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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供奉於印度菩提迦耶大覺寺內之降魔正覺佛像法相莊嚴

釋 尊 心 咒

「嗡牟尼牟尼嘛哈牟尼釋迦牟尼耶梳哈」



佛說佛名經
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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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菩提流支在胡相國秦太上文宣公第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婆提城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

時世尊四眾圍遶。及天龍夜叉乾闥婆。

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爾時世尊告諸大眾。汝當諦

聽。我為汝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名字。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諸佛名者。

是人現世安隱遠離諸難。及消滅諸罪。

未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善男

子善女人。欲消滅諸罪。當淨洗浴著新

淨衣。長跪合掌。而作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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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東方阿閦佛。南無火光佛。南無靈目佛。南無無畏佛。南

無不可思議佛。南無燈王佛。南無放光佛。南無光明莊嚴佛。

南無大勝佛。南無成就大事佛。南無實見佛。南無堅王花佛。

歸命東方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

南無南方普滿佛。南無威王佛。南無住持疾行佛。南無黠慧佛。

南無稱聲佛。南無不厭見身佛。南無師子聲佛。南無不空見佛。

南無起行佛。南無一切行清淨佛。南無莊嚴王佛。南無大山王佛。

歸命南方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

南無西方無量壽佛。南無師子佛。南無香積王佛。南無香手佛。

南無奮迅佛。南無虛空藏佛。南無寶幢佛。南無清淨眼佛。南

無樂莊嚴佛。南無寶山佛。南無光王佛。南無月出光佛。

歸命西方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南無北方難勝佛。南無月光佛。南無栴檀佛。南無自在佛。南

無金色王佛。南無月色栴檀佛。南無普眼見佛。南無普照眼見

佛。南無輪手佛。南無無垢佛。

歸命北方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南無東南方治地佛。南無自在佛。南無法自在佛。南無法慧佛。

南無法思佛。南無常法慧佛。南無常樂佛。南無善思惟佛。南

無善住佛。南無善臂佛。

歸命東南方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南無西南方那羅延佛。南無龍王德佛。南無寶聲佛。南無地自

在佛。南無人王佛。南無妙聲佛。南無黠慧佛。南無妙香華佛。

南無天王佛。南無常清淨眼佛。

歸命西南方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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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西北方月光面佛。南無月光佛。南無月幢佛。南無勇猛佛。

南無日光面佛。南無日藏佛。南無日光莊嚴佛。南無花身佛。

南無波頭摩藏佛。南無波頭摩鬚佛。南無師子聲王佛。南無善

住意佛。

歸命西北方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南無東北方寂諸根佛。南無寂滅佛。南無大將佛。南無淨勝佛。

南無淨妙聲佛。南無淨天供養佛。南無善化佛。南無化佛。南

無善意佛。南無善意住持佛。

歸命東北方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南無下方實行佛。南無疾行佛。南無黠慧佛。南無堅固王佛。

南無金剛齊佛。南無師子佛。南無奮迅佛。南無如實住佛。南

無成功德佛。南無功德得佛。南無善安樂佛。南無天金剛佛。

歸命下方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南無上方無量勝佛。南無雲王佛。南無雲功德佛。南無無量稱

名佛。南無聞身王佛。南無大功德佛。南無大須彌佛。南無降

伏魔王佛。

歸命上方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南無未來普賢佛。南無彌勒佛。南無觀世自在佛。南無得大勢

至佛。南無虛空藏佛。南無無垢稱佛。南無成就義佛。南無實

聲佛。南無大海佛。南無無盡意佛。

歸命未來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是諸佛名。現世安隱遠離諸難。及消

滅諸罪。未來畢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6



南無無垢光佛。南無樂莊嚴思惟佛。南無無垢月幢稱佛。南無

華光佛。南無火光佛。南無寶上佛。南無無畏觀佛。南無遠離

諸畏驚怖佛。南無師子奮迅力佛。南無金光明王佛。

若善男子善女人。十日讀誦思惟是佛名。必遠離一切業障。

南無一切同名佛。所謂。南無日龍奮迅二佛。

南無一切同名日龍奮迅佛。南無六十功德寶佛。南無一切同名

功德寶佛。南無六十二毘留羅佛。南無一切同名毘留羅佛。南

無八萬四千名自在幢佛。南無一切同名自在幢佛。南無三百大

幢佛。南無一切同名大幢佛。南無五百淨聲王佛。南無一切同

名淨聲王佛。南無五百波頭摩王佛。南無一切同名波頭摩王佛。

南無五百日聲佛。南無一切同名日聲佛。南無五百樂自在聲佛。

南無一切同名樂自在聲佛。南無五百日佛。南無一切同名日佛。

南無五百普光佛。南無一切同名普光佛。南無五百波頭摩上王

佛。南無一切同名波頭摩上王佛。南無七百法光莊嚴佛。南無

一切同名法光莊嚴佛。南無千法莊嚴王佛。南無一切同名法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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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王佛。南無千八百稱聲王佛。南無一切同名稱聲王佛。南無

三萬散花佛。南無一切同名散花佛。南無三萬三百稱聲王佛。

南無一切同名稱聲王佛。南無八萬四千阿難陀佛。南無一切同

名阿難陀佛。南無千八百寂滅佛。南無一切同名寂滅佛。南無

五百歡喜佛。南無一切同名歡喜佛。南無五百威德佛。南無一

切同名威德佛。南無五百上威德佛。南無一切同名上威德佛。

南無五百日王佛。南無一切同名日王佛。南無千雲雷聲王佛。

南無一切同名雲雷聲王佛。南無千日熾自在聲佛。南無一切同

名日熾自在聲佛。南無千離垢聲自在王佛。南無一切同名離垢

聲自在王佛。南無千勢自在聲佛。南無一切同名勢自在聲佛。

南無千功德蓋幢安隱自在王佛。南無一切同名功德蓋幢安隱自

在王佛。南無千閻浮檀佛。南無一切同名閻浮檀佛。南無千無

垢聲自在王佛。南無一切同名無垢聲自在王佛。南無千遠離諸

怖聲自在王佛。南無一切同名遠離諸怖聲自在王佛。南無二千

駒隣佛。南無一切同名駒隣佛。南無二千寶幢佛。南無一切同

名寶幢佛。南無八千堅精進佛。南無一切同名堅精進佛。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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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威德佛。南無一切同名威德佛。南無八千然燈佛。南無一

切同名然燈佛。南無十千迦葉佛。南無一切同名迦葉佛。南無

十千清淨面蓮華香積佛。南無一切同名清淨面蓮華香積佛。南

無十千莊嚴王佛。南無一切同名莊嚴王佛。南無十千星宿佛。

南無一切同名星宿佛。南無一萬八千莎羅王佛。南無一切同名

莎羅王佛。南無一萬八千莎羅自在王佛。南無一切同名莎羅自

在王佛。南無一萬八千普護佛。南無一切同名普護佛。南無四

萬願莊嚴佛。南無一切同名願莊嚴佛。南無三千毘盧舍那佛。

南無一切同名毘盧舍那佛。南無三千放光佛。南無一切同名放

光佛。南無三千釋迦牟尼佛。南無一切同名釋迦牟尼佛。南無

三萬日月太白佛。南無一切同名日月太白佛。南無六萬波頭摩

上王佛。南無一切同名波頭摩上王佛。南無六萬能令眾生離諸

見佛。南無一切同名能令眾生離諸見佛。南無六十百千萬成就

義見佛。南無一切同名成就義見佛。南無無量百千萬名不可勝

佛。南無一切同名不可勝佛。南無二億拘隣佛。南無一切同名

拘隣佛。南無三億弗沙佛。南無一切同名弗沙佛。南無六十億

大莊嚴佛。南無一切同名大莊嚴佛。南無八十億實體法決定

佛。南無一切同名實體法決定佛。南無六十億莎羅自在王佛。

南無一切同名莎羅自在王佛。南無十八億實體法決定佛。南無

一切同名實體法決定佛。南無十八億日月燈明佛。南無一切同

名日月燈明佛。南無百億決定光明佛。南無一切同名決定光明

佛。南無二十億日月燈明佛。南無一切同名日月燈明佛。南無

二十億妙聲王佛。南無一切同名妙聲王佛。南無二十百億雲自

在王佛。南無一切同名雲自在王佛。南無三十億釋迦牟尼佛。

南無一切同名釋迦牟尼佛。南無二十億千怖畏聲王佛。南無一

切同名怖畏聲王佛。南無四十億那由他妙聲佛。南無一切同名

妙聲佛。南無億千樂莊嚴佛。南無一切同名樂莊嚴佛。南無億

那由他百千覺花佛。南無一切同名覺花佛。南無六十頻婆羅遠

離諸怖畏佛。南無一切同名遠離諸怖畏佛。南無須彌山微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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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功德山王勝名佛。南無一切同名功德山王勝名佛。南無十

佛國土不可說億那由他微塵數普賢佛。南無一切同名普賢佛。

南無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南無栴檀遠離諸煩惱藏佛。南無功德

奮迅佛。南無勝奮迅佛。南無修寂靜佛。南無上寂靜佛。南無

住虛空佛。南無降伏諸魔怨佛。南無百寶佛。南無難勝光佛。

南無自在作佛。南無日作佛。南無無垢光佛。南無自在觀佛。

南無金光明師子奮迅佛。南無無垢威德佛。南無觀自在佛。南

無金光普曜佛。南無金光明師子奮迅佛。南無無量光佛。南無

釋迦牟尼佛。南無靜去佛。南無寂靜上佛。南無普光明積上功

德王佛。南無普現見佛。南無金剛功德佛。南無不動佛。南無

普賢佛。南無普照佛。南無實法上決定佛。南無無畏王佛。南

無無垢王佛。南無樂說莊嚴思惟佛。南無無垢月幢稱佛。南無

拘蘇摩莊嚴光明作佛。南無出火佛。南無寶上佛。南無無畏觀

佛。南無師子奮迅力佛。南無遠離怖畏毛竪稱佛。南無金剛牟

尼佛。南無飲甘露佛。南無金剛光王佛。南無善見佛。南無尸

棄佛。南無毘舍浮佛。南無拘留孫佛。南無難勝佛。南無阿閦

佛。南無盧舍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尼彌佛。南無寶光炎佛。

南無彌留佛。南無自在佛。南無寶精進月光莊嚴威德聲自在王

佛。南無遠離一切諸畏煩惱上功德佛。南無初發心念斷疑發解

斷煩惱佛。南無斷諸煩惱闇三昧上王佛。南無金剛堅強消伏壞

散佛。南無寶炎佛。南無大炎積佛。南無栴檀佛。南無手上王佛。

南無寶上佛。南無善住智慧王無障佛。南無火光慧滅昏闇佛。

南無象增上佛。南無截金剛佛。南無天王佛。南無一切義上王

佛。南無三昧喻佛。南無念王佛。南無光明觀佛。南無一切所

依王佛。南無善護幢王佛。南無發趣速自在王佛。南無寶炎佛。

南無積大炎佛。南無栴檀香佛。南無手上王佛。南無寶上佛。

南無善住慧王無障佛。南無大智意佛。南無寶藏佛。南無放炎

佛。南無迦葉佛。南無多羅住佛。南無智來佛。南無能聖佛。

南無過一切憂惱王佛。南無一切功德莊嚴佛。南無成就一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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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無畏王佛。南無一切眾生導師佛。南無不動光觀自在

無量命尼彌寶炎彌留金剛佛。南無火奮迅通佛。南無善寂慧月

聲自在王佛。南無清淨月輪佛。南無住阿僧祇精進功德佛。南

無無盡意佛。南無寶幢佛。南無光明無垢藏佛。南無火奮迅通

佛。南無雲普護佛。南無師子奮迅通佛。南無彌留上王佛。南

無智慧來佛。南無護妙法幢佛。南無金光明師子奮迅王佛。南

無普照積上功德王佛。南無善住如意積王佛。南無普現佛。南

無釋迦牟尼佛。南無無量光佛。南無放炎佛。南無栴檀香佛。

南無無垢慧深聲王佛。南無斷一切障佛。南無無量光明佛。南

無作功德佛。南無普香上佛。南無不可勝奮迅聲王佛。南無降

伏憍慢佛。南無毘婆尸佛。南無尸棄佛。南無毘舍浮佛。南無

拘留孫佛。南無拘那含牟尼佛。南無迦葉佛。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成就一切義佛。南無能作無畏佛。南無寂靜王佛。南無阿

閦佛。南無盧至佛。南無阿彌多佛。南無尼彌佛。南無住法佛。

南無寶炎佛。南無彌留佛。南無金剛佛。南無持法佛。南無勇

猛法佛。南無妙法光明佛。南無法月面佛。南無安住法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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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幢佛。南無法威德佛。南無法自在佛。南無善住法佛。南

無法寂佛。南無善智力佛。南無彌勒等無量佛。南無毘婆尸佛。

南無尸棄佛。南無毘舍浮佛。南無拘留孫佛。南無拘那含牟尼

佛。南無迦葉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照佛。

南無勝色佛。南無樂意佛。南無大導師佛。南無大聖天佛。南

無那羅延佛。南無樹提佛。南無慈他佛。南無毘盧遮那佛。南

無栴檀佛。南無具足佛。南無化現佛。南無善化佛。南無世自

在佛。南無人自在佛。南無摩醯那自在佛。南無勝自在佛。南

無十力自在佛。南無毘頭羅佛。南無離諸畏佛。南無離諸憂佛。

南無能破諸邪佛。南無散諸邪佛。南無破異意佛。南無智慧嶽

佛。南無寶嶽佛。南無彌留嶽佛。南無降魔佛。南無善才佛。

南無堅才佛。南無堅奮迅佛。南無堅精進佛。南無堅莎羅佛。

南無堅心佛。南無勇猛破障佛。南無破諍佛。南無實體佛。南

無曇無竭佛。南無尼尸陀佛。南無波羅羅堅佛。南無普光佛。

南無普賢佛。南無勝海佛。南無功德海佛。南無法海佛。南無

虛空寂佛。南無虛空功德佛。南無虛空庫藏佛。南無虛空心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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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虛空多羅佛。南無無垢心佛。南無功德林佛。

南無放光世界中現在說法。虛空勝離塵無垢塵平等眼清淨功德

幢光明花波頭摩琉璃光寶香象身勝妙羅網莊嚴頂無量日月光明

照莊嚴願上莊嚴法界善化無障礙王佛。

彼佛世界中。有菩薩名無比。彼佛授記。不久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號種種光花寶波頭摩金色身普照莊嚴不住眼放光照十

方世界幢王佛。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心受持讀誦彼佛及菩薩名。是善男子善

女人。超越閻浮提微塵數劫得陀羅尼。一切諸惡病。不及其身。

南無無量功德寶集樂示現金光明師子奮迅王佛。南無師子奮迅

心雲聲王佛。南無無垢清淨光明覺寶花不斷光莊嚴王佛。南無

寶光月莊嚴智力德聲自在王佛。南無寶波頭摩智清淨上王佛。

南無摩善住山王佛。南無光華種種奮迅王佛。南無拘蘇摩奮迅

王佛。南無波頭摩華上彌留幢王佛。南無法幢空俱蘇摩王佛。

南無莎羅華上光王佛。南無無垢眼上光王佛。南無無垢意山上

王佛。南無種種樂說莊嚴王佛。南無無礙藥王成就勝王佛。南

無千雲雷聲王佛。南無金光明師子奮迅王佛。南無善寂智慧月

聲自在王佛。南無善住摩尼山王佛。南無歡喜藏勝山王佛。南

無普光上勝功德山王佛。南無功德藏增上山王佛。南無動山嶽

王佛。南無善住諸禪藏王佛。南無法海潮功德王佛。南無稱功

德山王佛。南無一切華香自在王佛。南無銀幢蓋王佛。南無電

燈幢王佛。南無月摩尼光王佛。南無波頭摩上星宿王佛。南無

無量香上王佛。南無覺王佛。南無上彌留幢王佛。南無莎羅花

上王佛。南無因陀羅幢王佛。南無師子奮迅王佛。南無俱蘇摩

生王佛。南無微細華佛。南無說義佛。南無無量精進佛。南無

無邊彌留佛。南無離垢佛。南無無量眼佛。南無無量發行佛。

南無發行難勝佛。南無無所發行佛。南無無量發行佛。南無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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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難佛。南無不定願佛。南無善住諸願佛。南無無念示現諸行

佛。南無無量善根成就諸行佛。南無無垢奮迅佛。南無不住奮

迅佛。南無妙色佛。南無無相聲佛。南無虛空星宿增上王佛。

南無栴檀室佛。南無樂意佛。南無善行佛。南無境界自在佛。

南無樂行佛。南無樂解脫佛。南無遠離怖畏毛竪佛。南無清淨

眼佛。南無進寂靜佛。南無世間可樂佛。南無隨世間意佛。南

無隨世間眼佛。南無寶王佛。南無寶愛佛。南無羅睺羅佛。南

無羅睺羅天佛。南無羅睺羅淨佛。南無寶慧佛。南無寶鬘佛。

南無寶形佛。南無羅網手佛。南無摩尼輪佛。南無解脫威德佛。

南無善行佛。南無大愛佛。南無人面佛。南無吉佛。南無曼陀

羅佛。南無淨聖佛。南無淨宿佛。南無離胎佛。南無虛空莊嚴佛。

南無集功德佛。南無師子步佛。南無功德海佛。南無摩尼功德

佛。南無廣功德佛。南無稱成佛。南無大如意輪佛。南無無畏

上王佛。南無俱蘇摩國土佛。南無功德幢佛。南無威德佛。南

無華眼佛。南無喜身佛。南無慧國土佛。南無喜威德佛。南無

波頭池(丹本作陀)智慧奮迅佛。南無功德聚佛。南無寂滅慧佛。

南無降魔佛。南無無上光佛。南無法自在佛。南無得世間功德

佛。南無實諦稱佛。南無智勝佛。南無智愛佛。南無得智佛。

南無智幢佛。南無羅網光幢佛。

若善男子善女人。與一切眾生安隱樂如諸佛者。當讀誦是諸佛

名。復作是言。

南無離諸無智曀佛。南無虛空平等心佛。南無清淨無垢佛。南

無善無垢藏佛。南無堅固行佛。南無精進聲佛。南無不離一切

眾生門佛。南無斷諸過佛。南無成就觀佛。南無平等須彌面佛。

南無無障無礙精進堅佛。南無莎羅花花王佛。南無無量功德王

佛。南無彌留燈王佛。南無藥王聲聲王佛。南無梵聲王佛。南

無妙鼓聲王佛。南無雲聲王佛。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世間自

在王佛。南無陀羅尼自在王佛。南無深王佛。南無治諸病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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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藥王佛。南無象王佛。南無燈王佛。南無樹提王佛。南無

喜王佛。南無星宿王佛。南無雲王佛。南無雷王佛。南無莎羅

王佛。南無堅固自在王佛。南無功德聚佛。南無華聚佛。南無

寶聚佛。南無寶住持庭燎佛。南無住持功德佛。南無住持無障

力佛。南無住持地力進去佛。南無住持妙無垢位佛。南無一切

寶莊嚴色住持佛。南無自在轉一切法佛。南無轉法輪佛。南無

勝威德佛。南無淨威德佛。南無聖威德佛。南無大威德佛。南

無師子威德佛。南無莎羅威德佛。南無大悲威德佛。南無地持

威德佛。南無無垢威德佛。南無無垢琉璃佛。南無無垢臂佛。

南無無垢眼佛。南無無垢面佛。南無波頭摩面佛。南無月面佛。

南無日面佛。南無日威德莊嚴佛。南無金色佛。南無金色形佛。

南無可樂色佛。南無瞻婆伽色佛。南無能與樂佛。南無能與眼

佛。南無難勝佛。南無難降伏佛。南無斷諸惡佛。南無難量佛。

南無難成佛。南無俱蘇摩成佛。南無甘露成佛。南無寶成就佛。

南無功德成就佛。南無日成就佛。南無花成就佛。南無成就樂

有佛。南無成就功德佛。南無大勝佛。南無妙佛。南無無垢佛。

15



南無離諸障佛。南無婆樓那佛。南無婆樓那天佛。南無勇猛仙

佛。南無精進仙佛。南無無垢仙佛。南無金剛仙佛。南無觀眼佛。

南無無障礙佛。南無住虛空佛。南無住清淨佛。南無善住清淨

功德寶佛。南無善跡佛。南無善思義佛。南無善化佛。南無善

愛佛。南無善眼佛。南無善親佛。南無善行佛。南無善生佛。

南無善花佛。南無善香佛。南無善聲佛。南無善臂佛。南無善

光佛。南無善山佛。南無功德山佛。南無寶山佛。南無智山佛。

南無勝山佛。南無上山佛。南無光明莊嚴佛。南無大光明莊嚴

佛。南無清淨莊嚴佛。南無波頭摩莊嚴佛。南無實中佛。南無

金剛合佛。南無金剛齊佛。南無碎金剛佛。南無碎金剛堅佛。

南無降伏魔佛。南無不空見佛。南無愛見佛。南無現見佛。南

無善見佛。南無大善見佛。南無普見佛。南無無垢見佛。南無

見平等不平等佛。南無見一切義佛。南無斷一切障礙佛。南無

斷一切眾生病佛。南無一切世間愛見佛。南無上妙佛。南無大

莊嚴佛。南無一切三昧佛。南無度一切疑佛。南無度一切法佛。

南無不取諸法佛。南無一切清淨佛。南無一切義成就佛。南無

一切通佛。南無花通佛。南無波頭摩樹提奮迅 (丹鄉有通 )佛。

南無俱蘇摩通佛。南無海住持勝智慧奮迅通佛。南無多摩羅葉

栴檀香通佛。南無常觀佛。南無常圍遶佛。南無常不輕佛。南

無常憂佛。南無常喜佛。南無常笑歡喜根佛。南無常滿足手佛。

南無常舉手佛。南無常黠慧佛。南無常修行佛。南無常精進佛。

南無尼拘律佛。南無阿叔迦佛。南無金色佛。南無華開佛。南

無善決定佛。南無波頭摩光佛。南無華身佛。南無手脚柔軟觸

身佛。南無日輪佛。南無闇(丹本作聞)滿足佛。南無相身身佛。

南無勝威德佛。南無無垢身佛。南無波頭摩花身佛。南無得無

礙佛。南無得願滿足佛。南無得普照清淨佛。南無得大無畏佛。

南無至大佛。南無至大精進究竟佛。南無大境界佛。南無大海

佛。南無大樂說佛。南無大藥王佛。南無大功德佛。南無無量

香佛。南無無量精進佛。南無無量行佛。南無無量功德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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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寶生佛。南無無邊功德寶作佛。南無法作佛。南無金色作佛。

南無勝作佛。南無自在作佛。南無日作佛。南無光作佛。南無

火作佛。南無無畏作佛。南無樂作佛。南無燈作佛。南無賢作佛。

南無覺作佛。南無花作佛。南無華勝藏佛。南無俱蘇摩勝藏佛。

南無憂波羅勝藏佛。南無波頭摩勝藏佛。南無功德勝藏佛。南

無快勝藏佛。南無福德勝藏佛。南無天勝藏佛。南無香勝藏佛。

南無大雲藏佛。南無那羅延藏佛。南無如來藏佛。南無功德藏

佛。南無根藏佛。南無如意藏佛。南無金剛藏佛。南無得藏佛。

南無勢羅藏佛。南無山藏佛。南無波頭摩藏佛。南無俱蘇摩藏

佛。南無香藏佛。南無摩尼藏佛。南無賢藏佛。南無普藏佛。

南無月無垢藏佛。南無日藏佛。南無照藏佛。南無光明幢佛。

南無月幢佛。南無功德幢佛。南無離世間幢佛。南無華幢佛。

南無寶幢佛。南無法幢佛。南無自在幢佛。南無寶幢佛。南無

無垢幢佛。南無大幢佛。南無月無垢幢佛。南無普照幢佛。南

無彌留幢佛。南無護妙法幢佛。南無放光明幢佛。南無善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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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垢照幢佛。南無善清淨光明幢佛。南無善清淨無垢光明 ( 丹

作照 ) 幢佛。南無香光明佛。南無虛空光明佛。南無大光明光

明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火光明佛。南無日光明佛。南無月

光明佛。南無日月光明佛。南無無垢光明佛。南無火輪光明佛。

南無寶照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勝威德香光明佛。南無種種

多威德王勝光明佛。南無虛空清淨金色莊嚴威德光明佛。南無

一切法幻奮迅威德光明佛。南無清淨光明佛。南無功德寶光明

佛。南無金光光明佛。南無高光明佛。南無放光光明佛。南無

俱蘇摩光明佛。南無香光明佛。南無甘露光明佛。南無無量寶

花光明佛。南無水月光明佛。南無寶月光明佛。南無彌留光明

佛。南無聚集日輪佛。南無雲光明佛。南無般頭耆婆伽花佛。

南無無畏光明佛。南無法力光明佛。南無無垢光明佛。南無清

淨光明佛。南無月光明佛。南無日光明佛。南無樹提光明佛。

南無燈火光明佛。南無焚燒光明佛。南無羅網光明佛。南無大

光明佛。南無稱光明佛。南無普光明佛。南無無邊光明佛。南

無色光明聲佛。南無虛空聲佛。南無妙鼓聲佛。南無師子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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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雲聲佛。南無天聲佛。南無妙聲佛。南無梵聲佛。南無雲

妙鼓聲佛。南無法鼓聲佛。南無法鼓出聲佛。南無聲滿法界聲

佛。南無地吼聲佛。南無普遍聲佛。南無師子吼聲佛。南無無

量吼聲佛。南無無分別吼聲佛。南無驚怖一切魔輪聲佛。南無

降伏一切聲聲佛。南無無障礙月慧佛。南無法無垢月佛。南無

普照月佛。南無放光明月佛。南無盧舍那月佛。南無解脫月佛。

南無稱月佛。南無功德月佛。南無寶月佛。南無滿月佛。南無

天月佛。南無月輪清淨佛。南無日月佛。南無月慧佛。南無無

垢慧佛。南無深慧佛。南無戒慧佛。南無難勝慧佛。南無阿僧

祇劫修習慧佛。南無無量樂功德莊嚴行慧佛。南無無量功德莊

嚴佛。南無勝功德王莊嚴威德王劫佛。南無離劫佛。南無自在

滅劫佛。南無彌留劫佛。南無須彌留劫佛。南無不可說劫佛。

南無金光明色光上佛。南無龍象上佛。南無愛上佛。南無度上

佛。南無法上佛。南無金剛上佛。南無威德上佛。南無無垢上佛。

南無龍寂上佛。南無寶上佛。南無勝寶上佛。南無莎梨羅上佛。

南無天上佛。南無波頭摩上佛。南無香上佛。南無放光佛。南

無樂香佛。南無香奮迅佛。南無香象奮迅佛。南無香象佛。南

無大香象佛。南無多羅跋香佛。南無戒香佛。南無無邊香佛。

南無普遍香佛。南無薰香佛。南無多伽羅香佛。南無栴檀香佛。

南無曼陀羅香佛。南無波頭摩香佛。南無波頭摩手佛。南無波

頭摩眼佛。南無波頭摩莊嚴佛。南無波頭摩起佛。南無波頭摩

勝佛。南無月勝佛。南無身勝佛。南無驚怖勝佛。南無鬘勝雲佛。

南無功德成就雲佛。南無寶雲佛。南無功德雲佛。南無雲護佛。

南無普護佛。南無聖護佛。南無功德護佛。南無普遍護佛。南

無精進護佛。南無精進喜佛。南無上喜佛。南無實喜佛。南無

師子喜佛。南無龍喜佛。南無寶喜佛。南無實智佛。南無喜去佛。

南無善知寂靜去佛。南無大勢佛。南無甘露勢佛。南無金剛杵

勢佛。南無無垢處勢佛。南無不動處勢佛。南無過三界勢佛。

南無三昧處勢佛。南無定處勢佛。南無不動處勢佛。南無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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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寂滅去佛。南無師子奮迅去佛。南無善步去佛。南無

無盡慧佛。南無海慧佛。南無住慧佛。南無勝慧佛。南無滅諸

惡慧佛。南無寂靜慧佛。南無修行慧佛。南無密慧佛。南無堅

慧佛。南無善清淨慧佛。南無大慧佛。南無普慧佛。南無無邊

慧佛。南無威德慧佛。南無世慧佛。南無上慧佛。南無妙慧佛。

南無快慧佛。南無無觀慧佛。南無稱慧佛。南無廣慧佛。南無

栴檀滿慧佛。南無金剛慧佛。南無清淨慧佛。南無覺慧佛。南

無法慧佛。南無師子慧佛。南無虎慧佛。南無善慧佛。南無寶

慧佛。南無勝慧佛。南無勝積慧佛。南無勇猛積佛。南無般若

積佛。南無樂說積佛。南無香積佛。南無寶積佛。南無寶髻佛。

南無龍髻佛。南無功德髻佛。南無天髻佛。南無大髻佛。南無

彌留聚佛。南無大聚佛。南無大炎聚佛。南無寶聚佛。南無寶

手佛。南無寶手柔軟佛。南無寶印手佛。南無寶光明奮迅思惟

佛。南無寶火圍遶佛。南無寶天佛。南無寶勝佛。南無寶高佛。

南無寶堅佛。南無寶波頭摩佛。南無寶念佛。南無寶力佛。南

無寶山佛。南無寶炎佛。南無寶火圍遶佛。南無寶照佛。南無

放照佛。南無迭共花佛。南無妙說佛。南無月說佛。南無金剛

說佛。南無寶說佛。南無寶杖佛。南無無量寶杖佛。

佛說佛名經卷第一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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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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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南無無垢杖佛。南無無邊杖佛。南無法杖佛。南無寶蓋佛。南

無均寶蓋佛。南無摩尼蓋佛。南無金蓋佛。南無奮迅王佛。南

無增上火成就王佛。南無增上勇猛佛。南無勇施佛。南無智施

佛。南無然燈佛。南無然燈火佛。南無淨然燈佛。南無功德然

燈佛。南無福德然燈佛。南無寶然燈佛。南無大然燈佛。南無

無邊然燈佛。南無寶火然燈佛。南無普然燈佛。南無月然燈佛。

南無日然燈佛。南無日月然燈佛。南無雲聲然燈佛。南無大海

然燈佛。南無忍辱輪然燈佛。南無世然燈佛。南無光明遍照十

方然燈佛。南無照諸趣然燈佛。南無破諸闇然燈佛。南無一切

世成就然燈佛。南無諦寶幢摩尼勝光佛。南無淨華宿王智佛。

南無俱蘇摩見佛。南無不散佛。南無散華佛。南無不散華佛。

南無放光明佛。南無千光明佛。南無六十光明佛。南無觀光明

佛說佛名經
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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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無障礙光明佛。南無放淨光明佛。南無無邊光明佛。

南無波頭摩光明佛。南無福德光明佛。南無智光明佛。南無月

光明佛。南無日光明佛。南無無礙光明佛。南無奮迅恭敬稱佛。

南無無比佛。南無功德稱佛。南無寶稱佛。南無無垢稱佛。南

無無垢德佛。南無堅德佛。南無無憂德佛。南無勇猛德佛。南

無華德佛。南無歡喜德佛。南無龍德佛。南無功德海佛。南無

淨德佛。南無淨天佛。南無供養佛。南無淨聲佛。南無淨妙聲佛。

南無出淨聲佛。南無普智輪光聲佛。南無大聲佛。南無雲勝聲

佛。南無安隱聲佛。南無樂聲佛。南無妙鼓聲佛。南無天聲佛。

南無月聲佛。南無日聲佛。南無師子聲佛。南無波頭摩聲佛。

南無福德聲佛。南無金剛聲佛。南無自在聲佛。南無慧聲佛。

南無妙聲佛。南無選擇聲佛。南無甘露聲佛。南無淨幢佛。南

無金剛幢佛。南無法幢佛。南無住持法佛。南無樂法佛。南無

曇無竭佛。南無護法佛。南無法奮迅佛。南無法界花佛。南無

護法眼佛。南無然法庭燎佛。南無法自在佛。南無人自在佛。

南無功德自在佛。南無聲自在佛。南無世自在佛。南無觀世自

在佛。南無無量自在佛。南無意住持佛。南無地住持佛。南無

尼彌住持佛。南無器住持佛。南無功德性住持佛。南無勝色佛。

南無轉發起佛。南無一切觀形示佛。南無發一切無厭足行佛。

南無發成就佛。南無善護佛。南無善思惟佛。南無善喜佛。南

無善處佛。南無普禪佛。南無甘露功德佛。南無善眼佛。南無

師子仙佛。南無佛眼佛。南無合聚佛。南無疾智勇佛。南無善

住佛。南無實行佛。南無師子手佛。南無海滿佛。南無善思惟佛。

南無稱王佛。南無住慈佛。南無善夜摩佛。南無善行佛。南無

善功德佛。南無善色佛。南無善識佛。南無善心佛。南無善光佛。

南無師子月佛。南無不可勝佛。南無不可勝無畏佛。南無無量

佛。南無速興佛。南無不動心佛。南無應稱佛。南無應不怯弱

聲佛。南無不厭足藏佛。南無不盡佛。南無不可動佛。南無名

無畏佛。南無名自在護世間佛。南無名龍自在聲佛。南無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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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廣慧佛。南無名妙勝自在相通稱佛。南無名妙勝自在勝佛。

