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百名觀世音經 
 

 

禮五百名觀世音儀 

  

舉讃 

 

楊枝淨水， 

遍灑三千， 

性空八德利人天， 

法界廣增延， 

滅罪消愆， 



火焰化紅蓮。 

 

南無清涼地菩薩摩訶薩。 

  

智慧弘深大辯才， 

端居波上絕塵埃， 

祥光爍破千生病， 

甘露能傾萬劫災， 

翠柳拂開金世界， 

紅蓮湧出玉樓臺， 

我今稽首焚香讃， 

願向人間應現來。 

  

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恭聞：圓通教主滿月金容，侍彌陀於極樂國中，助釋迦

娑婆界內，居琉璃眾寶之山，處千葉紅蓮之座，過去正

法明，現前觀自在，三十二應，廣度群生，七難二求，

多方應物，殊勝妙力，讃莫能窮。仰叩洪慈，俯彰洞鑒。 

 



今辰，奉為建壇，某人全家眷等，稟佛遺訓建壇，比丘

某洎領十方士庶人等，請命僧眾，就于精藍家庭，修禮

觀音普福道場。上來啟建之初，謹焚信香，恭請菩薩： 

 

垂楊柳而遍灑甘露，除熱惱以皆得清涼，尋聲救苦於四

生，說法度脫於六道，稟慈悲堅固之心，具自在端嚴之

相，有求皆應，無願不從，故我緇流，端秉凈觀，誠誦

密言加持法水。 

 

是水也，方圓隨器，盈虛任時，春泮冬凝，坎流艮止，

浩浩乎妙源莫測，滔滔乎靈派難窮，碧澗藏龍，寒潭浸

月，或在君王龍筆下散作恩波，或居菩薩柳枝頭灑為甘

露，一滴纔霑，十方俱淨。 

  

菩薩柳頭甘露水，能令一滴遍十方。腥羶垢穢盡蠲除，

令此壇場悉清淨。教有密言，謹當持誦： 

  

唵。捺摩巴葛瓦帝。阿巴啰密沓。阿優哩阿納。蘇必你

實執沓。牒左啰宰也。怛塔哿達也。阿啰訶帝。三藐三

步塔也。怛你也塔。唵。薩哩巴。桑斯葛哩。叭哩述沓。

達啰馬帝。哿哿捺。桑馬兀哿帝。莎巴瓦。比述帝。馬 

喝捺也。叭哩瓦哩。娑訶。(三遍) 



 

願將以此勝功德，八難三途重最息，每誦持四恩總報，

知超苦海，圓滿波羅蜜，無量無量無量壽，無量無量無

量壽無量壽尊佛，金爐內，寶籙熱，香雲蓋，唵嘛呢叭

彌吽。 

 

以此經咒功德，回向護法龍天，三界嶽瀆靈聰，守護伽

藍真宰，祈福保安平，善莊嚴有位先靈，普願法界有情

共入毗盧性海。 

  

一切恭敬，信禮(和)常住三寶。 

 

歎三業： 

  

澄凝開翠雙蓮目， 

青紺分彎初月眉， 

頂佩圓明金色晃  ， 

頸盤間掛珠瓔珞。 

菡萏紅蓮凝舌相， 

頻婆丹菓艶唇端， 

威儀相若象王形， 

説法聲同獅子吼。 



赴感應機無暫息， 

尋聲救苦未曾休， 

三空空觀觀空空， 

四等住心心等等  。 

 

諷三業真言： 

 

唵，娑嚩，婆嚩秫都，薩哩嚩，達哩摩，薩囉嚩，婆嚩

秫都憾。 

 

諷捧香花散献偈： 

 

是諸眾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花，如法供養。 

  

五分真香馥，七覺妙華嚴，流注四辨河，稱揚三寶海。 

願我身口意，供彼佛法僧，大作光明雲，普利無窮極。 

  

供養已，(和)一切恭敬[信禮常住三寶]。 

 

禮讚白： 

 

