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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品

諸陀羅尼 護持法師

此章用神咒來護持說法者

為了化他而說秘密門

流通《法華經》



陀羅尼是印度文

譯為總持

能持、能遮之意

總一切法

持一切善



陀羅尼有四種

法陀羅尼

義陀羅尼

咒陀羅尼

忍陀羅尼



1.法陀羅尼：即法之總持，

佛所說的一切教法,能總

持受持，又稱為聞陀羅尼。



2.義陀羅尼：把持佛陀的

教義，好好加以運用而

不忘失。



3.咒陀羅尼：即秘密語、

咒法，若有禪寂定力的

功夫，持咒成功,可以

得到感應。



4.忍陀羅尼：想要為眾生
做事，成就菩薩行，必須
具備忍的功夫。想要得到
陀羅尼，一定要能堪忍一
切苦，才能真正成為菩薩。



《法華經》陀羅尼品是藥
王菩薩、勇施菩薩、天王、
神王等，為了護持如法修
持《法華經》的法師，各
個說出陀羅尼神咒以守護
之。



而此諸陀羅尼中

有三個原為恆河沙數

諸佛所說



爾時，藥王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

肩，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

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受持法華經

者，若讀誦通利、若書寫經卷、得

幾所福？」

佛告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供養八百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等諸佛，

於汝意云何？其所得福，寧為多不？」



「甚多！世尊。」

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於

是經，乃至受持一四句偈，讀、誦、

解義、如說修行，功德甚多。」

爾時藥王菩薩白佛言 :「世尊 !我今

當與說法者陀羅尼咒，以守護之。」

即說咒曰：

安爾 曼爾 摩禰 摩摩禰 旨隸



遮梨第 賒咩 賒履多瑋 羶帝

目帝 目多履 娑履 阿瑋娑履

桑履 娑履 叉裔 阿叉裔 阿耆膩

羶帝 賒履 陀羅尼 阿盧伽婆娑

簸蔗毗叉膩 禰毗剃 阿便哆邏禰履

剃 阿亶哆波隸輸地 歐究隸

牟究隸 阿羅隸 波羅隸 首迦差

阿三磨三履 佛陀毗吉利袠帝



達磨波利差帝 僧伽涅瞿沙禰

婆舍婆舍輸地 曼哆邏

曼哆邏叉夜多 郵樓哆

郵樓哆憍舍略 惡叉邏

惡叉冶多冶 阿婆盧

阿摩若那多夜

「世尊 !是陀羅尼神咒，六十二億恆

河沙等諸佛所說，若有侵毀此法師



者，則為侵毀是諸佛已。」

時釋迦牟尼佛讚藥王菩薩言：

「善哉！善哉！藥王！汝愍念擁護

此法師故，說是陀羅尼，於諸眾生，

多所饒益。」



六十二億恆河沙等諸佛

在授學無學人記第九品中

「山海慧自在通王佛」

當供養六十二億諸佛

護持法藏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陀要跟阿難說的是：

要有耐心，供養六十二億

（諸佛）；隱含著要斷六

十二見，六十二見沒有離

開色、受、想、行、識等

五蘊（五陰）。



五陰會合，會製造無量數的

煩惱，要成佛就要斷盡無明。

六十二億佛；佛者，覺也。

佛轉法輪四真諦

諸法本來是空寂



爾時藥王菩薩白佛言:世尊!

