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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讚 

爐香乍爇 法界蒙熏 諸佛海會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常住十方佛 

常住十方法 

常住十方僧 

本師釋迦牟尼佛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ˉ無

ˉ無

ˉ無

ˉ無

ˉ無 三稱

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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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 奉詔譯 

大正藏經第19冊1022b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伽陀國，無垢園中寶

光明池與大菩薩及大聲聞、天龍、藥叉、犍闥婆

、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

人等，無量百千前後圍遶。 

爾時眾中有一大婆羅門名無垢妙光，多聞聰

慧人所樂見，常行十善歸信三寶，善心殷重智慧

微細，常恒欲令一切眾生，圓滿善利大富豐饒。 

時婆羅門無垢妙光從座而起，往詣佛所遶佛

七匝，以眾香華奉獻世尊，無價妙衣、瓔珞、珠

鬘持覆佛上，頂禮雙足卻住一面，作是請言：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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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世尊與諸大眾，明日晨朝至我宅中受我供養。  

爾時世尊默然許之，時婆羅門知佛受請遽還

所住，即於夜間廣辦餚膳百味飲食，灑掃殿宇張

施幡蓋。至明旦已，與諸眷屬持眾香華及諸伎樂

至如來所，白言：時至，願垂降臨。  

爾時世尊軟語安慰彼婆羅門無垢妙光，徧告

大眾宣言：汝等皆應往彼婆羅門家攝受供養，為

欲令彼獲大利故。 

於時世尊即從座起，纔起座已從佛身出種種

光明間錯妙色照觸十方，悉皆警覺然後趣道。 

時婆羅門以恭敬心持妙香華，與諸眷屬及天

龍八部、釋梵四王，先行治道奉引如來。  

爾時世尊前路不遠，中至一園名曰豐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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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園中有古朽塔摧壞崩倒，荊棘掩庭蔓草封戶，

瓦礫埋隱狀若土堆。 

爾時世尊逕往塔所，於時塔上放大光明照耀

熾盛。於土聚中出聲讚言：善哉！善哉！釋迦牟

尼！今日所行極善境界；又婆羅門汝於今日獲大

善利。 

爾時世尊禮彼朽塔右繞三匝，脫身上衣用覆

其上，泫然垂淚涕血交流泣已微笑。當爾之時，

十方諸佛皆同觀視亦皆流淚，各所放光來照是塔

，於時大眾驚愕變色互欲決疑。 

爾時金剛手菩薩等亦皆流淚，威焰熾盛執杵

旋轉往詣佛所，白言：世尊！此何因緣現是光相

？何如來眼流淚如是？亦彼十方諸佛大瑞光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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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唯願如來於此大眾解釋我疑。 

時薄伽梵告金剛手：此大全身舍利積聚如來

寶塔，一切如來無量俱胝心陀羅尼密印法要今在

其中。金剛手！有此法要在是中故，塔即變為重

疊無隙如胡麻子。俱胝百千如來之身，當知亦是

如胡麻子。百千俱胝如來全身舍利之聚，乃至八

萬四千法蘊亦在其中，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頂

相亦在其中。由是妙事是塔所在之處有大神驗，

殊勝威德能滿一切世間吉慶。 

爾時大眾聞佛是說，遠塵離垢斷諸煩惱，得

法眼淨。時眾機異利益亦別，須陀洹果、斯陀含

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及菩薩道、

阿鞞跋致、薩波若智，於如是事各得其一。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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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得初地、二地、乃至十地；或有滿足六波羅蜜

；其婆羅門遠塵離垢得五神通。 

時金剛手見此奇特希有之事，白言：世尊！

妙哉奇異，但聞此事尚獲如是殊勝功德，況聞深

理至心起信得幾功德？  

佛言：諦聽！汝金剛手，後世若有信男信女

及復我等四部弟子，發心書寫此一經典，即准書

寫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所說一切經典，即過於

彼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之前久植善根，即亦彼

諸一切如來加持護念猶如愛眼，亦如慈母愛護幼

子。若人讀誦此一卷經，即為讀誦過去現在未來

諸佛所說經典。由如是故，九十九百千萬俱胝一

切如來應正等覺，側塞無隙猶如胡麻重疊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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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夜現身加持其人。如是一切諸佛如來無數恒沙

，前聚未去後群重來，須臾推遷迴轉更赴，譬如

細沙在水旋急，不得停滯迴去復來。 

    若有人以香華、塗香、華鬘、衣服、微妙嚴

具供養此經，即成於彼十方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

來之前，以天香華、衣服、嚴具，七寶所成，積

如須彌盡以供養，種植善根亦復如是。  

爾時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聞是說已，各懷

希奇互相謂言：奇哉威德！是朽土聚，如來神力

所加持故有是神變。 

金剛手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是七寶

塔現為土聚？  

佛告金剛手：此非土聚，乃是殊妙大寶塔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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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諸眾生業果劣故隱蔽不現。由塔隱故如來全

身非可毀壞，豈有如來金剛藏身而可壞哉！我若

滅度後世末法逼迫之時，若有眾生習行非法應墮

地獄，不信三寶不植善根，為是因緣佛法當隱。

然猶是塔堅固不滅，一切如來神力所持。無智眾

生惑障覆蔽，徒朽珍寶不知採用，以是事故我今

流淚，彼諸如來亦皆流淚。  

復次佛告金剛手言：若有眾生書寫此經置塔

中者，是塔即為一切如來金剛藏窣都婆，亦為一

切如來陀羅尼心秘密加持窣都婆，即為九十九百

千萬俱胝如來窣都婆，亦為一切如來佛頂佛眼窣

都婆，即為一切如來神力所護。 

若佛像中、窣都婆中安置此經，其像即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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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所成，靈驗應心無願不滿。其窣都婆傘蓋羅網

、輪橖露盤、德宇鈴鐸、楹礎基階隨力所辦或土

或木若石若甎，由經威力自為七寶。一切如來於

此經典加其威力，以誠實言不斷加持。 

若有有情能於此塔，一香一華禮拜供養，八

十億劫生死重罪一時消滅，生免災殃死生佛家。

若有應墮阿鼻地獄，若於此塔或一禮拜，或一右

遶，塞地獄門開菩提路。塔及形像所在之處，一

切如來神力所護。其處不為暴風、雷電、霹靂所

害，不為毒蛇、蚖蝮、毒蟲、毒獸所傷，不為獅

子、狂象、虎狼、野干、蜂蠆之所傷害，亦無藥

叉、羅剎、部多那、毘舍遮、魑魅魍魎、癲癇之

怖，亦復不為一切寒熱諸病、癧瘺癰疽、瘡疣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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癩所染。 

    若人暫見是塔能除一切災難，其處亦無人馬

六畜、童子童女疫癘之患，不為橫死非命所夭，

不為刀杖水火所傷，不為盜賊怨讎所侵，亦無飢

饉貧乏之憂，厭魅咒詛不能得便。四大天王與諸

眷屬晝夜衛護，二十八部大藥叉將、日月五星、

幢雲彗星晝夜護持，一切龍王加其精氣順時降雨

。一切諸天與忉利天，三時下來亦為供養，一切

諸仙三時來集，讚詠旋遶禮謝瞻仰。釋提桓因與

諸天女，晝夜三時來下供養，其處即為一切如來

護念加持，由納經故塔即如是。 

    若人作塔以土石木、金銀銅鉛，書此神咒安

置其中，纔安置已其塔即為七寶所成，上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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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盤傘蓋，鈴鐸輪樘純為七寶。其塔四方如來形

相，由法要故，一切如來堅住護持晝夜不去。其

七寶塔全身舍利之妙寶藏，以咒威力擢竦高至阿

迦尼吒天宮之中。塔所串峙，一切諸天晝夜瞻仰

守衛供養。 

金剛手言：何因緣故此法如是殊勝功德？ 

佛言：當知以此寶篋印陀羅尼威神力故。 

金剛手言：唯願如來哀愍我等說是陀羅尼。 

佛言：諦聽！思念莫忘！現在未來一切如來

分身光儀，過去諸佛全身舍利，皆在寶篋印陀羅

尼，是諸如來所有三身亦在是中。  

爾時世尊即說陀羅尼曰： 

 