伏以，圓通教主，正法導師，居天竺補陀，現僧伽，化

達摩，變千手眼，具六神通，眉横新月彎彎，目動流星



燦燦，翠髪布三春之柳，紅顏開九夏之蓮，霞衣掛六銖，

花冠裝七寶，尋聲而救苦救難，發願而利物利人，供養

者福等河沙，讚禮者罪消塵劫，證明此功德，圓滿諸願

心，眾等翹誠，一心頂禮。 

 

弟子等一心敬禮： 

  

南無娑婆教主我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說昔因呈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 

南無古佛示現觀世音菩薩， 

南無當來補處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南無遇千光王靜住佛得大悲心咒觀世音菩薩， 

南無對佛立誓如所願湧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南無過去劫為正法明王如來觀世音菩薩， 

南無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觀世音菩薩， 

南無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南無四十二臂觀世音菩薩，10 

南無十八臂觀世音菩薩， 

南無十二臂觀世音菩薩， 

南無八臂觀世音菩薩， 

南無四臂觀世音菩薩， 



南無千轉觀世音菩薩， 

南無十二面觀世音菩薩， 

南無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南無正趣觀世音菩薩， 

南無毘俱胝觀世音菩薩， 

南無馬頭觀世音菩薩，20 

南無阿耶揭唎婆觀世音菩薩， 

南無法浄觀世音菩薩， 

南無葉衣觀世音菩薩， 

南無消伏毒害觀世音菩薩， 

南無如意寶輪觀世音菩薩， 

南無圓滿無礙大悲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破一切業障觀世音菩薩，  

南無摩訶波頭摩旃檀摩尼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滅惡趣觀世音菩薩，  

南無饒益眾生觀世音菩薩，30  

南無能滿一切願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救產難苦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大悲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大慈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獄門開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種種音聲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種種色相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種種利樂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種種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種種神通觀世音菩薩，40  

南無能滿種種願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脫五逆重罪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蠱毒咒詛厭禱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頭腦胸脇諸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咽喉諸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口腹腰背諸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眼耳唇舌諸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牙齒鼻身諸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手腳諸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瘋狂癲諸病觀世音菩薩，50  

南無能除諸惡鬼神惱人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刀兵水火災厄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雷電震怖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冤家劫盜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惡軍惡賊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三災九橫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惡夢變怪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蚖蛇蝮蝎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諸惡毒獸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官事爭訟觀世音菩薩，60  

南無能現極樂世界令人利樂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持念者眾人愛敬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持念人具世間財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人增益一切樂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一切眾生增益一切勢力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與長命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與富貴長壽觀世音菩薩，  

南無無為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無染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空觀心觀世音菩薩，70  

南無恭敬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卑下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無雜亂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陀羅尼念觀世音菩薩，  



南無誓度一切眾生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千眼照見觀世音菩薩，  

南無千手護持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八萬四千種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伏一切惡鬼神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降諸天魔觀世音菩薩，80  

南無能制諸外道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山精魑魅魍魎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邪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貪染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眾生得善果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佛身藏觀世音菩薩，  

南無光明身藏觀世音菩薩，  

南無慈悲藏觀世音菩薩，  

南無妙法藏觀世音菩薩，  

南無禪定藏觀世音菩薩，90  

南無虛空藏觀世音菩薩，  

南無無畏藏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住藏觀世音菩薩，  

南無解脫藏觀世音菩薩，  



南無藥王藏觀世音菩薩，  

南無神通藏觀世音菩薩，  

南無廣大自在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自在觀世音菩薩，  

南無撚索觀世音菩薩，  

南無千光眼觀世音菩薩，100 

  

我今稽首禮願共諸眾生所求皆滿足。  

  

南無安樂成就眾生觀世音菩薩，  

南無令人具大悲願力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作菩薩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空羂索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眼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耳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鼻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舌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齒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牙痛觀世音菩薩，110  

南無除唇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心胸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臍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腰脊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脇腋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斷齶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髖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脞膝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肢節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手足痛觀世音菩薩，120  

南無除頭面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咽喉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肩膊痛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風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氣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痔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痢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痳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癴癖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白癩病觀世音菩薩，130  

南無除重癩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疥癬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皰瘡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甘瘡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華瘡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漏瘡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毒瘡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癕腫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遊腫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疔腫觀世音菩薩，140  