南無名樂法奮迅佛。南無名法界莊嚴佛。南無名大乘莊嚴佛。

南無名寂靜王佛。南無名解脫行佛。南無名大海彌留起王佛。

南無名合聚那羅延王佛。南無名散壞堅魔輪佛。南無名精進根

寶王佛。南無名佛法波頭摩佛。南無名得佛眼分陀利佛。南無

名隨前覺覺佛。南無名平等作佛。南無名初發心念遠離一切驚

怖無煩惱起功德佛。南無名教化菩薩佛。南無名金剛釜奮迅佛。

南無名寶像光明釜奮迅佛。南無名破壞魔輪佛。南無名初發心

成就不退勝輪佛。南無名寶蓋起無畏光明佛。南無名初發心念

斷疑斷煩惱佛。南無名光明破闇起三昧王佛。

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得聞是諸佛名者。永離業障不墮惡道。若

無眼者。誦必得眼。

南無十千同名星宿佛。南無一切同名星宿佛。南無三十千同名

釋迦牟尼佛。南無一切同名釋迦牟尼佛。南無二億同名拘隣佛。

南無一切同名拘隣佛。南無十八億同名實法勝決定佛。南無一

切同名實法勝決定佛。南無十八億同名日月燈佛。南無一切同

名日月燈佛。南無千五百同名大威德佛。南無一切同名大威德

佛。南無千五百同名日佛。南無一切同名日佛。南無四萬四千

同名面佛。南無一切同名面佛。南無萬千同名堅固自在佛。南

無一切同名堅固自在佛。南無萬八千同名普護佛。南無一切同

名普護佛。南無千八百同名舍摩他佛。南無一切同名舍摩他佛。

劫名善眼。彼劫中有七十二那由他如來成佛。我悉歸命彼諸如

來。

劫名善見。彼劫中有七十二億如來成佛。我悉歸命彼諸如來。

劫名淨讚歎。彼劫中有一萬八千如來成佛。我悉歸命彼諸如來。

劫名善行。彼劫中有三萬二千如來成佛。我悉歸命彼諸如來。

劫名莊嚴。彼劫中有八萬四千如來成佛。我悉歸命彼諸如來。

24



南無現在住十方世界。不捨命說法諸佛。所謂安樂世界中阿彌

陀佛為上首。

南無妙樂世界中。阿閦如來為上首。

南無袈裟幢世界中。碎金剛堅如來為上首。

南無不退輪吼世界中。清淨光波頭摩花身如來為上首。

南無無垢世界中。法幢如來為上首。

南無善燈世界中。師子如來為上首。

南無善住世界中。盧舍那藏如來為上首。

南無難過世界中。功德華身如來為上首。

南無莊嚴慧世界中。一切通光明佛為上首。

南無鏡輪光明世界中。月智慧佛為上首。

南無花勝世界中。波頭摩勝如來為上首。

南無波頭摩勝世界中。賢勝如來為上首。

南無不瞬世界中。普賢如來為上首。

南無普賢世界中。自在王如來為上首。

南無不可勝世界中。成就一切義如來為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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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華藏世界中。毘盧遮那鏡像如來為上首。

南無娑婆世界中。釋迦牟尼佛為上首。

南無善說勝佛為上首。

南無自在幢王佛為上首。

南無作火光佛為上首。

南無無畏觀佛為上首。

如是等上首諸佛。我以身業口業意業。遍滿十方一切禮拜讚歎

供養。彼諸如來所說妙法甚深境界。不可量境界。不可思議境

界。無量境界等。我悉以身口意業遍滿十方。禮拜讚歎供養。

彼佛世界中不退菩薩僧。不退聲聞僧。我悉以身口意業遍滿十

方。頭面禮足讚歎供養。

南無名降伏魔人自在佛。南無名降伏貪自在佛。南無名降伏瞋

自在佛。南無名降伏癡自在佛。南無名降伏怒自在佛。南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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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伏見自在佛。南無名降伏諸戲自在佛。南無名了達法自在佛。

南無名得神通自在稱佛。南無名得勝業自在稱佛。南無名起施

自在稱佛。南無名起清淨戒自在稱佛。南無名起忍辱人自在稱

佛。南無名起精進人自在稱佛。南無名起禪那人自在稱佛。南

無名福德清淨光明自在稱佛。南無名起陀羅尼自在稱佛。南無

高勝佛。南無光明勝佛。南無大勝佛。南無散香上勝佛。南無

多寶勝佛。南無月上勝佛。南無賢上勝佛。南無波頭摩上勝佛。

南無無量上勝佛。南無波頭摩上勝王佛。南無三昧手上勝佛。

南無善說名勝佛。南無大海深勝佛。南無阿僧祇精進住勝佛。

南無樂說一切法莊嚴勝佛。南無寶輪威德上勝佛。南無日輪上

光明勝佛。南無無量慚愧金色上勝佛。南無功德海琉琉金山金

色光明勝佛。南無寶華普照勝佛。南無起無邊功德無垢勝佛。

南無起多羅王勝佛。南無樹王吼勝佛。南無法海潮勝佛。南無

智清淨功德勝佛。南無樂劫火勝佛。南無不可思議光明勝佛。

南無寶月光明勝佛。南無寶賢幢勝佛。南無成就義勝佛。南無

寶成就勝佛。南無寶集勝佛。南無奮迅勝佛。南無不空勝佛。

南無聞勝佛。南無海勝佛。南無住持勝佛。南無善行勝佛。南

無龍勝佛。南無波頭摩勝佛。南無福德勝佛。南無智勝佛。南

無妙勝佛。南無賢勝佛。南無勝賢勝佛。南無栴檀勝佛。南無

勝栴檀勝佛。南無無量光明佛。南無幢勝佛。南無勝幢勝佛。

南無無憂勝佛。南無離一切憂勝佛。南無寶杖如來。南無善寶

杖佛。南無拘蘇摩勝佛。南無華勝佛。南無三昧奮迅勝佛。南

無樹提勝佛。南無大勝佛。南無廣功德勝佛。南無眾勝佛。

南無清淨光世界積清淨增長勝上王佛。

南無普光世界普華無畏王如來。

南無普蓋世界名均寶莊嚴如來。

彼如來授羅網光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一寶髻世界名無量寶境界如來。

27



彼如來授不空奮迅境界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相威德王世界名無量聲如來。

彼如來授名即發心轉法輪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名稱世界名須彌留聚集如來。

彼如來授名光明輪勝威德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善住世界名虛空寂如來。

彼如來授名月光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地輪世界名稱力王如來。

彼如來授名智稱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月起光世界名放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光明輪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袈裟幢世界名離袈裟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量寶發起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波頭摩華世界名種種華勝成就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量精進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一蓋世界名遠離諸怖毛竪如來。

彼如來授名羅網光明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種種幢世界名須彌留聚如來。

彼如來授名大勝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普光世界名無障礙眼如來。

彼如來授名智勝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賢世界名栴檀屋如來。

彼如來授名智功德幢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賢慧世界名合聚如來。

彼如來授名妙智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寶首世界名羅網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智功德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安樂首世界名寶蓮花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波頭摩勝功德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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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稱世界名智華寶光明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第一莊嚴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賢臂世界名起賢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寶光明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無畏世界名滅散一切怖畏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畏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彌留幢世界名彌留厚如來。

彼如來授名合聚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遠離一切憂惱障礙世界名無畏王如來。

彼如來授名多聲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法世界名作法如來。

彼如來授名智作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善住世界名百一十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勝光明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共光明世界名千上光明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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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如來授名普光明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多伽羅世界。名智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善眼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香世界名寶勝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量光明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光明首世界名無量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藥王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上首賢世界名無障礙聲如來。

彼如來授名淨聲聲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法世界名羅網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勝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賢入世界名寶智慧如來。

彼如來授名智香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優鉢羅世界名無量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曇無竭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清淨世界名無量莊嚴如來。

彼如來授名寶莊嚴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覺住世界名優鉢羅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波頭摩勝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波頭摩住世界名智住如來。

彼如來授名寶滿足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智力世界名釋迦牟尼如來。

彼如來授名寶牟尼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十方稱世界名智稱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邊精進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喜世界名堅自在王如來。

彼如來授名寶堅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月世界名寶娑羅如來。

彼如來授名普香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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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娑婆世界名大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大勝天王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一蓋世界名寶輪如來。

彼如來授名星宿鬘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過一切憂障礙世界名不空說如來。

彼如來授名不空說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遠離憂惱世界名功德成就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邊勝威德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寂靜世界名稱王如來。

彼如來授名勇德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不空見世界名不空奮迅如來。

彼如來授名不空發行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香世界名香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寶藏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無量吼聲世界名無障礙聲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分別發行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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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月輪光明世界名稱力王如來。

彼如來授名智稱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寶輪世界名寶上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大導師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寶輪世界名善明 (丹眼 )如來。

彼如來授名樂行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法世界名波頭摩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大法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名須彌頂上王如來。

彼如來授名智力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名波頭摩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勝德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陀羅尼輪世界名香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陀羅尼自在王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金光明世界名十方稱發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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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如來授名智稱發行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智起世界名普清淨增上雲聲王如來。

彼如來授名星宿王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常光明世界名無量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大光明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然燈世界名無量智成就如來。

彼如來授名功德王光明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然燈作世界名無量種奮迅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障礙發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種種幢世界名上首如來。

彼如來授名那羅延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十方稱世界名佛華成就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缺奮迅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金剛住世界名佛華增上王如來。

彼如來授名寶火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栴檀窟世界寶形如來。

彼如來授名觀世音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藥王世界名不空說如來。

彼如來授名不空發行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藥王勝上世界名無邊功德精進發如來。

彼如來授名不受戒攝受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普莊嚴世界名發心生莊嚴一切眾生心如來。

彼如來授名佛華手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普蓋世界名蓋鬘如來。

彼如來授名寶行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華上光明世界名日輪威德王如來。

彼如來授名善住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善莊嚴世界名眾王 (丹生 )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寶面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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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賢世界名無畏如來。

彼如來授名不驚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波頭摩世界名波頭摩勝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智象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優鉢羅世界名智優鉢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境界行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寶上世界名寶作如來。

彼如來授名法作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月世界名無量願如來。

彼如來授名散華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善住世界名寶聚如來。

彼如來授名藥王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香光明世界名莎羅自在王如來。

彼如來授名勝慧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華手世界名寶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日德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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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普山世界名寶山如來。

彼如來授名火德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憂蓋入世界名上首如來。

彼如來授名上莊嚴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無憂世界名發無邊功德如來。

彼如來授名不發觀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一切功德住世界名善上首如來。

彼如來授名普至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寶光明世界名須彌光明如來。

彼如來授名善住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一切功德住世界名無量境界如來。

彼如來授名藥王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莊嚴菩提世界名高妙去如來。

彼如來授名思益勝慧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無垢世界名寶華成就功德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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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如來授名得勝慧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雲世界名奮迅如來。

彼如來授名自在觀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華網覆世界名一切發眾生信發心如來。

彼如來授名勝慧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星宿行世界名樂星宿起如來。

彼如來授名無憂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寶華世界名勝眾如來。

彼如來授名妙勝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無量至世界名無量華如來。

彼如來授名香象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華世界名寶勝如來。

彼如來授名遠離諸有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種種幢世界名月勝功德如來。

彼如來授名斷一切諸難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可樂世界名即發心轉法輪如來。

彼如來授名不退轉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無畏世界名十方稱名如來。

彼如來授名智稱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南無自在世界迦陵伽佛。南無安樂世界日輪燈明佛。南無無畏

世界寶勝佛。南無智成就世界智起佛。南無純樂世界功德王住

佛。南無蓋行花世界無障礙眼佛。南無金剛輪世界無畏佛。南

無發起世界智積佛。南無善清淨世界無觀相發行佛。南無普光

明世界光明輪威德王勝佛。南無高幢世界因慧佛。南無德世界

那羅延佛。南無無垢世界無垢幢佛。南無遠離一切憂障世界安

隱佛。南無賢上世界遠離諸煩惱佛。南無一切安樂世界清淨慧

佛。南無無量功德具足世界善思惟發佛。南無平等平等世界降

伏諸怨佛。南無無畏世界優波羅勝佛。南無十方光明世界勝力

王佛。

36



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南無常光明世界無量光明香雲彌留佛。南無常莊嚴世界降伏男

女佛。南無沈水香世界上勝香佛。南無常莊嚴世界種種花佛。

南無香蓋世界無邊智佛。南無栴檀香世界寶上王佛。南無香世

界香彌留佛。南無普喜世界智見一切眾生信佛。南無不可量世

界無邊聲佛。南無佛華莊嚴世界智功德勝佛。南無善住世界不

動步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佛應知。

南無華世界無障礙吼聲佛。南無月世界普寶藏佛。南無堅住世

界迦葉佛。南無普波頭摩世界觀一切境界鏡佛。南無栴檀世界

上首佛。南無實世界成就義佛。南無有月世界成就勝佛。南無

無障礙世界名稱佛。南無安樂世界斷一切疑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佛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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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光王世界智勝佛。南無普畏世界月佛。南無種種成就世界

功德微佛。南無種種華世界星宿王佛。南無廣世界無量幢佛。

南無羅網世界羅網光明佛。南無無驚怖世界淨聲佛。南無可樂

世界現寶勝佛。南無離觀世界一切法無所發佛。南無常稱世界

不斷一切眾生發行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佛應知。

南無常歡喜世界無量奮迅佛。南無普鏡世界建一切法佛。南無

普照世界普見一切法佛。南無一切功德成就世界成就無邊勝功

德佛。南無無垢世界智起光佛。南無無怖優鉢羅世界波頭摩勝

佛。南無波頭摩怖世界十方勝佛。南無花怖世界華成就勝佛。

南無天世界堅固眾生佛。南無光明世界智光明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佛應知。

南無安樂調世界修智佛。南無安樂世界遠離胎佛。南無無染世

界明王佛。南無雲世界斷一切煩惱佛。南無普色世界無邊智稱

佛。南無堅固世界栴檀屋勝佛。南無無比功德世界成就無比勝

佛華佛。南無寶世界善住力王佛。南無十方上首世界起月光佛。

南無龍王世界上首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佛應知。

南無善住世界善高聚佛。南無無怖畏世界作稱佛。南無愛香世

界斷諸難佛。南無成就一切功德善住世界稱親佛。南無成就一

切勢力善住世界稱堅固佛。南無憂慧世界遠離諸憂佛。南無稱

世界起波頭摩功德王佛。南無花俱蘇摩住世界善散華幢佛。南

無十方名稱世界放光明普至佛。南無十方上首世界名稱眼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佛應知。

南無焰慧世界放焰佛。南無吼世界十方稱名佛。南無光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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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彌留佛。南無寶光明世界大光明佛。南無常歡喜世界焰熾

佛。南無有世界三界自在奮迅佛。南無無畏世界放光明輪佛。

南無常懸世界眾寂勝佛。南無波頭摩王世界無盡勝佛。南無普

吼世界妙鼓聲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佛應知。

南無無畏世界普勝佛。南無十方名稱世界智勝佛。南無地世界

山王佛。南無地功德世界波頭摩輪境界勝王佛。南無然燈輪世

界善住佛。南無普莊嚴世界大莊嚴佛境界佛。南無倚世界作一

切功德佛。南無歡喜世界畢竟成就佛。南無寶功德佛。南無星

宿行世界知上勝佛。南無蓋行莊嚴世界智起光明威德王勝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應知。

南無法波頭摩世界波頭摩生王佛。南無法境界自在佛 ( 梵本中

自此已下皆有世界略不明矣 )。南無月中光明佛。南無香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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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阿彌陀光明佛。南無波頭摩山佛。南無波頭摩生勝佛。南

無栴檀勝佛。南無寶積佛。南無智慧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應知。

南無無畏作王佛。南無功德成就勝佛。南無光明幢佛。南無無

量功德作佛。南無功德成就勝佛。南無一切功德成就勝佛。南

無波頭摩成就勝佛。南無炬住持佛。南無寶上勝佛。南無金色

華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應知。

佛說佛名經卷第二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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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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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南無上王佛。南無星宿王佛。南無無量彌留佛。南無虛空輪清

淨王佛。南無無量聲佛。南無寶山佛。南無種種寶拘蘇摩花佛。

南無勝眾佛。南無無塵離塵放發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應知。

南無不宿發修行佛。南無金色花佛。南無寶舍佛。南無種種花

成就佛。南無放光明佛。南無俱蘇摩成就佛。南無放蓋佛。南

無稱力王佛。南無淨聲佛。南無勝佛。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諸

佛應知。

南無無量眾佛。南無上首佛。南無無障礙眼佛。南無破散一切

諸趣佛。南無斷一切疑佛。南無無相聲佛。南無畢竟無邊功德

佛說佛名經
卷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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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寶成就勝佛。南無波頭摩上勝佛。南無寶上佛。

歸命過去未來如是等無量無邊佛應知。

南無無障礙發修佛。南無無邊佛。南無寶彌留佛。南無日然燈

上勝佛。南無智成就勝佛。南無優鉢羅然燈佛。南無十方然燈

佛。南無賢勝佛。南無莎羅自在王佛。南無師子佛。南無寶彌

留佛。南無毘婆尸佛。南無妙勝光明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

南無華王佛。南無無量眼佛。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應知。

南無功德一味佛。南無十方然燈佛。南無賢勝佛。南無娑羅自

在王佛。南無師子佛。南無寶彌留佛。南無毘婆尸佛。南無明

王佛。南無上首佛。南無月上王佛。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

應知。

南無大龍佛。南無香上勝佛。南無香勝幢佛。南無栴檀屋佛。

南無香幢佛。南無栴檀香佛。南無無邊精進佛。南無十上光明

佛。南無波頭摩上佛。南無驚怖波頭摩花成就上王佛。

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應知。

南無寶網佛。南無善住王佛。南無香勝王佛。南無與一切樂佛。

南無示一切念佛。南無不空說佛。南無能滅一切怖畏佛。南無

不住王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與一切眾生安隱佛南無如是等

無量無邊佛應知。南無觀無量境界佛。南無虛空莊嚴勝佛。南

無光莊嚴佛。南無修行幢佛。南無成就驚怖勝花佛。南無賢勝

佛。南無清淨眼佛。南無大將佛。南無上勝高佛。南無不可勝

幢佛。

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佛應知。

南無可依佛。南無無量無邊佛。南無香彌留佛。南無月輪聞王

佛。南無妙彌留寶成就勝佛。南無聞彌留善勝佛。南無淨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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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無障礙眼佛。南無無邊功德作佛。南無威德王佛。南無願

善思惟成就佛。南無清淨輪王佛。南無智上佛。南無精進仙佛。

南無智山佛。南無方作佛。南無大會上首佛。南無最上首佛。

南無智護佛。南無上勝佛。南無現示眾生境界無障礙見佛。南

無不成就境界佛。南無無障礙光明佛。南無發光明無礙佛。南

無佛波頭摩上成就勝佛。南無觀一切佛境界現佛形佛。南無東

方說堅如來。南無化聲佛。南無波頭摩勝佛。南無寶成就勝佛。

南無海彌留佛。南無無垢慧佛。南無智花成就佛。南無積勝上

威德寂靜佛。南無離貪境界佛。南無離一切取佛。南無不可思

議功德成就勝佛。南無現成就勝佛。南無無畏去佛。南無香風

佛。南無無等香光佛。南無雲妙鼓聲佛。南無功德成就勝佛。

南無無量奮迅境界彌留聚佛。南無香勝彌留佛。南無無量彌留

佛。南無無量光明佛。南無普見佛。南無無畏佛。南無得無畏佛。

南無月然燈佛。南無火然燈佛。南無勝修佛。南無勝眾佛。南

無金剛成佛。南無智自在王佛。南無智力稱佛。南無無畏勝佛。

南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善明佛。南無堅自在王佛。南無彌留

王佛。南無虛空彌留寶勝佛。南無賢上勝佛。南無梵吼聲佛。

南無寶花佛。南無波頭摩成就勝佛。南無栴檀香佛。南無須彌

劫佛。南無勝莊嚴佛。南無寶蓋佛。南無香象佛。南無無邊勝佛。

南無不空說名佛。南無不可思議功德王光明佛。南無無畏王佛。

南無波頭摩上勝佛。南無常得精進佛。南無藥王佛。南無安隱

佛。南無無邊意行佛。南無無邊境界佛。南無無邊光明佛。南

無無邊明(丹作眼)佛。南無無邊虛空境界佛。南無金色境界佛。

南無星宿王佛。南無香上勝佛。南無虛空勝佛。南無妙勝佛。

南無方作佛。南無妙彌留佛。南無無障礙眼佛。南無金剛堅佛。

南無炬然燈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應知。

南無火幢佛。南無智積佛。南無賢無垢威德光佛。南無稱力王

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見智佛。南無波頭摩妙勝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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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成就勝佛。南無寶光佛。南無寶蓮華勝佛。南無遠離疑成就

佛。南無眾上首佛。南無拘留孫佛。南無幢王佛。南無波頭摩

功德佛。南無放光明佛。南無彌勒佛。南無光明波頭摩光佛。

南無勝王佛。南無法幢佛。南無無量奮迅佛。南無海須彌佛。

南無妙見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不空見佛。南無無障礙吼

聲佛。南無無量功德勝名光明佛。南無無分別修行佛。南無無

邊光明佛。南無善眼佛。南無南方普寶藏佛。南無無垢解脫遠

離垢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應知。

南無西方無量花佛。南無無量照佛。南無無量光明佛。南無無

量明佛。南無無量境界佛。南無無量自在佛。南無無量奮迅佛。

南無普蓋佛。南無蓋行佛。南無寶蓋佛。南無星宿王佛。南無

善星宿佛。南無光明輪佛。南無光明王佛。南無光明上勝佛。

南無無邊見佛。南無勝王佛。南無無邊境界奮迅佛。南無無障

礙吼聲佛。南無大雲光明佛。南無羅網王佛。南無善得平等光

45



明佛。南無波頭摩勝花佛南無山王佛。南無月眾增上佛。南無

高光明佛。南無合聚佛。南無不空光明佛。南無頂勝王佛。南

無北方不空然燈佛。南無不空奮迅佛。南無不空境界佛。南無

不空光明佛。南無無邊精進佛。南無莎羅自在王佛。南無寶莎

羅王佛。南無普蓋王佛。南無蓋莊嚴王佛。南無寶積佛。南無

栴檀屋佛。南無栴檀香佛。南無無量光明佛。南無光明輪莊嚴

彌留佛。南無無障礙眼佛。南無無量眼佛。南無寶成就佛。南

無一切功德佛。南無佛華成就功德佛。南無善住慧佛。南無無

量步佛。南無不空勝佛。南無寶步佛。南無無邊修行佛。南無

無邊莊嚴勝佛。南無虛空輪光明佛。南無無量聲佛。南無藥王

佛。南無無畏佛。南無遠離驚怖毛竪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

南無觀智慧起花佛。南無虛空寂佛。南無虛空聲佛。南無虛空

莊嚴成就佛。南無下方大自在佛。南無妙勝佛。南無有佛。南

無華勝佛。南無善生佛。南無師子勝佛。南無成就義佛。南無

師子護佛。南無師子鉀佛。南無善住山王佛。南無淨彌留佛。

南無清淨眼佛。南無不空足步佛。南無虛空像佛。南無香勝佛。

南無香山佛。南無無量眼佛。南無香積佛。南無寶眾佛。南無

寶高佛。南無善住佛。南無善住王佛。南無淨彌留佛。南無堅

王佛。南無光明輪佛。南無火然燈佛。南無不空過佛。南無善

思惟發行佛。南無師子佛。南無堅固眾生佛。南無行勝住王佛。

南無上方無量境界佛。南無勝王佛。南無精進勝佛。南無斷疑

佛。南無善星宿王佛。南無然燈佛。南無光明佛。南無光明彌

留佛。南無光明輪佛。南無稱光明佛。南無高蓋佛。南無香蓋佛。

南無寶蓋佛。南無栴檀香佛。南無栴檀勝佛。南無須彌聚佛。

南無寶光明佛。南無堅固王佛。南無淨功德佛。南無清淨眼佛。

南無無畏佛。南無遠離諸畏佛。南無成就積佛。南無寶勝佛。

南無山王佛。南無轉女根佛。南無無量行佛。南無最勝光明佛。

南無羅網光明幢佛。南無目王佛。南無日月淨明德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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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東南方觀一切佛形鏡如來以為上首。南無火然燈佛。南無

空過佛。南無花覺奮迅佛。南無羅網光明佛。南無無量光明花

王佛。南無寶堅固佛。南無初發心轉輪佛。南無華積佛。南無

千上光明佛。南無不動步佛。南無無量跡步佛。南無無量願佛。

南無無邊願佛。南無無邊境界佛。南無不定願佛。南無轉胎佛。

南無轉諸難佛。南無不行念佛。南無成就一切念佛。南無虛空

佛。南無有勝佛。南無西南方成就義如來為上首。

南無成就義發行佛。南無成就焰佛。南無成就義勝佛。南無善

焰佛。南無常發行佛。南無善住佛。南無無量發行佛。南無無

相修行佛。南無無邊修行佛。南無普修行佛。南無然燈光明作

佛。南無普藏佛。南無普山佛。南無無邊形佛。南無無邊精進佛。

南無羅網光佛。南無曼陀羅佛。南無光明輪佛。南無善見佛。

南無不空說名佛。南無破一切怖畏佛。南無無量功德王光明步

佛。南無無邊華佛。南無無邊吼聲佛。南無樂積光明功德佛。

南無不二輪佛。南無無量光明佛。南無花光佛。南無無量聲佛。

47



南無高明佛。南無堅固自在王佛。南無日面佛。南無善眼佛。

南無勝功德佛。南無寶花佛。南無寶成就佛。南無月花佛。南

無一切眾生修行佛。南無轉一切世間佛。南無無量光明無形佛。

南無無畏佛。南無一切樂念順行佛。

南無西北方普香光明如來為上首。南無發初香光明佛。南無香

山佛。南無香象佛。南無香勝佛。南無香身佛。南無香輪佛。

南無光明王佛。南無妙波頭摩王佛。南無佛境界佛。南無無量

境界佛。南無安樂佛。南無快勝佛。南無放光明花佛。南無華

蓋行佛。南無華帳佛。南無金花佛。南無香華佛。南無高王佛。

南無善導師佛。南無勝一切眾生佛。南無轉一切念佛。南無無

量行華佛。南無無量香佛。南無普照放光明佛。南無普香光明

佛。南無普放光明佛。南無放成就勝花佛。南無寶羅網像佛。

南無妙光佛。南無普一蓋國土佛。南無星宿王佛。南無合聚佛。

南無不住王佛。南無香風佛。南無無邊智境界佛。南無不空行

佛。南無不空見佛。南無無障礙眼佛。南無初發心佛。南無無

量眼佛。南無然燈上佛。南無普光明佛。南無照光明佛。南無

帝相佛。南無一切佛國土一切眾生不斷樂說佛。

南無阿樓那奮迅佛。南無無迹奮迅佛。南無東北方斷一切憂惱

如來為上首。南無離憂佛。南無樂成就功德佛。南無無畏王佛。

南無勝彌留佛。南無香山佛。南無拘隣佛。南無大體勝佛。南

無寶蓮華勝佛。南無華成就佛。南無吼眼佛。南無勝眾佛。南

無無邊光明佛。南無月勝光明稱佛。南無星宿王眾增上佛。南

無無邊光明佛。南無香高山佛。南無無畏王佛。南無成就勝無

畏佛。南無無邊光照光明佛。南無光明佛。南無香彌留佛。南

無離驚怖成就勝佛。南無無量功德月成就佛。南無一切功德莊

嚴佛。南無不可勝幢佛。南無增上護光明佛。南無華勝王佛。

南無無邊成就行佛。南無一切勝佛。南無虛空輪清淨王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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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無量吼聲佛。南無無量吼妙聲佛。南無寶勝功德佛。南無淨

勝佛。南無無礙香象佛。南無高光明佛。南無大稱佛。南無稱

親佛。南無堅固自在王佛。南無莎羅王佛。南無無量照佛。南

無安隱王佛。南無大積佛。南無普功德增上雲聲燈佛。南無高

積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堅積聚佛。南無寶勝光明佛。

南無優鉢羅光明作佛。南無月王佛。南無栴檀佛。南無月勝佛。

南無梵光佛。南無行淨佛。南無一切勝佛。南無難勝佛。南無

寶作佛。南無無量聲佛。南無樹提佛。南無龍天佛。南無日天佛。

南無師子佛。南無無垢明佛。南無世間天佛。南無勝積佛。南

無人自在恭敬佛。南無華勝佛。南無發精進佛。南無火妙香光

明勝佛。南無無垢香火勝佛。南無普見佛。南無不動佛。南無

寶幢佛。南無無量明佛。南無妙寶聲佛。南無遍照佛。南無智

光明王佛。南無摩尼光明勝佛。南無無量華光明善勝慧佛。南

無盧舍那佛。南無智慧自在佛。南無水聚日佛。南無火然燈佛。

南無月光明佛。南無無障礙智佛。南無華香佛。南無寶光明佛。

南無曼陀羅香喜佛。南無拘隣智焰佛。南無大月香佛。南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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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佛。南無無著智佛。南無寶作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億毘婆羅佛。

南無無憂勝佛。南無寶山佛。南無人王佛。南無力勝佛。南無

香勝佛。南無普滿華佛。南無無垢光明佛。南無樂說莊嚴思惟

佛。南無無垢月幢佛。南無俱蘇摩光明作佛。南無火行佛。南

無寶上佛。南無無畏觀佛。南無師子奮迅力佛。南無遠離驚怖

毛竪等喜稱佛。南無金光明威德王佛。南無善說增上名勝佛。

若善男子善女人十日禮拜讀誦是諸佛名遠離一切業障永滅諸罪。

南無普光明佛。南無自在幢王佛。南無過種種敵對奮迅佛。南

無無量功德光明勝佛。南無無障礙佛。南無寶波頭摩奮迅勝佛。

南無寶華善住山自在王佛。南無智炬佛。南無光明佛。南無難

降伏佛。南無普照十方世界佛。南無大海佛。南無寶藏佛。南

無銀幢佛。南無幢日王佛。南無威德自在王佛。南無覺王佛。

南無十力自在王佛。南無平等作佛。南無初發心思惟遠離諸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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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佛。南無煩惱無礙妙勝佛。南無金剛足步佛。南無寶像光明

足奮迅佛。南無降伏諸魔疑奮迅佛。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是諸佛名一阿僧祇劫超越世間不入惡