    那莫悉怛哩野(四合)地尾(二合)迦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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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婆怛他蘖多喃(2) 

    嗡(3)部尾婆嚩娜嚩唎(4) 

    嚩者梨(5)嚩者  (智皆反)(6) 

    祖嚕祖嚕馱囉馱囉(7)

    薩嚩怛他蘖多(8) 

    馱(引)覩馱梨鉢娜  (二合)婆嚩底(9) 

    惹也嚩梨(10) 

    畝怛梨(二合)薩磨(二合)囉(11) 

    怛他蘖多達磨斫迦囉(12) 

    鉢羅(二合)靺栗多(二合)娜嚩日羅(二合梨音)冐地滿拏(13) 

    楞迦囉(14)楞訖哩(二合)諦(15) 

    薩嚩怛他(引)蘖多地瑟恥 (二合)諦(16) 

    冐馱野冐馱野(17) 

    冐地冐地(18)沒   沒     (19) 

    參冐馱儞參冐馱野(20) 

    者攞者攞(21)者懶都(22) 

    薩嚩嚩囉拏儞(23) 

    薩嚩播波尾蘖諦(24) 

    戶嚕戶嚕(25) 

    薩嚩戍迦弭蘖帝(26) 

    薩嚩怛他蘖多(27) 

    紇哩(二合)娜野嚩日囉(二合)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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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婆囉三婆囉(29) 

    薩嚩怛他蘖多(30) 

    虞呬野(二合)馱囉抳畝涅囉梨(二合)(31) 

    沒悌蘇沒悌(32) 

    薩嚩怛他蘖多(引)地瑟恥 (二合)多(33) 

    馱覩蘖陛娑嚩(二合)賀(34) 

    三摩耶(引)地瑟恥 (二合)帝娑嚩(二合)訶(35) 

    薩嚩怛他蘖多紇哩(二合)娜野馱覩畝捺犁(二合)娑嚩(二合)訶(36) 

    蘇鉢羅(二合)底瑟恥 (二合)多薩覩(二合)閉 

    怛他蘖多地瑟恥 (二合)帝 

    戶嚕戶嚕吽吽娑嚩(二合)訶(37) 

    嗡薩嚩怛他蘖多(38) 

    塢瑟抳(二合)沙馱覩畝捺囉(二合)尼 

    薩嚩怛他蘖單 

    娑馱覩尾部使多地瑟恥 (二合)帝(39) 

    吽吽娑嚩(二合)訶(引)(40) 

 

    爾時佛說是神咒已，諸佛如來自土聚中出聲

讚言：善哉！善哉！釋迦世尊出濁惡世，為利無

依無怙眾生演說深法，如是法要久住世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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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多安穩快樂。 

於時佛告金剛手言：諦聽！諦聽！如是法要

神力無窮利益無邊，譬如幢上如意寶珠，常雨珍

寶滿一切願。我今略說萬分之一，汝宜憶持利益

一切。 

若有惡人死墮地獄，受苦無間免脫無期，有

其子孫稱亡者名，誦上神咒纔至七遍，烊銅熱鐵

忽然變為八功德池，蓮生承足寶蓋駐頂，地獄門

破菩提道開，其蓮如飛至極樂界，一切種智自然

顯發，樂說無窮位在補處。 

復有眾生重罪報故，百病集身苦痛逼心，誦

此神咒二十一遍，百病萬惱一時消滅，壽命延長

福德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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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復有人慳貪業故生貧窮家，衣不隱身食不

續命，里瘦衰蔽人所惡賤。是人慚愧入山折採無

主搹華，若磨朽木持以號香，往至塔前禮拜供養

，旋遶七匝流淚悔過。由神咒力及塔威德，滅貧

窮報富貴忽至，七寶如雨無所闕乏；但當此時彌

飾佛法施與貧乏，若有吝惜財寶忽滅。 

    若復有人為種善根隨分造塔或泥或甎，隨力

所辦大如菴羅高四指許，書寫神咒安置其中，持

以香華禮拜供養，以其咒力及信心故，自小塔中

出大香雲，香氣雲光周徧法界，薰馥晃曜廣作佛

事，所得功德如上所說，取要言之無願不滿。 

若有末世四輩弟子善男善女，為無上道盡力

造塔，安置神咒所得功德說不可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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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求福至其塔所，一華一香禮拜供養右旋

行道，由是功德官位榮耀不求自至，壽命富饒不

祈自增，怨家盜賊不討自敗，怨念咒詛不厭歸本

，疫癘邪氣不拔自避，善夫良婦不求自得，賢男

美女不禱自生，一切所願任意滿足。 

若有烏雀、鴟梟、鳩鴿、鵂鶹、狗狼、野干

、蚊虻、蟻螻之類暫來塔影及踏場草，摧破惑障

覺悟無明，忽入佛家恣領法財。 

況有眾人或見塔形或聞鐸聲，或聞其名或當

其影，罪障悉滅所求如意，現世安穩後生極樂。

或人隨力以一丸泥塗塔壞壁，運一拳石扶塔礩傾

，由此功德增福延壽，命終之後成轉輪王。 

若我滅後四部弟子，於是塔前濟苦界故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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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華，至心發願誦念神咒，文文句句放大光明照

觸三途苦具皆辟，眾生脫苦佛種芽萌，隨意往生

十方淨土。 

若人往在高山峰上至心誦咒，眼根所及遠近

世界山谷林野江湖河海，其中所有毛羽鱗甲一切

生類，碎破惑障覺悟無明，顯現本有三種佛性，

畢竟安處大涅槃中。 

若與此人往過道路，或觸衣風或踏其跡，或

唯見面或暫交語，如是等人重罪咸滅悉地圓滿。 

爾時佛告金剛手菩薩言：今此秘密神咒經典

付囑汝等，尊重護持流布世間，不令眾生傳受斷

絕。 

金剛手言：我今幸蒙世尊付囑，唯願我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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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世尊深重恩德，晝夜護持流布宣揚一切世間。 

若有眾生書寫受持憶念不斷，我等麾催釋梵

四王、龍神八部晝夜守護不暫捨離。 

佛言：善哉！金剛手！汝為未來世一切眾生

大利益故，護持此法令不斷絕。 

爾時世尊說此寶篋印陀羅尼廣作佛事，然後

往彼婆羅門家受諸供養，令時人天獲大福利，卻

還所住。 

爾時大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天龍、夜叉、犍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

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一切如來心秘密全身舍利寶篋印陀羅尼經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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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
大正藏經 第19冊 No.1022B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1/5

Nang Nang-ahr-anmKaDaha-va-eeSa-ta-ra-ya-eeMa-oh

Sa Nang-ahr-anmTa-ahrGaTuh-ahrTaRa-va

O-anm Ra-eeVaDahrVaBahaVa-eeBaha-ou

Va Te-owJiaVaRa-eeJia

Zha Ra-eeVaYa

Daha-ahr Ta-eeVaBahaDahr-ma-anmParRa-eeDahaTa-ou

Sa Ta-ahrGaTuh-ahrTaRa-va

Sa-ou RaDahaRaDahaRa-ouSa-ouRa-ou

謨曩 悉怛哩野 迦地尾

婆薩 怛 蘖他 多 喃

部嗡 尾 嚩婆 娜 唎嚩

者嚩 梨 者嚩

嚕祖 祖 馱嚕 囉 囉馱

嚩薩 怛 蘖他 多

覩馱 馱 鉢梨 嚩婆 底

也惹 嚩 梨

娜

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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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
大正藏經 第19冊 No.1022B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2/5