南無除節腫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毒腫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患癩癇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患甘潤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囚禁枷鎖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打罵誹謗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謀害恐怖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不饒益事觀世音菩薩，  

南無持咒利他觀世音菩薩，  

南無持咒浴水霑人消罪觀世音菩薩，150  

南無持咒風吹人身得利觀世音菩薩，  

南無持咒出言歡喜愛敬觀世音菩薩，  



南無持咒風吹著人滅罪觀世音菩薩，  

南無持咒龍天常當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咒力能除國土災難觀世音菩薩，  

南無咒力能除他國怨敵觀世音菩薩，  

南無咒力能使國土豐饒觀世音菩薩，  

南無咒力能除疫氣流行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水旱不調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日月失度觀世音菩薩，160  

南無能弭叛臣謀逆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使外國怨敵自降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國還政治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雨澤順時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菓實豐饒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與人民安樂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惡事消滅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國土安穩觀世音菩薩，  

南無令日光菩薩擁護眾生觀世音菩薩，  

南無令月光菩薩擁護眾生觀世音菩薩，170  

南無能令大乘法芽增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興所修成辦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除十五種惡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令饑餓苦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禁杖楚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冤讐對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軍陣相殺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惡欲怨苦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毒蛇所中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水火漂焚死觀世音菩薩，180  

南無不為毒藥所中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蠱毒所害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狂亂失念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樹岸墜落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惡人厭魅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邪神惡鬼得便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惡病纏身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為非分自害死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十五種善生觀世音菩薩，  

南無所生常逢善王觀世音菩薩，190  

南無常生善國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生好時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逢善友觀世音菩薩，  

南無身根具足觀世音菩薩，  

南無道心純熟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犯禁戒觀世音菩薩，  

南無所有眷屬和順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人恭敬觀世音菩薩，  

南無所有無他劫奪觀世音菩薩，  

南無所求皆稱觀世音菩薩，200 

  

我今稽首禮願共諸眾生所求皆菓遂。 

 

南無龍天善神常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所生見佛聞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所聞正法悟甚深義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我速知一切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我早得智慧眼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我速度一切眾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我早得善方便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我速乘般若船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我早得越苦海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我速得戒定道觀世音菩薩，210  



南無與我早登涅槃山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我速會無為舍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我早同法性身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見十方諸佛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聞一切善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覩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在補陀落山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演說大悲心咒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密跡金剛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得烏芻金剛擁護觀世音菩薩，220  

南無能遣軍荼利金剛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鴦俱屍金剛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八部力士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賞迦囉金剛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摩醯首囉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那羅延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金毘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婆毘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婆馺婆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迦婁羅擁護觀世音菩薩，230  



南無能遣滿喜車鉢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眞陀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半祗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畢婆伽羅王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應德毘多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薩和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三鉢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五部浄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閻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帝釋王擁護觀世音菩薩，240  

南無能遣大辯天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功德天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婆涅那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提頭賴吒天王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補丹那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大力眾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毘婁勒叉天王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毘婁博叉天王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毘沙門天王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金色孔雀王擁護觀世音菩薩，250  



南無能遣二十八部大僊人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摩尼王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跋陀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散脂大將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弗羅婆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難陀龍王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跋難陀龍王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婆伽羅龍王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伊鉢羅龍王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阿修羅擁護觀世音菩薩，260  

南無能遣乾闥婆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緊那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摩睺羅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水神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火神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風神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地神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雷神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電神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鳩槃茶擁護觀世音菩薩，270  



南無能遣毘舍阇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速令滿足六度行觀世音菩薩，  

南無速令聲聞證果觀世音菩薩，  

南無速令得大乘信根觀世音菩薩，  

南無速令得十住地觀世音菩薩，  

南無速令到佛地觀世音菩薩，  

南無速令成就三十二相觀世音菩薩，  

南無速令成就八十種好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地獄門開罪人解脫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眾生得大勝樂觀世音菩薩，280  

