑼ짽ꑍꕯꗱꑊꑾꗾꗱ꙼ꙺꗥꗱꗥꖭ닌ꗽ�ꚩ

（一五二）�ꚩ

（一五三）쿅ꪽ꒸ꕝ꒶ꗻꕙꕗꓴꕙ

（一五四）ꖩ　　ꖩ쩮ꗱ�ꚩ

（一五五）쿉ꖵꖩ쩮ꗱ�ꚩ

（一五六）ꙖꗱꙜ�ꚩ

（一五七）ꖩ�　Ꙝꗥꖭꗱ�ꚩ

（一五八）ꗱꚴꗽ�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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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九）ꗱꚴꙘ�ꕻꙄ�

（一六○）ꑼ짽ꗷ�ꚩ

（一六一）ꖷꙢꑘꕙ�ꚩ

（一六二）ꖷꑾꖷꑾ�ꚩ

（一六三）쿇�ꚤꗥ�Ꙗꗽꕖ��꒶ꖵꕙ�ꗚꗽ꽲꓁�쿈ꙣꖩ�쩮ꖴ�　ꑀꗰ

�ꭣ쵋ꑄꖫꑀ짰ꖫꑀ짰ꑋ�Ꙗꓴꗥꕍ�ꗥꕍꑼꙉ�ꖵꕯ�쿉ꖵꖿꑾꑋ�ꙻꕘꑚꙀ

�ꚲꗥꙖꕗ�ꑋ�ꑌꕱꗽꚰꙘꕺ�ꑠꖶꙊꗱꚴ�쿅ꓚꙖꑈ�ꖩꗽꗾ꒶�꒸ꖩꚴꗤ

�ꖿꑽꙊꑘ짽�ꑒ�ꕱꗱꚴ�ꙺꭓ꒶ꖴꑾꪰꚢꖩ�ꑘ꾫랣�쯣ꗁꙍ�ꑼ쯣ꑊ

ꓚꑋ�ꕲꙢ�ꗦꕗ�ꚩ�

（一六四）꓂ꩶꗱ�ꚩ

（一六五）Ꙣꖯꗞꕘꕻꖵꕙ�ꚩ

（一六六）ꖩꗰ꒶ꗱꗷ�ꚩ

（一六七）쿉ꗥ꒶ꗧ

（一六八）ꗥꚩꑀꗽꗱ�ꚩ

（一六九）ꗥꚩꑘꕋꖵꕗꗷ�ꚩ

（一七○）Ꙣꥇꗱ�ꚩ

（一七一）쿅ꕱꗲ�ꚩ

（一七二）꥟ꚮ�ꪼ커ꝝꕙ띝ꗱ�ꚩ

（一七三）ꪼ꒶ꖵꕗꗷ�ꚩ

（一七四）ꙘꙦ꽲�ꗽꙗꚪꖩ�ꚩ

（一七五）쿅ꗾꑘꗽꙊꗻ�ꚩ

（一七六）ꖩ　ꖪ　덉ꗷ�ꚩ

（一七七）ꖩ�　쿅ꗥꚩꑼ쩘ꑘꕗꕙꑀꗽꗱꗥꕻ띝ꖫ뗭ꕗ쿅ꗙꙖꙺ랣ꗙꙖꕻ띝ꙺꗥ

쩖ꪼ커�ꚩ

（一七八）ꖩꗰꙺꗥ쩖Ꙛ꽲쿅ꖩ�　ꙺꖩꗰꙺꗥ쩖ꙖꦽꕕꙖ　ꑀꑌꑘꑤ　ꑼ꒪꒶

꓂　ꓚꓦꓲꗁ　ꕗꖵꕯꕻ　ꖵꗁꙖꗙ　ꗱꗽꙊꙖꙢꙮꙺꚨꚴ

（一七九）쿆ꙻꙗ　ꑁꑍꑙꑥ　ꑽ�꒷꓃　ꓛꓧꓳꗂ　ꕘꕤꕰꕼ　ꖶꗂꙗꗚ　ꗲꗾꙋ

ꙗꙣ꙯ꙻꚩꚵ

（一八○）쿓ꚦꙠ　ꑊꑖꑢꑮ　꒨�꓀　ꓤꓰꓼꗋ　ꕡꕭꕹꖧ　ꖿꗋꙠꗣ　ꗻꙈꙔ

ꙠꙬꙸꚦꚲꚾ

（一八一）쿔ꚧꙡ　ꑋꑗꑣꑯ　꒩�꓁　ꓥꓱꓽꗌ　ꕢꕮꕺꖨ　ꗀꗌꙡꗤ　ꗼꙉꙕ

ꙡꙭꙮꚧꗤꚿ

（一八二）쿇쿉쿊쿍쿎쿋쿌쿏쿐쿑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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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ꑰꕋꖩꗥ　ꑱꖪꗦ　ꕕꖳꓥꓙꕖꖴꗰ

（一八四）ꙺ랣ꕗꕤꑘꕟ럓ꕝꚦꢦꙚ꽱Ꙙ�ꑼꗽꕋꖵꖩꑘꕟꙒꑀꙘꕯꖱ꩞ꖹꙂꙮ

ꕯꗧꗱꙺꗽꕥꙢꙺꕗꕝꙖꖩ꒶ꗥꖭ꣖ꖳ꓁ꖹ꽲ꗙꑘꙠ

（一八五）ꖩ　　쿅Ꙙꗽ�ꑖ

（一八六）ꖩ　　쿅ꙺꗥ커ꕻꕻꕛꑘꑘꕘ�ꙺ랣ꕤ쿓ꑖ쿅쿔�ꚦꚧ�ꚨꚳꙈ

ꙉ�Ꙡꙡ��ꚩ��Ꙉꙉ�ꚳ�ꚩ�Ꙉꙉ�ꚩ

（一八七）ꖩ�Ꙉꙉ�ꚩꙖꙡ�ꚩ　ꚦꚧ�ꚩ　ꚲꚳ�ꚩꚦ�ꚩ　Ꙛ꽲ꕻꗽꕍꕙ

ꙖꙋꕻꖩꑀꙀ�ꕻꗽꗱꙠ�ꗙꑘꙖꕙ�쿆ꑁꗽꙖꕙ�ꗥꗷ�ꚩ　쿆ꙜꕯꙘꕵ�ꚩ

　ꗥꚩꗹꑘꗹꑚꕙꗹꑞꙀꑖ꒶ꙁꑆ�ꚩ　ꖩꗰꙺ랣ꕤꑘꕝꢢꙘꑒ�ꙺ랣ꕤ　쿅

쿆쿓쿔

（一八八）ꖩ�　쿓

（一八九）ꖩ�　ꙺ�ꕤ�ꙬꙬꩨꩨꕻꙈꕻꙈ끤ꖵꗱꙚ꽲ꙺꙗ�ꕻ띝ꙺꙗ

�ꚦꑤꙺꙗ����ꙜꕯꙘꙜ��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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