Ma-ou
畝 怛梨 薩磨 囉

RaSa-maDahr-ra-ee

Ta Ka-raJiaRa-dahr-maDahaTa-ahrGaTuh-ahr

Par-ra VaDaha-eeBa-ohZha-ra-eeVaNangRa-ta-taBa Na

La-ou-anm Ta-ehKa-reLa-ou-anmRaKa

Sa-anm YaDahaBa-ohSa-anmNang-eeDahaBa-oh

Ba-oh Dahr-daha-yaBa-ouDahr-daha-yaBa-ouDaha-eeBa-ohDaha-ee

Ba-oh YaDahaBa-ohYaDaha

Sa Ta-ehSha-te-eeDaha-eeTa-ahrGaTuh-ahrTaRa-va

怛 他 蘖 迦囉多 達 磨 斫

鉢羅 靺 栗多 地娜 嚩 日羅 冐 拏滿

楞 迦 囉 楞 訖哩 諦

薩 嚩 怛 瑟恥他 蘖 多 地 諦

冐 馱 野 冐 馱 野

冐 地 冐 地 沒 沒

參 冐 馱 野儞 參 冐 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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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
大正藏經 第19冊 No.1022B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3/5

Jia
者 攞 者 攞 者 懶 都

Ta-ouLa-anmJiaLaJiaLa

Sa Nang-eeNaRaVaRa-va-ahr

Sa Ta-ehGaVa-eeParPar-ahrRa-va

Ha-ou Ra-ouHa-ouRa-ou

Sa-anm RaBahaSa-anmRaBaha

Ha-re Na-eeZha-raVaYaDahr

Sa Ta-ahrGaTuh-ahrTaRa-va

Sa Ta-ehGaVa-eeKaShia-ohRa-va

薩 嚩 嚩 囉 拏 儞

薩 嚩 播 波 尾 蘖 諦

戶 嚕 戶 嚕

薩 嚩 戍 迦 弭 蘖 帝

薩 嚩 怛 他 蘖 多

紇哩 娜 野 嚩 日囉 抳

三 婆 囉 三 婆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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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
大正藏經 第19冊 No.1022B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4/5

Sa
薩 嚩 怛 他 蘖 多

Ta-ahrGaTuh-ahrTaRa-va

Ga-ou Dahr-ra-eeMa-ouNa-eeRaDahaHa-ya

Ba-ou Dahr-daha-ehBa-ouSa-ouTa-eh

Sa TaSha-te-eeDaha-eeTa-ahrGaTuh-ahrTaRa-va

Ha-re Ha-ahrSa-va-ahrDahr-ra-eeMa-ouTa-ouDaha-ahrYaDahr

Sa Ta-ahrGaTuh-ahrTaRa-va

Sa Ha-ahrSa-va-ahrTa-ehSha-te-eeDaha-eeYa-ahrMa

Daha-ahr Ha-ahrSa-va-ahrRa-baha-ehGaTa-ou

虞 呬野 馱 囉 抳 畝 涅梨

沒 悌 蘇 沒 悌

薩 嚩 怛 瑟恥他 蘖 多 地 多

馱 覩 蘖 陛 娑嚩 賀

三 摩 耶 訶地 瑟恥 帝 娑嚩

薩 嚩 怛 他 蘖 多

訶紇哩 娜 野 娑嚩馱 覩 畝 捺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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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
大正藏經 第19冊 No.1022B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Dahr-ra-ahr

Sa-ou
蘇 鉢羅 底 瑟恥 多 薩覩 閉

Baha-ehSa-ta-ouTaSha-te-eeTa-eePar-ra

Ta Ta-ehSha-te-eeDaha-eeTa-ahrGaTuh-ahr

Ha-ou Ha-ahrSa-va-ahrHa-wu-anmHa-wu-anmRa-ouHa-ouRa-ou

O-anm Ta-ahrGaTuh-ahrTaRa-vaSa

Ha-wu-anm Ha-ahrSa-va-ahrHa-wu-anm

Sa Sha-te-eeDaha-eeTa-ahrSha-eeBaha-ohVa-eeTa-ouDaha-ahr Ta-eh

Sa Ta-anmGaTuh-ahrTaRa-va

Wu Na-eeMa-ouTa-ouDaha-ahrShaSha-nar-llalelue

怛 他 蘖 多 地 瑟恥 帝

戶 嚕 戶 訶嚕 吽 吽 娑嚩

嗡 薩 嚩 怛 他 蘖 多

塢 瑟抳 沙 尼馱 覩 畝

薩 嚩 怛 他 蘖 單

娑 馱 覩 地尾 部 使 多 帝瑟恥

吽 吽 娑嚩 訶

捺囉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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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 
三版彙集 

 a 大正藏經第19冊1022a 
 b 大正藏經第19冊1022b 

一切如來正法秘密篋印心陀羅尼 
c 大正藏經第19冊1023 

 

1 a 娜莫 悉哩野 (四合)地尾(二合)迦南(1) 

b 那莫 悉怛哩野(四合)地尾(二合)迦南(1) 

c 曩莫 悉底哩(三合)野(1) 地尾(二合)迦(去)喃(去引)(2) 

2 a 薩婆怛他(引)蘖多南(2) 

b 薩婆怛他蘖多喃(2) 

c 薩嚩怛他(去引) 跢(上)南(3) 

3 a 嗡唵(3) 

b 嗡唵(3)

c 嗡唵(4)

4 a 部尾婆嚩娜嚩 (4) 

b 部尾婆嚩娜嚩唎(4) 

c 部悉底哩(三合)步(平)嚩曩嚩  (5) 

5 a 嚩者  (5) 

(曩謀)

(曩謀)

(曩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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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嚩者梨(5) 

c 嚩嚩  (6) 

6 a 者者  (知皆反)(6) 

b 嚩者  (智皆反)(6) 

c ----- (譯版缺句) 

7 a 祖魯祖魯馱囉馱囉(7) 

b 祖嚕祖嚕馱囉馱囉(7) 

c 祖魯祖魯(7) 他囉他囉(8) 

8 a 薩嚩怛他蘖多(8) 

b 薩嚩怛他蘖多(8) 

c 薩嚩怛他(去引) 跢(上)  

9 a 馱(引)都馱 鉢蹋 (二合)婆嚩底(9) 

b 馱(引)覩馱梨鉢娜 (二合)婆嚩底(9)

 

c 馱(引上)覩他哩(9) 鉢納麼(二合)三(去)婆吠(10) 

10 a 惹也嚩犁(10) 

b 惹也嚩梨(10) 

c 惹野他哩 

11 a 畝祖犁薩麼(二合)囉(11) 

b 畝怛梨(二合)薩磨(二合)囉(11) 

c 捫(上)佐裔(11)娑麼(二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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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 怛他蘖多達摩斫迦囉(二合)(12) 

b 怛他蘖多達磨斫迦囉(12) 

c 達(轉舌)麼作訖囉(二合)(12) 

13 a 鉢囉(二合)靺 哆(二合)娜嚩日哩(二合犂音)冒地滿拏 
   (13) 

b 鉢羅(二合)靺栗多(二合)娜嚩日羅(二合梨音)冐地滿拏 
  (13) 

c 鉢囉(二合)韈(無鉢反轉舌)哆曩嚩日哩(二合)(13)冒(去引)地曼 
  (上) 

14 a 楞迦(引)囉(引)(14) 

b 楞迦囉(14) 

c 監(上)迦囉(上) 

15 a 楞訖哩(二合)諦(１5) 

b 楞訖哩(二合)諦(15) 

c 楞(上)訖哩(二合)帝(14) 

16 a 薩嚩怛他蘖多(引)地瑟恥(二合下同)諦(16) 

b 薩嚩怛他(引)蘖多地瑟恥(二合)諦(16) 

c 薩嚩怛他(去引) 跢(上引)地瑟恥(二合)帝(15) 

17 a 冒馱野冒馱野(17) 

b 冐馱野冐馱野(17) 

c 冒(去引)他野冒(去引)他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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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 冒地冒地(18) 

b 冐地冐地(18) 

c 冒(去引)地冒(准上)地(17) 

19 a 沒 沒 (19) 

b 沒 沒 (19) 

c 沒 (切身)(18) 

20 a 參冒馱耶參冒馱野(20) 

b 參冐馱儞參冐馱野(20) 

c 參(去)冒(引去)他野參(去)冒(去引)他野(19) 