南無能令眾生得大勝益觀世音菩薩，  

南無咒力能令惡業障破壞觀世音菩薩，  

南無咒力應墮地獄即得解脫觀世音菩薩，  

南無於所求物如風疾至觀世音菩薩，  

南無心所願事悉能與之觀世音菩薩，  

南無若欲見佛當與見佛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心秘密與願觀世音菩薩，  

南無雨大寶雨觀世音菩薩，  

南無如大劫樹觀世音菩薩，  

南無如如意珠觀世音菩薩，290  



南無一切所願悉皆滿足觀世音菩薩，  

南無一切所求無能障礙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須擇日讀即成就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須持齋讀即應驗觀世音菩薩，  

南無無有餘咒與如意輪等者觀世音菩薩，  

南無五無間罪消滅無餘觀世音菩薩，  

南無若有諸患但讀皆除觀世音菩薩，  

南無戰伐闘爭無有不勝觀世音菩薩，  

南無一切妙具皆自莊嚴觀世音菩薩，  

南無直至菩提永離惡獸觀世音菩薩，300 

  

我今稽首禮願共諸眾生所求皆滿足。 

  

南無罪惡消滅究竟成佛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令貨食增長觀世音菩薩，  

南無富貴資生無不豐足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念觀音永作依怙觀世音菩薩，  

南無於無量劫成就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滿足諸希求觀世音菩薩，  

南無增長諸白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成就一切善根觀世音菩薩，  



南無遠離一切諸畏觀世音菩薩，  

南無佛敕善神常當擁護觀世音菩薩，310  

南無現作菩薩成就眾生觀世音菩薩，  

南無退散害苗菓子觀世音菩薩，  

南無如意珠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羂索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寶鉢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寶劍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跋折囉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金剛杵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施無畏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日精摩尼手觀世音菩薩，320  

南無月精摩尼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寶弓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寶箭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楊枝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白拂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胡瓶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旁排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鉞斧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玉環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紅蓮花手觀世音菩薩，330  

南無白蓮花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青蓮花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紫蓮花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五色雲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軍持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寶鏡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寶戟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寶螺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髑髏杖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數珠手觀世音菩薩，340  

南無寶鉼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寶印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俱屍鐵鉤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錫杖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合掌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化佛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化宮殿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寶經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退金輪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頂上化佛手觀世音菩薩，350  

南無葡萄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四十二臂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神通眼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神通耳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神通鼻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神通舌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神通身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神通意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天眼通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天耳通觀世音菩薩，360  

南無得天鼻通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天舌通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天身通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天意通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千手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千眼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大悲心陀羅尼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普門示現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度眾生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與願觀世音菩薩，370  

南無能說大悲心陀羅尼觀世音菩薩，  

南無令十地得果觀世音菩薩，  

南無令四果得果觀世音菩薩，  

南無不忘失大陀羅尼觀世音菩薩，  

南無令常讀此咒無令斷絕觀世音菩薩，  

南無製心一處觀世音菩薩，  

南無千眼照見觀世音菩薩，  

南無千手護持觀世音菩薩，  

南無出口言音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九十九億恆沙諸佛愛念觀世音菩薩，380  

南無以實觀眾生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一切如來光明普照觀世音菩薩，  

南無恒以陀羅尼救眾生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得百千三昧現前觀世音菩薩，  

南無能遣天龍八部擁護觀世音菩薩，  

南無三災劫不能壞觀世音菩薩，  

南無常以陀羅尼療眾生病觀世音菩薩，  

南無遊諸佛國得自在觀世音菩薩，  



南無誦此咒聲不絕觀世音菩薩，  

南無所在處令人民安樂觀世音菩薩，390  

南無具不可思議威神觀世音菩薩，  

南無顯六字陀羅尼功德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種種法樂利樂眾生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化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佛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辟支佛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聲聞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梵王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帝釋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自在天身說法觀世音菩薩，400 

  

我今稽首禮願共諸眾生所求皆滿足。 

 

南無現大自在天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天大將軍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毘沙門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小王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長者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居士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宰官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婆羅門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比丘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比丘尼身說法觀世音菩薩，410  

南無現優婆塞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優婆夷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婦女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童男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童女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天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龍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夜叉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乾闥婆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阿修羅身說法觀世音菩薩，420  

南無現迦樓羅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緊那羅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摩睺羅伽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人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非人身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現執金剛身神說法觀世音菩薩，  