道。

南無初發心不退轉成就勝佛。南無寶蓋上光明佛。南無教化菩

薩佛。南無初發心斷一切疑煩惱佛。南無光明勝破闇三昧勝上

王佛。南無樂說莊嚴雲聲歡喜佛。南無清淨香佛。南無決定光

明威德王佛。南無拘留孫佛。南無金聖佛。南無人王佛。南無

迦葉佛。南無彌勒佛。南無師子佛。南無然炬佛。南無明王佛。

南無聖佛。南無華幢佛。南無善星宿佛。南無大主佛。南無大

臂佛。南無大力佛。南無星宿王佛。南無藥王佛。南無稱幢佛。

南無大光明佛。南無火聚佛。南無月照佛。南無日藏佛。南無

月焰佛。南無善明佛。南無無憂佛。南無一沙佛。南無大明佛。

南無住持鬘佛。南無功德明佛。南無見義佛。南無然燈佛。南

無妙歌佛。南無藥上佛。南無安隱佛。南無頂堅勝威德佛。南

無難勝佛。南無功德幢佛。南無羅睺佛。南無勝眾佛。南無梵

聲佛。南無堅固意佛。南無光明作佛。南無大高山佛。南無金

剛仙 ( 丹作山 ) 佛。南無無畏佛。南無寶波頭摩眼力仙佛。南

無華光明人愛佛。南無大威德佛。南無日淨王佛。南無無量命

佛。南無龍德佛。南無堅步佛。南無不空見佛。南無精進德佛。

南無力護佛。南無歡喜佛。南無德勝佛。南無師子幢佛。南無

勝法佛。南無歡喜王上首佛。南無愛作佛。南無功德智佛。南

無香象佛。南無善觀佛。南無雲聲佛。南無善思惟佛。南無善

識佛。南無無垢佛。南無月上佛。南無大稱佛。南無摩尼寶佛。

南無勝王佛。南無師子步佛。南無樹王佛。南無光明勝佛。南

無積智慧佛。南無善住佛。南無堅意佛。南無甘露慧佛。南無

善見佛。南無智光明佛。南無堅行佛。南無善吉佛。南無寶幢

佛。南無波頭摩佛。南無那羅延佛。南無樂說佛。南無智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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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功德佛。南無供養佛。南無淨德佛。南無寶作佛。南無華

天佛。南無善思惟義佛。南無法上佛。南無自在佛。南無稱慧

佛。南無意稱佛。南無金剛幢佛。南無十力王佛。南無奮迅佛。

南無離闇佛。南無羅睺天佛。南無彌留幢佛。南無眾上首佛。

南無寶藏佛。南無上修佛。南無星宿佛。南無大覺佛。南無三

界尊佛。南無功德稱佛。南無日月光明師子幢佛。南無毘羅波

王佛。南無勝藏佛。南無示現有佛。南無月光佛。南無金山佛。

南無師子德佛。南無不可稱幢佛。南無光明佛。南無稱願佛。

南無堅精進佛。南無無譬喻稱佛。南無離畏佛。南無應天佛。

南無大然燈佛。南無多世間佛。南無妙香佛。南無住持功德佛。

南無離闇佛。南無無比佛。南無自然佛。南無師子佛。南無善

行佛。南無寶稱佛。南無離諸過佛。南無住持甘露佛。南無人

月佛。南無日面佛。南無莊嚴佛。南無摩尼光佛。南無山積佛。

南無高幢佛。南無法作佛。南無思惟義佛。南無深心佛。南無

寶聚佛。南無眾上首佛。南無劫簸佛。南無奮迅佛。南無住智

佛。南無分明佛。南無勝見佛。南無不起佛。南無功德勝佛。

南無師子吼佛。南無奮迅佛。南無人信佛。南無龍王佛。南無

華山佛。南無龍喜佛。南無香自在佛。南無妙稱佛。南無天力

佛。南無功德鬘佛。南無龍功德佛。南無莊嚴眼佛。南無善行

智佛。南無智勝佛。南無慧照佛。南無實語佛。南無日光明佛。

南無決定智佛。南無寶上色佛。南無普照佛。南無寶幢佛。南

無離疑佛。南無師子奮迅步佛。南無善護佛。南無不空步佛。

南無覺花幢佛。南無山自在王佛。南無大威德佛。南無示現惡

佛。南無甘露稱佛。南無寶天佛。南無住義智佛。南無滿足智佛。

南無不狹劣名稱佛。南無無憂佛。南無離垢佛。南無梵天佛。

南無地自在王佛。南無華眼佛。南無差別見佛。南無法光明佛。

南無具足見佛。南無信功德佛。南無三界尊佛。南無月葉佛。

南無寶光明佛。南無寶幢佛。南無妙稱佛。南無光明作佛。南

無無量威德佛。南無廣護佛。南無師子身佛。南無甘露慧佛。

52



南無難勝佛。南無功德聚佛。南無月高佛。南無得大勢至佛。

南無無量步佛。南無月無畏佛。南無見一切義佛。南無勇猛佛。

南無功德然燈佛。南無月王佛。南無功德焰佛。南無廣智佛。

南無善寂滅佛。南無天光佛。南無無垢佛。南無住持無量明佛。

南無希勝佛。南無不覆藏佛。南無善住佛。南無大意佛。南無

上首佛。南無世間光明佛。南無多功德佛。南無無量威德佛。

南無離瞋恨無熱佛。南無善稱佛。南無義慧佛。南無離塵佛。

南無稱德佛。南無俱蘇摩德佛。南無人德佛。南無精進仙佛。

南無大德佛。南無寂慧佛。南無香像佛。南無上堅佛。南無安

樂佛。南無不可勝佛。南無日月佛。南無雷王佛。南無電王佛。

南無大勝佛。南無護智佛。南無日佛。南無成就義佛。南無寶

積佛。南無降伏怨佛。南無花勝佛。南無應稱佛。南無智步佛。

南無離慢佛。南無根花佛。南無無畏國土佛。南無高稱佛。南

無示有佛。南無月佛。南無多功德佛。南無寶月佛。南無師子

幢佛。南無樂思惟佛。南無宗靜佛。南無不可思議奮迅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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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樂功德佛。南無應供稱佛。南無華相佛。南無無量樂說稱佛。

南無摩尼金剛佛。南無無量壽佛。南無摩尼莊嚴佛。南無大自

在功德佛。南無勝月佛。南無高山稱佛。南無百光明佛。南無

歡喜佛。南無龍步佛。南無意成就佛。南無寶月佛。南無寂滅佛。

南無然炬王月佛。南無上首佛。南無歡喜自在佛。南無寶髻佛。

南無遠離畏佛。南無寶藏佛。南無月面佛。南無無垢稱佛。南

無稱威德佛。南無愛天佛。南無羅睺天佛。南無善焰佛。南無

寶愛佛。南無寶聚佛。南無寶步佛。南無師子華佛。南無高修佛。

南無人自在佛。南無人慧佛。南無照世間佛。南無寶威德佛。

南無功德佛。南無大相佛。南無乘莊嚴佛。南無橋梁佛。南無

香象佛。南無無心慧佛。南無彌留幢佛。南無善香佛。南無堅

鎧佛。南無勝威德佛。南無摩尼鎧佛。南無賢佛。南無善香月

佛。南無淨自在佛。南無師子月佛。南無勝威德佛。南無善勝

佛。南無不可勝輪佛。南無勝親佛。南無寶名佛。南無大行佛。

南無高光明佛。南無功德山佛。南無大稱佛。南無法稱佛。南

無放光明佛。南無電德佛。南無實作佛。南無命佛。南無善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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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善首佛。南無決定慧佛。南無離有佛。南無摩尼香佛。

南無勝喜佛。南無師子光明佛。南無普照佛。南無稱勝佛。南

無善智慧佛。南無摩尼月佛。南無高光佛。南無不可降伏行佛。

南無火佛。南無摩尼輪佛。南無世尊佛。南無師子像佛。南無

月滿佛。南無寶焰佛。南無羅睺佛。南無善護佛。南無希覺佛。

南無同光明佛。南無寂靜去佛。南無安隱世間佛。南無無惱佛。

南無十行佛。南無力喜佛。南無大體勝佛。南無至大體佛。南

無得大勢佛。南無功德藏佛。南無實行佛。南無無畏勝佛。南

無樹提佛。南無大光明佛。南無日光佛。南無廣功德佛。南無

寶功德佛。南無自在佛。南無摩尼香佛。南無作業佛。南無師

子手佛。南無善化佛。南無寶高佛。南無海佛。南無住持佛。

南無義智佛。南無善思惟慧佛。南無大眾輪佛。南無寶火佛。

南無修行義佛。南無世間月佛。南無花聲佛。南無淨幢佛。南

無大眾上首佛。南無師子步佛。南無威德德佛。南無福德成就

佛。南無大光明佛。南無寶稱佛。南無信眾佛。南無無邊稱佛。

南無不空光明佛。南無聖天佛。南無金剛眾佛。南無善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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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幢王佛。南無華成佛。南無鎧慧佛。南無風行佛。南無善

思惟佛。南無稱佛。南無快然佛。南無甘露聚佛。南無功德護佛。

南無義去佛。南無無畏佛。南無慈佛。南無住分別佛。南無善

報佛。南無摩尼足佛。南無解脫威德佛。南無善疾平等威德佛。

南無智勝佛。南無善天佛。南無實聲佛。南無智力德佛。南無

師子慧佛。南無華高佛。南無智作佛。南無華德佛。南無功德

藏佛。南無寶稱佛。南無實稱佛。南無不可降伏佛。南無無畏

自在佛。南無淨日佛。南無諸天佛。南無可愛佛。南無實天佛。

南無實(丹寶)藏佛。南無功德稱佛。南無智積佛。南無清白佛。

南無遠行佛。南無天威德佛。南無淨聖佛。南無喜去佛。南無

大憂威德佛。南無焰聚佛。南無大勝佛。南無華光佛。南無喜

上佛。南無善首佛。南無自在幢佛。南無大愛佛。南無善心佛。

南無降伏他眾佛。南無勇猛佛。南無成就佛。南無威德佛。南

無善思義境界佛。南無善臂佛。南無大寶佛。南無稱意佛。南

無世間尊佛。南無功德光明佛。南無寶聲佛。南無金剛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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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成就佛。南無師子力佛。南無無垢眼佛。南無迦葉佛。南

無清淨智佛。南無智步佛。南無高威德佛。南無大光明佛。南

無日光明佛。南無無垢身佛。南無差別身佛。南無差別威德佛。

南無不可比甘露鉢佛。南無月光明電德佛。南無寂滅去佛。南

無不動佛。南無多稱佛。南無功德法佛。南無歡喜無畏佛。南

無莊嚴王佛。南無妙稱佛。南無多焰佛。南無華勝佛。南無寶

莊嚴佛。南無善賢佛。南無寶妙佛。南無善智慧佛。南無善賢

德佛。南無梵幢佛。南無月蓋佛。南無羅網焰佛。南無廣光明

佛。南無智稱佛。南無名相佛。南無功德光明佛。南無稱名聲

佛。南無滿月佛。南無華光佛。南無善行佛。南無然燈王佛。

南無電幢佛。南無光明王佛。南無星宿光佛。南無不可嫌名佛。

南無波頭摩藏佛。南無弗沙快佛。南無眼滿佛。南無無濁義佛。

南無高威德佛。南無華威德佛。南無奮迅佛。南無無障智佛。

南無羅睺天佛。南無智聚佛。南無上首佛。南無自在劫佛。南

無華幢佛。南無羅睺佛。南無火藥佛。南無星宿王佛。南無明

王佛。南無福德手佛。南無稱光佛。南無日光明佛。南無法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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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善智慧佛。南無功德自在劫佛。南無金剛仙佛。南無智慧

積佛。南無善住佛。南無善至智慧佛。南無淨聲佛。南無龍吼

聲佛。南無相幢佛。南無智慧聚佛。南無無畏佛。南無淨上首佛。

南無快眼佛。南無龍德佛。南無寶幢佛。南無黠慧佛。南無不

怯弱聲佛。南無實 (作丹寶 )相佛。南無聲德佛。南無師子佛。

南無種種說佛。南無智色佛。南無波頭摩聚佛。南無華佛。南

無奮迅去佛。南無華積佛。南無勝色佛。南無星宿色佛。南無

月燈佛。南無威德聚佛。南無菩提王佛。南無無盡佛。南無善

慧眼佛。南無喜身佛。南無智慧國土佛。南無上佛。南無淨威

德佛。南無有智佛。南無真聲佛。南無尊佛。南無無障礙藏佛。

佛說佛名經卷第三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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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南無勝德佛。南無勝智奮迅佛。南無大炎佛。南無自在疾住持

威德佛。南無善光明勝佛。南無善色王佛。南無成就義佛。南

無師子山 ( 丹仙 ) 佛。南無天佛。南無施佛。南無快藏佛。南

無福德光明佛。南無淨佛。南無然燈王佛。南無智生佛。南無

妙天佛。南無地天佛。南無得解脫去佛。南無金頂佛。南無羅

睺羅樂說佛。南無難勝佛。南無信聖佛。南無月光佛。南無金

光佛。南無善才佛。南無功德自在天佛。南無法蓋佛。南無功

德智佛。南無差別身佛。南無妙智佛。南無微智佛。南無一切

威德藥佛。南無解脫幢佛。南無智慧藏佛。南無智慧積佛。南

無離怖畏佛。南無離惡佛。南無無障礙稱佛。南無實積佛。南

無善聲佛。南無眾自在劫佛。南無法積佛。南無解脫威德佛。

南無勝快佛。南無妙身佛。南無妙語佛。南無師子愛佛。南無

佛說佛名經
卷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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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在功德佛。南無師子髻佛。南無法浚佛。南無安樂佛。南

無不動佛。南無色威德佛。南無能覺王佛。南無善眼佛。南無

堅固義佛。南無智光明佛。南無香威德佛。南無無病修佛。南

無海覺佛。南無勝色佛。南無善步佛。南無吼稱佛。南無覺身佛。

南無然燈日佛。南無智慧足佛。南無定身佛。南無威德無盡佛。

南無功德乘佛。南無金乘佛。南無放結佛。南無法行佛。南無

善住去佛。南無離慢佛。南無智藏佛。南無淨去佛。南無旃檀佛。

南無無憂佛。南無清淨身幢佛。南無無國土花佛。南無無量威

德佛。南無天光明佛。南無智慧華佛。南無成就智佛。南無淨

住佛。南無一味手佛。南無自在佛。南無無比說佛。南無勝說佛。

南無福德威德佛。南無日佛。南無度世間智佛。南無得成就佛。

南無法行佛。南無求安隱佛。南無色智佛。南無合掌光明佛。

南無無創佛。南無琉璃藏佛。南無華天佛。南無自然佛。南無

善根光明佛。南無一切功德勝光明佛。南無寶勝佛。南無日月

佛。南無降伏怨佛。南無無量光明佛。南無須摩那樹提光明佛。

南無增上佛。南無樂智慧佛。南無功德自在佛。南無寂靜佛。

南無功德積力佛。南無善眼佛。南無善聲佛。南無善華佛。南

無善住佛。南無功德威德聚佛。南無無邊智佛。南無無量聲佛。

南無善光佛。南無善智慧佛。南無解脫義佛。南無思惟勝佛。

南無勝聲身佛。南無快佛。南無勝行佛。南無寂靜義佛。南無

善過佛。南無清淨行佛。南無華作佛。南無善光佛。南無常然

燈佛。南無善量佛。南無眾自在佛。南無離畏佛。南無智怖佛。

南無善逝樂說佛。南無勝眼佛。南無菩提月佛。南無寶光明佛。

南無月佛。南無無畏佛。南無大鏡佛。南無梵聲佛。南無善聲佛。

南無大智慧橋梁佛。南無普智慧佛。南無金剛仙佛。南無功德

力佛。南無伏心佛。南無樹王佛。南無數聲佛。南無住勝佛。

南無愛聖佛。南無威德佛。南無樹提味佛。南無妙鼓雲聲佛。

南無愛眼佛。南無賢智佛。南無成就功德勝佛。南無寂靜吼佛。

南無法幢佛。南無虛空功德聲佛。南無功德差別佛。南無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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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佛。南無威德佛。南無功德集佛。南無有智佛。南無聖行佛。

南無樂說月佛。南無善滅佛。南無月面佛。南無日月無垢佛。

南無集功德佛。南無華福德佛。南無幢樂說國土佛。南無恭敬

愛佛。南無無量師子力佛。南無自在王佛。南無無量信佛。南

無平等思惟佛。南無不動寂靜佛。南無無垢光佛。南無平等行

佛。南無不濁佛。南無不動佛。南無不擾佛。南無善行佛。南

無住善調智佛。南無說自在佛。南無大天佛。南無深意佛。南

無無量佛。南無法力佛。南無供養花光佛。南無三界供養佛。

南無應供佛。南無日藏佛。南無他供養佛。南無解脫幢佛。南

無快結佛。南無甘露清淨佛。南無金剛堅佛。南無寶聚光明佛。

南無快步佛。南無日清淨光明佛。南無功德積佛。南無阿樓那

勝佛。南無師子去佛。南無勝上佛。南無花德佛。南無放光明佛。

南無波頭摩智愛佛。南無快莊嚴佛。南無不空行佛。南無合創

佛。南無光明幢佛。南無樂心佛。南無樂解脫佛。南無智淨佛。

南無聞慧海佛。南無寶住持佛。南無拘峻莊嚴佛。南無孔雀聲

佛。南無不屬佛。南無斷愛根佛。南無月起佛。南無海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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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不動合去佛。南無樂功德然燈佛。南無教聲佛。南無地主

佛。南無威德力佛。南無住智慧色佛。南無善月佛。南無覺華佛。

南無善讚歎佛。南無善處佛。南無力智威德加佛。南無然燈堅

固佛。南無奮迅佛。南無天聲佛。南無寂靜佛。南無日面佛。

南無樂解脫佛。南無界光明佛。南無住行佛。南無無垢佛。南

無堅固起佛。南無樂智自在佛。南無香光明佛。南無廣光明佛。

南無念自在佛。南無甘露器佛。南無無礙幢佛。南無求勝菩提

佛。南無信行佛。南無寶慚愧佛。南無法用佛。南無一切威德佛。

南無大親佛。南無寂靜行佛。南無甘露增上佛。南無彌留光佛。

南無聖讚歎佛。南無生威德佛。南無光明見佛。南無善修果報

佛。南無善德莊嚴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寂靜功德步佛。南

無功德海佛。南無種種色佛。南無降伏魔佛。南無閉塞魔佛。

南無度一切難佛。南無不破境智佛。南無海文飾佛。南無得勝

眾解脫王佛。南無愛佛。南無大幢佛。南無智聲佛。南無善勝佛。

南無淨命佛。南無智報佛。南無如意幢佛。南無世間自在劫佛。

南無地住持佛。南無日愛佛。南無羅睺月佛。南無花光明佛。

南無明增上佛。南無威德住持佛。南無樂功德佛。南無樂力佛。

南無善聲佛。南無法自在佛。南無梵聲佛。南無善思惟佛。南

無大志智慧佛。南無大施佛。南無月稱佛。南無幢佛。南無稱

人聲佛。南無樹王佛。南無滅闇佛。南無善星佛。南無善光佛。

南無無量樂說幢佛。南無快行福德佛。南無度繫佛。南無無畏

愛佛。南無世間愛佛。南無妙行佛。南無憂波羅花鬘佛。南無

無量樂說光明佛。南無信聖人佛。南無精進功德佛。南無堅甘

露增上佛。南無高寶信佛。南無得功德佛。南無福德慧佛。南

無火炎佛。南無無量威功德威德佛。南無師子步佛。南無不動

信佛。南無過有佛。南無龍王聲佛。南無住持輪佛。南無勝色

佛。南無世愛佛。南無法月佛。南無無量樂稱佛。南無雲幢佛。

南無功德去佛。南無善逝佛。南無無量聲佛。南無虛空天佛。

南無摩尼王佛。南無清淨行佛。南無然燈佛。南無珍寶吼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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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人自在王佛。南無羅睺護佛。南無無畏佛。南無師子慧佛。

南無寶稱佛。南無辯義見佛。南無世間花佛。南無高步佛。南

無等月王佛。南無樂說王佛。南無差別智佛。南無智自在佛。

南無師子齒佛。南無快步佛。南無功德然燈月佛。南無無憂國

土佛。南無意思智慧佛。南無法天炎尊佛。南無合調佛。南無

增上力佛。南無智慧華佛。南無堅固聲佛。南無常樂佛。南無

說義佛。南無信愛作佛。南無師子棄結佛。南無離怖佛。

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受持讀誦是賢劫千佛名者。必見彌勒世尊。

及見盧至。遠離諸難。

南無月光明佛。南無不動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多伽羅香佛。

南無妙勝佛。南無波頭摩幢佛。南無寶聚佛。南無沈水香佛。

南無大莊嚴佛。南無喜勝佛。南無山海佛。南無大海佛。南無

法幢佛。南無梵勝佛。南無大香佛。南無大成就佛。南無大寶

輪佛。南無無量壽佛。南無大高勝佛。南無大金臺佛。南無大

輪佛。南無語作佛。南無大人佛。南無大手佛。南無師子香稱

佛。南無供養勝佛。南無自在火佛。南無安樂作勝佛。南無師

子華勝佛。南無寂靜幢佛。南無戒王佛。南無普勝佛。南無怖

象佛。南無無憂勝佛。南無憂波羅香佛。南無大地佛。南無大

龍勝佛。南無清淨王佛。南無大樂佛。南無波頭摩勝佛。南無

捨拘穌摩佛。南無龍妙佛。南無華聚佛。南無香象佛。南無常

觀佛。南無正作佛。南無善住佛。南無尼拘律王佛。南無常光

佛。南無月勝佛。南無栴檀行佛。南無日藏佛。南無勝藏佛。

南無須彌力佛。南無如意藏佛。南無金剛王佛。南無難勝佛。

南無大勝佛。南無善見佛。南無精進德佛。南無大海佛。南無

普莎羅佛。南無宿勝佛。南無佛天佛。南無師子幢佛。南無甘

露勝佛。南無無量勝佛。南無功德慧厚勝佛。南無華幢佛。南

無首勝佛。南無精進勝佛。南無龍勝佛。南無勝成就佛。南無

寶積佛。南無勝足佛。南無大師佛。南無普見佛。南無寶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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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普至佛。南無恭敬勝佛。南無大念佛。南無斷一切眾

生疑王佛。南無寶勝佛。南無普蓋佛。南無大蓋佛。南無妙勝

佛。南無千供養佛。南無寶華步佛。南無眾勝佛。南無幢慧佛。

南無尼拘律王佛。南無上勝佛。南無普波頭摩佛。南無普勝佛。

南無龍王護眾佛。南無寂滅佛。南無遠離垢佛。南無大聚佛。

南無大供養佛。南無大將佛。南無善見佛。南無上勝佛。南無

波頭摩勝佛。南無闇 ( 丹闍 ) 輪威德佛。南無勝月佛。南無能

仁佛。南無然燈佛。南無大威德佛。南無月面佛。南無栴檀香

佛。南無彌留山佛。南無彌留劫佛。南無大面佛。南無無染佛。

南無龍天佛。南無山聲自在王佛。南無須彌山佛。南無金藏佛。

南無火光佛。南無樹提自在王佛。南無地寂佛。南無勝琉璃金

光明佛。南無月像佛。南無月 ( 丹日 ) 聲佛。南無散華光明莊

嚴佛。南無海山智慧奮迅通佛。南無金剛光佛。南無大香光佛。

南無遠離瞋恨心佛。南無月光佛。南無勝琉璃快智慧俱穌摩佛。

南無日光佛。南無華鬘色王佛。南無華通佛。南無水月光佛。

南無破無明闇佛。南無得樂說佛。南無無畏王佛。南無然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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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師子意佛。南無精進堅固佛。南無不壞精進佛。南無堅固

勇猛佛。南無人月佛。南無師子慧佛。南無閻浮上佛。南無釋

迦牟尼佛。南無大勢佛。南無快聲佛。南無無量光佛。南無妙

光佛。南無上首佛。南無上勝佛。南無樂吼佛。南無見實佛。

南無供養積 ( 丹稱 ) 佛。南無師子慧佛。南無聲德佛。南無善

香佛。南無電燈佛。南無波頭摩光佛。南無大燈佛。南無淨聲佛。

南無破疑佛。南無無邊威德佛。南無賒尸面佛。南無無量名佛。

南無妙威德佛。南無無量藏佛。南無散畏疑佛。南無福德燈佛。

南無善見佛。南無不可降伏威德佛。南無愛威德佛。南無光明

奮迅佛。南無廣秤佛。南無異幢佛。南無不可勝佛。南無威德

王佛。南無堅固佛。南無妙稱佛。南無無量色佛。南無大信佛。

南無妙聲佛。南無不動步佛。南無無量莊嚴佛。南無威德王聚

光明佛。南無住智慧佛。南無金堅佛。南無愛解脫佛。南無能

與無畏佛。南無甘露藏佛。南無普觀佛。南無大須佛。南無山

威德佛。南無天供養佛。南無光明勝佛。南無說重佛。南無莊

嚴光明佛。南無師子奮迅佛。南無異見佛。南無遍見佛。南無

甘露步佛。南無月光明佛。南無稱供養佛。南無護根佛。南無

清淨聲佛。南無無障礙輪佛。南無離生佛。南無甘露聲佛。南

無空威德佛。南無功德王佛。南無無量色佛。南無大力佛。南

無黠慧莊嚴佛。南無見無障礙佛。南無師子香佛。南無普見佛。

南無普德佛。南無善見佛。南無善色佛。南無慧稱佛。南無寶

莊嚴佛。南無妙光佛。南無解脫奮迅佛。南無功德莊嚴佛。南

無畢竟智佛。南無智高佛。南無不動智佛。南無善威儀佛。南

無快色佛。南無寶聲佛。南無火聲佛。南無善見佛。南無無量

威德佛。南無妙思惟佛。南無愛稱佛。南無功德華佛。南無俱

穌摩炎佛。南無難降伏佛。南無妙聲吼佛。南無善見佛。南無

眾生可敬佛。南無火明佛。南無無比步佛。南無清淨智佛。南

無快聲佛。南無火照佛。南無月照佛。南無智化佛。南無功德

莊嚴佛。南無福德光明佛。南無智作佛。南無斷有見佛。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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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愛佛。南無無量光佛。南無勝聲佛。南無種種日佛。南無戒

步佛。南無天面佛。南無放蓋佛。南無波婆娑佛。南無星宿佛。

南無覺慧佛。南無增上師子種種鳴吼聲佛。南無象吼佛。南無

梵聲佛。南無龍吼佛。南無勢自在佛。南無世間自在王佛。南

無無量命佛。南無然燈佛。南無無垢蓋佛。南無寶光明佛。南

無天威德面佛。南無然燈佛。南無光明勝王佛。南無普照佛。

南無智慧奮迅王佛。南無可量花佛。南無下花佛。南無莊嚴勝

散花佛。南無無量花佛。南無盧舍那智慧莊嚴奮迅王佛。南無

無量眾上首王佛。南無無垢威德佛。南無勝成就佛。南無月摩

尼光羅網佛。南無安隱佛。南無高行佛。南無歡喜佛。南無堅

固佛。南無善眼佛。南無善意佛。南無六十二同名尸棄佛。南

無善生佛。南無淨聖佛。南無梵勝佛。南無善見佛。南無上勝佛。

南無上修佛。南無妙勝佛。南無寂靜命佛。南無不厭足法佛。

南無得功德佛。南無陽炎佛。南無稱上佛。南無吉沙佛。南無

星宿佛。南無了見佛。南無無量命佛。南無見義佛。南無高山佛。

南無金聖佛。南無一切處自在佛。南無自在幢佛。南無淨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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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妙聲佛。南無人聲佛。南無寶上佛。南無寶焰佛。南無大

寶佛。南無八十千同名然燈佛。南無八十億那由他同名釋迦牟

尼佛。南無一萬八千同名莎羅王佛。南無九萬同名尼拘律王佛。

南無五千同名波頭摩王佛。南無六千同名上王佛。南無無同佛

名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智勝上王佛。南無無垢智戒王

佛。南無無量光明勝王佛。南無閻浮檀須彌山王佛。南無自在

王佛。南無常放光明王佛。南無無垢稱王佛。南無師子受象山

歡喜王佛。南無寶杖功德王光佛。南無無盡智慧佛。南無寶幢

佛。南無光明輪藏佛。南無奮迅恭敬稱佛。南無高山王勝佛。

南無雲護佛。南無師子奮迅王佛。南無護妙法幢實 (丹寶 )佛。

南無寶輪威德佛。南無勝光明功德佛。南無無量國土佛。南無

愛星宿佛。南無無量光明佛。南無有德佛。南無十方清淨佛。

南無善智慧佛。南無勝魔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勝心佛。南

無心智佛。南無花藏佛。南無大力佛。南無常釋(丹擇)智慧佛。

南無那羅延藏佛。南無常決定智佛。南無無邊光佛。南無師子

聲佛。南無妙智佛。南無福德光明佛。南無上首光佛。南無快

身佛。南無無垢義佛。南無應威德佛。南無成就智佛。南無德

吼佛。南無舍地佛。南無妙光佛。南無決定思佛。南無實(丹寶)

日佛。南無威德光明佛。南無花威德佛。南無勝成佛。南無稱

高佛。南無信功德佛。南無法燈佛。南無信勝佛。南無上愛面佛。

南無師子奮迅佛。南無眾山天佛。南無海智佛。南無波頭摩藏

佛。南無華藏佛。南無實 ( 丹寶 ) 仙佛。南無莎羅王佛。南無

日光明佛。南無趣菩提佛。南無寂根佛。南無日光佛。南無分

( 丹芬 ) 陀利香佛。南無彌留光佛。南無月面佛。南無妙步佛。

南無觀十方佛。南無德光明佛。南無清淨戒佛。南無無邊智佛。

南無無邊步佛。南無堅精進佛。南無天供養佛。南無普智佛。

南無寂光佛。南無仁威德佛。南無功德橋梁佛。南無堅固修佛。

南無稱聖佛。南無稱幢佛。南無不異心佛。南無普信佛。南無

大威德佛。南無應供養佛。南無上功德佛。南無成就義修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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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愛供養佛。南無普護佛。南無信菩提佛。南無心意佛。南

無出智佛。南無山聲佛。南無性日佛。南無雲聲佛。南無大炎

聚佛。南無勝積佛。南無無憂佛。南無天國土佛。南無師子喜

聲佛。南無無量明佛。南無見愛佛。南無燈王佛。南無勝高佛。

南無十方聞名佛。南無愛眼佛。南無月高佛。南無能與無畏佛。

南無星宿王佛。南無月天佛。南無光明日佛。南無大稱佛。南

無真聲佛。南無愛說佛。南無稱上佛。南無天王佛。南無甘露

明佛。南無樂聲佛。南無心意佛。南無地住佛。南無寂過佛。

南無多羅王佛。南無無畏佛。南無清淨智佛。南無能破疑佛。

南無慈勝佛。南無勝上佛。南無種種日佛。南無普見佛。南無

見月佛。南無降伏魔佛。南無大首佛。南無師子奮迅去佛。南

無威德光佛。南無普護佛。南無成就義威德佛。南無光明日佛。

南無見聚佛。南無清淨意佛。南無香山佛。南無摩尼清淨佛。

南無功德明佛。南無日然燈佛。南無成就光佛。南無樂說法佛。

南無善思惟義佛。南無普現見佛。南無師子幢佛。南無苦行佛。

南無大步佛。南無蓮花眼佛。南無照光佛。南無信無量佛。南

69



無無量色佛。南無蓋天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上首佛。南無

善見佛。南無親味佛。南無德味佛。南無日面佛。南無無障礙

眼佛。南無師子步佛。南無火燈佛。南無生勝佛。南無信功德佛。

南無福德藏佛。南無法幢佛。南無天愛佛。南無無畏佛。南無

月愛佛。南無智勝佛。南無威德光佛。南無月德佛。南無功德

聚佛。南無無邊光佛。南無安樂佛。南無稱幢佛。南無光明吼佛。

南無普功德佛。南無上幢佛。南無那羅延佛。南無寶信佛。南

無普思惟佛。南無善思惟佛。南無善智佛。南無不可量威德佛。

南無師子臂佛。南無光明意佛。南無王天佛。南無實 ( 丹本寶 )

幢佛。南無住善意佛。南無無量天佛。南無聖化佛。南無大功

德佛。南無大幢佛。南無大光日佛。南無真法佛。南無日月佛。

南無真報佛。南無勝天佛。南無觀解脫佛。南無寶光明佛。南

無孔雀聲佛。南無普行佛。南無成就光佛。南無無量眼佛。南

無稱愛佛。南無善護佛。南無信天佛。南無不可量步佛。南無

大威佛。南無心智佛。南無化 ( 丹仙 ) 步佛。南無月形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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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火聚佛。南無大修佛。南無火步佛。南無勝天佛。南無成就