21 a 者攞者攞(21) 

b 者攞者攞(21) 

c 左攞左攞  

22 a 者懶覩(22) 

b 者懶都(22) 

c 左懶(去)覩(20) 薩嚩薩怛嚩(二合引)喃(21) 

23 a 薩嚩嚩囉拏儞(23) 

b 薩嚩嚩囉拏儞(23) 

c 薩嚩(引)嚩囉拏儞(22) 

24 a 薩嚩播(引)波尾蘖諦(24) 

b 薩嚩播波尾蘖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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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薩嚩播跛尾 帝(23) 

25 a 戶嚕戶嚕(25) 

b 戶嚕戶嚕(25) 

c 護嚕護嚕(24) 

26 a 薩嚩戍迦弭蘖帝(26) 

b 薩嚩戍迦弭蘖帝(26) 

c 薩嚩戍(引上)迦尾 帝(25) 

27 a 薩嚩怛他蘖多(27) 

b 薩嚩怛他蘖多(27) 

c 薩嚩怛他(去引) 跢 

28 a 紇哩(二合下同)那野嚩日哩(二合)抳(28) 

b 紇哩(二合)娜野嚩日囉(二合)抳(28) 

c 紇哩(二合)那野嚩日哩(二合)抳(26) 

29 a 參婆囉參婆囉(29) 

b 三婆囉三婆囉(29) 

c 參(去)婆(去)囉參(去)婆(去)囉(27) 

30 a 薩嚩怛他蘖多(30) 

b 薩嚩怛他蘖多(30) 

c 薩嚩多塢瑟膩(二合)灑(28) 

31 a 麌呬野(二合)馱囉抳畝涅犁(下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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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虞呬野(二合)馱囉抳畝涅梨(二合)(31) 

c 陀(去引)羅抳母捺哩(二合)(29) 

32 a 沒悌蘇沒悌(32) 

b 沒悌蘇沒悌(32) 

c 沒第蘇沒第(30) 

33 a 薩嚩怛他蘖多(引)地瑟恥多(33) 

b 薩嚩怛他蘖多(引)地瑟恥(二合)多(33) 

c 薩(轉舌)嚩怛他(去引) 哆(上引)地瑟恥(二合)哆(31) 

34 a 馱覩蘖陛娑嚩(二合)訶(34) 

b 馱覩蘖陛娑嚩(二合)賀(34) 

c 馱(上引)覩 (轉舌)陛娑嚩(二合引)賀(引)(32) 

35 a 參摩耶(引)地瑟恥(二合)帝娑嚩(二合)訶(35) 

b 三摩耶(引)地瑟恥(二合)帝娑嚩(二合)訶(35) 

c 參(去)麼野(引)地瑟恥(二合)帝娑嚩(二合引)賀(引)(33) 

36 a 薩嚩怛他蘖多紇哩(二合)那野馱覩畝捺 (二合) 

娑嚩(二合)訶(36) 

b 薩嚩怛他蘖多紇哩(二合)娜野馱覩畝捺犁(二合)  

娑嚩(二合)訶(36) 

c 薩嚩怛他(去引)  跢(上引)(34)紇哩(二合)那馱(上引)覩 

  母捺哩(二合)娑嚩(二合引)賀(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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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 蘇鉢囉(二合)底瑟恥(二合)多薩覩(二合)閉怛他蘖多 

(引)地瑟恥(二合)帝戶嚕戶嚕吽吽薩嚩(二合)訶(37)  

b 蘇鉢羅(二合)底瑟恥(二合)多薩覩(二合)閉怛他蘗多 

地瑟恥(二合)帝戶嚕戶嚕吽吽娑嚩(二合)訶(37) 

c 阿鉢囉(二合)底瑟恥(二合)多窣覩(二合)閉(36)怛他 

  (去引) 哆(上引)地瑟恥(二合)帝(37)虎嚕虎嚕吽(引) 

   吽(引)娑嚩(二合引)賀(引)(38) 

38 a 嗡唵薩嚩怛他蘖多(38) 

b 嗡唵薩嚩怛他蘖多(38) 

c 嗡唵(引)(39) 薩嚩怛他(去引) 哆(40) 

39 a 塢瑟抳(二合)沙馱都畝捺囉(二合)尼薩嚩怛他蘖單 

娑馱都尾部使多(引)地瑟恥(二合)帝(39) 

b 塢瑟抳(二合)沙馱覩畝捺囉(二合)尼薩嚩怛他蘖單 

娑馱覩尾部使多地瑟恥(二合)帝(39) 

c 塢瑟膩(二合)灑陀(去)囉抳母捺哩(二合)(41)  

薩嚩怛他(去引) 哆(42)馱(上引)覩尾部尸跢 

    (上引)(43)地瑟恥(二合)帝 

40 a 吽吽娑嚩(二合)訶(40) 

b 吽吽娑嚩(二合)訶(引)(40) 

c 吽吽吽娑嚩(二合引)賀(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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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造塔功德經 
大唐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羅  譯 

大正藏經第16冊699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宮白玉座上，與

大比丘、大菩薩等，及彼天主無量眾俱。時大梵

天王、那羅延天、大自在天及五乾闥婆王等，各

與眷屬俱來至佛所，欲問如來造塔之法，及塔所

生功德之量。 

會中有菩薩名觀世音，知其意即從座起，偏

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今

此諸天乾闥婆等故來至此，欲請如來造塔之法，

及塔所生功德之量，唯願世尊為彼解說，利益一

切無量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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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告觀世音菩薩言：善男子！若此現

在諸天眾等及未來世一切眾生，隨所在方未有塔

處，能於其中建立之者，其狀高妙出過三界，乃

至至小如菴羅果；所有表剎上至梵天，乃至至小

猶如針等；所有輪蓋覆彼大千，乃至至小猶如棗

葉，於彼塔內藏掩如來所有舍利、髮、牙、髭、

爪，下至一分；或置如來所有法藏十二部經，下

至於一四句偈，其人功德如彼梵天命終之後生於

梵世，於彼壽盡生五淨居，與彼諸天等無有異。

善男子！如我所說如是之事，是彼塔量功德因緣

汝諸天等應當修學。 

爾時觀世音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向所說

安置舍利及以法藏，我已受持。不審如來四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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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唯願為我分別演說。 

爾時世尊說是偈言： 

諸法因緣生  我說是因緣 

因緣盡故滅  我作如是說 

善男子！如是偈義名佛法身。汝當書寫置彼

塔內，何以故？一切因緣及所生法，性空寂故；

是故我說名為法身。若有眾生解了如是因緣之義

當知是人即為見佛。 

爾時觀世音菩薩、及彼諸天、一切大眾、乾

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造塔功德經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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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懺法 

天台沙門繼僧著 
定山比丘嚴章校 

卍新纂續藏經第74 冊 1490 

將行此懺，分為十科演之 

第一嚴潔道場 

原大道場建立當以清淨為先，庶幾因境攝心梵行方可成就。欲立懺

壇，當於幽靜之處新搆堂室舊室亦無礙。剷去舊土復於淨處，取無瓦石

新土用填其地，以香水和塗極令嚴淨。上懸白綾寶蓋稱壇大小，蓋內懸

軒轅鏡，蓋邊懸五色纓絡。復於蓋中懸五色寶旛，徧室懸諸繒綵旛華。

所懸之華并宜大小參差，方合天人散華之狀。壇中供釋迦牟尼佛作說法

相；左邊供金剛手菩薩作忿怒形，右手執金剛杵左手持白拂；右邊供摩

尼金剛菩薩，左手持寶珠右手執白拂。如無二菩薩相亦無妨，依經宜作

畫相。左右復有天王天女等形像，前列眾好華并爐臺莊嚴等事，須雅重

如法。壇心供舍利寶塔，無亦無妨宜作一畫塔相。壇中周設薦席，慮地

其溼軟以絮褥，不用氍瑜氈屬，蓋以佛頂經遮止故也。齋壇周懸紗幔，

禁一切人不得入也。 

禮懺行人著新淨衣，如無新衣浣染亦可，薰沐為主，浴後披著方入

道場；淨鞋齊整不得雜亂，入壇時次次而脫，出壇復穿；其大解時須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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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衣，沐浴後仍著淨衣，終期如是，日日當營新採名華及種種佳蔬鮮果