我今當與說法者,陀羅尼咒,

以守護之。

？



上德下恩法師

一念真心永存
雜念之心永除
慎念初心不變
永念佛心不忘

上德下恩法師座右銘



上德下恩法師十八歲即追隨

上人，四十年來上人的起居

飲食乃至四事供養，都是

上德下恩法師恭謹打點。

法師以身示教，慈悲教導後

學晚輩要：敬師兄，愛師弟。



謹記上人慈示「人生只有使用

權，沒有所有權；當時時把握

當下，恆持剎那」的精神，在

常住師父及慈濟人的不捨中，

飄然遠去。似水人生，走得雲

淡風輕，留給慈濟人無盡的緬

懷與感恩。 57歲當大體老師



第一位非洲裔慈濟志工
葛蕾蒂絲

七年前，她光著腳全身髒兮兮地

來向慈濟領救濟品；

七年後，她穿著藍天白雲裙跟著

慈濟志工穿梭在各個部落服務族

人……





落魄的當下

看見「藍衣天使」

放下怨恨

穿上藍衣白裙做志工

闢如種樹

將大愛種子散播給族人



爾時，勇施菩薩白佛言：「世尊！

我亦為擁護讀誦受持法華經者，說

陀羅尼。若此法師得是陀羅尼，若

夜叉、若羅剎、若富單那、若吉蔗、

若鳩槃荼、若餓鬼等，伺求其短，

無能得便。」

即於佛前而說咒曰。

痤隸 摩訶痤隸 郁枳 目枳 阿隸



阿羅婆第 涅隸第 涅隸多婆第

伊緻柅 韋緻柅 旨緻柅 涅隸墀柅

涅梨墀婆底

「世尊！是陀羅尼神咒，恆河沙等

諸佛所說，亦皆隨喜，若有侵毀此

法師者，則為侵毀是諸佛已。」

爾時，毗沙門天王護世者白佛言：

「世尊。我亦為愍念眾生。擁護此

法故，說是陀羅尼。」



阿梨 那梨 耨那梨 阿那盧 那履

拘那履

「世尊！以是神咒擁護法師，我亦

自當擁護持是經者，令百由旬內無

諸衰患。」

爾時，持國天王在此會中，與千萬

億那由他乾闥婆眾，恭敬圍繞，前

詣佛所，合掌白佛言：



「世尊！我亦以陀羅尼神咒，擁護

持法華經者。」

即說咒曰：

阿伽禰 伽禰 瞿利 乾陀利 栴陀

利 摩蹬耆 常求利 浮樓莎柅

頞底

「世尊！是陀羅尼神咒。四十二億

諸佛所說。若有侵毀此法師者。



則為侵毀是諸佛已。」

爾時，有羅剎女等，一名藍婆，二

名毗藍婆，三名曲齒，四名華齒，

五名黑齒，六名多髮，七名無厭足，

八名持瓔珞，九名皐帝，十名奪一

切眾生精氣。是十羅剎女，與鬼子

母，并其子及眷屬，俱詣佛所，同

聲白佛言：



「世尊！我等亦欲擁護讀誦受持法

華經者，除其衰患，若有伺求法師

短者，令不得便。」

即於佛前而說咒曰：

伊提履 伊提泯 伊提履 阿提履

伊提履 泥履 泥履 泥履 泥履

泥履 樓醯 樓醯 樓醯 樓醯

多醯 多醯 多醯 兜醯 [少/兔]醯



「寧上我頭上。莫惱於法師。若夜

叉、若羅剎、若餓鬼、若富單那、

若吉蔗、若毗陀羅、若犍馱、若烏

摩勒伽、若阿跋摩羅、若夜叉吉蔗、

若人吉蔗，若熱病、若一日、若二

日、若三日、若四日、若至七日、

若常熱病、若男形、若女形，若童

男形。若童女形。乃至夢中。亦復

莫惱。」



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若不順我咒 惱亂說法者

頭破作七分 如阿梨樹枝

如殺父母罪 亦如壓油殃

斗秤欺誑人 調達破僧罪

犯此法師者 當獲如是殃

諸羅剎女說此偈已，白佛言：

「世尊！我等亦當身自擁護受持、



讀誦、修行是經者，令得安隱，離

諸衰患。消眾毒藥。」

佛告諸羅剎女：「善哉善哉！汝等

但能擁護受持法華名者，福不可量，

何況擁護具足受持，供養經卷，華

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旛

蓋、伎樂；然種種燈：蘇燈、油燈、

諸香油燈、蘇摩那華油燈、薝蔔華



油燈、婆師迦華油燈、優缽羅華油

燈，如是等百千種供養者。皐帝！

汝等及眷屬，應當擁護如是法師。」

說是陀羅尼品時，六萬八千人得無

生法忍。



法華三陀羅尼

一、旋陀羅尼

二、百千萬億旋陀羅尼

三、法音方便陀羅尼



法華三陀羅尼之一

於法門中得旋轉自在之力

旋陀羅尼於法門中圓滿

具足如是法髓 出沒無礙



法華經三陀羅尼之二

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旋空

而出於時空間之萬法虛幻

空假，是故名為假諦，通

達於百千萬億法之一切種

智力。



法華經三陀羅尼之三

法音方便陀羅尼：更一轉

而入中道，於法音說法，

得自在方便之智力。是故

為中諦。



旋陀羅尼：

能旋轉凡夫心之執著

於諸法蘊行集之有相

了達於空理之智力

是徹了諸法之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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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你擁有什麼,你都要很喜

樂、很感激；不論你擁有什

麼，你都要對它感到很狂喜。

當你越敞開，就有越多的東

西會降臨到你身上，你就會

變得能夠給予更多的祝福。





鐘鼓偈

鐘聲一響 傳遍三千世界

鼓聲一響 喚醒迷妄人間

聞鐘聲 煩惱輕 智慧長 菩提生

離地獄 出火坑 願成佛 度眾生



上人對鐘鼓的開示

合掌鐘響長智慧

虔誠鼓聲增福德

是時已過 生命有期

慧命永續 當勤精進



上人無邊際的智慧，將佛陀

在菩提樹下覺悟的心靈世界，

以菩提葉作覺悟的無聲說法

鐘聲一響，無遠弗屆，上徹

天堂，下通地府，在鐘鼓齊

鳴的虛空中大轉法輪。



虛
空
中
的
鐘
鼓
樓

菩
提
鐘
鼓

福
慧
鐘
鼓



鐘鼓聲代表警惕、覺醒、

覺悟，願此鐘鼓超法界，

一切眾生成正覺。晨鐘暮

鼓迴盪，喚醒迷妄人間，

啟開心靈的淨化與祥和；

警策世人回歸自性覺悟。



上人淨如琉璃的清淨智慧，

勉勵人人心中要有一座虛

空鐘鼓樓，時時以佛陀覺

悟的菩提為境界，喚醒自

我心中的迷妄，去除無明

回歸清淨本性。



虛空菩提葉襯托鐘鼓齊鳴

法遍乾坤，菩提葉虛實間

內含開權顯實的法華教義，

虛空菩提葉呈現的意境，

是在期勉虛空法界的修行

者，心中都有鐘鼓樓，



時時以佛陀的覺悟為境界，

喚醒迷妄眾生，撥亂反正，

回歸清淨本性，證得菩提，

證實人人可成佛。



《華嚴經》：「一花一世界，

一葉一如來。」，見到菩提

鐘鼓樓，要敬鐘鼓如佛陀心。

祈願

處處鐘鼓齊鳴

時時佛光普照



西少林寺住持禪賢法師帶領寺裡的師父
在天王殿前恭候淨斯菩提鐘鼓的到來。

攝影者：蘇文聰



禪賢法師試敲菩提鐘，祈願世界祥和。

攝影者：鄧福蘭





學習單

1. 藥王菩薩為什麼要「與說法者，
陀羅尼咒，以守護之？」

2. 為什麼心越敞開，就有越多的
東西會降臨到自己身上，你就
會變得能夠給予更多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