義修佛。南無月愛佛。南無師子聲佛。南無信說佛。南無智光佛。

南無花威德佛。南無光明聚佛。南無神通光明佛。南無無量威

德佛。南無無量光佛。南無勝藏佛。南無普照稱佛。南無寶幢

佛。南無勝威德佛。南無日幢佛。南無大彌留佛。南無供養莊

嚴佛。南無世間聞名佛。南無勝德佛。南無勝稱佛。南無成就

步佛。南無天供養佛。南無實(丹寶)淨佛。南無不可降伏稱佛。

南無應光明佛。南無大燈佛。南無行威儀畏佛。南無奮迅佛。

南無無障礙見佛。南無離疑佛。南無大行佛。南無不失步佛。

南無天國土佛。南無善力佛。南無喜菩提佛。南無花光佛。南

無能與光明佛。南無天愛佛。南無解脫光明佛。南無施光明佛。

南無作功德佛。南無成智佛。南無道光佛。南無海王佛。南無

喜菩提佛。南無法光佛。南無大天佛。南無深智佛。南無法自

在佛。南無大信佛。南無心意佛。南無智光佛。南無不謬思佛。

南無起福德佛。南無漏稱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月光佛。南

無天光佛。南無清淨行佛。南無功德愛佛。南無師子意佛。南

無地清淨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快光明佛。南無種種日佛。

南無月愛佛。南無月蓋佛。南無普觀佛。南無無染佛。南無稱

勝佛。南無月面佛。南無龍天佛。南無功德聚佛。南無功德智

佛。南無花勝佛。南無世愛佛。南無甘露威德佛。南無寶幢佛。

南無日光明佛。南無甘露光佛。南無說法愛佛。南無應愛佛。

南無地光佛。南無功德作佛。南無花勝佛。南無功德臂佛。南

無法燈佛。南無普光佛。南無梵聲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解

脫日佛。南無堅精進佛。南無佛光明佛。南無功德稱佛。南無

善智慧佛。南無不可量莊嚴佛。南無師子愛佛。南無功德步佛。

南無上天佛。南無觀行佛。南無日天佛。南無電光佛。南無勝

愛佛。南無彌留幢佛。南無華光佛。南無上意佛。南無香山佛。

南無功德奮迅佛。南無勝意佛。南無信聖佛。南無寶洲佛。南

無上威德佛。南無最後見佛。南無歡喜莊嚴佛。南無功德藏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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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無垢鏡佛。南無威德力佛。南無清淨眼佛。南無智行

佛。南無不謬足佛。南無聖眼佛。南無樂解脫佛。南無大聲佛。

南無上國土佛。南無修行光明佛。南無念業佛。南無信功德佛。

南無盧舍稱佛。南無照闇佛。南無愛自在佛。南無月光佛。南

無上聲佛。南無功德勝佛。南無攝受擇佛。南無相王佛。南無

離熱病智佛。南無能與聖佛。南無法洲佛。南無甘露功德佛。

南無無瞋恨佛。南無甘露香佛。南無月眼 ( 丹明 ) 佛。南無吼

聲佛。南無無畏日佛。南無得無畏佛。南無喜愛佛。南無不錯

智佛。南無世愛佛。南無天燈佛。南無信聖佛。南無天蓋佛。

南無龍光佛。南無勝步佛。南無法威德佛。南無見有佛。南無

慚愧面佛。南無勝色佛。南無普眼佛。南無功德光佛。南無月

勝佛。南無定實佛。南無功德幢佛。南無世自在劫佛。南無無

畏親佛。南無攝智佛。南無降怨佛。南無去光明佛。南無勝積佛。

南無一念光佛。南無力士奮迅佛。南無師子足佛。南無戒愛佛。

南無信世間佛。南無勝威德光明佛。南無師子奮迅鬚佛。南無

無垢去佛。南無決定智佛。南無離無明佛。南無功德聚佛。

佛說佛名經卷第四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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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天蓋佛。南無龍光佛。南無勝步佛。南無法威德佛。南無

見有佛。南無慚愧面佛。南無勝色佛。南無普眼佛。南無功德

光佛。南無月勝佛。南無定實佛。南無功德幢佛。南無世自在

劫佛。南無無畏親佛。南無攝智佛。南無降怨佛。南無法光明佛。

南無勝積佛。南無一念光佛。南無力士奮迅佛。南無師子足佛。

南無戒愛佛。南無信世間佛。南無勝威德光明佛。南無師子奮

迅鬚佛。南無無垢去佛。南無決定智佛。南無離無明佛。南無

功德聚佛。南無攝慧佛。南無大智味佛。南無實步佛。南無心

日佛。南無觀方佛。南無信說佛。南無思惟忍佛。南無法蓋佛。

南無不可降伏月佛。南無天華佛。南無天波頭摩佛。南無普威

德佛。南無月明佛。南無功德莊嚴佛。南無相王佛。南無稱思

惟佛。南無樹幢佛。南無淨行佛。南無威德步佛。南無信眾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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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善香佛。南無智者讚歎佛。南無智慧光明佛。南無智鎧佛。

南無威德力佛。南無勝威德佛。南無佛歡喜佛。南無勝信佛。

南無一切愛佛。南無離諸佛。南無思義佛。南無大高佛。南無

聖人面佛。南無黠慧信佛。南無攝菩提佛。南無妙聲佛。南無

大威德佛。南無樂師子佛。南無普寶佛。南無一切世愛佛。南

無分金剛佛。南無師子聲佛。南無過火佛。南無導師佛。南無

人月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日光佛。南無快見佛。南無普摩

尼香佛。南無寂行佛。南無攝稱佛。南無梵供養佛。南無大吼佛。

南無應供養佛。南無黠慧信佛。南無無量願佛。南無世光佛。

南無見忍佛。南無大花佛。南無有我佛。南無如意佛。南無善

菩提根佛。南無地德佛。南無天德佛。南無不怯弱聲佛。南無

普現佛。南無月光明佛。南無勝信佛。南無決定色佛。南無方

便心佛。南無智味佛。南無功德信佛。南無難降伏佛。南無普

見佛。南無月光明佛。南無月蓋佛。南無世橋佛。南無信供養佛。

南無樂勝佛。南無善蓋佛。南無慚愧賢佛。南無能觀佛。南無

師子聲佛。南無大行佛。南無普信佛。南無器聲佛。南無勝愛佛。

南無普行佛。南無普智佛。南無大奮迅佛。南無月幢佛。南無

堅行佛。南無天供養佛。南無能驚怖佛。南無勝稱佛。南無成

就一切功德佛。南無堅固佛。南無甘露光佛。南無大聲佛。南

無高聲佛。南無大力佛。南無大盡佛。南無信甘露佛。南無行

菩提佛。南無勝聲思惟佛。南無高光佛。南無悕勝佛。南無樂

種種聲佛。南無愛義佛。南無修行信佛。南無離愛佛。南無善

生佛。南無威德力佛。南無信功德佛。南無聲稱佛。南無放光

明佛。南無疑奮迅佛。南無勝王佛。南無林華佛。南無功德華佛。

南無捨諍佛。南無大廣佛。南無大稱佛。南無虛空愛佛。南無

甘露奮迅佛。南無日聚佛。南無月聲佛。南無天幢佛。南無與

清淨佛。南無能日佛。南無快可見佛。南無堅意勝聲佛。南無

雨甘露佛。南無無畏聲佛。南無善根聲佛。南無勝聲佛。南無

勝愛佛。南無甘露稱佛。南無法花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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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尊重佛。南無勝意佛。南無彌留光佛。南無清淨思惟佛。南

無高光明佛。南無破怨佛。南無甘露城佛。南無華光佛。南無

大稱佛。南無安隱恩佛。南無道威德佛。南無清淨心佛。南無

天供養佛。南無度泥佛。南無離有佛。南無法華佛。南無大勝佛。

南無可樂光明佛。南無火光佛。南無見愛佛。南無光明愛佛。

南無喜聲佛。南無大施德佛。南無實步佛。南無無滯礙智佛。

南無得威德佛。南無月藏佛。南無淨光明佛。南無大莊嚴佛。

南無得樂自在佛。南無妙光明佛。南無寂光佛。南無離疑佛。

南無無過智慧佛。南無成就行佛。南無清淨身佛。南無無畏愛

佛。南無稱吼佛。南無大吼佛。南無善思佛。南無大思佛。南

無清淨色佛。南無大奮迅佛。南無樂眼佛。南無命清淨佛。南

無行清淨佛。南無離熱智佛。南無應橋佛。南無善集智佛。南

無普信佛。南無設尸威德佛。南無不死城佛。南無不護聲佛。

南無化日佛。南無善住思惟佛。南無高信佛。南無須摩那光明

佛。南無光明力佛。南無功德希佛。南無法俱穌摩佛。南無淨

威德佛。南無淨行佛。南無天色心佛。南無力王佛。南無普觀佛。

南無梵供養佛。南無聖花佛。南無虛空佛。南無降伏欝彌佛。

南無無譬智佛。南無降伏刺佛。南無降伏城佛。南無應愛佛。

南無戒功德佛。南無平等勿思佛。南無不怯弱心佛。南無精進

信佛。南無高光明佛。南無聞智佛。南無無礙心佛。南無無畏

光佛。南無甘露聲佛。南無種種日佛。南無勝黠慧佛。南無可

修敬佛。南無功德王佛。南無護根佛。南無禪解脫佛。南無大

威德佛。南無栴檀香佛。南無見信佛。南無妙橋梁佛。南無可

觀佛。南無不可量智佛。南無千日威德佛。南無捨重擔佛。南

無稱信佛。南無諸方聞佛。南無自在佛。南無無邊智佛。南無

無垢光佛。南無甘露信佛。南無妙眼佛。南無解脫行佛。南無

可樂見佛。南無高光明佛。南無大聲佛。南無大威德聚佛。南

無光明幢佛。南無應供養佛。南無福德威德積佛。南無信相佛。

南無大炎佛。南無應信佛。南無善住思惟佛。南無須提他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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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智作佛。南無普寶佛。南無日光佛。南無說提他佛。南無

炎眼佛。南無師子身佛。南無稱親光佛。南無清淨聲佛。南無

悕樂佛。南無寂靜增上佛。南無寶威德佛。南無善威德供養佛。

南無毛光佛。南無世間尊佛。南無善行淨佛。南無菩提他威德

佛。南無應眼佛。南無大步佛。南無成義佛。南無安隱愛佛。

南無天摩私多佛。南無捨漫流佛。南無捨寶佛。南無智滿佛。

南無橋度佛。南無解脫賢佛。南無眾步佛。南無光明威德佛。

南無慈力佛。南無月勝佛。南無寂光佛。南無愛眼佛。南無賒

尸羅聲佛。南無不死色佛。南無樂法佛。南無大月佛。南無無

障礙聲佛。南無功德奮迅佛。南無不死華佛。南無平等見佛。

南無大月佛。南無功德味佛。南無十光佛。南無種種光佛。南

無龍德佛。南無雲聲佛。南無功德步佛。南無思功德佛。南無

大聲佛。南無了聲佛。南無遠離惡處佛。南無天華佛。南無快

眼佛。南無大然燈佛。南無離癡行佛。南無堅固希佛。南無捨

邪佛。南無相華佛。南無不可思議光明佛。南無普賢佛。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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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妙佛。南無樂德佛。南無清淨聲佛。南無勝慧佛。南無賢光佛。

南無堅固花佛。南無光明意佛。南無福德德佛。南無意成就佛。

南無樂解脫佛。南無離漂河佛。南無調怨佛。南無不去捨佛。

南無甘露光明佛。南無無垢心佛。南無樂聲佛。南無不可量眼

佛。南無快修行佛。南無妙高光佛。南無集功德佛。南無可樂佛。

南無大心佛。南無天 ( 丹大 ) 信佛。南無思惟甘露佛。南無黠

慧佛。南無勝燈佛。南無堅意佛。南無力步佛。南無蓮花葉眼佛。

南無菩提光明佛。南無妙吼聲佛。南無六通聲佛。南無威德力

佛。南無人稱佛。南無勝華集佛。南無大髻佛。南無不隨他佛。

南無無畏行佛。南無不怯弱佛。南無離憂闇佛。南無過潮佛。

南無月光佛。南無心勇猛佛。南無解脫慧佛。南無不取捨佛。

南無薝蔔燈佛。南無勝火佛。南無善思意佛。南無勝威德色佛。

南無信世間佛。南無妙慧佛。南無善喜信佛。南無華光佛。南

無人華佛。南無善香佛。南無勝功德佛。南無種種華佛。南無

高勝佛。南無虛空功德佛。南無天信佛。南無可敬橋佛。南無

78



月光佛。南無大聚佛。南無最力佛。南無智地佛。南無高意佛。

南無山王智佛。南無快昇佛。南無妙昇佛。南無勝親佛。南無

離疑佛。南無應行佛。南無勝香佛。南無無諍行佛。南無修行

功德佛。南無大精進心佛。南無然光明佛。南無攝步佛。南無

修行深心佛。南無香希佛。南無香手佛。南無寂靜智佛。南無

妙心佛。南無功德莊嚴佛。南無增上行佛。南無智意佛。南無

功德山清淨聲佛。南無攝集佛。南無妙信佛。南無月見佛。南

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法不可力佛。南無離諸疑奮迅佛。南無

稱王佛。南無攝諸根佛。南無上去佛。南無甘露光佛。南無甘

露心佛。南無諸眾生上佛。南無淨髻佛。南無不可降伏色佛。

南無普信佛。南無莊嚴王佛。南無甘露日佛。南無勝燈佛。南

無波頭上佛。南無寶藏佛。南無普光佛。南無最勝王佛。南無

普光明上勝積王佛。南無普現佛。南無普賢佛。南無還華勝佛。

南無自在轉法王佛。南無千世自在聲佛。南無千善無垢聲自在

王佛。南無離千無畏聲自在王佛。南無千無垢威德自在王佛。

南無五百日聲自在王佛。南無五百樂自在聲佛。南無日龍歡喜

佛。南無離畏稱王佛。南無妙光幢佛。南無離光聲佛。南無稱

自在聲佛。南無妙法稱聲佛。南無勝藏稱王佛。南無不可思議

意王佛。南無寶幢佛。南無火自在佛。南無聖智自在幢勇猛王

佛。南無不可思量佛。南無智藏佛。南無智高幢佛。南無智海

王佛。南無大精進聲自在王佛。南無彌留勝劫佛。南無智顯修

自在種子善無垢吼自在王佛。南無降伏功德海王佛。南無智成

就力王佛。南無勝道自在王佛。南無勝闇積自在佛。南無華勝

積智佛。南無金剛師子佛。南無戒勝佛。南無賢勝佛。南無無

邊光佛。南無師子喜佛。南無無盡智積佛。南無寶行佛。南無

智波羅婆佛。南無師子稱佛。南無智功德王佛。南無法華雨佛。

南無能作光佛。南無高山佛。南無法妙王無垢佛。南無香自在

無垢眼佛。南無集大礙佛。南無無障礙力王佛。南無自智福德

力佛。南無智衣佛。南無自在佛。南無無量安隱佛。南無智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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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大彌留佛。南無日藏佛。南無作功德莊嚴佛。南無花幢佛。

南無功德光明佛。南無離功德闇王佛。南無功德王佛。南無法

幢佛。南無聲自在王佛。南無自護佛。南無金剛密迹佛。南無

寶自在佛。南無妙幢佛。南無山劫佛。南無樂雲佛。南無法作佛。

南無莎羅王佛。南無普功德堅固王佛。南無栴檀佛。南無善住

佛。南無善至佛。南無幢勝燈佛。南無智步佛。南無堅幢佛。

南無散法稱佛。南無降伏憍慢佛。南無功德炎佛。南無智光明

佛。南無智然燈佛。南無無畏王佛。南無智聲幢攝佛。南無金

剛燈佛。南無莊嚴王佛。南無勝數佛。南無善住意佛。南無月

王佛。南無次第降伏王佛。南無堅固自在王佛。南無師子步佛。

南無那羅延勝藏佛。南無集寶藏佛。南無樹提藏佛。南無星宿

差別稱佛。南無功德力堅固王佛。南無妙聲佛。南無梵聲佛。

南無勝梵佛。南無堅固土佛。南無千香佛。南無波頭摩勝王佛。

南無光輪光佛。南無火光明王佛。南無香波頭摩王佛。南無疾

無邊功德海智王佛。南無閻浮影佛。南無功德山幢佛。南無師

子幢佛。南無龍吼佛。南無華威德王佛。南無善香種子佛。南

無無我甘露功德威德王劫佛。南無復有八千同名無我甘露功德

威德王劫佛。南無法智佛。南無龍自在解脫佛。南無金剛華佛。

南無龍吼自在聲佛。南無寶積佛。南無華照佛。南無火香佛。

南無須摩那華佛。南無山王佛。南無世眼佛。南無淨上佛。南

無閻浮影佛。南無根本上佛。南無寶山佛。南無海藏佛。南無

堅力佛。南無上聖佛。南無自在聖佛。南無拘鄰佛。南無師子

步佛。南無智幢佛。南無佛聞聲佛。南無廣勝佛。南無安隱佛。

南無智光佛。南無大自在佛。南無寂世佛。南無手喜佛。南無

尼拘律王佛。南無金眼佛。南無供養佛。南無日喜佛。南無寶

炎佛。南無善眼佛。南無高淨佛。南無淨聖佛。南無吼聲佛。

南無見義佛。南無稱喜佛。南無稱勝佛。南無可喜佛。南無善

香佛。南無疾行佛。南無妙眼佛。南無善勝佛。南無修義佛。

南無善意佛。南無妙慧佛。南無金幢佛。南無善眼佛。南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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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佛。南無輸頭檀佛。南無善見佛。南無毘留羅幢佛。南無

毘樓博叉佛。南無梵聲佛。南無成就勝佛。南無勝光明佛。南

無無垢佛。南無摩尼跋陀佛。南無摩梨指佛。南無大摩梨指佛。

南無能聖佛。南無聲自在佛。南無讚歎成就佛。南無勝成就華

佛。南無拘穌摩佛。南無不動佛。南無日藏佛。南無樂聲佛。

南無能作光佛。南無龍德佛。南無金剛光佛。南無稱王佛。南

無虎王佛。南無高光佛。南無發行佛。南無智成就佛。南無香

自在佛。南無那羅延藏佛。南無火藏佛。南無破垢勝王佛。南

無寶蓋勝光佛。南無山自在王佛。南無寶月佛。南無師子奮迅

幢自在王佛。南無實根廣眼佛。南無世自在王佛。南無遠離諸

怖畏隨煩惱聲佛。南無敷華盧舍那佛。南無香波頭摩佛。南無

無垢功德威德王佛。南無不動佛。南無日藏佛。南無樂自在聲

火佛。南無智日佛。南無龍吼佛。南無金剛齒佛。南無月藏佛。

南無勝自在佛。南無不可思議王佛。南無火勝藏佛。南無喜幢

佛。南無無畏自在佛。南無見彌留佛。南無智像佛。南無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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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佛。南無無憂勝佛。南無法自在吼佛。南無法自在莎羅王佛。

南無師子奮迅佛。南無那羅延佛。南無善擇藏佛。南無寶集佛。

南無功德奮迅佛。南無火藏佛。南無星宿稱佛。南無功德力堅

固王佛。南無妙吼聲奮迅佛。南無莎羅勝黠王佛。南無威德自

在光明佛。南無妙聲吼佛。南無寶掌龍自在佛。南無法雲吼自

在平等佛。南無寶山佛。南無妙光藏佛。南無師子多羅稱佛。

南無普藏佛。南無淨華佛。南無歌羅毘羅奮迅佛。南無法疾然

燈佛。南無無等上彌留佛。南無稱聲王佛。南無梵帝釋聲佛。

南無遠離逼惱佛。南無毘沙門堅固王佛。南無破魔王宮佛。南

無莎羅王佛。南無大奮迅光佛。南無華勝佛。南無栴檀佛。南

無彌留王佛。南無拘羅伽堅固樹提佛。南無智奮迅佛。南無二

萬同名月然燈佛。南無無垢身佛。南無波頭摩光佛。南無華勝

步佛。南無華光佛。南無稱幢佛。南無閻浮檀金光佛。南無多

摩羅跋葉栴檀香佛。南無大通智勝佛。南無不動佛。南無彌留

山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師子種 (丹幢 )佛。南無住虛空佛。

南無常入涅槃佛。南無帝釋幢佛。南無梵幢佛。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善度佛。南無多摩羅跋葉栴檀香通佛。南無彌留劫佛。南

無雲燈佛。南無雲自在王佛。南無一切世間高佛。南無能破諸

畏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法光明佛。南無五百普光明佛。

南無大海住持智奮迅通佛。南無七寶波頭摩步佛。南無二千寶

幢佛。南無多寶佛。南無一切眾生愛見佛。南無百千光明滿足

幢佛。南無二十億千驚怖吼聲王佛。南無二十億百日月然燈佛。

南無二十億百妙聲王佛。南無二十億百雲聲王佛。南無寶威德

高王佛。南無月無垢日光明勝佛。南無蓮華葉星宿王花通佛。

南無雲妙鼓聲王佛。南無住持水吼聲佛。南無聲星宿王拘穌摩

通佛。南無莎羅樹王佛。南無無垢光明佛。南無寶炎佛。南無

華鬘林土華通佛。南無日月寶作光明佛。南無功德寶光明佛。

南無寶林佛。南無雲王佛。南無寶蓋勝光明佛。南無普見佛。

南無功德自在佛。南無師子聲作佛。南無寶積示現佛。南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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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佛。南無菩提意佛。南無無量命佛。南無阿閦佛。南無香王佛。

南無寶作佛。南無修行法佛。南無蓋王佛。南無摩尼王佛。南

無月藏佛。南無日藏佛。南無聲身王佛。南無善覺佛。南無須

彌劫佛。南無能聖佛。南無寶波頭摩月清淨勝王佛。南無不動

佛。南無普滿佛。南無無盡慧佛。南無寶幢佛。南無奮迅恭敬

稱佛。南無實幢佛。南無無垢光明藏佛。南無雲護佛。南無師

子奮迅佛。南無勝高山王佛。南無波頭摩上佛。南無身上佛。

南無多寶妙佛。南無勝藏山增上王佛。南無意勇猛仙行勝佛。

南無甘露藏佛。南無妙鼓聲王佛。南無日月佛。南無唯寶蓋佛。

南無普光明奮迅光王佛。南無能行成就聖佛。南無不動佛。南

無無垢光明稱王佛。南無九千法莊嚴佛。南無摩尼金蓋佛。南

無星宿佛。南無高山歡喜佛。南無菩提分華身佛。南無能修行

佛。南無寶作佛。南無如寶佛。南無高聚佛。南無寶光明佛。

南無寶來佛。南無寶高佛。南無阿閦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

大光明佛。南無不可量聲佛。南無不可思議聲佛。南無大稱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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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寶照佛。南無得大無畏佛。南無寶聲佛。南無無邊清淨佛。

南無月聲佛。南無無邊稱佛。南無月光清淨佛。南無清淨光佛。

南無無垢光佛。南無無邊寶佛。南無波頭摩勝佛。南無身勝佛。

南無金色佛。南無梵聲王佛。南無金光明佛。南無金色作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金色華香自在王佛。南無堅固王佛。南

無堅固勇猛仙行勝佛。南無勝藏摩尼光佛。南無無量香光佛。

南無師子聲佛。南無至大勢精進修行畢竟佛。南無堅固智佛。

南無妙鼓聲王佛。南無月妙佛。南無華勝佛。南無世間燈佛。

南無火佛。南無寶輪佛。南無無垢智佛。南無常寂滅佛。南無

無邊寶花光明佛。南無須彌山奮迅佛。南無寶華佛。南無集寶

聚佛。南無不退輪寶住勝佛。南無德普盧舍那清淨佛。南無日

月燈佛。南無迷留佛。南無大彌留佛。南無須彌劫佛。南無香

面佛。南無成就香佛。南無彌留香佛。南無清淨光佛。南無法

上佛。南無香自在王佛。南無大摩尼佛。南無香光佛。南無火

光佛。南無甘露光佛。南無月光佛。南無月燈佛。南無月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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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集聲佛。南無勝作佛。南無多寶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

師子聲佛。南無勇猛仙佛。南無金剛喜佛。南無護一切佛。南

無離諸疑佛。南無寶炎眷屬佛。南無無憂佛。南無住持速力佛。

南無妙喜佛。南無自在作佛。南無無邊聲佛。南無然燈作佛。

南無寶光明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擇說佛。南無擇聲佛。南

無勝藏積吼王佛。南無降伏金剛堅佛。南無寶月光佛。南無寶

大 (丹火 )佛。南無堅上佛。南無寶波頭摩步佛。南無寶勝佛。

南無金寶光佛。南無悕喜快勝佛。南無不可量勝佛。南無善逝

王佛。南無聖自在手佛。南無不可說分別佛。南無不空勝佛。

南無月妙勝佛。南無樹提勝佛。南無虛空光明佛。南無善清淨

無垢間錯幢佛。南無善住善根藏王佛。南無成就一切義勝佛。

南無智功德清淨勝佛。南無善說清淨幢佛。南無琉璃藏上勝佛。

南無普功德奮迅佛。南無善清淨功德寶住佛。南無寶光明清淨

心勝佛。南無金上勝佛。南無勝月佛。南無波頭摩上奮迅勝佛。

南無波頭摩上佛。南無寶成就勝佛。南無電光幢(丹本有王)佛。

85



南無電光明高王佛。南無多羅王佛。南無妙勝佛。南無雷虛空

然燈佛。南無成就一切功德佛。南無賢高幢王佛。南無住持一

切寶間錯莊嚴佛。南無寶光明莊嚴智威德聲自在王佛。南無俱

蘇摩大奮迅通佛。南無敷華莎羅王佛。南無月輪清淨佛。南無

善寂智月聲自在王佛。南無阿僧祇精進住勝佛。南無波心炎佛。

南無山功德幢王佛。南無法幢山佛。南無須彌山佛。南無功德

師子自在佛。南無寂王佛。南無淨王佛。南無稱山佛。南無功

德須彌勝佛。南無日佛。南無月面佛。南無離虛空畏佛。南無

普光佛。南無方成佛。南無住海面佛。南無寶光佛。南無雲勝佛。

南無法炎佛。南無山功德佛。南無華生佛。南無大悲佛。南無

法界華佛。南無華幢佛。南無王意佛。南無王慧佛。南無智慧佛。

南無心義佛。南無自在佛。南無勝天意佛。南無速王佛。南無

光明幢勝佛。南無高威德去佛。南無華光佛。南無寶炎佛。南

無功德山佛。南無寶實佛。南無功德海勝佛。南無法光明佛。

南無華藏勝佛。南無世間月佛。南無眼日佛。南無香光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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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摩尼須彌勝佛。南無乾闥婆王佛。南無光明命佛。南無摩尼

藏王佛。南無山威德慧佛。南無寂色去佛。南無面報佛。南無

廣智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虛空重勝佛。南無妙相光明佛。

南無行輪自在佛。南無身自在佛。南無那羅延行佛。南無須彌

勝佛。南無功德轉輪佛。南無山王佛。南無不可勝佛。南無快

威德佛。南無樹山佛。南無莎羅王山藏佛。南無世自在身佛。

南無鏡光佛。南無實 ( 丹寶 ) 起佛。南無自在勝佛。南無功德

光佛。南無天地威德勝佛。南無身法光明佛。南無勝王佛。南

無堅吼意佛。南無高幢勝佛。南無信意佛。南無寶光明佛。南

無淨勝佛。南無虛空聲佛。南無法界鏡像勝佛。南無照輪光明

佛。南無方差別佛。南無智光明佛。南無憶 ( 丹幢 ) 意佛。南

無虛空然燈佛。南無無病勝佛。南無(丹本有智)照佛。南無(丹

本有慧 ) 明佛。南無福德光明勝佛。南無寂勝佛。南無大悲雲

勝佛。南無力光明意佛。南無現一切眾生色佛。南無過勝佛。

南無修光明佛。南無曇無竭佛。南無風疾行勝佛。南無清淨幢

佛。南無妙蓋勝佛。南無三世鏡像勝佛。南無鏡像堅佛。南無

鏡像勝佛。南無金剛勝佛。南無身堅莊嚴須彌勝佛。南無金幢

王佛。南無身法慧佛。南無智慧然燈光明勝佛。南無廣智勝佛。

南無法行世智意佛。南無法印意智勝佛。南無法海意智勝佛。

南無法財佛。南無寶財佛。南無福德功德佛。南無轉法輪勝佛。

南無雲佛。南無忍辱燈佛。南無勝威德意佛。南無光明速寂聲

佛。南無大願速勝佛。南無不可降伏幢佛。南無智炎佛。南無

成就勝佛。南無法自在佛。南無不可成就意佛。南無世間言語

堅固聲光佛。南無一切聲出聲勝佛。南無自在功德佛。南無成

就自在意佛。南無方天佛。南無不面捨佛。南無眾生心佛。南

無平等身佛。南無身行勝佛。南無行勝佛。南無自在性佛。南

無山王佛。南無智光佛。南無千億寶莊嚴佛。南無寶勝佛。南

無信王佛。南無寶積佛。南無香自在佛。南無降伏怨佛。南無

安隱佛。南無能與依止佛。南無無邊威德佛。南無金色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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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師子奮迅佛。南無甘露光佛。南無能聖成佛。南無普光佛。

南無功德勝積王佛。南無善住摩尼積王佛。南無遠離諸畏樹安

隱佛。南無飲甘露佛。南無無邊光佛。南無寶高佛。南無無邊

莊嚴王佛。南無離怨佛。南無金色光佛。南無寶作佛。南無無

塵勝佛。南無師子聲王佛。南無寶幢佛。南無善心佛。南無高

住佛。南無華王佛。南無智作佛。南無海智佛。南無歡喜佛。

南無樂莊嚴佛。南無離闇佛。

佛說佛名經卷第五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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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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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六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南無堅城佛。南無見細佛。南無無畏德佛。南無生王佛。南無

實語佛。南無稱上佛。南無擇智佛。南無不行威德佛。南無人

華佛。南無遠離諸畏佛。南無能與無畏佛。南無金華佛。南無

無畏作佛。南無不空見佛。南無寶華佛。南無六十寶作佛。南

無寶精佛。南無金華佛。南無降伏王佛。南無善光佛。南無見

義佛。南無大擇 ( 丹釋 ) 佛。南無妙無畏佛。南無大慈佛。南

無不可降伏王佛。南無難勝佛。南無上首佛。南無法上佛。南

無勝一切佛。南無高行佛。南無高稱佛。南無勝聖佛。南無星

宿佛。南無識佛。南無商佛。南無聞名佛。南無大悲說佛。南

無無量壽佛。南無無邊蓋光明勝佛。南無山積光明勝佛。南無

無垢力三昧奮迅勝佛。南無一切功德王光明佛。南無火眾佛。

南無須彌劫佛。南無堅自在王佛。南無梵吼聲佛。南無彌樓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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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善明 ( 丹眼 ) 佛。南無成就聚佛。南無離愚奮迅佛。

南無無礙眼佛。南無寶幢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功德勝藏

佛。南無難勝佛。南無樂說莊嚴佛。南無勝藏積吼王佛。南無

無邊功德寶莊嚴威德王劫佛。南無功德寶勝威德王劫佛。南無

樂說一切法莊嚴勝佛。南無無 ( 丹有邊 ) 樂說相佛。南無千雲

吼聲王佛。南無金上光明勝佛。南無種種威德王光明勝佛。南

無覺 ( 丹本有王 ) 佛。南無清淨金虛空吼莊嚴光明佛。南無一

切法行威德奮迅光明佛。南無東方無邊功德寶福德莊嚴廣世界

無垢清淨光明菩提分俱蘇摩不斷絕光明莊嚴光佛。南無南方樂

說佛世界無邊功德寶樂說佛。南無西方光明世界普光佛。南無

北方一切寶種種莊嚴世界無邊寶功德自在佛。南無東南方無憂

世界離一切幽闇佛。南無西南方善可見世界大悲觀一切眾生佛。

南無西北方住清淨無垢世界虛空無垢佛。南無東北方遠離闇世

界光明莊嚴王佛。南無下方盧舍那光明世界寶憂波羅勝佛。南

無上方莊嚴世界稱名聲佛。南無無垢劫無垢世界無垢光如來初

成佛彼世界塵沙諸佛出世。南無無垢廣世界名成就善劫勝護如

來初成佛彼世界塵沙諸佛出世。

南無東方阿閦佛。南無大不迷佛。南無香王佛。南無香上佛。

南無南方寶幢佛。南無寶作佛。南無寶成佛。南無寶藏佛。南

無寶月佛。南無金剛堅佛。南無金剛仙佛。南無金剛幢佛。南

無東南方大彌留佛。南無彌留山佛。南無彌留王佛。南無彌留

幢佛。南無彌留積佛。南無善彌留王佛。南無日藏佛。南無前

後上佛。南無淨王佛。南無雞中幢王佛。南無大雞中佛。南無

西方阿彌陀佛。南無阿彌幢佛。南無阿彌陀聲佛。南無阿彌稱

佛。南無阿彌陀吼佛。南無阿彌積佛。南無阿彌陀勝上佛。南

無阿彌陀師子佛。南無阿彌陀住持佛。南無阿彌陀勝佛。南無

西南方日藏佛。南無日光明佛。南無無憂佛。南無離一切憂佛。

南無佛智清淨業佛。南無盡作佛。南無華 ( 丹本有光 ) 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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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大華佛。南無華王佛。南無華聲佛。南無盧舍那佛。南無北