，供養三寶，務須竭盡精誠，方有感應。降壇中二十四人以還，多則不

可。 

第二預行方便 

禮懺行人將入道場，身心散亂，須預行方便之法。當七日營別室，

不得與道場同處。日夜調習懺文極令精熟。為主懺者當與道侶平心靜氣

，發明懺意并出入起止之儀；梵音高下之節，全以和順為妙；亦通染浣

紉縫，及期中所應辦事。其餘治生雜務一切外緣即時屏息。但念精誠，

禮懺咒心圓滿，必得親見十方諸佛、諸大菩薩，必蒙灌頂授記，所求如

願皆獲如意。不得一念思憶五塵：色聲香味觸，勤息三毒：貪嗔癡，永

絕愛欲。當人各有無始以來妄想惡習，應須作法捨離，方不為懺中障礙

。行人當觀何戒不嚴，速求改悔；何習偏重，呵去調停，苟能三業清淨

身口意則感應道交，自獲圓滿如願也。 

第三正明修意 

考夫諸懺各有緣起，各有所宗。大悲懺，依大悲經而造，為欲滅一

切罪，圓成無上道故。淨土懺，依大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鼓音王

經、佛說阿彌陀經而造，為欲消除諸障，求生極樂得不退故。行願懺，

依華嚴經而造，為欲滿足十大願王直超佛果故。藥師懺，依藥師經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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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欲消除災厄續命延壽，早登佛位故。梁王懺，為拔郗氏之苦，敕諸

法師採集大乘諸經而造，為欲使一切眾生離苦得樂故。慈悲水懺，亦緣

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水洗除冤業，廣依大乘諸經而造，為欲釋一切罪得

證菩提故。其餘楞嚴懺、報恩懺、地藏懺等，莫不各有所宗也。 

今此舍利懺法，蓋此舍利感降，謹依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

經而造，為欲滅除一切重障，疾得無上菩提，親見十方諸佛，得滿一切

所求故。經云：若人纔聞此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名字，除滅一

切惡趣；纔憶念此陀羅尼者，則為以諸微妙香華供養十方一切諸佛；；若

能纔誦，即得不退轉無上正覺 ，乃至百劫千劫百千劫，一切如來不能讚

嘆盡其功能。此陀羅尼有大威力，一切諸魔終不能作其障礙，一切冤家

、惡友、鬼神、藥叉、羅剎、人、非人等不得其便，增長無量善根。若

纔念此陀羅尼者獲福無量，何況久能誦持其福不可校量，乃至誦滿一萬

遍者一切所求之事皆得成就。是故謹依本經立為懺法，欲使修道者行少

善根獲大福利，現前見佛得獲灌頂，較之諸懺誠為捷要也。所貴行之精

專一心感格必獲如願。 

謹按懺期依大集經則七七日，準法華經則三七日，又鼓音王經、大

彌陀經則十日十夜，小彌陀經則七日七夜，以此四等為期，其餘五日三

日亦通方便。行人當一心一意，滿七七日乃至三七一七，晝夜六時虔誠

禮佛、誦陀羅尼，或坐或行莫令散亂；不得接對外人，語論戲笑，放逸

睡眠，托事延緩；當俯仰瞬息繫念咒心為求感應一心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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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行法既多云何一心？答：有理、有事。既入道場，身心收攝如

長空月，隨處應緣而本體不動，名理一心。如禮佛時不念餘法，但專禮

佛；持咒時不憶餘文，但專持咒，其餘諸法悉亦如是，名事一心。但得

一心必克如願。將臨懺期，隔宿嚴淨，取淨水，持大悲咒二十一遍，散

灑方隅為界。 

第四燒香散華 

已淨三業入道場捻香訖當正立，作如是思惟：我為眾生發菩提心，

有所求願故須總論三寶，廣修供養，三寶垂慈必當念我，隨我所求，證

知我願。                                               先當唱云 

 

一切恭敬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佛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法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僧       禮已燒香散華 首者白云 

是諸眾等  各各長跪  嚴持香華  如法供養 

                                     各執手爐廣運供養，唱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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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法界三寶  住在於十方 

諸佛攝受我    徧在於十方 

過去及現在    未來諸世尊 

菩薩威德者    我今悉皆禮      

拜下想云 

我此香華徧十方    以為微妙光明臺 

      諸天音樂天寶香    諸天肴膳天寶衣  

      不可思議妙法塵    一一塵出一切塵 

      一一塵出一切剎    旋轉無礙互莊嚴 

      徧至十方三寶前    十方法界三寶前  

      悉有我身修供養    一一皆悉徧法界 

      彼彼無雜無障礙    盡未來際作佛事 

      普熏法界諸眾生    蒙熏皆發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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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入無生證佛智                想已，起立云 

      供養已一切恭敬                                  一拜 

第五端申禮請 
上來運想供養已畢，此復添香長跪執爐，起殷重心，徧請三寶光降

道場。不可輕忽延屈至尊，當三業澄清一心奉請。若不爾者虛文無益。

應想一切如來并諸菩薩，隨其方面領諸眷屬入我道場，如住目前，不得

如彈指頃起於雜念。初入時迎請，餘時不用。                  唱云 

釋迦是我等師，說大乘經，令我修此善法，當運心感此恩德。以下 

例為三請，每一請時，執爐拜下，想云： 

   三業真性如虛空，釋迦如來亦如是，不起真際為眾生，與眾俱來受 

   供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東方滿月消災延壽熾盛光王世尊 

   偈同改名前但下同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西方教主接引導師無量壽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南方寶生世尊 

現坐道場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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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北方微妙勝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種種摩尼清淨建立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普現色身光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定光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相好光明世尊妙音勝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無量音聲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大通智勝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解脫王世尊美音王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清淨世尊清淨施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威德自在王世尊謗不動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彌勒世尊舍利光王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

佛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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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尊法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

舍

 

利寶塔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大行普賢王菩薩地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大慈悲佛母摩耶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虛空藏菩薩金剛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安住地神菩薩  

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金剛手秘密王菩薩

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淨諸業障菩薩清淨慧菩薩摩訶薩 

大悲觀世音菩 

婆刪婆演帝夜神菩 

                     善現菩薩摩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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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奉請頂禮供養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普眼菩薩善慧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馬鳴菩薩龍樹菩薩

圓滿藏菩薩摩 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歷代祖師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  

   聲聞緣覺賢聖僧       眾唱云 

一心奉請供養大梵天王、帝釋尊天、護世四王、欲

色無色諸大天王，護佛舍利壇塔伽藍、守護持

咒諸善神王，海龍八部天曹地府、水陸空行一

切神祇并諸眷屬。 

上所奉請釋迦牟尼文佛、東方世界藥師尊佛、西方

世界阿彌陀佛，以及十方世界一切諸佛；金剛手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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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十方

諸大菩薩一切聖賢，惟願不捨慈悲，納此微誠，他

心圓鑑道眼遙明，不離真際降此道場，安住法座攝

取我等。                                                    一拜 

證知善法，行願圓成。諸天魔梵、護法善神、

龍鬼等眾，一切聖賢隨我請來，監守道場，擁護清

淨同成善行。 
   

 

起立整衣，舉三歸畢，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出壇入觀堂。此下

正明禮懺，餘時皆從此起。 

第六至心讚歎 
    堂中鳴鐘齊集，端秉一運想虔稱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入壇就位舉云 

一切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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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三寶  一禮已燒香散華首者白云 

是諸眾等 各各胡跪  嚴持香華 如法供養 

十方法界三寶                    各執手爐廣運供養唱云 

願此香華雲 徧滿十方界 供養一切佛 

尊法諸菩薩  無量聲聞眾  及一切天仙 

以起光明臺  過於無邊界  無邊佛土中 

受用作佛事 普熏諸眾生 皆發菩提心 

   拜下想云 

惟願香華徧塵剎  供養十方三寶尊 

梵天音樂及名香  寶衣寶膳無邊際 

一切塵剎悉莊嚴  我身皆往修供養 

乃至盡於未來劫  我此供養無間斷 

為求三寶大慈悲  廣度眾生成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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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已一切恭敬                     一拜已跪唱云 