南無施無畏觀世音菩薩，  

南無自在觀世音菩薩，  

南無應感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如是眼觀世音菩薩，430  

南無得如是耳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如是鼻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如是舌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如是身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如是意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如是見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如是聞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如是用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如是行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如是愛觀世音菩薩，440  

南無得如是敬觀世音菩薩，  

南無禮我如禮觀世音菩薩，  

南無近我如近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我如得觀世音菩薩，  

南無憶我如憶觀世音菩薩，  

南無事我如事觀世音菩薩，  



南無供養我如供養觀世音菩薩，  

南無浄三業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觀音妙號觀世音菩薩，  

南無除三途苦惱觀世音菩薩，450  

南無法界得清凉觀世音菩薩，  

南無易脫眾生諸苦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其音聲令得解脫觀世音菩薩，  

南無使毒藥變甘霖觀世音菩薩，  

南無令人離欲觀世音菩薩，  

南無令人離嗔觀世音菩薩，  

南無令人離癡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人得男女觀世音菩薩，  

南無受人禮拜福不唐捐觀世音菩薩，  

南無受人供養福不窮盡觀世音菩薩，460  

南無以種種形遊諸國土觀世音菩薩，  

南無遊諸國土度脫眾生觀世音菩薩，  

南無善應諸方所觀世音菩薩，  

南無弘誓深如海觀世音菩薩，  

南無歷劫不思議觀世音菩薩，  

南無侍多千億佛觀世音菩薩，  



南無發大清淨願觀世音菩薩，  

南無聞名不空過觀世音菩薩，  

南無見身不空過觀世音菩薩，  

南無心念不空過觀世音菩薩，470  

南無滅諸有苦觀世音菩薩，  

南無見加害必起慈心觀世音菩薩，  

南無具足神通力觀世音菩薩，  

南無廣修智方便觀世音菩薩，  

南無無剎不現身觀世音菩薩，  

南無息滅生老病死苦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眞觀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清淨觀觀世音菩薩，  

南無廣大智慧觀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悲觀觀世音菩薩，480  

南無得慈觀觀世音菩薩，  

南無願願常瞻仰觀世音菩薩，  

南無無垢清淨光觀世音菩薩，  

南無慧日破諸暗觀世音菩薩，  

南無普明照世間觀世音菩薩，  

南無悲體戒雷震觀世音菩薩，  



南無慈意妙大雲觀世音菩薩，  

南無澍甘露法雨觀世音菩薩，  

南無滅除煩惱焰觀世音菩薩，  

南無眾怨悉退散觀世音菩薩，490  

南無妙音觀世音菩薩，  

南無梵音觀世音菩薩，  

南無海潮音觀世音菩薩，  

南無浄聖觀世音菩薩，  

南無慈眼觀眾生觀世音菩薩，  

南無福聚海無量觀世音菩薩，  

南無與苦惱死厄能作依怙觀世音菩薩，  

南無擁護佛法使長存觀世音菩薩，  

南無自身日夜依法住觀世音菩薩，  

南無隨所住處常安樂觀世音菩薩，500  

 

我今稽首禮願共諸眾生所求皆滿足願多生父母，累劫

冤親，八難三途，孤魂滯魄，超生安樂國，無量劫來

罪消滅。 

 

誦觀世音菩薩隨心咒：  

 



唵，多唎多唎，都多唎，都都多唎，都唎，娑婆訶。 

  

普懺白：  

 

仰啟，觀世音菩薩，慈悲軫念，利濟銘心，示投誠起敬

之方，闡改過自新之路，哀矜我等，普及有情，今世今

生故為罪垢，夙緣夙業必有冤愆，庸伸懺悔之儀，尚覬

含容之德，六趣蕩除資法水，三途扇去賴慈風，罪根翻

作福根，惡果化為善果，伏望慈尊俯容懺悔，普為四恩

三有法界眾生，悉願斷除諸障，皈命禮懺悔。 

  

志心懺悔 

  