方妙鼓聲佛。南無妙鼓王佛。南無妙吼聲佛。南無離諸畏佛。

南無無畏佛。南無無畏憂佛。南無日舌光明作佛。南無曼陀香

佛。南無幢蓋佛。南無華上佛。南無西北方上首積佛。南無山

勝積佛。南無海勝積佛。南無日上佛。南無清淨王佛。南無淨

勝佛。南無日面佛。南無智幢王佛。南無光明佛。南無光明王佛。

南無光明光佛。南無上方師子佛。南無師子王佛。南無師子上

王佛。南無師子積佛。南無師子仙佛。南無仙王佛。南無 ( 丹

本有華 ) 仙佛。南無仙光佛。南無仙捨敬佛。南無仙覺佛。南

無大燈佛。南無然燈王佛。南無樂說山佛。南無燈譬喻佛。南

無對治仙佛。南無覺淨 (丹諍 )佛。南無對治佛。南無對恨佛。

南無對治山佛。南無愛然燈佛。南無依止佛。南無東方阿閦佛。

南無彌留幢佛。南無大彌留佛。南無彌留光佛。南無真聲佛。

南無南方日月燈佛。南無大火聚佛。南無稱光佛。南無彌留燈

佛。南無無邊精進佛。南無西方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幢佛。

南無阿彌陀高佛。南無大火光明佛。南無大照佛。南無寶幢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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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香聚佛。南無上方大光明焰聚佛。南無火聲佛。南無難勝

佛。南無日成就佛。南無羅網光佛。南無下方師子佛。南無稱(丹

本有王)佛。南無威德佛。南無法(丹本有頂)佛。南無法幢佛。

南無法住持佛。南無東方梵聲佛。南無星宿王佛。南無香上佛。

南無香光佛。南無大焰聚佛。南無寶種種華敷身佛。南無堅王

佛。南無寶蓮華勝佛。南無見一切義佛。南無須彌劫佛。南無

聲吼佛。南無智自在佛。南無威德自在佛。南無莎羅自在王佛。

南無智勇猛佛。南無光自在佛。南無堅自在王佛。南無聲德佛。

南無師子奮迅鬘佛。南無須彌山然燈王佛。南無香山佛。南無

不可動佛。南無藥王佛。南無尋光佛。南無大焰積佛。南無勝

藏佛。南無無心光明佛。南無毘留羅佛。南無蓮華佛。南無喜

聚佛。南無栴檀佛。南無月光佛。南無驚怖幢佛。南無大修行佛。

南無波頭摩生 ( 丹王 ) 佛。南無月勝佛。南無莎羅集佛。南無

大莎羅集佛。南無幢(丹本有相)佛。南無淨命佛。南無金臺佛。

南無愛見佛。南無金色色佛。南無須摩那光佛。南無妙蓮華劫

億那由他百千萬佛同名一切菩提華佛。南無七百同名光莊嚴佛。

南無三百同名大幢佛。南無十千同名莊嚴王佛。南無善發勝佛。

南無日輪光明佛。南無普蓋佛。南無三昧奮迅佛。南無寶華勝

佛。南無無邊足步佛。南無善香香王佛。南無善擇敵佛。南無

須彌劫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普至光佛。南無金剛佛。

南無尼彌佛。南無不可盡世界一 ( 丹本有切 ) 色佛。南無袈裟

幢世界山自在王佛。南無堅幢世界智勝山王佛。南無一切香舉

世界勝華藏佛。南無金剛摩尼世界金剛藏光明勝佛。南無智成

就世界智幢佛。南無意味 ( 丹昧 ) 世界普照佛。南無波頭摩首

世界佛勝佛。南無鏡輪世界金剛幢佛。南無光明清淨力世界日

藏佛。南無安樂世界最力佛。南無阿閦佛。南無寶幢佛。南無

無量光佛。南無妙聲佛。南無寶俱蘇摩功德海琉璃歌那伽山真

金光明勝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寶焰佛。南無金作蓋山佛。

南無毘婆尸佛。南無光尸棄佛。南無毘舍浮佛。南無拘留孫佛。

93



南無拘那含佛。南無迦葉佛。南無三昧手勝佛。

南無無垢奮迅菩薩。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佛菩薩名。超越世間三十劫。

南無日輪光明勝佛。南無日光明菩薩。

若人受持是佛菩薩名。超越世間千劫。

南無普寶蓋佛。

若善男子。受持是佛名。是人超越世間四大劫。常現諸佛菩薩

前生。不復作五逆罪。

南無三昧勝奮迅佛。

若善男子。受持是佛名。得千三昧。超越世間無量千劫。同彌

勒菩薩功德。

南無寶俱蘇摩身光明勝佛。

若人受持讀誦是佛名。超越世間不可數劫。

南無最勝波頭摩奮迅勝佛。

若人受持是佛名。超越世間四十劫。

南無無量香勝王佛。

若善男子。受持是佛名。超越世間無量劫常得宿命。

南無寶華奮迅如來。

若人受持讀誦是佛名。得千三昧。諸眾生歸命。是人為諸佛如

來所讚歎。是人超越世間千劫。不久轉法輪。

南無大光明如來。

若善男子。受持是佛名。超越世間四十劫。

南無寶藏佛。

若善男子。受持是佛名。超越世間六十劫。

南無寶勝佛。

若善男子。受持是佛名。若復有人。捨七寶如須彌山。以用布施。

及恒河沙世界。若復有人。受持讀誦是佛名。此福勝彼。

南無名降伏魔人勝佛。南無降伏貪人自在佛。南無降伏瞋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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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降伏癡自在佛。南無降伏染魔人勝佛。南無降伏恨自

在佛。南無降伏嫉人勝佛。南無降伏諂曲自在佛。南無降伏邪

見人勝佛。南無降伏戲自在佛。南無法清淨人勝佛。南無業勝

得名自在佛。南無如意通清淨得名人勝佛。南無起施得名自在

佛。南無起持戒清淨得名人勝佛。南無起忍辱得名自在佛。南

無起精進得名人勝佛。南無施思惟得名自在勝佛。南無起 ( 丹

本有持 ) 戒思惟得名人勝佛。南無法忍辱思惟得名自在佛。南

無起思惟精進得名人勝佛。南無起禪成就自在佛。南無起般若

得名人勝佛。南無禪思惟得名自在佛。南無般若思惟得名人勝

佛。南無行不可思議得名自在勝佛。南無行不可思議得名人勝

佛。南無行起得名自在佛。南無總持智清淨光明人勝佛。南無

總持色清淨得名自在佛。南無總持兩 (丹雨 )清淨得名人勝佛。

南無陀羅尼性清淨自在勝佛。南無陀羅尼稱清淨得名人勝佛。

南無陀羅尼施清淨得名自在 (丹勝 )佛。南無空行得名人勝佛。

南無空無我得名自在佛。南無眼光明人勝佛。南無耳光明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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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南無鼻光明人勝佛。南無舌光明自在佛。南無身光明人

勝佛。南無心光明自在佛。南無色光明人勝佛。南無聲光明自

在佛。南無降伏香人勝佛。南無味光明自在佛。南無觸光明人

勝佛。南無法光明自在佛。南無焰光明人勝佛。南無讚歎光明

自在佛。南無火光明人勝佛。南無風光明自在佛。南無光光明

人勝佛。南無事光明自在佛。南無世光明人勝佛。南無拔苦自

在佛。南無陰光明人勝佛。南無戒光明自在佛。南無不二光明

人勝佛。南無生光明自在佛。南無聲光明人勝佛。南無地華光

明自在佛。南無鬘光明人勝佛。南無香蓋光明自在佛。南無依

光明人勝佛。南無成就義佛。南無無畏王佛。南無不動佛。南

無觀世自在佛。南無無量命佛。南無尼彌佛。南無焰彌留佛。

南無金剛佛。南無初出日然燈月華寶波頭摩金光明身盧舍那放

無礙寶光明照十方世界王佛。南無降伏龍佛。南無善調心佛。

南無寶聚佛。南無火首佛。南無焰積佛。南無一切光明佛。南

無日光佛。南無不可思議佛。南無無邊精進佛。南無無邊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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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金色華佛。南無善香香佛。南無 (丹本有無 )諍行佛。

南無無漏佛。南無無邊智佛。南無賢身佛。南無賢 ( 丹本有相 )

佛。南無 ( 丹本有遍 ) 見佛。南無無邊威德佛。南無次佛。南

無堅安隱佛。南無莎羅佛。南無得名佛。南無波頭摩勝佛。南

無稱蓮華佛。南無華佛。南無莊嚴佛。南無奮迅佛。南無善見佛。

南無善敵對佛。南無善護世佛。南無無邊威德佛。南無第一勝

佛。南無善行佛。南無無量威德佛。南無妙勝佛。南無勝供養

佛。南無火奮迅智聲自在王佛。南無電光佛。南無照一切佛。

南無不可思議佛。南無無量色佛。南無無量光佛。南無善光華

敷身佛。南無須彌山波頭摩勝王佛。南無求名發聲修行佛。南

無一切寶摩尼王放光明佛。南無無垢焰稱成就王佛。南無香寶

光明佛。南無離諸煩惱佛。南無善智佛。南無善見佛。南無寶

山莊嚴佛。南無慈行佛。南無閻浮檀幢佛。南無無邊智佛。南

無無量威德佛。南無大稱佛。南無寶稱佛。南無火光明佛。南

無大光明佛。南無電照光明佛。南無一切種照佛。南無不可量

佛。南無日光佛。南無月光佛。南無功德海佛。南無具足功德

佛。南無上行佛。南無無畏佛。南無師子幢佛。南無帝釋幢佛。

南無火幢佛。南無善眼佛。南無莊嚴王佛。南無放光明光佛。

南無無邊光佛。南無妙光佛。南無普護增上佛。南無雲自在佛。

南無自在幢佛。南無日燈佛。南無最上佛。南無善生佛。南無

無邊不可思議威德佛。南無普眼佛。南無波頭摩上佛。南無妙

去佛。南無月起佛。南無燈明佛。南無不厭足身佛。南無彌留

幢佛。南無寶幢佛。南無火焰聚佛。南無自在幢佛。南無寶火

佛。南無栴檀香佛。南無不定光明波頭摩敷身佛。南無無邊稱

功德光明佛。南無薝蔔色佛。南無無量光明 ( 丹有德 ) 佛。南

無快光明波頭摩敷身佛。南無出須彌山波頭摩王佛。南無星宿

劫二萬同名光作佛。南無二萬同名盧舍那佛。南無二萬同名釋

迦牟尼佛。南無同名帝釋日太白星宿無量百千萬不可數佛。善

男子應歸命諸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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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垢稱菩薩。南無地藏菩薩。南無虛空藏菩薩。南無觀世音菩

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香象菩薩。南無大香象菩薩。南無

藥王菩薩。南無藥上菩薩。南無金剛藏菩薩。南無解脫月菩薩。

南無彌勒菩薩。南無奮迅菩薩。南無無所發菩薩。南無陀羅尼

自在王菩薩。南無無盡意菩薩。南無堅意菩薩。南無日藏菩薩。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菩薩。

南無東方九十九億百千萬同名梵勝菩薩。南無南方九十九億百千

萬同名不隣陀羅菩薩。南無西方九十九億百千萬同名大功德菩

薩。南無北方九十九億百千萬同名大藥王菩薩。

歸命如是等十方世界無量無邊菩薩。

復次應稱辟支佛名。南無阿利多辟支佛。南無婆梨多辟支佛。

南無多伽樓辟支佛。南無稱辟支佛。南無見辟支佛。南無愛見

辟支佛。南無覺辟支佛。南無乾陀羅辟支佛。南無無妄辟支佛。

南無梨沙婆辟支佛。南無聞辟支佛。南無智身辟支佛。南無毘

耶離辟支佛。南無俱薩羅辟支佛。南無婆藪陀羅辟支佛。南無

無毒淨心辟支佛。南無實無垢辟支佛。南無福德辟支佛。南無

黑辟支佛。南無唯黑辟支佛。南無直福德辟支佛。南無識辟支

佛。南無香辟支佛。南無有香辟支佛。南無見人飛騰辟支佛。

南無可波羅辟支佛。南無秦摩利辟支佛。南無月淨辟支佛。南

無善智辟支佛。南無修陀羅辟支佛。南無善法辟支佛。南無應

求辟支佛。南無改 ( 丹鬘 ) 求辟支佛。南無大勢辟支佛。南無

修行不著辟支佛。南無難捨辟支佛。南無實辟支佛。南無不可

比辟支佛。南無歡喜辟支佛。南無喜辟支佛。南無隨喜辟支佛。

南無十二婆羅墮辟支佛。南無十同名婆羅辟支佛。南無火身辟

支佛。南無同名菩提辟支佛。南無摩訶男辟支佛。南無心上辟

支佛。南無髮淨辟支佛。南無善快辟支佛。南無違陀辟支佛。

南無吉沙辟支佛。南無憂波吉沙辟支佛。南無斷有辟支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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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憂波支羅辟支佛 ( 丹無上支 )。南無斷愛辟支佛。南無施婆羅

辟支佛。南無轉覺辟支佛。南無去垢辟支佛。南無高去辟支佛。

南無阿悉多辟支佛。南無無漏辟支佛。南無憍慢辟支佛。南無

盡憍慢辟支佛。南無親辟支佛。南無得脫辟支佛。南無無垢辟

支佛。南無獨辟支佛。南無雞晝辟支佛。南無能作憍慢辟支佛。

南無退辟支佛。南無不退去辟支佛。南無尋辟支佛。南無善吉

辟支佛。南無不可心辟支佛。南無善住辟支佛。南無無比辟支

佛。南無無憍慢辟支佛。南無劬多辟支佛。南無斷愛辟支佛。

南無耳辟支佛。南無心得解脫辟支佛。南無憂波耳辟支佛。南

無吉辟支佛。南無差摩辟支佛。南無遮羅辟支佛。南無憂波遮

羅辟支佛。南無梨沙婆辟支佛。南無菩莎他淨辟支佛。南無善

香擔辟支佛。南無阿沙羅辟支佛。南無憂婆沙羅辟支佛。南無

波頭辟支佛。南無善賢辟支佛。南無賢德辟支佛。南無須摩辟

支佛。南無輸那辟支佛。南無留闍辟支佛。南無憂波留闍辟支

佛。南無弗沙辟支佛。南無牛齒辟支佛。南無漏盡辟支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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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最後身辟支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辟支佛。

南無無垢光明佛。南無功德寶光明佛。南無精進力成就佛。南

無清淨光佛。南無解脫一切縛佛。南無波頭摩藏勝佛。南無得

無障礙力解脫佛。南無不怯弱十方稱香佛。南無盧舍那光明佛。

南無寶聚佛。南無法幢懸佛。南無破一切闇曀佛。南無普光明

莊嚴照作佛。南無光明作佛。南無大焰佛。南無無邊行功德佛。

南無法功德雲然燈佛。南無然燈炬王佛。南無破一切眾生闇勝

佛。南無妙見佛。南無妙勝佛。南無妙聞佛。南無山峯佛。南

無金聖佛。南無飲甘露佛。南無無量光明佛。南無寶雞頭佛。

南無無邊毘尼勝王佛。南無電照光明羅網佛。南無成就無量功

德佛。南無無量樂說境界佛。南無智勝放光明佛。南無降伏電

日月作光佛。南無普句素摩勝奮迅功德積佛。南無功德王光佛。

南無善月佛。南無光莊嚴王佛。南無賒捨施雞頭佛。南無福德

光佛。南無普光上勝山王佛。南無善住摩尼山王佛。南無斷一

切煩惱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破碎金剛堅固佛。南無寶熾

佛。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勇猛仙佛。南無寶月佛。南無離垢佛。

南無無垢佛。南無勇猛得佛。南無淨佛。南無梵德佛。南無婆

樓那佛。南無婆樓那天佛。南無賢勝佛。南無栴檀勝佛。南無

力士佛。南無歡喜威德勝佛。南無光明勝佛。南無無憂勝佛。

南無句素摩勝佛。南無波頭摩樹提奮迅勇 ( 丹勝 ) 佛。南無財

勝佛。南無念勝佛。南無善說名勝佛。南無因陀羅雞頭幢佛。

南無步勝佛。南無善覺步勝佛。南無善步去佛。南無普照莊嚴

勝佛。南無寶華步佛。南無寶波頭摩善住山自在王佛。南無光

明幢火眾生莊嚴光王佛。南無妙平等法界智起聲佛。南無廣福

德藏普光明照佛。南無普照大應羅網盧舍那佛。南無盧舍那華

眼電光佛。南無最勝大師子意佛。南無到法界勝光盧舍那王佛。

南無常無垢功德遍至稱佛。南無日華勝王佛。南無法自在智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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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廣喜無垢威德梵聲佛。南無根本勝善導師佛。南無智

力佛。南無彌樓威德佛。南無願清淨月光佛。南無法海願出聲

光佛。南無寶功德相莊嚴作光佛。南無妙聲地主天佛。南無勝

進寂去佛。南無見眾生歡喜佛。南無不動深光明盧舍集慧佛。

南無普放光明不可思議王佛。南無平等妙功德威德佛。南無速

光明梵眼佛。南無解脫精進日光明佛。南無普法身覺慧佛。南

無普門照一切眾生門見佛。南無迦那迦無垢光明日焰雲佛。南

無因陀羅光明疑幢佛。南無一切地處無垢月佛。南無覺虛空平

等相佛。南無十方廣應雲幢佛。南無平等不平等盧舍那佛。南

無害心悲解脫空王佛。南無成就一切義須彌佛。南無不空步照

見佛。南無妙吼勝佛。南無第一自在通王佛。南無不可思議功

德盧舍那妙月佛。南無可信力幢佛。南無法界樹聲智慧佛。南

無波頭摩光長善臂佛。南無不退功德海光佛。南無普生妙一切

智速佛。南無師子光無量力智佛。南無見一切法清淨勝智佛。

南無遠離一切憂惱佛。南無自在妙威德佛。南無金剛花火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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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觀法界奮迅佛。南無然樹緊那羅王佛。南無然香燈佛。南

無應王佛。南無如來功德普門見佛。南無一切法普奮迅王佛。

南無廣化自在佛。南無法界解脫光明不可思議意佛。南無如來

無垢光佛。南無盧舍那世間輪勝聲佛。南無波頭摩鬘無邊眼佛。

南無喜樂成佛。南無一切智行境界慧佛。南無廣寂妙聲佛。南

無虛空無垢智月佛。南無福德海厚雲相花佛。南無能作喜勝王

( 丹雲 ) 佛。南無勝聲吼幢佛。南無觀眼奮迅佛。南無無盡智金

剛佛。南無普眼日藏照佛。南無一切吼聲佛。南無無量智敷佛。

南無一切福德彌樓上佛。南無根日威德佛。南無滿光明身光佛。

南無地第一相花佛。南無雲無畏見佛。南無平等言語雞頭佛。

南無實然燈王佛。南無堅精進奮迅成就義心佛。南無普照觀稱

佛。南無慈光明稱勝佛。南無福德稱上勝佛。南無念一切眾生

稱勝佛。南無須彌步稱勝佛。南無畢慚愧稱上勝佛。南無教化

一切世間佛。南無離一切憂佛。南無離一切難佛。南無離一切

世間佛。南無能轉胎佛。南無轉女佛。南無轉男女降伏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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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佛華勝上王佛。南無不空說名佛。南無善慧法通王佛。南無

十方廣功德稱無盡樂佛。南無愛大智見不空聞名佛。南無無量

力智勝佛。南無成就梵功德佛。南無香象佛。南無金剛密迹佛。

南無善轉成就義佛。南無盧舍那化勝威德佛。南無常功德然燈

去慧佛。南無到諸疑彼岸月佛。南無到法界無量聲慧佛。南無

然燈勝光明佛。南無法界日光明佛。南無無邊無中功德海轉法

輪聲佛。南無日不可思議智見佛。南無寶勝光明威德王佛。南

無無盡功德妙莊嚴佛。南無不可量力普吼佛。南無普眼滿足然

燈佛。南無勝功德炬佛。南無大龍聲佛。南無波頭摩師子座奮

迅齊佛。南無智聚覺光佛。南無住持地善威德王佛。南無善住

法然燈王佛。南無不空見生喜作佛。南無放身焰幢佛。南無清

淨眾生行佛。南無一切德雲普光明佛。南無敷花相月智佛。南

無第一光明金庭燎佛。南無觀一切法海無差別光明佛。南無化

日佛。南無寶蓋勝盧舍那佛。南無善思惟佛。南無精進勝堅慧

佛。南無敷花心波頭摩佛。南無清淨眼佛。南無月光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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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無盡法海寶幢佛。南無金剛波頭摩勝佛。南無廣俱蘇摩作

佛。南無人自在幢佛。南無一切智輪照盧舍那佛。南無龍稱無

量功德佛。南無寶功德鬘光佛。南無一切力莊嚴慧佛。南無寶

焰須彌山佛。南無一切行光明勝佛。南無一切波羅蜜海佛。南

無寶焰面門幢佛。南無成就一切願光明佛。南無廣得一切法齊

佛。南無光明羅網勝佛。南無寶山幢佛。南無無邊中智海藏佛。

南無清淨一切義功德幢佛。南無一切通首王佛。南無無障礙一

切法界盧舍那佛。南無勝三昧精進慧佛。南無無礙法界然燈佛。

南無無礙法界須彌幢勝王佛。南無菩提分俱蘇摩作王佛。南無

得世間功德大海佛。南無寶師子力佛。南無普智海王佛。南無

波頭摩善化幢佛。南無無盡光明普門聲佛。南無普功德雲勝威

德佛。南無勝慧海佛。南無智月花雲佛。南無香光威德佛。南

無普門見無障礙清淨佛。南無不可降伏法自在慧佛。南無波頭

摩光明敷王佛。南無大精進善智慧佛。南無堅王幢佛。南無不

可降伏妙威德佛。南無精進德佛。南無一切功德勝心王佛。南

無善成就無邊功德王佛。南無斷諸疑廣善眼佛。南無妙功德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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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佛。南無過諸光明勝光明佛。南無須彌山然燈佛。南無無盡

化善雲佛。南無無量光明化王佛。南無白 ( 丹自 ) 智梵行佛。

南無師子眼焰雲佛。南無大海天焰門佛。南無覺佛智勝佛。南

無無量味大聖佛。南無無垢速雲聞佛。南無滿法界盧舍那佛。

南無金色華佛。南無大功德花敷無垢佛。南無照勝威德王佛。

南無不住眼無垢佛。南無無礙莊嚴佛。南無法智差別佛。南無

轉燈輪幢佛。南無法界輪佛。南無一切佛寶勝王佛。南無無邊

光明智輪幢佛。南無無著智幢佛。南無師子佛。南無月智佛。

南無智佛。南無日照佛。南無常放普光明舌功德海王佛。南無

無邊光明法界莊嚴王佛。南無長臂佛。南無高見佛。南無無垢

地平等光明世界普照十方光明聲吼虛空盧舍那佛。南無清淨花

池莊嚴世界普門見妙光明佛。南無無邊功德住持世界無邊功德

普光佛。南無彌留勝然燈世界普光明虛空鏡像佛。南無一切妙

聲善愛聞世界喜樂見華火佛。南無妙聲莊嚴世界寶須彌山 ( 丹

本有然)燈佛。南無一切寶色莊嚴光明照世界善化法界聲幢佛。

南無香藏金剛莊嚴世界金剛光明電聲吼佛。南無焰聲世界不可

降伏力月佛。南無寶波頭摩間錯莊嚴無垢世界法城慧吼聲佛。

南無能與樂世界十方世界廣稱名智燈佛。南無手無垢善無垢羅

網世界師子光明滿足功德大海佛。南無妙華幢照世界大智敷花

光明佛。南無無量莊嚴間錯世界高智種種花光明佛。南無無邊

莊嚴世界普滿法界幢眼佛。南無寶晝普光莊嚴世界妙慧上首佛。

南無鬘王世界作月光明幢佛。南無無垢藏莊嚴世界善覺梵威德

佛。南無寶光明身世界一切種力虛空然燈佛。南無寶首瓔珞成

就世界一切諸波羅蜜相大海威德佛。南無輪塵普蓋世界斷一切

著喜作佛。南無寶鬘妙幢世界大稱廣功德吼照佛。南無不可思

議莊嚴普莊嚴光明世界無差別智光明功德海佛。南無無盡光明

擇幢世界無邊法界無垢光明佛。南無放寶焰花世界清淨寶鏡像

佛。南無威德焰藏世界無障礙奮迅光明吼佛。南無寶輪平等光

莊嚴世界普寶光明佛。南無栴檀樹鬘幢世界清淨一切念無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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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佛。南無佛國土色輪善修莊嚴世界廣喜見光明智慧佛。南無

微細光明莊嚴照世界法界奮迅善觀佛。南無無邊色形相世界無

障礙智成就佛。南無普焰雲火然世界不退轉法輪吼佛。南無種

種寶莊嚴清淨輪世界清淨色相華威德佛。南無究竟善修世界無

障礙日眼佛。南無善作堅固金剛座成就勝世界過法界智身光明

佛。南無十方莊嚴無障礙世界寶廣炬佛。南無差別色光明世界

普光明花雲王佛。南無寶門種種幢世界普見妙功德光明佛。南

無摩尼頂作鬘光明世界普十方聲雲 ( 丹本有作 ) 佛。南無自在

摩尼金剛藏世界智勝須彌王佛。南無摩尼衣座成就勝世界施香

光明功德寶莊嚴佛。南無華憂波羅莊嚴世界普智幢聲王佛。南

無寶莊嚴種種藏世界一切法無畏然燈佛。南無香勝無垢光明世

界普喜速勝王佛。南無日幢樂藏世界普門智盧舍那吼佛。南無

香莊嚴快藏世界無量功德海光明佛。南無寶師子火光明世界法

界電光佛。南無相快照世界無障礙功德稱解脫光明王佛。南無

功德成就光明照世界清淨眼無垢然燈佛。南無種種香花勝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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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師子光明勝光佛。南無寶莊嚴平等光明世界廣光明智勝幢

佛。南無種種光明鬘 ( 丹髻 ) 快世界金光明無量力日成就佛。

南無放光句素摩沈淪世界香光明喜力堅固佛。南無光明清淨種

種作世界光明力堅固佛。南無光明清淨種種作世界普光明大自

在幢佛。南無句素彌多焰輪莊嚴世界喜海莊嚴功德稱自在王佛。

南無地成就威德世界廣稱智海幢佛。南無放聲吼世界相光明月

佛。南無金剛幢世界一切法海勝王佛。南無無量功德莊嚴世界

無量眾生功德法住佛。南無光明照世界梵自在勝佛。南無生無

垢光明世界妙法界勝吼佛。南無種種光明照然燈世界不可嫌力

普光明幢佛。南無照平等光明世界無垢功德日眼佛。南無寶作

莊嚴藏世界無障礙智普照十方佛。南無無塵世界無量勝行幢佛。

南無清淨光明世界法界虛空平等光明照佛。南無寶藏波浪勝成

就世界功德相雲勝威德佛。南無宮殿莊嚴幢世界盧舍那勝頂光

明佛。南無鬘勝藏世界一切法無邊海慧佛。南無善化香勝世界

相法化普光佛。南無快地色光世界善眷屬盧舍那佛。南無善作

敷世界法行喜無盡慧佛。南無勝福德威德輪世界無垢清淨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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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佛。南無摩尼寶波頭摩莊嚴世界清淨眼花勝佛。南無焰地成

就世界無量力成就慧佛。南無梵照世界虛空廣眼月佛。南無聲

塵平等世界金色然彌樓然燈佛。南無寶色莊嚴世界智勝妙法界

光明佛。南無金色善光明世界寶然燈普光明幢佛。南無盧舍那

光明世界火勝花奮迅善照佛。南無寶月作藏世界無盡功德華威

德佛。南無鏡光明照世界行力甘露吼聲佛。南無妙栴檀快月莊

嚴世界 ( 丹本有妙 ) 法智慧 ( 丹本有勝 ) 威德光明佛。南無無

邊功德聚集世界無邊精進明功德勝王佛。南無大莊嚴成就世界

日燈王佛。南無波頭摩跋提世界普華佛。南無摩梨支世界盧舍

那佛。南無清淨行世界那羅延花幢佛。南無有華世界波頭摩威

德佛。南無有雲世界雷聲王佛。南無不可行世界薝蔔色佛。南

無蓮華世界波頭摩勝佛。南無光幢世界光明王佛。南無無邊功

德莊嚴光明世界莊嚴王佛。南無無量光明世界普賢佛。南無無

邊功德寶作示現安樂世界無邊功德寶集示現安樂金色光明師子

奮迅王佛。南無普寶間錯世界普光明妙勝山王佛。南無普無垢

世界無垢稱王佛。南無清淨行世界普華佛。

如是諸世界中諸佛一切歸命。及彼菩薩摩訶薩一切大眾亦悉歸

命。

佛說佛名經卷第六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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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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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七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世尊。如是諸佛如來所有壽命長短等

不。佛告諸比丘。汝等諦聽。當為汝等。比丘我此娑婆世界賢劫。

釋迦牟尼佛國土一劫。於安樂世界為一日一夜。若安樂世界阿

彌陀佛國土一劫。於袈裟幢世界為一日一夜。若袈裟幢世界碎

金剛佛國土一劫。於不退輪吼世界善快光明波頭摩敷身如來國

土為一日一夜。若不退輪吼世界一劫。於無垢世界法幢如來國

土為一日一夜。若無垢世界一劫。於善然燈世界師子如來國土

為一日一夜。若善然燈世界一劫。於善光明世界盧舍那藏如來

國土為一日一夜。若善光明世界一劫。於難過世界法光明波頭

摩敷身如來國土為一日一夜。若難過世界一劫。於莊嚴慧世界

一切通光如來國土為一日一夜。若莊嚴慧世界一劫。於鏡輪光

世界月智如來國土為一日一夜。比丘入如是數。滿足過十阿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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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百千萬世界。最後波頭摩勝世界。於賢勝如來佛國土為一日

一夜。比丘如是等世界無量無邊長短不等。諸佛如來壽命住世

亦復如是。諸比丘。汝等應當稱此諸佛名。作如是言。

南無如是等諸佛如來。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

碎金剛佛。南無善快光明波頭摩敷身佛。南無法幢佛。南無師

子佛。南無盧舍那藏佛。南無法光明波頭摩敷身佛。南無一切

通光佛。南無月智佛。南無賢勝佛。南無不動智佛。南無阿尼

羅智佛。南無阿私陀智佛。南無行智佛。南無阿樓那智佛。南

無常智佛。南無妙智佛。南無樂自在天佛。南無梵天佛。南無

勝智天佛。南無菴摩羅月佛。南無不退月佛。南無不動月佛。

南無阿尼羅月佛。南無婆留那月佛。南無阿私月佛。南無勝月

佛。南無阿樓那月佛。南無無垢月佛。南無勝智月佛。南無不

退眼佛。南無第一眼佛。南無阿尼羅眼佛。南無不動眼佛。南

無阿私陀眼佛。南無行眼佛。南無婆留那眼佛。南無勝眼佛。

南無微妙清淨眼佛。南無不退幢佛。南無阿尼羅幢佛。南無阿

私陀幢佛。南無行幢佛。南無阿樓那幢佛。南無常幢佛。南無

妙幢佛。南無自在幢佛。南無梵幢佛。南無勝幢佛。南無彌留

勝佛。南無波頭摩勝藏佛。南無普眼佛。南無梵命佛。南無金

剛齊佛。南無婆藪天佛。南無一切法決定王佛。南無彌留幢寂

眼勝佛。南無致沙佛。南無弗妙佛。南無波頭摩勝佛。南無火

光明佛。南無法意佛。南無善法佛。南無稱勝佛。南無寶慧佛。

南無微妙眼佛。南無燈佛。南無擇義佛。南無自在佛。南無婆

藪天佛。南無不去佛。南無擇勝佛。南無妙行佛。南無無礙月

佛。南無無邊智上首佛。南無普眼佛。南無厚波婆羅佛。南無

妙勝佛。南無日光佛。南無無邊光佛。南無法幢佛。南無無邊

智然燈佛。南無普功德觀然燈佛。南無功德佛。南無金剛幢佛。

南無因陀羅幢勝幢佛。南無普智寶炎勝功德幢佛。南無普智寶

炎勝功德鷄都佛。南無無垢輪大悲雲幢佛。南無金剛那羅延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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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無礙勝行佛。南無火炎佛。南無山勝莊嚴佛。南無一