稽首十方大覺尊、一切尊法、諸菩薩，歸命金剛舍

利塔、大寶廣博陀羅尼，敬運一心修諸善法。神咒

功德有大威德，能降伏一切魔軍，滅除無間重罪，

能令現前身心親見十方諸佛，并見一切佛土，憶知

無量宿命。如來灌頂福慧難量，龍天歸敬，神鬼欽

崇，所有一切求願畢竟圓成，普利眾生廣度群品，

是故我等頂禮奉行。                           一拜起立拈香 

第七投誠禮佛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現坐道場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想云：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此道場如帝珠， 

釋迦如來影現中，我身影現如來前，頭面接足歸命禮。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東方滿月消災延壽熾盛光王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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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同前，但改藥師如來影現中，以下倣此改名。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西方教主接引導師無量壽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南方寶生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北方微妙勝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種種摩尼清淨建立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普現色身光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定光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相好光明世尊妙音勝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無量音聲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大通智勝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解脫王世尊美音王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清淨世尊清淨施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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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威德自在王世尊謗不動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彌勒世尊舍利光王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

佛 世尊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尊法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

舍

 

利寶塔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大行普賢王菩薩地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大慈悲佛母摩耶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虛空藏菩薩金剛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安住地神菩薩  

大悲觀世音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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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金剛手秘密王菩薩  

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淨諸業障菩薩清淨慧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普眼菩薩善慧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馬鳴菩薩龍樹菩薩

圓滿藏菩薩摩 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歷代祖師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頂禮供養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  

    大聲聞緣覺賢聖僧    眾唱云 

一心奉請供養大梵天王、帝釋尊天、護世四王、欲 

色無色諸大天王，護佛舍利壇塔伽藍、守護持 

婆刪婆演帝夜神菩 

善現菩薩摩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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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諸善神王，海龍八部、天曹地府、水陸空行 

一切神祇并諸眷屬 

第八具通懺悔 
眾唱云 

   敬為十方世界六道眾生  歸投三寶  求哀懺悔 

執爐下拜想云 

   無始以來  我與眾生  背真向妄  汩沒塵勞 

   輪迴六道  無有出期  不遇明師  不敬三寶 

   廣造眾惡  不畏三塗  不信因果  無慚愧心 

   由是之故  沒於三界  故於今日  恭對諸佛 

   舍利塔前  生大慚愧  廣明因果  起大怖畏 

   歸敬三寶  發露懺悔  斷過去惡  勤修善法 

   自今以往  求道不退  為求菩提  廣利眾生 

   十方諸佛  有大慈悲  令我懺悔  皆得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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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已唱云 

   弟子眾等 與一切眾生 本性清淨 廓徹圓明  

   包含萬德 至妙至真 諸佛同知 萬物同靈 

   皆緣無始妄想 執著奔馳 如沙亂水  

   混濁無明 隨煩惱性 造諸惡業 五逆十惡  

   毀謗大乘 誹破三寶 污梵行人 侵凌常住  

   壞和合僧 不淨說法 非律教人 覆諱過失  

   恣縱貪嗔 內貪利養 外現威儀 破戒亂法  

   違逆師尊 無慚無恥 惡心熾燃 

   如是重輕等罪 說莫能窮 由是因緣 

   命終當墮無間地獄 猛火刀山 備嬰眾苦 

   千萬億劫 無有出期 復於今日 眾苦縈身   

   疾病煩惱 障我修行 今對舍利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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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本師 并與十方諸佛 作我慈父  

   哀憫我等 起大悲心 受我懺悔 重罪得滅    

   諸惡消除 令我身心清淨 飽沾法味 

   誦持秘密陀羅尼 證入一切功德海 所有誓願   

   滿足圓成   

                          

起云 

   懺悔已歸命禮三寶                               一拜 

第九恭持咒心 

    首者白云 

    爾時世尊告諸大眾：我今說此陀羅尼教王，此

陀羅尼能成就無上菩提。若有受持能除一切罪業，

身得清淨，或有求長壽者、求富饒者、求官位者、

求男女者、求生十方諸佛國者，乃至一切所求之事

皆得成就。即說陀羅尼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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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謀薩嚩怛他(引)蘖多(去)南(引)（1）嗡唵(2)尾捕攞蘖陛(3) 

麼抳鉢囉(二合)陛(4)怛他多(5)儞捺捨寧(6)麼抳麼抳(7) 

蘇(上)鉢囉(二合)陛(8)尾麼黎(9)娑(引)蘖囉(10)儼鼻 (11) 

吽(12)吽(１３)入嚩(二合)攞入嚩(二合)攞(14)沒馱尾盧枳帝(15) 

麌呬夜(二合)地瑟恥(二合)多(上)蘖陛(16)娑嚩(二合引)訶(引)（17) 

  或一百八遍或四十九遍，遶壇畢首者白云 

    爾時世尊，說此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秘密根本陀

羅尼已，於此大地六種震動，雨大寶雨及大寶華；

一切所來大眾咸皆歡喜，歎未曾有；能令一切善法

皆悉成就，證得十地。                             一拜 

第十發願廻向 

  眾跪唱云 

    我等至心發願，願承諸佛之慈悲，身心悅豫；

敬藉咒心之威德，福慧圓增；仰憑舍利神光，燭我

菩提之路；得值本師弘誓，攝歸正覺之門；諸根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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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正念昭然，六度圓修，諸緣解脫；所冀自他受

用到處，全彰現前，依正莊嚴；隨時具足棲心禪觀

，掃蕩魔軍，安住道場，演揚妙義；得大智而兼行

大行，親承文殊普賢；滿大願以并運大悲，克紹觀

音地藏，廣作佛事普利眾生，證入神通，圓登佛果

。願十方世界一切眾生，同登安樂之場，共會無為

之舍；凡有志願必使從心，欲冀官尊壽永祿位增而

身若金剛，若祈財富英男庫藏盈而家多玉樹，以至

命終之後往生淨土之鄉。再願三塗惡道息災停苦，

以我所修善根均濟彼等，皆出輪迴生極樂國，虛空

有盡我願無涯，望佛垂慈證明攝受。 

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一拜 

起立寧神整衣添香， 首者作梵唄眾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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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十方佛 

南無十方法 

南無十方僧

                      
執爐問訊徐行遶壇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定光佛 

南無彌勒尊佛 

南無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 

南無舍利寶塔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王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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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地藏王菩薩 

南無金剛手菩薩 

南無華嚴首菩薩                      遶畢歸位復舉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復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出壇入觀堂，觀時一心誦咒。 

舍利懺法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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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

皆空，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

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

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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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

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 

揭帝揭帝 波羅揭帝 波羅僧揭帝 菩提薩婆訶 



63



64

 

 

禮舍利塔儀式 
粵東鼎湖山沙門釋弘贊在犙編 

卍新纂續藏經第74 冊 1491 

 
梵語舍利，亦云室利羅，又云設利羅，乃梵音輕重之詳略，華

言靈骨，是釋迦如來遺身，大如麻豆粟粒，瑩粹絕倫，色具三種，

於一色中，能現種種光明。其骨者色白，髮者色黑，肉者色赤。菩

薩羅漢皆有三種。若佛舍利，槌擊不破。弟子舍利，槌試即碎。良

由如來於無量劫中，戒定慧熏修所成甚為難得，百劫千生難可值遇

。昔者如來示般涅槃，以大悲力自湧三昧之火，碎金剛體為末舍利

，施諸眾生而作最上福田。一瞻一禮滅無量罪，生無量福；一香一

華永作三乘道因。但今時禮敬，罔諳教法多乖儀則，唯知稱名不曉

讚德。然稱名但聽其名，寧識其智之高下。讚歎即具陳其德，名乃

體德之弘深，德本顯名之所實。本行經云：正使化無數億人，皆成

辟支佛。若人百歲四事供養，功德甚多；不如有人以歡喜心，一四

句偈讚歎，功德無量。又善戒經云：以四天下七寶供養於佛，復有

以欣重心讚歎如來，是二福德等無差別。文殊菩薩說偈歎佛云： 

我禮一切佛  調御無等雙  丈六真法身  亦禮於佛塔 

生處得道處  法輪涅槃處  行住坐臥處  一切皆悉禮 

諸佛不思議  妙法亦如是  能信及果報  亦不可思議 

能以此伽陀  讚歎如來者  於千萬億劫  不墮諸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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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西天凡所禮敬，盛興讚頌。然經論中，教用諸佛菩薩所說之