一自身居浮世上， 

多般作罪向樊籠， 

四大只將財色牽， 

一生常把酒肉噉， 

養女種男傷物命， 

育蠶煮繭殺生頭， 

迎賓醞釀撒拋多， 

接客烹炰無有數， 

或富遽將升斗弄， 



或貧遂肆竊盜心， 

不然毀佛百般言， 

盡是謗僧多種說， 

負債辜恩多少苦， 

加諸枉濫作冤憎， 

或瞞常住取資財， 

或向私存侵貨物， 

業鏡臺前親顯現， 

灰河浪裏自漂沉， 

人間百歲易消磨， 

地獄片時難得過， 

城上鐵圍千丈廣， 

鑊湯人骨萬條橫， 

夜來床上臥長釘， 

日裏刀山懸劍樹， 

聞說獄中多少苦， 

哪堪經歷受波吒， 

常聞慧日有光明， 

爍破罪愆消黑暗， 

欲將人身無失落， 



須憑佛力作良緣， 

免教鱗甲換人皮， 

不使羽毛包骨肉， 

萬苦千辛投聖主， 

再三誠懇告觀音， 

從前所作眾罪愆， 

願佛慈悲通懺悔。 

  

懺悔已，志心皈命禮(和)三寶。 

  

志心發願 

  

我生不善諸煩惱， 

願永消除罪障因， 

未悟迷邪十惡纏， 

願不與心相續起， 

欲界色界無色界， 

早斷纏綿有漏因， 

染因染果染塵緣， 

願向生生不相續， 

順現順前順後業， 



三世怨尤永滅除， 

破齋破戒破威儀， 

一切志心皆懺悔， 

業障報障煩惱障， 

觀身實相性俱空， 

敬佛敬法經眞僧， 

清淨法身早勳顯。 

  

發願已，志心皈命禮常住(和)三寶。 

 

佛說救苦真經 

 

南無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百千萬億佛。恒河沙數

佛。無量功德佛。佛告阿難言。此經大聖。能救獄囚。

能救重病。能救千災百難苦。若有人。誦得一千遍。一

身離苦難。誦得一萬遍。合家離苦難。南無佛力威。南

無佛力護。使人無惡心。令人身得度。回光菩薩。回善

菩薩。阿耨大天王。正殿菩薩。摩邱摩邱。清淨比邱。

官事得散。私事得休。諸大菩薩。五百羅漢。救護弟子

身。悉皆離苦難。自然觀世音。纓絡不須解。勤誦千萬

遍。災難自然得解脫。信受奉行。即說真言曰： 



今波今波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阿羅帝。毗黎

你帝。摩訶迦帝。真陵乾帝。菩提薩婆訶。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

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

離心。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人，一切災殃化為塵。 

 

唵。阿鲁勒繼娑婆訶。 

 

觀音大士，昔號圓通，十二大願誓弘深，苦海度迷津，

救苦尋聲，無剎不現身。 

  

南無觀世音菩薩(和)摩訶薩。  

   

大眾同念解結神咒： 

 

解結解結解冤結， 

解了前生冤和業， 

洗心滌慮發虔誠， 

今對佛前求解結。 

解結解結解冤結， 

解了前生冤債業， 



百千萬劫解冤讐， 

無量無邊得解脫。 

解了冤而滅了罪， 

願見當來龍華會， 

龍華三會願相逢， 

無上菩提眞不退。 

唵嚙臨唵部臨滅， 

金吒金吒僧金吒， 

吾今為汝解金吒， 

終不與汝結金吒。 

唵彊中彊吉中吉， 

摩訶會裡有殊律， 

一切冤家離我身， 

摩訶般若波羅蜜。 

  

南無解冤結菩薩(和)摩訶薩。 

 

世尊德相難思議，具有疏文，謹當宣讀。 

 

(宣疏畢，念心經，焚疏，讚云：) 

 



觀世音，寶卷已週隆，一函黑表對壇封，上進菩薩等圓

宮，羯帝欽崇，火速莫停容。 

 

南無登雲路菩薩摩訶薩。(三遍) 

 

諷回向偈：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大眾起立，解座。 

 

 

 

Vía Đại sĩ Quán Thế Âm  

19/6/Ất Mùi – 3/8/2015 

Quảng Minh biên soạn  

 

Xem bản Việt dịch: 

http://quangduc.com/a33860/kinh-ngu-bach-danh-quan-the-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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