切法海上莊嚴速住佛。南無深法海妙光佛。南無寶炎圍然燈佛。

南無功德海光明輪勝佛。南無盧遮那勝藏佛。南無滿虛空法界

尸佉羅勝然燈佛。南無不退然燈佛。南無法界吼佛。南無妙法

樹山王威德佛。南無一切法海吼王佛。南無寶光明然燈幢佛。

南無須彌功德光威德佛。南無法雲吼王佛。南無智炬然燈王佛。

南無法電速幢勝佛。南無法然燈奮迅師子佛。南無不退法界吼

佛。南無智力威德山王佛。南無電光明劫善照世界初放栴檀香

光明照佛。南無善決定清淨劫無垢世界初盧舍那佛。南無甘露

莊嚴劫善清淨世界初栴檀然燈王佛。南無善住劫妙香世界初須

彌光明勝王佛。南無善見劫莊嚴世界初無邊功德種種寶莊嚴王

佛。南無焰清淨劫清淨世界初金剛奮迅佛。南無不可嫌劫不可

嫌世界初毘沙門佛。南無不可嫌劫不可嫌稱世界初寶月佛。南

無不可訶劫稱財世界初不可思議光明佛。南無清淨莊嚴劫樂清

淨世界初觀世王佛。南無真塵劫光明塵世界初火光明佛。南無

梵讚歎劫清淨世界初力莊嚴王佛。南無德光明莊嚴劫月幢世界

初善眼佛。南無栴檀香行平等勝成就佛。南無法海吼光明王佛。

南無無垢轉法輪佛。南無寂靜威德王佛。南無虛空劫然燈佛。

南無天自在藏佛。南無日羅幢雞都王佛。南無信威德佛。南無

寶華藏佛。南無妙日身佛。南無一切身智光明月佛。南無不濁

身佛。南無閻浮檀威德王佛。南無相莊嚴身佛。南無種種光明

火月佛。南無善觀智雞都佛。南無無垢智光明王佛。南無金剛

那羅延精進佛。南無不可降伏智處佛。南無師子智佛。南無普

無垢智通佛。南無無垢眼勝雲佛。南無金剛菩提光佛。南無光

燈火髻佛。南無智日雞都佛。南無得功德佛。南無智光明雲光

佛。南無普照月佛。南無寶波頭摩敷身佛。南無無障蓋吼佛。

南無普光明奮迅師子佛。南無法界境界慧月佛。南無一切虛空

樂說覺佛。南無初香善名佛。南無普聲寂靜吼佛。南無甘露山

威德佛。南無法海吼聲佛。南無善堅羅網堅佛。南無光明月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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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佛。南無虛空鏡像頭髻佛。南無善智滿月面佛。南無清淨智

華光明佛。南無寶炎山勝王佛。南無無垢功德火光明佛。南無

寶月幢佛。南無寶勝光明威德王佛。南無普智行佛。南無炎海

然燈佛。南無法無垢吼王佛。南無不可比功德稱幢佛。南無三

昧輪身佛。南無長臂本願無垢月佛。南無相智義然燈佛。南無

法起寶齊聲佛。南無勝照藏王佛。南無乘幢佛。南無法海波頭

摩廣信無畏天佛。南無法海吼光王佛。南無無垢法山佛。南無

法輪光明髻佛。南無法日勝雲佛。南無法海說聲王佛。南無法

日智輪然燈佛。南無法華雞都幢雲佛。南無法炎山雞都王佛。

南無法行深勝月佛。南無法智普鏡佛。南無藏普智作照佛。南

無山王勝藏王佛。南無普門賢照佛。南無連一切法精進幢佛。

南無法寶華勝雲佛。南無寂光明深髻佛。南無法光明慈樂說光

明月佛。南無炎海佛。南無智日普光明佛。南無普輪頂佛。南

無智光明王佛。南無福德光華燈佛。南無日光明王佛。南無智

師子雞都幢王佛。南無寶相山佛。南無莊嚴山佛。南無日步普

照佛。南無法羅網覺勝月佛。南無無畏那羅延師子佛。南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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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不二勇猛佛。南無法波頭摩敷身佛。南無功德華勝海佛。南

無然法炬勝月佛。南無菩提輪善覺勝月佛。南無普賢鏡像髻佛。

南無法幢然燈行佛 ( 丹本無行 )。南無金剛海幢王佛。南無稱山

勝雲佛。南無栴檀勝月佛。南無照眾生王佛。南無普功德華威

德光佛。南無勝波頭摩華藏佛。南無因波頭摩佛。南無香炎光

明勝佛。南無相山盧舍那佛。南無普聞名稱幢佛。南無法城光

勝佛。南無普門光明須彌佛。南無功德威德佛。南無相勝法力

勇猛幢佛。南無轉法輪光明吼佛。南無光明功德山般若照佛。

南無轉法輪月妙勝佛。南無法華盧舍那清淨雞都佛。南無寶波

頭摩光明藏佛。南無普覺華佛。南無寶山雲燈佛。南無種種光

明勝彌留藏佛。南無光明輪峯王佛。南無福德雲晝 (丹蓋 )佛。

南無法峯雲幢佛。南無功德山威德佛。南無法日雲燈王佛。南

無法雲稱勝月佛。南無法輪力雲佛。南無香解幢智威德佛。南

無法輪清淨勝月佛。南無金山威德賢佛。南無賢首彌留威德佛。

南無普慧雲吼佛。南無法力勝山佛。南無香炎勝王佛。南無伽

那迦摩尼山聲佛。南無頂藏一切法光明輪佛。南無然法輪威德

佛。南無山峯勝威德佛。南無普精進炬光明雲佛。南無三昧賢

寶天冠光明佛。南無勝寶光佛。南無法炬寶帳聲佛。南無樂法

光明師子佛。南無莊嚴相月幢佛。南無光明山雷電雲佛。南無

無垢幢佛。南無無礙法虛空光明佛。南無快智華敷身佛。南無

世間妙光明聲佛。南無法三昧光明聲佛。南無法聲多藏佛。南

無法火炎海聲佛。南無高法輪光明佛。南無三世相鏡像威德佛。

南無法界師子光佛。南無法火炎光明佛。南無盧舍那勝須彌佛。

南無一切三昧海師子佛。南無普光慧然燈佛。南無法界城然燈

佛。南無普門吼光明佛。南無賢首佛。南無普光首佛。南無胎

王佛。南無法界燈佛。南無虛空山照佛。南無阿尼羅有眼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普照勝須彌王佛。南無無礙虛空智雞都

幢王佛。南無普智光明照十方吼佛。南無雲王吼聲佛。南無不

空見佛。南無普照佛。南無實聲佛。南無金色寶作界妙山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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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妙聲佛。南無金閻浮幢千 ( 丹于 ) 遮那光明佛。南無金色

百光明佛。南無寶 (丹實 )稱佛。南無不空稱佛。南無日愛佛。

南無成就智義佛。南無普賢佛。南無無垢光明雞都王佛。南無

寶炎佛。南無日月佛。南無海勝佛。南無法幢佛。南無無邊功

德王佛。南無寶藏佛。南無無垢面佛。南無無量壽花佛。南無

寶聚佛。南無智起佛。南無普護佛。南無薩婆毘浮佛。

爾時憂波摩那比丘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白佛言世尊。

世尊。幾佛過去。佛告憂波摩那比丘。比丘。譬如恒河沙世界。

下至水際上盡有頂。滿中微塵。比丘。有人於中取爾所微塵。

過恒河沙世界。下一微塵。如是過恒河沙世界。復下一塵。如

是盡爾所微塵。比丘。於意云何。若著微塵。若不著微塵。是

微塵數可知數不。比丘言。不也世尊。佛告比丘。比丘。彼微

塵可知其數。而彼過去同名釋迦牟尼佛。已入涅槃者。不可數

知。比丘。我知彼過去諸佛如現前見。彼諸佛母。同名摩訶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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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同名輸頭檀王。城同名迦毘羅。彼諸佛第一聲聞弟子。同名

舍利弗。目犍連。侍者弟子同名阿難。何況種種異名母。異名

父。異名城。異名弟子。異名侍者。比丘。彼若干世界。彼人

於何等世界著微塵。何等世界不著微塵。彼諸世界。若著微塵。

若不著微塵。下至水際。上至有頂。比丘。復有第二人取一微

塵。過彼若干微塵數世界。爾數佛國土。阿僧祇億百千萬那由

他世界。為一步。比丘。彼人復過是若干微塵數世界。為一步。

彼人如是過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行。乃下一塵。如是盡諸

微塵。比丘。如是若干世界滿中微塵。復更著十方世界。比丘。

復過是世界著微塵。彼諸世界。下至水際。上至有頂。滿中微塵。

比丘。於意云何。彼微塵可知數不。比丘言。不也世尊。佛告

比丘。彼諸微塵可知其數。彼同名母。同名父。同名城。同名

弟子。同名侍者。同名釋迦牟尼佛不可知數。如釋迦牟尼佛。

不勝幢佛亦如是。盧舍那佛亦如是。無垢勝眼佛亦如是。

光明清淨王佛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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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垢光明眼佛亦如是。

善無垢清淨佛亦如是。

成就無邊功德勝王佛亦如是。

寶光明佛亦如是。寂修佛亦如是。聲德佛亦如是。波頭摩勝佛

亦如是。日月佛亦如是。普寶蓋佛亦如是。比丘。汝當歸命如

是等阿僧祇同名佛。

南無普光明奮迅王佛。南無普照佛。南無藥王佛。南無彌留燈

王佛。南無寶莊嚴佛。南無智成就佛。南無寶蓋佛。南無放炎

佛。南無物成就佛。南無稱智佛。南無三昧勝佛。南無寶觀佛。

南無寶雞都佛。南無尸羅施佛。南無莎羅王佛。南無實意山 (丹

本無山 ) 雞兜王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山自在王佛。南無栴

檀佛。南無見義佛。南無自在幢佛。南無大彌留佛。南無無光

勝佛。南無大莊嚴王佛。南無大智幢佛。南無日藏佛。南無梵

自在佛。南無無畏上勝山王佛。南無智雞兜佛。南無餘依止黠

聲王佛。南無智炬住持佛。南無過一切世間佛。南無法照佛。

南無無垢光佛。南無普光佛。南無一切勝佛。南無寂靜妙聲佛。

南無普明佛。南無勝山王師子奮迅境界聲佛。南無地住持佛。

南無功德王光佛。南無住持智庭燎佛。南無樂說勝王佛。南無

難勝佛。南無金色波頭摩成王佛。南無寶作佛。南無無量聲佛。

南無親光佛。南無龍天佛。南無天力佛。南無師子佛。南無離

諍光佛。南無世天佛。南無勝積佛。南無人王佛。南無華王佛。

南無華勝佛。南無發精進佛。南無因陀羅雞兜佛。南無清淨無

垢光菩提寶華不斷絕光明王佛。南無勝山王師子奮迅境界聲佛。

南無薝蔔上佛。南無意福德自在佛。南無觀聲王佛。南無無垢

威德佛。南無功德寶集吼佛。南無成就德佛。南無成就勝佛。

南無斯何佛。南無威德佛。南無阿輸迦世界賢妙勝佛。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佛名。必得不退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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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難陀世界栴檀勝佛。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佛名畢竟得清

淨心。

南無跋陀世界寂染佛。南無意智雞兜世界破魔力佛。南無滿月

世界無憂佛。南無雞兜意勝世界寶杖佛。南無語吼聲勝世界花

勝佛。南無差摩世界三奮迅佛。南無廣世界樹提勝佛。南無月

勝世界金剛功德身佛。南無過去無量無邊海勝佛。若善男子。

稱彼佛名。得畢竟不退菩提心。

南無彌留勝王佛。彼佛初成佛。第一會八十億百千萬那由他聲

聞眾。第二會七十億百千萬那由他。第三會六十億百千萬那由

他。第四會二十五億百千萬那由他如是。菩薩無量無邊百千萬

億那由他。

南無師子妙聲王佛。彼如來初會有九十九億聲聞。第二會

九十億。第三會九十三億。第四會九十九億如是。菩薩摩訶薩

眾無量無邊。

南無華勝佛。彼佛初會八十億聲聞。菩薩僧亦如是。

南無妙行佛。彼佛初會八十億聲聞。菩薩僧亦如是。

南無量大莊嚴佛。彼佛初會八十億聲聞。第二會七十億。乃至

第十會亦如是。菩薩僧亦如是無量無邊。

南無放炎佛。南無威德佛。彼佛初會有九十億聲聞。如是第二

乃至第十亦如是。菩薩摩訶薩僧無量無邊。

南無一切光明佛。彼佛初會有那由他億聲聞。菩薩僧亦如是。

南無無量光明佛。彼佛初會聲聞有九十六億。第二會九十四億。

第三會九十二億。菩薩僧亦如是。

南無聲德佛。彼佛初會聲聞有八十億。第二會七十億。第三會

六十億。菩薩僧亦如是。應當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菩薩。

復次比丘。應當敬禮南方清淨無垢世界菩薩佛。謂文殊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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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普見如來佛國土中。復次比丘。應敬禮四大士菩薩。第一

名光明幢。現在東方無畏如來佛國土中。第二名智勝。現在南

方智聚如來佛國土中。第三名寂根。現在西方智山如來佛國土

中。第四名願意成就。現在北方那羅延如來佛國土中。

敬禮東方無畏如來佛國土中光明幢菩薩。

敬禮南方智聚如來佛國土中智勝菩薩。

敬禮西方智山如來佛國土中寂根菩薩。

敬禮北方那羅延如來佛國土中願意成就菩薩。

復次摩訶男比丘。重同如來世尊。過去幾佛入涅槃。佛告摩訶

男。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比丘。東方恒河沙世界。南方恒河

沙世界。西方恒河沙世界。北方恒河沙世界。上下四維恒河沙

世界。彼一切世界。下至水際。上盡有頂。滿中微塵。比丘於

意云何。彼如是微塵可知數不。比丘言。不也世尊。佛告比丘。

知是同名釋迦牟尼佛。過去入涅槃者不可數知。比丘我知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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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諸佛如現在前。彼諸佛母同名摩訶摩耶。父同名輸頭檀王。

城同名迦毘羅。彼佛第一聲聞弟子同名舍利弗。目犍連。侍者

弟子同名阿難陀。何況種種異名母。異名父。異名城。異名弟子。

異名侍者。比丘。彼若干世界。彼人於何等世界著微塵。何等

世界不著微塵。彼諸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下至水際。

上至有頂。比丘復有第二人。取彼微塵。彼若干微塵數世界。

爾所佛國土阿僧祇億百千萬那由他世界。過爾所世界為一步。

比丘。彼人復過若干微塵數世界為一步。彼人如是過百千萬億

那由他阿僧祇劫行。乃下一塵。如是盡諸微塵。比丘。如是若

干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滿中微塵。復更著十方世界。

比丘。復過是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彼諸世界。下至水際。

上至有頂。滿中微塵。比丘。於意云何。彼諸微塵可知數不。

比丘言。不也世尊。佛告比丘。彼諸微塵可知其數。彼同名釋

迦牟尼佛。母同名摩訶摩耶。父同名輸頭檀王。城同名迦毘羅。

第一弟子同名舍利弗。目犍連。侍者弟子同名阿難陀。不可知

數。復次比丘。復有第三人。取彼爾所世界微塵。過彼爾所微

塵數世界為一步。過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行。乃下一

塵。如是盡諸微塵。復有第四人。取彼若干微塵數世界。若著

若不著。下至水際。上至有頂。滿中微塵。比丘。於意云何。

彼微塵可知數不。比丘言。不也世尊。佛告比丘。彼若干微塵。

可知其數。然彼同名釋迦牟尼佛母。同名父。同名世界。同名

弟子。同名侍者。同名佛。不可知數。比丘。如是第五人第六

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人。復次比丘。復有第十一人。是人彼若干

微塵中。取一微塵破為十方。若干世界微塵數分。如一微塵破

為若干分。如是餘微塵。亦悉破為若干世界微塵數分。比丘。

於意云何。彼微塵可知數不。比丘言。不也世尊。佛告比丘。

復有人。彼若干微塵佛國土。為過一步。如是速疾神通行東方

世界。無量無邊劫行。行如是東方世界。下一微塵東方盡。如

是微塵。若著微塵。及不著者。下至水際。上至有頂。滿中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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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如是南方乃至十方。下至水際。上至有頂。滿中微塵。比

丘。於意云何。彼微塵可知數不。比丘言。不也世尊。佛告比

丘。若干微塵分可知其數。然現今在世。同名釋迦牟尼佛入涅

槃不可數知。母同名摩訶摩耶。父同名輸頭檀。城同名迦毘羅。

弟子同名舍利弗。目犍連。侍者弟子同名阿難陀。何況種種異

名比丘。我若干微塵數劫住世。說一同名釋迦牟尼佛不可窮盡。

如是同名然燈佛。同名提波延佛。同名燈光明佛。同名一切勝

佛。同名稱王佛。同名波頭摩勝佛。同名毘婆尸佛。同名尸棄佛。

同名毘舍浮佛。同名拘留孫佛。同名拘那含牟尼佛。同名迦葉

佛。如是等異名母。乃至異名侍者入涅槃。我知彼佛如現在前。

應當敬禮如是等諸佛。

敬禮同名釋迦牟尼佛。敬禮同名然燈佛。敬禮同名提波延佛。

敬禮同名燈光明佛。敬禮同名一切勝佛。敬禮同名稱王佛。敬

禮同名波頭摩勝佛。敬禮同名毘婆尸佛。敬禮同名尸棄佛。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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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同名毘舍浮佛。敬禮同名拘留孫佛。敬禮同名拘那含牟尼佛。

敬禮同名迦葉佛。

憂波摩那比丘。白佛言世尊。世尊。未來幾許佛。佛告憂波摩

那比丘。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比丘。未來星宿劫中。有三百

佛出世。同名大雞兜佛。復有十千同名莊嚴王佛。

華作劫中有一億百千萬佛出世。同名菩提覺華佛。八頻婆羅佛

出世。同名離愛佛。

多盧波摩劫中。有六千佛出世。同名散花佛。

勝聲劫中莎羅自在高幢世界。十千佛出世。同名清淨憂波羅香

山佛。

普華劫中有千八百佛出世。同名離愛佛。

復有千三百佛出世。同名梵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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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劫中三十億佛出世。同名釋迦牟尼佛。

復有劫中八千同名然燈佛出世。

復有劫中六十千同名歡喜佛出世。

復有劫中三億佛出世。同名弗沙佛。

復有劫中十八千佛出世。同名莎羅自在王佛(十八千丹八十千)。

復有劫中三百佛出世。同名波頭摩勝佛。

復有劫中五百佛出世。同名波多婆佛。

復有劫中千佛出世。同名閻浮檀佛。

復有劫中十二八千萬佛出世。同名見一切義佛。

復有劫中千佛出世。同名俱隣佛。

復有劫中九千佛出世。同名迦葉佛。

復有劫中十八佛出世。同名因陀羅幢佛。

復有劫中十五佛出世。同名日佛。

復有劫中六十億佛出世。同名大莊嚴佛。

復有劫中六十佛出世。同名因陀幢佛。

復有劫中五百佛出世。同名日佛復有劫中六十億佛出世。同名

大莊嚴佛。

復有劫中六十二百佛出世。同名寂行佛。

復有劫中六十億佛出世。同名莎羅自在王佛。

復有劫中八千佛出世。同名堅精進佛。

復有劫中百億佛出世。同名決定光明佛。

復有劫中八十億佛出世。同名實法決定佛。

復有劫中六十二億佛出世。同名毘留羅佛。

復有劫中六十千佛出世。同名妙波頭摩佛。

復有劫中四十千佛出世。同名願莊嚴佛。

復有劫中五百佛出世。同名華勝王佛。

復有劫中四十億那由他佛出世。同名妙聲佛。

復有劫中千佛出世。同名功德蓋安隱自在王佛。

復有劫中六十千佛出世。同名堅修柔軟佛。

123



復有劫中十佛國土微塵數百千萬不可說不可說佛出世。同名普

賢佛。

復有劫中七千佛出世。同名法莊嚴王佛。

比丘。舉要言之。未來諸佛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不可窮盡。

比丘。汝應當一心歸命如是等諸佛。

爾時舍利弗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胡跪合掌白佛言。

世尊。幾佛現在。佛告舍利弗。汝見我現在身耶。舍利弗言。

如是世尊。我今實見佛身。復告舍利弗。我今見十方無量無邊

不可說不可說世界。同我名釋迦牟尼佛在世者。如汝見我無異。

如是同名然燈佛。同名毘婆尸佛。同名尸棄佛。同名毘舍浮佛。

同名拘留孫佛。同名俱那含佛。同名迦葉佛。

舍利弗。舉要言之。我若一劫。若百千萬億那由他劫說。同名

諸佛不可窮盡。何況異名佛。此如是等諸佛。皆是文殊師利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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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舍利弗。汝應當一心歸命如是等

諸佛。

舍利弗。現在劫五百同名智幢佛。復有劫五百同名法幢佛。復

有劫六十二同名然燈佛。復有劫六十二同名尸棄佛。復有劫千

同名然火單荼自在王聲佛。復有劫二千不同名。或名智勝佛。

或名炬燈王佛。或名法勝佛。或名梵勝佛。舍利弗。汝應當一

心歸命如是等諸佛。

舍利弗。復有佛名妙聲分聲佛。舍利弗。彼妙聲分聲佛壽命

六十百歲過是東方名智自在兩足尊。彼智自在如來壽命十二千

歲。過智自在世尊。復有佛名威德自在兩足尊。威德自在佛壽

命七十六千歲。過威德自在世尊。復有佛名摩醯首羅。彼摩醯

首羅佛壽命滿一億歲。過摩醯首羅佛。復有佛名梵聲。彼梵聲

佛壽命滿足十億歲。過梵聲世尊。復有佛名大眾自在。彼大眾

自在佛壽命滿足六十千歲。過大眾自在世尊。復有佛名聲自在

佛。彼聲自在佛壽命滿足一億歲。過聲自在世尊。復有佛名勝

聲。彼勝聲佛壽命滿足百億歲。過彼勝聲世尊。復有佛名月面。

彼月面佛壽命一日一夜。過月面世尊。復有佛名日面。彼日面

佛壽命滿足千八百歲。過日面世尊。復有佛名梵面。彼梵面佛

壽命滿足二十三千歲。過梵面世尊。復有佛名梵阿莎婆。彼梵

阿莎婆佛壽命滿足千八百歲。舍利弗。汝應當一心歸命如是等

諸佛。舍利弗。復過一劫中二百佛出世。我說彼佛名。汝當歸命。

南無不可嫌身佛。南無稱名佛。南無威德佛。南無稱吼佛。南

無稱上佛。南無聲清淨佛。南無智勝佛。南無智解佛。南無黠

慧佛。南無智通佛。南無智成就佛。南無智供養佛。南無智妙佛。

南無智通(丹勇)猛佛。南無智炎佛。南無淨上佛。南無法寶佛。

南無智光佛。南無梵天佛。南無善梵天佛。南無淨婆藪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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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妙梵聲佛。南無梵自在佛。南無梵天自在佛。南無因那陀佛。

南無梵吼佛。南無梵德佛。南無威德力佛。南無威德自在佛。

南無善威德佛。南無威德絕倫無能制伏佛。南無威德起佛。南

無威德天佛。南無善決定威德佛。南無威德勝佛。南無驚怖佛。

南無驚怖意佛。南無驚怖慧佛。南無驚怖眾生佛。南無驚怖面

佛。南無驚怖起佛。南無威德決定畢竟佛。南無威德天佛。南

無驚怖實佛。南無見驚怖佛。南無善眼佛。南無月勝佛。南無

深聲佛。南無無邊聲佛。南無淨聲佛。南無清淨聲佛。南無無

量聲佛。南無放聲佛。南無降伏魔力聲佛。南無住持聲佛。南

無善目佛。南無善照佛。南無普眼佛。南無清淨面佛。南無無

邊眼佛。南無稱眼佛。南無眼莊嚴佛。南無不可嫌眼佛。南無

調柔佛。南無調勝佛。南無善調心佛。南無善寂根佛。南無善

寂意佛。南無善寂妙佛。南無善寂行佛。南無善寂去佛。南無

善寂彼岸佛。南無善寂勇猛佛。南無住勝佛。南無善寂淨心佛。

南無眾自在佛。南無眾上首自在王佛。南無有眾佛。南無勝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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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清淨智佛。南無大眾自在佛。南無眾勇猛佛。南無放

妙香佛。南無法方佛。南無法雞兜佛。南無法行佛。南無法寶佛。

南無法力佛。南無法住佛。南無善法佛。南無法勇猛佛。南無

法樂決定佛。南無實法決定一劫中八十億同名決定佛。第二劫

中八十億亦同名決定佛。過決定佛名勝成就佛。亦應一心敬禮。

南無安隱佛。南無拘隣佛。南無善歡喜佛。南無善眼佛。南無

頭陀羅吒佛。南無毘留博叉佛。南無善眼佛。南無妙眼佛。南

無善見佛。南無善解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妙去佛。南無

大勝佛。南無栴檀佛。南無大功德佛。南無善度佛。南無滅惡佛。

南無摩梨支佛。南無光明佛。南無滿月佛。南無淨名佛。南無

淨德佛。南無淨住佛。南無喜勝佛。南無月幢佛。南無寶起佛。

南無無畏佛。南無然燈佛。南無法妙佛。南無高鬘 (丹髻 )佛。

南無稱妙佛。南無威德佛。南無次勝妙釋迦牟尼佛。南無吉沙

佛。南無弗沙佛。南無毘婆尸佛。南無尸棄佛。南無毘舍浮佛。

南無拘留孫佛。南無拘那含佛。南無迦葉佛。

佛復告舍利弗。舍利弗。現在東方可樂世界中名阿閦佛。應當

一心敬禮。

南無日藏佛。南無日作佛。南無龍王自在王佛。南無龍歡喜佛。

南無自在佛。南無稱光明佛。南無山城佛。南無普妙佛。南無

普寶佛。南無稱自在王佛。南無行法行稱佛。南無初智慧佛。

南無智山佛。南無因光明佛。南無生勝佛。南無彌留藏佛。南

無智海佛。南無大精進佛。南無高山勝佛。南無功德藏佛。南

無智法界佛。南無無畏自在佛。南無大精進成就佛。南無智成

就佛。南無無礙王佛。南無地力精進佛。南無持佛。南無力王佛。

南無善見佛。南無法光明王佛。南無降伏魔佛。南無不斷炎佛。

南無功德山佛。南無智齊佛。南無無障力王佛。南無善思惟佛。

南無師子歡喜佛。南無戒光明佛。南無快勝王佛。南無盡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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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寶面勝佛。南無智波婆佛。南無決定稱佛。南無無邊

觀王佛。南無法華雨佛。南無作光明佛。南無高山王佛。南無

成就法輪王佛。南無無垢眼佛。南無大名聲德佛。南無無礙智

力王佛。南無無礙安隱佛。南無寂門佛。南無福德力精進佛。

南無智衣王佛。南無法自在王佛。南無無妨安隱佛。南無智成

就佛。南無大力彌留藏佛。南無觀功德精進佛。南無得無障不

迷佛。南無香光明佛。南無功德聚集王佛。南無法齊底佛。南

無聲自在王佛。南無護聲佛。南無種種力精進王佛。

佛說佛名經卷第七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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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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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八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南無寶光明勝王佛。南無過一切須彌山王佛。南無寶彌留佛。

南無不動法佛。南無堅固蓋王佛。南無普功德佛。南無法莎羅

彌留佛。南無聚集智聲佛。南無智炎華月王佛。南無龍王自在

王佛。南無優曇末華王佛。南無真金色王佛。南無增長法幢王

佛。南無栴檀波羅光佛。南無住法 ( 丹持 ) 功德稱佛。南無堅

固意精進佛。南無然塵燈佛。南無精進步佛。南無無邊堅固幢

佛。南無最法稱佛。南無法王佛。南無降伏大眾佛。南無有光

炎華高山佛。南無智勝照佛。南無才威德然燈佛。南無無諍無

畏佛。南無智化聲佛。南無二輪成就佛。南無妙身蓋佛。南無

勝莊嚴王佛。南無師子座善坐佛。南無放月光華王佛。

復次舍利弗。現在南方佛。汝應當一心歸命。

南無法自在吼佛。南無師子奮迅王佛。南無初發心香自在莎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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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那羅延自在藏彌留勝佛。南無寶山精進自在集功德佛。

南無樹提藏佛。南無星宿方便稱佛。南無功德力莎羅王佛。南

無大意佛。南無妙聲吼奮迅佛。南無妙聲佛。南無得一切眾生

意佛。南無寶地山佛。南無法雲吼聲佛。南無無垢光明佛。南

無香波頭摩精進王成就佛。南無光波婆吒佛。南無功德跡佛。

南無因緣光明佛。南無無邊功德王佛。南無增長明 (丹眼 )佛。

南無師子聲奮迅佛。南無觀法佛。南無天力師子奮迅佛。南無

法華通佛。南無敬法清淨佛。南無堅精進行奮迅佛。南無自精

進佛。南無彌留光佛。南無功德阿尼羅佛。南無淨相(丹棖)佛。

南無喚智佛。南無智慧作佛。南無不破廣慧佛。南無力慧佛。

南無憂頭鉢佛。南無法堅固歡喜佛。南無堅固意自在佛。南無

發捨成就佛。南無平等須彌山面佛。南無清淨藏佛。南無一切

眾生自在佛。南無智自在佛。南無勝業清淨見佛。南無善快奮

迅佛。南無無障無著精進佛。南無世間自在佛。南無廣法行佛。

南無功德成就佛。南無不怯弱成就佛。南無成如意通佛。南無

如觀法佛。南無栴檀鬚 ( 丹髻 ) 佛。南無敬重戒王佛。南無寶

名佛。南無龍王自在聲佛。南無大智莊嚴佛。南無無孤獨功德

佛。南無阿羅摩佛。南無不滅莊嚴佛。南無淨功德莊嚴佛。南

無自在相好 ( 丹妙 ) 莊嚴稱佛。南無行自在王佛。南無法華彌

留佛。南無法性莊嚴佛。南無願滿足佛。南無大捨莊嚴佛。南

無千法無畏佛。南無有自在成就佛。南無樂法奮迅佛。南無寂

王佛。南無解脫王佛。南無肩彌留佛。南無如意力電王佛。南

無無障佛月佛。南無不讚歎世間勝佛。南無法王決定佛。南無

寶星宿雲王佛。南無阿私多寶勝佛。南無法行自在佛。南無地

勇名佛。南無無邊勝寶名佛。南無名智奮迅王佛。南無名樹迦

那伽王佛。南無名增長慧佛。南無法華通直心佛。南無名照觀

佛王佛。南無名快照光明精進通集佛。南無名智盡天佛。南無

名不著惡勝佛。南無名勝妙法佛。南無名大智聲智慧佛。南無

名見一切世間不畏佛。南無名見無畏佛。南無名聲去佛。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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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行無量王佛。