偈，以為讚歎，恐自智識未充，見聞不廣，詞義失旨，至於事理有

違。今此特及經論中，偈頌讚禮，其所未備者，謹述諸經之義，結

而為頌，以伸讚詠也。條列六法：初、香讚，二、持咒，三、修供

養，四、讚禮，五、讚歎旋繞，六、發願迴向。 

香讚 

爐香乍爇  法界蒙熏  諸佛海會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三稱 

持咒 

大悲咒，心經，或兼十小咒。若祝延，隨時當作 

修供養 

若眾同禮，首者唱言： 

一切恭謹 

  一者普及之詞，切者盡際為語；在身為恭，在心為謹，即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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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翹仰；尊賢重德曰恭，肅心虔敬，信念專注曰謹。唱已， 

  禮三寶，稱云： 

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三寶  

如是一禮已，燒香獻眾名華，首者唱言： 

是諸眾等  各各胡跪  嚴持香華  如法供養 

願此香華雲  徧滿十方界  一一諸佛土 

無量香莊嚴  具足菩薩道  成就如來香 

  唱已，能觀想五塵，供養大善。若自禮，不誦上香讚咒，亦 

  得，即從此香偈起，或眾同禮時，誦如常香偈，隨意持諸明 

  或大悲咒皆可也。  

供養已一切恭謹 
 

讚禮 

先申讚，次稱德號 

稽首一切出世間  三界最尊功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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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能燒煩惱垢  正覺我今歸命禮 

一心頂禮十方盡虛空徧法界一切諸佛 

稽首能拔生死險  普竭憂惱貪癡海 

破彼塵勞罪業山  我今歸禮妙法寶 

一心頂禮十方盡虛空徧法界一切尊法 

稽首一切佛稱讚  八正萬行作莊嚴 

無為定慧漸圓明  我今歸禮聖眾寶 

一心頂禮十方盡虛空徧法界一切賢聖僧 

我今稽首法身佛  無喻難思普徧智 

充滿法界無障礙  湛然寂靜無等等 

非有非無性真實  亦非多少離數量 

平等無相若虛空  福利自他亦如是 

一心頂禮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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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稽首報身佛  湛然安住大牟尼 

哀愍化度菩薩眾  處會如日而普照 

三祇積集諸功德  始能圓滿寂靜道 

以大音聲談妙法  普令獲得平等果 

一心頂禮圓滿報身盧舍那佛 

我今稽首化身佛  菩提樹下成正覺 

或起變現或寂靜  或復往化於十方 

或轉法輪於鹿苑  或現大光如火聚 

三途苦果悉能除  三界無比大牟尼 

一心頂禮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世尊 

百劫熏修功已滿  三祇樹德體中圓 

藍毗尼園降聖質  九龍敬浴吐香泉 

一心頂禮藍毗尼園中示現降生釋迦牟尼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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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下跏趺坐  身意寂然安不動 

深入那伽金剛定  忽覩明星成正覺 

一心頂禮菩提樹下初成正覺釋迦牟尼世尊 

梵釋諸天三致請  鹿園初轉頻伽聲 

陳如首證甘露法  十千天子悟無生 

一心頂禮鹿野苑中初轉法輪釋迦牟尼世尊 

毗盧體性非生滅  為顯真常示涅槃 

慧日慈光纔罷照  娑羅雙樹覆金顏 

一心頂禮娑羅雙樹間示大涅槃釋迦牟尼世尊 

白疊千重周聖體  眾香樓上炳金棺 

寶瓶瀉乳光燦爛  妙德莊嚴身逾堅 

一心頂禮天冠塔邊闍維金身釋迦牟尼世尊 

如來悲願碎金體  舍利流光照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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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斛四斗非數量  一瞻一禮福慧圓 

一心頂禮分身粟粒舍利釋迦牟尼世尊 

諸王競集諍舍利  梵志善為八國分 

各歸本土建浮圖  永作三乘出世因 

一心頂禮閻浮提中八國浮圖釋迦牟尼世尊 

如來滅度百年後  育王出世悟前緣 

徧滿閻浮建寶塔  普與人間作敬田 

一心頂禮阿育王所建八萬四千制底釋迦牟尼世尊 

子夜踰城辭愛網  跋伽林下斷青螺 

天帝接歸眾車苑  寶建千層窣都婆 

一心頂禮忉利天上眾車苑中如來髮舍利 

釋迦牟尼世尊 

歡喜園中妙寶塔  中供調御世尊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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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天時共瞻敬仰  衰相滅時福慧加 

一心頂禮忉利天上歡喜園中如來牙舍利 

釋迦牟尼世尊 

諸佛舍利盈海藏  釋師子者復難思 

娑竭龍王集眾寶  與諸眷屬立支提 

一心頂禮娑竭羅龍王宮中窣都婆釋迦牟尼世尊 

僧會法師奉吳命  三七晝夜禮殷誠 

感佛舍利從空降  五色祥光湧自瓶 

一心頂禮金陵報恩窣都婆釋迦牟尼世尊 

耶舍定中見匡嶽  一峰光湧是金輪 

親捧舍利來於此  建立浮圖作寶津 

一心頂禮匡山金輪峰上窣都婆釋迦牟尼世尊 

大地眾山奇勝處  鼎湖秀出寶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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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駢樹舞浮圖現  萬古舒光福粵中 

一心頂禮天湖山中青鐵浮圖釋迦牟尼世尊 

象林福地銀河繞  紫氣騰光湧瑞蓮 

靈石飛來成寶塔  人天從此建津梁 

一心頂禮寶象林中瑞石浮圖釋迦牟尼世尊 
 

若後有建立如來舍利塔者，當入此間禮拜。惟論建立之前後， 

勿論塔之優劣勝負，皆同一如來舍利故也。

 

如來大誓運無窮  德相巍巍寶塔中 

八面玲瓏光眾色  法華會上湧虛空 

一心頂禮過去多寶如來分身諸佛世尊 

眾德嚴身非數量  光明徧照過十方 

三世如來無與等  恒施眾生大慈航 

一心頂禮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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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猶如淨滿月  佛身光徹若瑠璃 

普施甘露息眾苦  十二大願應群機 

一心頂禮東方滿月世界藥師琉璃光世尊 

大士久成等正覺  成熟有情居兜率 

晝夜常轉不退輪  龍華三會度無極 

一心頂禮當來下生彌勒世尊 

三世如來之導師  智願廣大難思議 

無邊剎海為國土  當來普現善逝尊 

一心頂禮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 

六牙白象為寶座  諸度萬行作嚬呻 

華藏世界稱長子  十方剎土現全身 

一心頂禮普賢菩薩摩訶薩 

寶冠頂佛因帶果  過去法明天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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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願運為千手眼  照護群生不失時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頂上寶瓶現佛事  一毛孔中見十方 

舉足震驚諸國土  普攝淨人歸樂邦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悲願初從救親起  分身徧度孰能量 

地獄未空不成佛  我今稽首大誓王 

一心頂禮地藏菩薩摩訶薩 

頂上寶珠金光耀  滅除眾生罪如空 

我今稽首懺摩主  三障頓消福慧融 

一心頂禮虛空藏菩薩摩訶薩 

六度萬行為瓔珞  八正四智以瑩儀 

遊戲如來華藏海  恒與眾生作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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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頂禮盡虛空徧法界一切海會菩薩摩訶薩 