復次舍利弗。現在西方佛。汝應當一心敬禮。

南無初光明華心照佛。南無妙聲修行吼佛。南無住勝智稱佛。

南無普見佛。南無作非作心華光佛。南無法行然燈佛。南無普

勝佛。南無智吼稱王佛。南無梵聲歡喜吼佛。南無千眼佛。南

無海香炎佛。南無千月自在藏佛。南無法速樂行佛。南無身賢

遠光佛。南無師子廣眼佛。南無十力光明勝佛。南無智來佛。

南無無邊精進勝面佛。南無大勝成就法佛。南無不空見佛。南

無不可盡色佛。南無觀法智佛。南無無妨王佛。南無無邊德佛。

南無智察法佛。南無一切善根菩提通佛。南無無礙精進善思惟

奮迅王佛。南無上智勝善住功德佛。南無智香勝佛。南無智勝

見尸棄王佛。南無妙功德智佛。南無法清淨來佛。南無不憂法

華吼王佛。南無勝上功德佛。南無開法門藏佛。南無照法同王

佛。南無力王善住法佛。南無善擇力得佛。南無無邊門見佛。

南無善化莊嚴佛。南無不似見佛。南無離瞋功德王佛。南無離

塵億勝佛。南無大力般若奮迅王佛。南無法鏡像佛。南無堅叉

利成就佛。南無一切智功德勝佛。南無不樂出功德佛。南無精

進過精進自在山佛。南無一切世間自在橋梁勝佛。南無示現 (丹

本有無 ) 盡德佛。南無清淨戒功德王佛。南無華嚴作莊嚴佛。

南無獨王佛。南無得大通願力佛。南無吼聲速精進佛。南無勝

身那羅延智佛。南無那羅延佛。南無寶光阿尼羅勝佛。南無寶

海炎佛。南無大海彌留勝王佛。南無初不濁天王佛。南無不住

生戒勝功德王佛。南無勝慧佛。南無虛空樂說無礙稱佛。南無

無比藏稱佛。南無天 ( 丹本無天 ) 自在梵增上佛。南無善行見

王佛。南無種種行王佛。南無盧舍那勝功德佛。南無自在佛。

南無住華佛。南無智善根成就性佛。南無無障礙智成就佛。南

無善決法佛。南無法莊嚴觀樂說 ( 丹本有法 ) 稱佛。南無三寶

然燈佛。南無摩訶思惟藏佛。南無不可思議王佛。南無自在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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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師子胸藏佛。南無智王莊嚴佛。南無自在根佛。南無

離聲眼佛。南無善香佛。南無不染佛。南無法身佛。南無波頭

摩佛。南無廣戒王佛。南無心善行稱佛。南無法自在佛。南無

如意通觀藏佛。南無然貪燈王佛。南無世間意成就善 ( 丹蓋 )

法佛。南無福德勝田佛。南無善觀佛法勝佛。

復次舍利弗。現在北方佛。汝當一心歸命。

南無初勝藏山佛。南無放光明佛。南無無邊智慧佛。南無龍華

佛。南無一切龍奮迅勇猛佛。南無降伏一切魔佛。南無法世間

鏡像佛。南無福德莊嚴佛。南無勝婆嗟山佛。南無法來王佛。

南無普莊嚴樹行勝佛。南無佛化成就佛。南無寶積成就佛。南

無一切成就稱佛。南無三世智勝佛。南無勝威善住佛。南無種

種願光佛。南無不退百勝光佛。南無分闍羅勝佛。南無奪(丹奮)

一切邪見佛。南無得佛眼輪佛。南無得一切佛智佛。南無大慈

悲救護勝佛。南無師子智橋梁佛。南無住實際王佛。南無諸善

根福德法成就佛。南無大無垢智佛。南無智稱王佛。南無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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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頭摩佛。南無興一切相佛。南無隨一切意法雲佛。南無大毘

留嗏佛。南無滿足精進實慧佛。南無勝光明佛。南無不動法智

光佛。南無栴檀雲王佛。南無不染波頭摩聲佛。南無法增上聲

王佛。南無撰擇法無礙華稱佛。南無無垢劫佛。南無佛眼無垢

精進增上輪佛。南無智自在稱佛。南無無邊疑佛。南無廣威德

自在王佛。南無無邊智奮迅無礙心佛。南無欲法道善住佛。南

無一切生智佛。南無降伏魔力堅固意佛。南無精進自在寶王佛。

南無威德藏佛。南無見利益一切歡喜佛。南無種種日佛。南無

大步佛王佛。南無無垢法王佛。南無聲分妙寶吼佛。南無不退

精進示現佛。南無莊嚴佛國土王佛。南無智根本華佛。南無不

稱涅槃佛。南無一切龍摩尼藏佛。南無樂法自在佛。南無得法

相自在佛。南無無邊寶功德藏佛。南無清淨華山佛。南無大法

王拘蘇摩勝佛。南無一切盡不盡藏佛。南無華彌留善佛。南無

虛空智山佛。南無智力王佛。南無無礙聲智佛。南無無邊佛聲

藏佛。南無智王不盡稱佛。南無心慧奮迅王佛。南無自性清淨

智佛。南無智自在法王佛。南無正見佛。南無語見佛。南無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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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法香見佛。南無因陀羅山無礙王佛。南無龍月佛。南無寶自

在莎羅王佛。南無見一切眾生佛。南無水住持光明王佛。南無

覺一切法佛。南無智寶法勝佛。南無精進自在意法藏佛。南無

無礙山佛。南無無垢鬘佛。南無放光明照佛。南無彌留力自在

藏佛。南無炎自在藏佛。南無聲分妙覺吼佛。南無精進自在彌

留寂自在佛。南無堅無畏功德佛。南無堅勇猛寶佛。南無堅猛

寂靜王佛。南無降伏闇彌留山王佛。南無勝丈夫芬陀梨佛。南

無聖聲藏佛。南無普賢芬陀利佛。南無法平等法身佛。南無難

勝佛。南無難可意佛。南無不動佛。南無妙聲佛。南無勝聲佛。

南無莎羅奮迅佛。南無寶勝佛。南無愛見佛。南無然燈佛。南

無須彌劫佛。南無月光佛。南無日光佛。南無法界佛。南無藥

樹王佛。南無星宿佛。南無覺上佛。南無授記佛。南無愛作佛。

南無無畏作佛。南無華寶栴檀佛。南無龍功德佛。南無盧舍那

佛。南無無垢佛。南無無煩惱佛。南無善來佛。南無金色色佛。

南無無根本佛。南無須彌燈佛。南無可樂見光佛。南無能作光

佛。南無一切濁佛。南無無染佛。南無善淨佛。南無解脫佛。

南無華樹佛。南無法性佛。南無善護聲佛。南無得意佛。南無

斷愛佛。南無內外佛。南無成就幢佛。南無梵聲佛。南無妙聲

佛。南無勝聲佛。南無金剛佛。南無大通佛。南無無畏佛。南

無離一切煩惱佛。南無離怖佛。南無離怯弱佛。南無不可動佛。

南無樂解脫佛。南無成就佛。南無二足尊佛。南無一切種智佛。

南無相莊嚴佛。南無不可量言佛。南無不畏言佛。南無常相應

言佛。南無梵眾相應佛。南無三十天眾相應佛。南無字金色佛。

南無捨結佛。南無莎羅華佛。南無金華佛。南無拘牟頭相佛。

南無頂勝佛。南無一切通智佛。南無不可相佛。南無得一切法

彼岸佛。南無善住佛。南無莊嚴相佛。南無妙寂佛。南無捨浮

羅奮迅佛。南無清淨眾生佛。南無常香佛。南無畢竟大悲佛。

南無成就堅佛。南無常微笑佛。南無離濁佛。南無百相功德佛。

南無隨順佛。南無勝藏佛。南無般若幢佛。南無寶般若畢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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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滿足意佛。南無觀世自在王佛。南無大炎聚佛。南無勝功

德威德佛。南無梵勝天佛。南無內寶佛。南無三菩提幢佛。南

無勝燈佛。南無善擇願越勝莎羅王佛。南無無垢光明佛。南無

照闇佛。南無無畏觀佛。南無樂說莊嚴佛。南無無垢月雞兜稱

佛。南無寶上佛。南無華莊嚴光明 ( 丹本有作 ) 佛。南無火奮

迅佛。南無無畏智觀佛。南無師子奮迅齊佛。南無遠離一切驚

怖毛竪等稱光佛。南無伽那伽王光明威德佛。南無觀世音佛。

南無尼彌佛。南無寶火佛。南無寶山佛。南無自在佛。南無寶

精進日月光明莊嚴威德黠聲王佛。南無初發心念觀一切疑即斷

煩惱佛。南無斷闇三昧勝王佛。南無寶炎佛。南無大聚佛。南

無栴檀香佛。南無虛空平等佛。南無禮拜增上佛。南無不動作

佛。南無觀 (丹鄉本歡 )喜佛。南無離畏佛。南無善清淨勝佛。

南無光明王佛。南無不可降伏幢佛。南無勝一切佛。南無聞聲

勝佛。南無善臂佛。南無寶高佛。南無善解佛。南無月高佛。

南無善見佛。南無照賢首勝佛。南無得聖佛。南無成就一切事

佛。南無山峯佛。南無普寶蓋莊嚴佛。南無廣光明王佛。南無

寶蓋喜佛。南無照賢勝佛。南無樂日佛。南無普賢佛。南無清

淨一切願威德勝王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普光明佛。南

無普香佛。南無善清淨佛。

舍利弗。舉要言之。現在諸佛說不可盡。舍利弗。譬如東方恒

河沙世界。南方恒河沙世界。西方恒河沙世界。北方恒河沙世

界。上下四維恒河沙世界。彼一切世界。下至水際上至有頂滿

中微塵。舍利弗。於汝意云何。彼如是微塵可知數不。舍利弗

言。不也世尊。佛告舍利弗。如是同名釋迦牟尼佛。現在世者

我現前見。彼諸佛母同名摩訶摩耶。父同名輸頭檀王。城同名

迦毘羅。彼諸佛第一聲聞弟子。同名舍利弗目犍連。侍者弟子

同名阿難陀。何況種種異名母。異名父。異名城。異名弟子。

異名侍者。舍利弗。彼若干世界。彼人於何等世界著微塵。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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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世界不著微塵。彼諸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下至水際上至

有頂。舍利弗。復有第二人。取彼微塵彼若干微塵數。爾所佛

國土阿僧祇億百千萬那由他世界。過爾所世界為一步。舍利弗。

彼人復過若干微塵數世界為一步。彼人如是過百千萬億那由他

阿僧祇劫行乃下一塵。如是盡諸微塵。舍利弗。如是若干世界。

若著微塵及不著者。滿中微塵。復更著十方世界。舍利弗。復

過是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彼諸世界。下至水際上至有頂。

滿中微塵。舍利弗。復有第三人。取彼爾所微塵。過彼爾所微

塵數世界為一步。彼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行乃下一塵。

如是盡諸微塵。復有第四人。取彼若干微塵數世界。若著微塵

及不著者。下至水際上至有頂滿中微塵。舍利弗。於意云何。

彼微塵可知數不。舍利弗言。不也世尊。佛告舍利弗。彼若干

微塵可知其數。然彼同名釋迦牟尼佛母。同名摩訶摩耶。父同

名輸頭檀。城同名迦毘羅。第一弟子同名舍利弗目犍連。侍者

弟子同名阿難陀。彼佛不可知數。舍利弗。如是第五人。第六

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人。舍利弗。復有第十一人。是人彼若干微

137



塵中。取一微塵破為十方。若干世界微塵數分。如是餘微塵。

亦悉破為若干世界微塵數分。舍利弗。於意云何。彼微塵分可

知數不。舍利弗言。不也世尊。佛告舍利弗。復有人。彼若干

微塵分佛國土為過一步。如是速疾神通。行東方世界無量無邊

劫。下一微塵。東方盡。如是微塵若著微塵及不著者。下至水

際上至有頂滿中微塵。如是南方乃至十方。下至水際上至有頂

滿中微塵。舍利弗。於意云何。彼微塵可知數不。舍利弗言。

不也世尊。佛告舍利弗。彼若干微塵分可知其數。然現今在世

同名釋迦牟尼佛。母同名摩訶摩耶。父同名輸頭檀王。城同名

迦毘羅。第一弟子同名舍利弗目犍連。侍者弟子同名阿難陀不

可數知。何況種種異名佛。異名母。異名父。異名城。異名弟子。

異名侍者。舍利弗。我若干微塵數劫住世。說一同名釋迦牟尼

不可窮盡。如是同名然燈佛。

南無同名提婆延佛。南無同名燈光明佛。南無同名一切勝佛。

南無同名大稱佛。南無同名波頭摩勝佛。南無同名毘婆尸佛。

南無同名尸棄佛。南無同名毘舍浮佛。南無同名拘留孫佛。南

無同名拘那含佛。南無同名迦葉佛。

如是等異名母。乃至異名侍者。現在住世我今悉知。汝等應當

一心敬禮。

爾時佛告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當先懺悔一切諸罪。若比丘犯四重罪。比丘尼犯八重罪。式叉

摩那。沙彌沙彌尼。犯出家根本罪。若優婆塞犯優婆塞重戒。

優婆夷犯優婆夷重戒。欲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不食葷辛。

當在靜處修治室內。以諸幡華莊嚴道場香泥塗畫。懸四十九枚

幡。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種香。栴檀。沈水。薰陸。多伽

羅。蘇犍陀。種種末香。塗香。燒如是等種種妙香。散種種華。

興大慈悲願救苦眾生。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

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晝夜思惟如來本行苦行。於無量劫受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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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不生疲厭。為求無上菩提故。於一切眾生自生下心如僮僕心。

若比丘懺四重罪。如是晝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比丘。發露

所犯罪。七日一對發露。至心慇重悔昔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

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分。如是至心滿四十九日罪必除滅。是人

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見十方諸佛與其記

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道場共為已伴。或與摩頂示滅罪

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處在眾次。或自見身處眾說法。或見諸

師淨行沙門。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懺悔罪時。

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至心。若比丘尼懺悔

八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十九日。當得清淨。除不至心。

若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懺悔根本重罪。當對四清淨比丘比丘

尼。如上法滿二十一日。當知清淨。除不至心。若優婆塞優婆夷。

懺悔重戒罪。應當至心恭敬三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

當請詣道場設種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

諸罪。至心懺悔。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七日

必得清淨。除不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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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得成菩提降伏魔。自在經行道樹下。證無障礙眼及身。法

界平等如虛空。

　　十億國土微塵數。菩薩弟子眾圍繞。得於一切寂靜心。善

住普賢諸行中。

　　佛身相好妙莊嚴。放於種種無量光。普照十方諸國土。諸

佛不可思議力。

　　見佛國土悉無垢。無量妙色清淨滿。諸佛所有勝妙事。承

佛神力見大眾。

　　東方世界名寶幢。遠離諸垢妙莊嚴。彼處自在寶燈佛。於

今現在彼世界。

南無東方自在寶燈佛。

　　南方頗梨燈國土。清淨妙色普嚴淨。摩尼清淨雲如來。現

今在世說妙法。

南無南方摩尼清淨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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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無垢清淨土。名為安樂妙世界。彼自在佛無量壽。菩

薩弟子現圍遶。

南無西方無量壽佛。

　　北方世界名香燈。國土清淨甚嚴飾。無染光幢佛所化。現

今自在道場樹。

南無北方無染光幢佛。

　　琉璃光明真妙色。國土清淨勝莊嚴。無礙光雲佛如來。於

今現在東北方。

南無東北方無礙光雲佛。

　　光明照幢世界中。現見滿足諸菩薩。自在吼聲佛彼處。現

今在於東南方。

南無東南方自在吼聲佛。

　　種種樂樂佛世界。摩尼莊嚴妙無垢。勝妙智月如須彌。現

見在於西南方。

南無西南方勝妙智月佛。

　　現見西北方如來。彌留光明平等界。彼處大聖自在佛。弟

子菩薩眾圍遶。

南無西北方大聖自在佛。

　　下方世界自在光。國土清淨寶炎藏。光明妙輪不空見。佛

今住彼妙國土。

南無下方光明妙輪不空見佛。

　　上方世界光炎藏。彼世界名淨無垢。普眼功德光明雲。現

見菩提樹下坐。

南無上方普眼功德光明雲佛。

爾時舍利弗等大眾承佛神力。見十方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無量無

邊。爾時舍利弗在大眾中。悲泣流淚白佛言。希有世尊。若善

男子善女人。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不得成佛。我等昔

來猶如腐草。雖經春陽無悕秋實。爾時慧命舍利弗。即從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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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願更廣說十方所有

諸佛名號。我等樂聞。爾時佛告舍利弗。汝當至心諦聽。我為

汝說。得聞彼佛一心敬禮。舍利弗。從此世界東方過百千億世

界。有佛世界名然燈。彼國土有佛名寶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

現今說法。南無寶集佛。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彼佛

名至心受持憶念。是善男子善女人。畢竟得七覺分三昧。得不

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超越世間六十劫。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東方然燈界。有佛名寶集。若人聞名者。超世六十劫。

舍利弗。東方有世界名寶集。彼世界有佛。名寶勝阿羅呵三藐

三佛陀。現在說法。

南無寶勝佛。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佛名至心受持。憶念讀誦

合掌禮拜。若復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滿足三千大千世界珍寶布

施。如是日日布施滿足一百歲。如此布施福德。比前至心禮拜

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

喻所不及一。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寶集世界。有佛寶勝。若人聞名。施不及一。

舍利弗。從此東方過八百世界有佛世界名香積。彼世界有佛。

名成就盧舍那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現今說法。若人聞彼佛名。

受持讀誦憶念禮拜。超越世間五百劫。

南無成就盧舍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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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從此世界。東方過千世界。名樹提跋提。彼世界有佛。

名盧舍那鏡像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現今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

聞彼佛名受持讀誦。至心憶念恭敬禮拜。得脫三惡道。

南無盧舍那鏡像佛。

舍利弗。從此東方過二千世界。有佛國土名無量光明功德。彼

界有佛名盧舍那光明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若善男子善女人。聞

彼佛名五體投地深心敬重。受持讀誦恭敬禮拜。是人超越世間

三十劫。

南無盧舍那光明佛。

舍利弗。東方過千世界。有佛國土名可樂。彼佛名不動應供正

遍知。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佛名受持讀誦恭敬禮拜。是人畢

竟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諸魔所不能動。

南無不動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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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東方過千世界。有佛國土名不可量。彼處有佛名大光

明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今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光明

佛名。受持讀誦恭敬禮拜。是人常不離一切諸佛菩薩。畢竟得

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南無大光明佛。

舍利弗。從此世界東方過六十千世界。有國土名然燈。佛名不

可量聲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

不可量聲佛名三稱者。是人畢竟不墮三惡道。定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

南無無量聲如來 (三稱 )。

舍利弗。復過彼世界度千佛國土。有世界名無塵。彼有佛名阿

彌陀劬沙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今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聞

彼佛名深心敬重。受持讀誦恭敬禮拜。是人超越世間十二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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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阿彌陀劬沙佛。

舍利弗。復過二十千佛國土。有世界名難勝。彼處有佛名大稱

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佛名。合掌作如是言。

南無大稱如來。

若復有人以須彌山等七寶。日日布施滿一百歲。比聞此佛名禮

拜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算數亦不及一。

舍利弗。復過三千世界。有國土名光明。佛號寶光明阿羅訶三

藐三佛陀。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彼佛名。超越世間一百劫。

得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人不信聞名得如此功德者。

是人定墮阿鼻地獄。滿足一百劫。

南無寶光明佛。

舍利弗。東方過十千國土。有世界名光明照。彼處有佛名得大

無畏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今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佛

名受持讀誦恭敬禮拜。是人畢竟得大無畏。攝取無量無邊功德

聚。

南無得大無畏佛。

舍利弗。過第七千佛國土。有世界名摩尼光明。彼處有佛。名

然燈火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

佛名至心恭敬禮拜受持讀誦。是人攝得如來十力。

南無然燈火佛。

舍利弗。復過八千佛國土。有世界名真實。彼世界中有佛。號

實聲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佛

名受持讀誦至心禮拜。是人畢竟得四聖諦。畢竟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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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實聲佛。

舍利弗。復過二十千佛國土。有世界名光明。佛名無邊無垢阿

羅訶三藐三佛陀。現今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佛名至心

生信。受持讀誦恭敬禮拜。若復有人。以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

布施。比聞無垢佛名受持讀誦功德。千萬分不及一。乃至算數

所不能及。何以故。若眾生罪根深厚。不得聞無垢佛名。若有

善男子善女人。聞此如來名者。是人非於一佛所種諸善根。亦

非十佛所種諸善根。是人乃是百千萬佛所種諸善根。是人超越

世間四十八劫。

南無無邊無垢佛。

舍利弗。東方過九千佛國土。有世界名妙聲。佛號月聲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佛名受持讀誦

至心禮拜。是人所得一切功德白法。具足如滿月。畢竟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

南無月聲佛。

舍利弗。復過十千佛國土。有世界名無畏。佛名無邊稱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佛名受持讀誦。

合掌作如是言。

南無無邊稱如來。

若復有人。以七寶如須彌山布施。日日如是滿足百年。此福德

聚比持佛名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舍利弗。復過千五百佛國土。有世界名然燈。佛號日月光明阿

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彼佛名受持

讀誦。胡跪合掌右膝著地。三稱如是言。南無日月光明世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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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是人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南無日月光明佛。

舍利弗。復過三十千佛國土。有世界名無垢佛。號無垢光明阿

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善男子善女人。天龍夜叉羅剎。

若人非人。聞是佛名。畢竟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入惡

道。

南無無垢光明佛。

舍利弗。東方過十千佛國土。有世界名百光明。佛號清淨光明

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天龍夜叉人非人聞名者。必

得人身遠離貪瞋癡煩惱。若人聞不信者。六十千劫墮大地獄。

南無清淨光明佛。

舍利弗。復過百佛國土。有世界名善德。佛號日光明阿羅訶三

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人畢竟清淨心稱此佛名。所得功德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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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如日輪。畢竟能降伏一切諸魔外道。超越世間三十劫。

南無日光明佛。

舍利弗。復過六十千佛國土。有世界名住七覺分。佛號無邊寶

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人聞彼佛名。是人具足得七

覺分。能置眾生著勝寶中。畢竟成就無量功德聚。

南無無邊寶佛。

舍利弗。復過五百佛國土。有世界名華鏡像。佛號華勝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人聞彼佛名信心敬重。彼人一切善

法成就如華敷明。越度世間五十五劫。

南無華勝佛。

舍利弗。復過百千億佛國土。有世界名遠離一切憂惱。佛號妙

身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人聞彼佛名至心敬禮讀誦

受持。是人決定遠離一切諸障不入惡道。超越世間無量劫。

南無妙身佛。

舍利弗。復過那由他佛國土。有世界名平等。彼處有佛。號法

光明清淨開敷蓮華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若人得聞彼

如來名受持不忘者。永離三惡道。

南無法光明清淨開敷蓮華佛。

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淨洗

浴著新淨衣。淨治室內敷設高座安置佛像。懸二十五枚幡。種

種華香供養誦念。此二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

滅四重八禁等罪。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

爾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演說過去七佛姓名壽

命長短。我等渴仰樂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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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舍利弗。諦聽諦聽。今為汝說。舍利弗。過去九十一劫。

有佛名毘婆尸如來。

過去三十劫。有佛名尸棄如來。

彼劫中復有毘舍浮如來。自此以後無量無數劫。空過無有佛。

至賢劫中有四佛。

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我釋迦牟尼佛。

毘婆尸佛壽命八十千劫。尸棄佛壽命六十千劫。毘舍浮佛壽命

二千劫。拘留孫佛壽命十四小劫。拘那含牟尼佛壽命三十小劫。

迦葉佛壽命二十小劫。我現在最少壽命一百年。

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剎利家生。拘留孫佛拘那含佛迦葉佛

婆羅門家生。舍利弗。我釋迦牟尼佛剎利家生。毘婆尸佛尸棄

佛毘舍浮佛此三佛姓拘隣。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此三

佛姓迦葉。舍利弗。我釋迦牟尼佛姓瞿曇。毘婆尸佛。波叱羅

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尸棄佛。分陀利樹下得阿耨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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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藐三菩提。毘舍浮佛。娑羅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拘

留孫佛。優頭跋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拘那含牟尼佛。

尸利沙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佛。尼拘律樹下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我釋迦牟尼佛。阿說他樹下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毘婆尸佛三集聲聞。尸棄佛三集聲聞。毘舍浮佛再集聲聞。拘

留孫佛一集聲聞。拘那含牟尼佛一集聲聞。迦葉佛一集聲聞。

舍利弗。我釋迦牟尼佛一集聲聞。

毘婆尸佛。第一聲聞弟子。一名吉沙。二名看茶。尸棄佛。第

一聲聞弟子。一名勝。二名自在。毘舍浮佛。第一聲聞弟子。

一名星宿。二名上。拘留孫佛。第一聲聞弟子。一名疾。二名力。

拘那含牟尼佛。第一聲聞弟子。一名活 ( 丹治 )。二名毘頭羅。

迦葉佛。第一聲聞弟子。一名輸那二名頗羅墮。舍利弗。我釋

迦牟尼佛。第一聲聞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目揵連。如上二

人等。前者智慧第一。後神通第一。

毘婆尸佛侍者名無憂。尸棄佛侍者名離畏。毘舍浮佛侍者名寂。

拘留孫佛侍者名智。拘那含文尼佛侍者名親。迦葉佛侍者名迦

夫。舍利弗。我釋迦牟尼佛侍者名歡喜。

毘婆尸佛子名成陰。尸棄佛子名不可量。毘舍浮佛子名善智。

拘留孫佛子名上。拘那含文尼佛子名勝。迦葉佛子名導師。舍

利弗。我釋迦牟尼佛子名羅睺羅。

毘婆尸佛父名槃頭。母名槃頭意。城名槃頭。尸棄佛父名鉤那。

母名勝。城名阿樓那跋提。毘舍浮佛父名阿樓那天子。母名稱

意。城名隨意拘留孫佛父婆羅門種名功德。母名廣。彼天子名

無畏。城亦名無畏。拘那含文尼佛父婆羅門種名火 ( 丹大 ) 德

母名難勝。天子名莊嚴。城亦名莊嚴。迦葉佛父婆羅門種名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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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母名善才。天子名知使。城亦名知使。今時波羅奈城是。

舍利弗。我今父名輸頭檀王。母名摩訶摩耶。城名迦毘羅。舍

利弗。應當敬禮我本師。謂釋迦牟尼佛。

南無稱妙佛。南無降伏一切佛。南無然燈光佛。南無無畏佛。

南無法勝佛。

祇劫初。

南無寶勝佛。南無然燈佛。南無妙聲佛。南無勝成佛。南無善

見佛。南無善眼佛。南無持提羅吒佛。南無師子佛。南無無畏佛。

南無自在佛。南無不違佛。南無善眼佛。南無善山佛。南無善

意佛。南無栴檀佛。南無降伏熱佛。南無降伏闇佛。南無師子

佛。南無奮迅佛。南無妙聲佛。南無無量威德佛。南無淨德佛。

南無炎佛。南無見第一義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妙行勝佛。

南無妙寂靜佛。南無妙身佛。南無功德佛。南無梵命佛。南無

月佛。南無降自在佛。南無調山佛。南無因陀羅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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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第二大阿僧祇劫。有如是等七十二億佛。應當敬禮。舍利

弗。歸命大力佛。南無大精進佛。南無淨德佛。南無大明佛。

南無陽炎佛。南無復有釋迦牟尼佛。南無大龍佛。南無大威德

佛。南無堅行佛。南無栴檀佛。南無寶山佛。南無因陀羅幢佛。

南無無畏作佛。南無富樓那佛。南無寶髻佛。南無波頭摩勝佛。

南無妙勝佛。南無無垢佛。南無與光明佛。南無降伏怨佛。南

無波斯陀佛。南無大幢佛。南無頗羅墮佛。南無畢沙佛。南無

星宿佛。南無毘婆尸佛。南無尸棄佛。南無拘隣佛。南無毘舍

浮佛。

南無能作光明不可勝佛。

佛說佛名經卷第八圓滿

位於鹿野苑之釋尊初轉法輪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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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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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九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南無復有尸棄佛。南無善見佛。南無最後釋迦牟尼佛。

第三大阿僧祇劫中。有如是等七十一億佛。應當一心敬禮。舍

利弗。如是等過去無量佛。汝等應當一心歸命敬禮。

南無歡喜增長佛。南無人自在王佛。南無不動佛。南無大聖佛。

南無歡喜佛。南無自在佛。南無滿足佛。南無普光明佛。南無

大精進佛。南無拘隣佛。南無安隱佛。南無智慧佛。南無大稱佛。

南無阿珸律佛。南無妙勝佛。南無不厭足佛。南無大光炎聚佛。

南無月光佛。南無大威德佛。南無普寶蓋佛。南無那羅延光明

佛。南無師子乘光明佛。南無離一切憂惱光明佛。南無堅固光

明佛。南無雲王光明佛。南無無垢臂光明佛。南無成就義光明

佛。南無勝護光明佛。南無梵勝天王光明佛。南無如是等同名

不可說不可說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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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汝應當歸命無量壽佛國安樂世界。觀世音菩薩。得大

勢菩薩以為上首。及無量無邊菩薩。如是等至心歸命。南無摩

犁支世界難勝佛國土。光明幢菩薩光明勝菩薩以為上首。及無

量無邊阿僧祇菩薩眾。南無可樂世界阿閦佛國土。香象菩薩。

妙香象菩薩以為上首。及無量無邊菩薩眾。南無盧舍那世界日

月佛國土。師子菩薩。師子慧菩薩以為上首。及無量無邊菩薩

眾。南無不瞬世界善月佛國土。莎羅胎菩薩。一切法得自在菩

薩以為上首。及無量無邊菩薩眾。南無光明世界普照佛國土。

月輪菩薩。寶炬菩薩以為上首。及無量無邊菩薩眾。南無樂成

世界寶炎如來佛國土。不空奮迅菩薩。不空見菩薩以為上首。

及無量無邊菩薩眾。南無觀世界普觀如來佛國土。雲王菩薩。

法王菩薩以為上首。及無量無邊菩薩眾。南無見愛世界觀世音

王如來國土。降伏魔菩薩。山王菩薩以為上首。及無量無邊菩

薩眾。如是十方世界。一切佛國土。一切菩薩悉皆歸命。

舍利弗。歸命善清淨無垢佛。南無寶功德集勝王佛。南無普照

佛。南無因陀羅幢佛。南無清淨光明王佛。南無金色光明師子

奮迅王佛。南無普勝山功德佛。南無金剛勝佛。南無善住功德

摩尼山王佛。南無普見王佛。南無普賢佛。南無普照佛。南無

實法勝決定佛。南無無畏王佛。南無無量意功德王佛。南無地

自在王佛。南無無盡光佛。南無離塵功德佛。南無難知佛。南

無金剛妙佛。南無無垢勝佛。南無月勝佛。南無一味勝佛。南

無槃頭華佛。南無鬘香勝佛。南無多摩羅跋香勝佛。南無月藏

佛。南無沈水香佛。南無樹提光明佛。南無海香佛。南無龍藏佛。

南無寶光明佛。南無大雲藏佛。南無智德佛。南無金剛藏佛。

南無住持地佛。南無虛空平等佛。南無勝藏佛。南無軟語佛。

南無有德佛。南無山藏佛。南無妙鼓佛。南無愛勝佛。南無鼓

增上佛。南無歡喜藏佛。南無因藏佛。南無行勝佛。南無實語

佛。南無智勝佛。南無妙聲佛。南無自在勝佛。南無勝妙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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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佛寶幢佛。南無隨順戒佛。南無寶勝佛。南無無垢琉璃佛。

南無滿足金剛住持佛。南無甘露幢佛。南無成就功德佛。南無

香山佛。南無根本勝藏佛。南無不可知佛。南無無邊知佛。南

無無量佛。南無無量自在佛。南無火 ( 丹大 ) 光明佛。南無德

藏佛。南無根本莊嚴奮迅佛。南無根本光佛。南無一切眾生見

愛奮迅莊嚴王佛。南無忍王佛。南無離一切煩惱佛。南無寶色

勝佛。南無香勝王佛。南無億藏佛。南無見一切佛。南無見愛

佛。南無不可見佛。南無甘露功德稱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

一切畏差別能斷疑佛。南無散華佛。南無大勝 (丹本有王 )佛。

南無無礙智作佛。南無一切作樂佛。南無尊勝佛。南無吉王佛。

南無一切世間道自在王佛。南無須彌劫佛。南無勝須彌佛。南

無解脫佛。南無世間聲佛。南無堅奮迅佛。南無堅自在佛。南

無栴檀勝佛。南無不差別佛。南無息功用佛。南無善思惟佛。

南無能斷一切業佛。南無離想佛。南無寶勝佛。南無寶輪佛。

南無大寶佛。南無無垢光明佛。南無樂說莊嚴稱佛。南無無垢

月幢稱佛。南無華莊嚴光明佛。南無出火佛。南無無畏觀佛。

南無師子奮迅力佛。南無寶精進日月光明佛。南無莊嚴功德智

聲王佛。南無初發心念斷一切疑煩惱佛。南無破一切闇勝佛。

南無寶焰佛。南無栴檀香佛。南無大寶焰佛。南無華幢佛。南

無普勝帝沙佛。南無滿賢佛。南無最力精進奮迅佛。南無香勝

佛。南無勝稱佛。南無淨鏡佛。南無華勝佛。南無離塵佛。南

無不動佛。南無得功德佛。南無栴檀佛。南無因陀羅財佛。南

無樂山佛。南無能化佛。南無因陀羅幢佛。南無無畏作佛。南

無富樓那佛。南無弗沙佛。南無法水清淨虛空界王佛。南無普

智光明勝王佛。南無香光明功德寶莊嚴王佛。南無普智聲王佛。

南無清淨明無垢然燈佛。南無一切四無畏然燈佛。南無普喜速

勝王佛。南無善光火光佛。南無普門智照聲佛。南無無量功德

海藏光明佛。南無法界電光無障礙功德佛。南無清淨眼無垢然

燈佛。南無師子光明勝光佛。南無廣光明智勝幢佛。南無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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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無邊力精進成佛。南無香光明歡喜力海佛。南無成就王佛。