德相端嚴如金聚  頭陀苦行自終身 

親傳如來正法眼  雞足山中待慈尊 

一心頂禮大德摩訶迦葉波尊者 

得度身先八王子  楞嚴會上證圓通 

弘揚律教毗尼藏  佛法由斯住世隆 

一心頂禮大德優波離尊者 

多聞眾中稱第一  證道身離四威儀 

結集如來正法藏  永作人天度世師 

一心頂禮大德阿難陀尊者廣及十方三世一切聲聞 

    緣覺聖眾 

讚歎旋遶 

偈出大金光明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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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面猶如淨滿月  亦如千日放光明 

目淨修廣若青蓮  齒白齊密猶珂雪 

佛德無邊如大海  無限妙寶積其中 

智慧德水鎮恒盈  百千勝定咸充滿 

足下輪相皆嚴飾  轂輞千輻悉齊平 

手足縵網徧莊嚴  猶如鵝王相具足 

佛身光耀等金山  清淨殊特無倫匹 

亦如妙高功德滿  故我稽首佛山王 

相好如空不可測  逾於千月放光明 

皆如焰幻不思議  故我稽首心無著 

南無娑婆世界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人天教主千百億 

    化身本師釋迦牟尼佛 



77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念千聲百聲或遶三匝、七匝、百匝隨意多少。念已，胡跪稱云：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各三稱 

發願迴向 

    凡修諸善事皆需發願迴向。若不迴向，所作之善得少許功德。

云何迴向？謂迴自所修善根向於三處：即實相，菩提，及與眾生。

由此迴向能除著有及慳吝心。以迴向少善，徧入三際，如滴水投海

，猶聲入角，則能遠徧。云何發願？謂對治無決定心，喜退屈障。

若不發願，志無所措，行無所歸。然其迴向發願之文，諸經俱出，

或詳或略，皆不離於五法：所謂禮拜懺悔、隨喜、勸請、發願，迴

向。願雖不一，而不出四弘，十大願王。今據行願品中，頌十大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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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文詳廣，恐誦者憚繁，茲時流通諸經日誦本，略去第八第九

願，於勸請開出二願，其五法缺彼稱讚，今當依文誦言：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師子 

我以清淨身語意  一切徧禮盡無餘 

普賢行願威神力  普現一切如來前 

一身復現剎塵身  一一徧禮剎塵佛 

於一塵中塵數佛  各處菩薩眾會中 

無盡法界塵亦然  深信諸佛皆充滿 

各以一切音聲海  普出無盡妙言詞 

盡於未來一切劫  讚佛甚深功德海 

以諸最勝妙華鬘  妓樂塗香及傘蓋 

如是最勝莊嚴具  我以供養諸如來 

最勝衣服最勝香  末香燒香與燈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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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皆如妙高聚  我悉供養諸如來 

我以廣大勝解心  深信一切三世佛 

悉以普賢行願力  普徧供養諸如來 

往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十方一切諸眾生  二乘有學及無學 

一切如來與菩薩  所有功德皆隨喜 

十方所有世間燈  最初成就菩提者 

我今一切皆勸請  轉於無上妙法輪 

諸佛若欲示涅槃  我悉至誠而勸請 

惟願久住剎塵劫  利樂一切諸眾生 

所有禮讚供養福  請佛住世轉法輪 

隨喜懺悔諸善根  迴向眾生及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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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將以此勝功德  迴向無上真法界 

性相佛法及僧伽  二諦融通三昧印 

如是無量功德海  我今皆悉盡迴向 

所有眾生身口意  見惑彈謗我法等 

如是一切諸業障  悉皆消滅盡無餘 

念念智周於法界  廣度眾生皆不退 

乃至虛空世界盡  眾生及業煩惱盡 

如是四法廣無邊  願今迴向亦如是 

或誦怡山文，亦得。誦訖，禮拜隨意，次當結讚云： 

如來舍利 眾德斯圓 光流剎土徧三千 

與世作福田 瞻禮翹勤 慈濟廣無邊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讚已，三皈依，畢。 

禮舍利塔儀式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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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供齋讚 

若有齋獻供當在午前，佛過午不食也。供時，或在未繞佛之先

供，或在禮畢方供，皆得。其供齋儀，如常可知。供畢，結讚曰： 

僧祇功就 三德圓彰 慈芳末代作津梁 

人天共歸仰 簋饌斯張 藉此出夢場 

南無禪悅藏菩薩摩訶薩 三稱 

迴向偈 

禮懺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瞭 

普願災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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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願文 

諸佛如來，普門大悲願王，俯垂證鑒。令弟

子眾等，與法界眾生，三業六根，無始所作，現

在當作，自作教他，見聞隨喜，若憶不憶，若識

不識，若疑不疑，若覆若露，大小輕重，一切諸

罪，畢竟清淨。我懺悔已，六根三業，淨無瑕累

，十因六報，七趣情想，消滅無餘。 

仰冀洪慈，冥薰加庇。使弟子眾等，與法界

眾生，內外障緣寂滅，自他行願圓成。開本知見

，制諸魔外。現生之內，心無煩惱，身無病苦。

三災八難永得消除。衣食豐饒，正信三寶。閱經

聞教，過目不忘。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三業隨

智，莊嚴律儀。於妙禪那，覺悟無惑。圓破五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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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超五濁。常演大乘，深達實相。辯才無礙，

契理契機。捨此報身，更無他趣，決定往生極樂

世界。至臨命終，預知時至，親覲阿彌陀佛俯垂

接引。高預海會，得受記別。然後不違安養，回

入娑婆。分身塵剎，逐類隨形，暢說一乘真實之

道。以此楞嚴法門，法華經，及舍利經，開示未

學。令諸眾生，獲妙微密，性淨明心，得清淨眼

。凡見我形，聞我名者，永離災難，發菩提心。

聆我法者，得正徧知，旋性顛倒，直趣菩提，中

無迂曲。又願我等，智慧如文殊，行願如普賢，

慈悲如觀音，神力如勢至，孝行如地藏，莊嚴淨

土，如彌陀世尊，極樂無異。塵劫演揚，如釋迦

如來。與諸眾生，同到如來一乘寂滅場地。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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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惑頓空，三業清淨，三障消除，三因圓發，三

觀圓明，三諦圓顯，三德圓證，三身圓彰，三有

齊資，四恩總報。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法界眾

生，同圓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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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願迴向 

諸佛法身，本無去亦無來。為度眾生，示有

生而有滅。圓明四智，高昇於第一義天。滿足萬

德，影散於十方剎海。為大施主，方隨意之寶珠

。作大醫王，等善見之藥樹。有請必應，若空谷

以傳聲。等益群生，似春光而散彩。我等眾生，

沈淪五濁，常嬰八苦。為覲靦相好之身，今聞功

德名號。謹此嚴淨壇場，備陳香供。遙空瞻仰，

稱名頂禮。 

弟子眾等，一心皈命奉請：以身、口、意，

三密善業徧滿十方，一時禮拜、讚嘆、奉請、供

養。恭請諸佛、菩薩、眷屬，聲聞，衛法天龍，

顯密神王，各遊解脫之門，同趣一乘之道。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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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生，莊嚴佛會。祈伸請以來臨，轉如來法輪。

運大慈悲心共垂拯濟。 

願所求必賜：令諸大眾，安和利樂，隨喜見

聞，均霑勝利，生未生之福慧，淨當淨之愆尤。

遠暨十方無邊法界，六道四生，含靈抱識，多生

父母，有緣親眾，等釋愆尤，同登解脫。願諸世

界，風調雨順，物阜民安，諸緣適意。再祈大悲

堅固，不捨群生。我等哀求，願賜加被，生淨佛

剎，獲妙總持，眾善爭集。普賢行願，疾得圓滿

，財法二施，福慧二嚴。窮未來際，莊嚴法界，

願不停息。惟願諸佛、諸大菩薩，冥勳加被，圓

滿一切祈願。 

三寶弟子眾等叩謝宏恩為大眾祈願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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