南無自在高佛。南無歡喜大海速行佛。南無稱自在光佛。南無

廣稱智佛。南無智成就海王幢佛。南無相顯文殊月佛。南無一

切法海勝王佛。南無智功德法住佛。南無梵自在勝佛。南無過

法界勝聲佛。南無不可嫌力普 ( 丹本有照 ) 光明幢佛。南無無

垢功德日眼 ( 丹明 ) 佛。南無無礙智普照光明佛。南無無量勝

雞兜幢佛。南無法界虛空普邊光明佛。南無福德相雲勝威德佛。

南無照勝頂光明佛。南無法風大海意佛。南無相法化普光明佛。

南無善成就眷屬普照佛。南無法盡疾速歡喜慧佛。南無無垢清

淨普光明佛。南無清淨眼華勝佛。南無善智力成就佛。南無虛

空清淨眼月佛。南無然金色須彌燈佛。南無智勝寶法光明佛。

南無然寶燈佛。南無普光明高山佛。南無火勝佛。南無波頭摩

奮迅佛。南無善天照佛。南無無盡功德佛。南無華威德佛。南

無甘露力佛。南無聲邊佛。南無妙法勝威德成就佛。南無普光

明聲虛空照佛。南無普門見勝光佛。南無無邊功德照佛。南無

普光功德然燈鏡像佛。南無喜樂現華火佛。南無寶須彌然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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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善法化 ( 丹善化法界 ) 金光明電聲佛。南無可降伏力

願佛。南無虛空城慧吼聲佛。南無十方廣遍稱智然燈佛。南無

師子光明滿足功德海佛。南無智敷華光明佛。南無月幢佛。南

無普眼滿足法 ( 丹有界 ) 雞兜幢佛。南無勝慧善導師佛。南無

光明作佛。南無東方善護四天下名金剛良如來為上首。南無南

方難勝四天下因陀羅如來為上首。南無西方親意四天下婆樓那

如來為上首。南無北方師子意四天下摩訶牟尼如來為上首。南

無東北方善擇四天下降伏諸魔如來為上首。南無東南方樂四天

下毘沙門如來為上首。南無西南方堅固四天下不動如來為上首。

南無西北方善地四天下普門如來為上首。南無下方炎四天下善

集如來為上首。南無上方妙四天下得智者意如來為上首。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

南無盧舍那勝威德王佛。南無法界佛。南無普光明勝藏王佛。

南無智燈佛。南無法界虛空智幢照佛。南無阿彌濫波眼佛。南

無龍自在王佛。南無法月普智光王佛。南無普照勝彌留王佛。

南無無障虛空智雞兜幢王佛。南無普輪到聲佛。南無無量宿自

在王佛。南無香普遍佛。南無彌留然燈王佛。南無阿那羅眼境

界佛。南無香毘頭羅佛。南無旃陀雞兜佛。南無一切佛寶勝王

佛。南無無邊世間智輪雞兜佛。南無阿僧伽智雞兜佛。南無師

子佛。南無不可思議命佛。南無不可用佛。南無月智佛。南無

大照佛。南無日燈佛。南無波頭勝藏佛。南無盧舍那佛。南無

無垢佛。南無山勝佛。南無普眼佛。南無梵命佛。南無婆藪天佛。

南無無邊光明平等法界莊嚴王佛。南無力光明佛。南無高行佛。

南無栴檀圍佛。南無金色意佛。南無妙飲佛。南無高聲佛。南

無最勝佛。南無高見佛。南無吉沙佛。南無弗沙佛。南無高稱

佛。南無妙波頭摩佛。南無普功德佛。南無作燈佛。南無善目

佛。南無一切法佛吼王佛。南無山幢身眼勝佛。南無功德幢佛。

南無寶勝然燈功德幢佛。南無普智寶炎勝功德佛。南無勝輪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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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因陀羅幢勝雞兜佛。南無金剛那羅延雞兜佛。南無大悲雲

幢佛。南無無障礙勝安隱滿足佛。南無火炎 ( 丹本有山 ) 勝莊

嚴佛。南無一切法海勝王佛。南無寶髻炎滿足燈佛。南無深法

海光佛。南無一切十億國土微塵數同名金剛藏佛。南無十億國

土微塵數同名金剛雞兜佛。南無十百千國土微塵數同名金剛幢

佛。南無十百千國土微塵數同名善法佛。南無十百千國土微塵

數同名稱心佛。南無一國土微塵數同名普功德佛。南無不可說

佛國土微塵數同名不可勝佛。南無不可說佛國土微塵數同名毘

婆尸佛。南無十佛國土微塵數同名普幢佛。南無八十億佛國土

微塵數不可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同名普賢佛。南無一佛國土微塵

數同名覺勝佛。南無十佛國土微塵數百千萬億那由他不可說同

名普稱自在佛。南無賢勝佛。南無功德海光明勝照藏佛。南無

法界虛空滿足不退佛。南無法界吼佛。南無不退轉輪法界聲佛。

南無法樹山威德佛。南無法雲吼王佛。南無一切法堅固吼王佛。

南無智炬王佛。南無寶光然燈幢王佛。南無功德山光明威德王

佛。南無法電幢王勝佛。南無法燈智師力山威德王佛。南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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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印吼威德王佛。南無無垢法山威德燈佛。南無法輪光明頂

佛。南無法光明勝雲佛。南無法海說聲王佛。南無法華高幢雲

佛。南無法炎山雞兜王佛。南無法日智輪然燈佛。南無常智作

化佛。南無法智普光明藏佛。南無法行深勝月佛。南無山王勝

藏王佛。南無普門賢彌留法精進幢佛。南無 ( 丹有一切 ) 法寶

俱蘇摩勝雲佛。南無寂靜光明身髻佛。南無法光明慈鏡像月佛。

南無炎勝海佛。南無智日普照佛。南無普輪佛。南無智照頂王

佛。南無智山法界十方光明威德王佛。南無功德光俱蘇摩燈佛。

南無智炬商雞兜幢王佛。南無日照光明王佛。南無相山佛。南

無莊嚴山佛。南無日步普照佛。南無法王網勝功德佛。南無四

無畏金剛那羅延師子佛。南無普智幢勇猛佛。南無法波頭摩敷

身佛。南無功德俱蘇摩身重擔佛。南無道場覺勝月佛。南無然

法炬勝月佛。南無普賢光明頂佛。南無法幢金剛堅幢佛。南無

稱山勝雲佛。南無旃檀勝月佛。南無照一切王佛。南無普勝俱

蘇摩威德菩提佛。南無波頭摩勝藏佛。南無香炎照王佛。南無

因波頭摩佛。南無相山照佛。南無普稱功德王佛。南無勝相佛。

南無普門光明須彌山佛。南無法城光明勝功德山威德王佛。南

無法力勇猛幢佛。南無轉法輪光明吼聲佛。南無光明功德山智

慧王佛。南無轉法輪月勝波頭摩照佛。南無佛幢自在功德不可

勝幢佛。南無寶波頭摩光明藏佛。南無光明峯雲燈佛。南無普

覺俱蘇摩佛。南無種種光明勝山藏佛。南無明輪峯王佛。南無

功德雲蓋佛。南無法峯雲幢佛。南無法日雲燈王佛。南無功德

山威德佛。南無法雲十方稱王佛。南無法輪蓋雲佛。南無覺智

智幢佛。南無智威德佛。南無法輪清淨勝月佛。南無法力勝山

佛。南無金山威德賢佛。南無賢勝山威德佛。南無普慧雲聲佛。

南無香炎勝王佛。南無伽那迦摩尼山威德佛。南無須彌藏一切

法光輪佛。南無然法輪威德佛。南無山峯勝威德佛。南無三昧

海廣頂冠光佛。南無日勝妙佛。南無普精進炬佛。南無寶妙勝

王佛。南無法炬寶帳聲佛。南無相莊嚴幢月佛。南無法虛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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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光師子佛。南無光明山雷電雲佛。南無妙智敷身佛。南無法

虛空無礙光佛。南無法三昧光佛。南無世間因陀羅妙光明雲佛。

南無法善莊嚴藏佛。南無法然燈炎堅固聲佛。南無法輪峯光明

佛。南無三世相鏡像威德佛。南無法界師子光明佛。南無盧舍

那勝須彌山三昧堅固師子佛。南無普光明城燈佛。南無寶俱蘇

摩藏佛。南無轉妙法聲佛。南無虛空劫燈佛。南無法幢佛。南

無安隱世間月佛。南無摩訶迦羅那師子佛。南無安隱佛。南無

可樂聲佛。南無增上信威德佛。南無法虛空上勝王佛。南無醫

王佛。南無轉法輪光明吼王佛。南無天藏佛。南無地峯王佛。

南無智虛空樂王佛。南無一切吼王佛。南無不可降伏佛。南無

十方 ( 丹力 ) 雞兜佛。南無具足堅聚佛。南無轉法輪化普光明

聲佛。南無相勝山佛。南無無垢婆蹉佛。南無住持疾行佛。南

無遍相佛。南無無垢婆侯佛。南無師子步修佛。南無天自在頂

佛。南無法起稱佛。南無火 (丹大 )無憂茶佛。南無虛空燈佛。

南無無垢幢佛。南無恒河沙同名賢行佛。南無恒河沙同名無邊

命佛。南無恒河沙同名不動佛。南無恒河沙同名月智佛。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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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沙同名金剛幢佛。南無恒河沙同名日藏佛。南無恒河沙同

名善光佛。南無恒河沙同名金剛佛。南無五百同名大慈悲佛。

南無普智炎功德幢王佛。南無善逝法幢勝佛。南無須彌佛。南

無功德鬘佛。南無自在佛。南無寂王佛。南無無量愛佛。南無

本稱功德佛。南無須彌山佛。南無日月面佛。南無如是等無量

佛。南無虛空行佛。南無普照佛。南無方城任 ( 丹住 ) 佛。南

無勝光佛。南無雲勝佛。南無法炎山佛。南無波頭摩生佛。南

無法界華佛。南無海燈佛。南無寂滅佛。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

佛。南無寶雞兜王佛。南無智意佛。南無思議佛。南無因陀羅

勝佛。南無天 ( 丹大 ) 智佛。南無雲王畏佛。南無智勝佛。南

無光明王雞兜佛。南無勝奮迅威德去(丹王)佛。南無行廣見佛。

南無法界波頭摩佛。南無寶炎山佛。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佛。

南無勝光佛。南無寶功德佛。南無海勝佛。南無法光明佛。南

無波頭摩佛。南無藏勝佛。南無世間眼佛。南無如是等無量無

邊佛。南無香光佛。南無須彌勝佛。南無嶽王佛。南無深勝佛。

南無勝摩尼佛。南無藏王佛。南無勝威德畏佛。南無寂色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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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佛。南無廣智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虛

空雲勝佛。南無妙相佛。南無勝相佛。南無莊嚴佛。南無行輪佛。

南無光勝佛。南無光明勝佛。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佛。南無那

羅延行佛。南無須彌勝佛。南無功德輪佛。南無勝王佛。南無

不可降伏佛。南無山王樹佛。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佛。南無莎

羅自在王佛。南無勝藏佛。南無世間自在身佛。南無鏡像光明

佛。南無地出佛。南無光明功德佛。南無金剛色佛。南無住持

威德勝佛。南無如是等無量無邊佛。南無深法光明身佛。南無

法海吼聲佛。南無彌留幢勝光明意佛。南無梵光佛。南無寶光

明勝佛。南無虛空聲佛。南無法界鏡像勝佛。南無輪光明佛。

南無智光高雞兜意佛。南無伽伽那燈佛。南無樂勝照佛。南無

功德光明勝佛。南無寂勝佛。南無大悲速疾佛。南無地力光明

意佛。南無一切修面色佛。南無勝身光明佛。南無法勝宿佛。

南無阿尼羅速行佛。南無清淨幢蓋勝佛。南無三世鏡像佛。南

無願海樂說勝佛。南無慚愧須彌山勝佛。南無法意佛。南無念

雞兜王勝佛。南無慧燈佛。南無光明雞兜勝佛。南無廣智上佛。

南無法界行智意佛。南無法海意智勝佛。南無法寶勝佛。南無

功德輪佛。南無勝雲佛。南無忍辱燈佛。南無勝威德意佛。南

無世間燈佛。南無速光明賒摩他聲佛。南無寂幢佛。南無大願

勝佛。南無不可降伏幢佛。南無智炎勝功德佛。南無法自在佛。

南無無礙意佛。南無具足意佛。南無世間言語堅固吼光佛。南

無一切聲分吼勝精進自在佛。南無諸方天佛。南無現面世間佛。

南無知眾生心平等身佛。南無行佛行佛。南無最勝佛。南無行

等佛。南無清淨身佛。南無勝賢佛。南無如是等上首不可說不

可說無量無邊佛。

南無彼妙法身佛。南無彼諸佛所說妙法。南無彼佛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無量無邊功德。南無彼佛種種道場菩提樹。種種形像。

種種妙塔。去來坐臥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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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彼諸佛不退法輪菩薩大僧。不退聲聞僧。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種種

狀貌。信如來法輪轉如來法輪。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悉皆歸命。

南無彼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如是

等無量無邊功德。如是功德迴施一切眾生。願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舍利弗歸命。

善眼劫中七十那由他佛出世。南無善見劫中七十二億佛出世。

南無梵讚歎劫中一萬八千佛出世。南無過去劫中三十三千佛出

世。南無莊嚴劫中八萬四千佛出世。應當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

諸佛。

善男子善女人。欲滅一切罪。應當淨洗浴著新淨衣。稱如是等

佛名禮拜。應作是言。我無始世界來身口意業作不善行。乃至

謗方等經五逆罪等願皆消滅。舍利弗。善男子善女人。欲滿足

波羅蜜行。欲迴向無上菩提。欲滿足一切菩薩諸波羅蜜。應作

是言。我學過去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修行大捨破胸出心施於

眾生。如智勝菩薩及迦尸王等。捨妻子等布施貧乏。如不退菩

薩及諳翅羅那王須達拏及莊嚴王等。入於地獄救苦眾生。如大

悲菩薩及善眼天子等。救惡行眾生。如善行菩薩及勝行王等。

捨頂上寶天冠。并剝頭皮而與。如勝上身菩薩及寶髻天子等。

捨眼布施。如愛作菩薩及月光王等。捨耳鼻。如無怨菩薩及勝

去天子等。捨齒布施。如花齒菩薩及六牙象王等。捨舌布施。

如不退菩薩及善面王等。捨手布施。如常精進菩薩及堅意王等。

捨血無悔。如法作菩薩及月思天子等。捨肉及髓。如安隱菩薩

及一切施王等。捨大腸小腸肝肺脾腎。如善德菩薩及自遠離諸

惡王等。捨身支節一切大小。如法自在菩薩及光勝天子等。捨

身皮膚。如清淨藏菩薩及金色天子金色鹿王等。捨手足指。如

堅精進菩薩及金色王等。捨手足甲。如不可盡菩薩及求善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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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為求法故入大火坑。如精進菩薩及求妙法王精進等。為

求法故賣身刳心破骨出髓。如薩陀波崙菩薩及金堅王等。受一

切苦惱。如求妙法菩薩及速行大王等。捨四天下大地及一切莊

嚴。如得大勢至菩薩及勝功德月天子等。捨身。如摩訶薩埵菩

薩及摩訶婆羅王等。捨身。與一切貧窮苦惱眾生作給使侍者。

如尸毘王等。舉要言之。過去未來現在諸菩薩一切波羅蜜行願。

我亦如是成就。十方世界諸妙香華鬘諸妙伎樂。我隨喜供養佛

法僧。復迴此福德施一切眾生。願因此福德諸眾生等莫墮惡道。

因此福德滿足八萬四千諸波羅蜜行。速得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記。速得不退轉大地。速成無上菩提。舍利弗。應當敬禮十

方諸佛。

南無不動佛。南無盡聖佛。南無日光佛。南無龍奮迅佛。南無

自在光明稱佛。南無十光佛。南無普寶佛。南無稱自在佛。南

無勝藏稱佛。南無炎意佛。南無寶幢佛。南無智山佛。南無因

光佛。南無生勝佛。南無彌留藏佛。南無智海佛。南無大精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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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彌留功德佛。南無勝藏佛。南無智德佛。南無能與無畏佛。

南無大精進趣王佛。南無智成就佛。南無無滯佛。南無地力住

持精進佛。南無力命佛。南無善眼佛。南無滅魔佛。南無不害

法王佛。南無不可思議精進佛。南無觀功德佛。南無智頻婆佛。

南無心自在佛。南無阿僧伽力精進佛。南無枲荷難陀佛。南無

戒光佛。南無賢上王佛。南無無邊光王佛。南無觀功德佛。南

無智頻婆佛。南無無盡智藏佛。南無寶雨頭佛。南無智波婆羅

佛。南無毘尼稱佛。南無無邊功德王佛。南無法華婆師佛。南

無光焰佛。南無妙山王佛。南無轉法輪勝王佛。南無無垢目佛。

南無住持大般若佛。南無不住力精進王佛。南無自在識佛。南

無現念佛。南無福德力精進佛。南無智袈裟王佛。南無智自在

佛。南無安隱眾生無障佛。南無智集佛。南無摩訶彌留力藏佛。

南無虛空光明佛。南無阿伽樓功德精進佛。南無離癡功德聲王

佛。南無法施莊嚴佛。南無聲自在王佛。南無護門佛。南無自

在力精進王佛。南無寶光明勝王佛。南無勝一切須彌山王佛。

南無羅多那彌留佛。南無不可得動法佛。南無羅多那彌留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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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陀羅尼自在王佛。南無普功德王佛。南無法莎羅王彌

留佛。南無善華王佛。南無智集功德聚佛。南無智炎華樹王佛。

南無一切世間自在佛。南無住法分稱佛。南無金千遮那王佛。

南無法幢奮迅王佛。南無栴檀波羅圍遶佛。南無堅心意精進佛。

南無照一切世間燈佛。南無隨眾生心奮迅佛。南無功德炎華佛。

南無無邊稱娑羅幢佛。南無知(丹智)行佛。南無過去稱法雨佛。

南無樂威德燈佛。南無離諸障無畏佛。南無智照聲佛。南無二

成就佛。南無集妙行佛。南無樂莊嚴王佛。南無阿僧祇莊嚴王

佛。南無師子座善住佛。南無放栴檀華王佛。

舍利弗。我於此坐以清淨無障礙過人天眼。見東方多百佛。多

千佛。多百千佛。多百千萬佛。多百千億佛。多百千萬億那由

他佛。無量阿僧祇佛。不可思議佛。不可思佛。種種名。種種姓。

種種世界。種種佛國土。種種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圍遶。

種種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

圍遶供養。我悉現見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舍利弗。若有眾生。

信我語受持讀誦是諸佛名。當淨洗浴著新淨衣。於晝日初分時

中分時後分時。夜亦三時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一心稱是

佛名供養禮拜作如是言。如來所知十方諸佛我今敬禮。

舍利弗。是眾生如是供養禮拜得無量福德。若欲得聲聞地。欲

得辟支佛地。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禮十方諸佛。一

切皆得。復作是言。是諸福德聚諸佛如來所知。我悉迴向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

南無東方一切諸佛。南無法自在奮迅佛。南無修行堅固自在佛。

南無法山勝佛。南無師子奮迅王佛。南無力士自在王佛。南無

自在陀羅集佛。南無寶山佛。南無樹提藏佛。南無無量宿稱佛。

南無功德力堅固王佛。南無三世法界佛。南無人聲自在增長佛。

南無妙聲吼佛。南無勝一切世間佛。南無寶地龍王佛。南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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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吼聲佛。南無多供養佛。南無香波頭摩擇自在寶城佛。南無

光輪佛。南無寶蓮佛。南無功德華佛。南無無邊功德王佛。南

無增長喜佛。南無師子龍奮迅佛。南無莎羅藏師子步行佛。南

無觀諸法佛。南無法華智佛。南無時法清淨佛。南無堅固精進

言語佛。南無聲精進佛。南無炎摩尼佛。南無山光明佛。南無

清淨無垢藏佛。南無無垢月佛。南無清淨根佛。南無多智佛。

南無能作智佛。南無廣智佛。南無力意佛。南無勝意佛。南無

法堅固歡喜佛。南無等須彌面佛。南無觀成就佛。南無清淨藏

佛。南無堅固行自在佛。南無象自在佛。南無現魔業淨業佛。

南無智自在佛。南無智精進奮迅佛。南無無礙精進佛。南無世

間自在佛。南無法行廣意佛。南無福德成就佛。南無不怯弱成

就佛。南無勝成就佛。南無龍觀佛。南無須彌旃檀佛。南無作

戒王佛。南無聚集寶佛。南無龍王聲佛。南無大智精進佛。南

無孤獨精進佛。

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

佛說佛名經卷第九圓滿

( 此宋本經孤獨精進佛後。更有不減莊嚴佛不動尼陀佛乃至法王佛等

二百一十佛。於第十卷初重出。今撿諸本此無彼有。故此除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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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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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十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南無不減莊嚴佛。南無不動尼他佛。南無百功德莊嚴佛。南無

自在諸相好稱佛。南無自在因陀羅月佛。南無法華山佛。南無

法界莊嚴佛。南無滿足願佛。南無大師莊嚴佛。南無師子平等

精進佛。南無修行自在堅固佛。南無樂法修行佛。南無勝慧佛。

南無海步佛。南無大如修行佛。南無高光明佛。南無無諍智佛。

南無師子聲佛。南無善報佛。南無善住佛。南無日光佛。南無

甘露增上佛。南無道上首佛。南無勝自在親佛。南無善見佛。

南無無濁義佛。南無勝意佛。南無人月佛。南無威德光佛。南

無普明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師子奮迅去佛。南無摩樓多愛

佛。南無寂心佛。南無大步佛。南無可聞聲佛。南無積功德佛。

南無摩尼向佛。南無愛照佛。南無名稱佛。南無信功德佛。南

無清淨智佛。南無寶功德佛。南無妙信香佛。南無熱固 ( 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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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園 ) 佛。南無勝仙 ( 餘本山 ) 佛。南無寶 ( 餘本實 ) 智佛。

南無甘露威德佛。南無藏信 ( 餘本信藏 ) 佛。南無月上勝佛。

南無龍步佛。南無信黠慧佛。南無愛實語佛。南無憂波羅香佛。

南無栴檀自在佛。南無敵勝佛。南無普行佛。南無功德勝佛。

南無大威德佛。南無種種色日佛。南無過諸過佛。南無無量眼

佛。南無慚愧智佛。南無功德供養佛。南無種種聲佛。南無功

德可樂佛。南無住清淨佛。南無妙香佛。南無月光佛。南無戒

分佛。南無花智佛。南無憂多摩意佛。南無不闇意佛。南無山

自在積佛。南無寂王佛。南無解脫王佛。南無阿蹉彌留王佛。

南無如意力釋 (餘本擇 )去佛。南無姓阿提遮佛。南無勝園佛。

南無不讚歎世間勝佛。南無法染佛。南無寶星宿解脫王佛。南

無白寶勝佛。南無法行自在佛。南無陀羅尼自在佛。南無阿難

陀聲佛。南無智步王佛。南無彌留平等奮迅王佛。南無智奮迅

佛。南無法華通樹提佛。南無多波尼體佛。南無阿尼伽陀路摩

勝佛。南無憂多羅勝法佛。南無大智念縛佛。南無闍伽提自在

一切世間擔佛。南無見無畏佛。南無自在作佛。南無自在量佛。

舍利弗。我見南方如是等無量佛種種名種種姓種種佛國土。汝

等應當至心一心歸命。

舍利弗。應當歸命西方無量佛。

南無阿婆羅炎婆師華佛。南無摩珸沙口聲去佛。南無智勝增長

稱佛。南無莎漫多波尸佛。南無歌羅毘羅炎華光佛。南無法行

燈佛。南無無等勝佛。南無智奮迅名稱王佛。南無梵聲奮迅妙

鼓聲佛。南無波頭摩尸利藏眼佛。南無阿僧伽意炎佛。南無千

月光明藏佛。南無樂法行佛。南無摩尼婆陀光佛。南無師子廣

眼佛。南無十力生勝佛。南無智作佛。南無無邊精進降伏一切

諸怨佛。南無大勝起法佛。南無阿無荷見佛。南無無邊命佛。

南無觀法智佛。南無無礙精進日善思惟奮迅王佛。南無不利他

意佛。南無無邊見佛。南無智見法佛。南無一切善根種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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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憂多智勝發行功德佛。南無智香勝佛。南無智上尸棄王佛。

南無福德勝智去佛。南無不可思議法華吼王佛。南無法清淨勝

佛。南無不可思議彌留勝佛。南無能開法門佛。南無毘盧舍那

法海香王佛。南無力王善住法王佛。南無勝力散一切惡王佛。

南無見無邊樂佛。南無善化功德炎花王佛。南無見彼岸佛。南

無善化莊嚴佛。南無見樂處佛。南無尼拘律王勝佛。南無妙勝

佛。南無大力智慧奮迅王佛。南無法樹提佛。南無堅固蓋成就

佛。南無一切種智資生勝佛。南無入勝智自在山佛。南無一切

世間得自在有橋梁勝佛。南無盡合勝佛。南無清淨戒功德王佛。

南無波頭摩散漫 ( 餘本有楞 ) 智多莊嚴佛。南無一王佛。南無

大多人安隱佛。南無二勝聲功德佛。南無圓堅佛。南無力士佛。

南無寶珠摩尼火佛。南無大海彌留佛。南無勝王佛。南無不住

佛。南無不空功德佛。南無初遠離不濁王佛。南無虛空行佛。

南無無礙稱佛。南無聲山佛。南無不可思議起三昧稱佛。南無

諸天梵王雞兜佛。南無示無義王佛。南無護垢王佛。南無照功

德佛。南無自在眼佛。南無智寂成就性佛。南無無障智成就佛。

南無說決定義佛。南無莊嚴法燈妙稱佛。南無二寶法燈佛。南

無大炎藏佛。南無自師子上身莊嚴佛。南無智寶因緣莊嚴佛。

南無服諸根清淨眼佛。南無善香隨香波頭摩佛。南無法 ( 丹本

有月 ) 佛。南無廣 ( 丹本有救 ) 佛。南無戒功德佛。南無常鏡

佛。南無隨順稱佛。南無法自在佛。南無如意莊嚴佛。南無 (丹

本有金 )藏佛。南無慎 (餘本責 )貪佛。南無思妙義堅固願佛。

南無一切德輪光佛。南無法吼智明佛。南無甘露光佛。南無無

邊莊嚴佛。南無勝福田佛。南無善決定諸(丹本有佛)法莊嚴佛。

南無善決定佛。南無法莊嚴佛。

舍利弗。西方如是等無量無邊佛。汝當至心歸命。

舍利弗。汝當至心歸命北方佛。

南無勝藏佛。南無自在藏佛。南無無邊華龍一俱蘇摩生 ( 丹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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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降伏諸魔勇猛佛。南無定諸魔佛。南無法像佛。南無

功德勝佛。南無山峯光佛。南無法王佛。南無普恭敬燈佛。南

無地勝佛。南無成就如來寂佛。南無一切寶成就寂佛。南無陀

羅尼文句決定義佛。南無忍自在王佛。南無成就一切稱佛。南

無三世智轉自在佛。南無勝歸依功德善住佛。南無種種摩尼光

佛。南無勝功德佛。南無一切寶成就寂佛。南無佛功德勝佛。

南無無餘證佛。南無得佛眼佛。南無隨過去佛佛。南無大慈成

就悲勝佛。南無住持師子智佛。南無無眾生住實際王佛。南無

自家法不得成就佛。南無大智莊嚴身佛。南無智稱佛。南無佛

法首佛。南無一切眾生德佛。南無過一切法間 ( 丹門 ) 佛。南

無自在因陀羅佛。南無滿足意佛。南無大琉璃佛。南無菩提光

明佛。南無不可思議法智光明佛。南無真 (丹栴 )檀不空王佛。

南無不染波頭摩幢佛。南無法財聲王佛。南無釋 ( 丹擇 ) 法善

知 ( 丹智 ) 稱佛。南無智鬘劫佛。南無佛眼清淨分陀利佛。南

無智自在稱佛。南無斷無邊疑佛。南無眾生方便自在王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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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無邊覺奮迅無礙思惟佛。南無法行地行善住佛(地下丹無行)。

南無普眾生界廣佛。南無降伏諸魔力堅意佛。南無天王自在寶

合王佛。南無如實修行藏佛。南無能生一切歡喜月見佛。南無

大迅覺迅佛。南無種種摩尼聲王吼佛。南無無觀王佛。南無不

退了勇猛佛。南無佛國土莊嚴身佛。南無智根本華幢佛。南無

化身無礙稱佛。南無一切龍摩尼藏佛。南無法聲自在佛。南無

法甘露莎梨羅佛。南無無邊寶福德藏佛。南無清淨華行佛。南

無大法王華勝佛。南無一切盡無盡藏佛。南無華山藏佛。南無

智虛空山佛。南無智力不可破壞佛。南無無礙堅固隨順智佛。

南無無邊大海藏佛。南無智王無盡稱佛。南無奮迅心意王佛。

南無自性清淨智佛。南無智自在法王佛。南無勝行佛。南無金

剛見佛。南無法滿足隨香見佛。南無龍月佛。南無因陀羅圍佛。

南無無礙王佛。南無寶因陀羅輪王佛。南無能生一切眾生敬稱

佛。南無大威德光明輪王佛。南無能斷一切眾生疑佛。南無智

寶法見佛。南無無障礙波羅佛。南無無垢髻佛。南無放光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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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山力月藏佛。南無心自在王佛。南無堅固無畏上首佛。南

無堅固勇猛寶佛。南無堅固心善住王佛。南無能破闇曀王佛。

南無勝丈夫分陀利佛。南無百聖勝藏佛。南無妙蓮華藏佛。南

無見平等法身佛。南無眾生月佛。南無師子去佛。南無大威德

佛。南無妙聲佛。南無無邊光佛。南無見愛佛。南無大首佛。

南無勝首佛。南無樂聲佛。南無見寶 (丹實 )佛。南無清淨 (丹

稱 ) 佛。南無師子慧佛。南無德聲佛。南無修樓毘香佛。南無

電燈佛。南無波頭摩光佛。南無大光佛。南無梵聲佛。南無無

疑佛。南無無邊勢力佛。南無月面佛。南無無邊光佛。南無愛

威德佛。南無散疑佛。南無功德燈佛。南無不藏威德佛。南無

無邊藏佛。南無光明奮迅王佛。南無廣稱佛。南無遠離幢佛。

南無增長聖佛。南無普見佛。南無不可勝佛。南無威德聚佛。

南無堅固步佛。南無摩珸賒稱佛。南無無邊色佛。南無大光明

佛。南無妙聲佛。南無不動步佛。南無無邊莊嚴佛。南無大清

淨佛。南無威德聚光明佛。南無住智佛。南無 ( 丹本有金 ) 堅

佛。南無愛解脫佛。南無愛無畏佛。南無甘露藏佛。南無普觀

察佛。南無大修行佛。南無細威德佛。南無十方恭敬佛。南無

光明勝佛。南無重說佛。南無光明莊嚴佛。南無師子奮迅佛。

南無善見佛。南無甘露步佛。南無月光明佛。南無功德稱佛。

南無去根佛。南無清淨聲佛。南無無礙輪佛。南無甘露聲佛。

南無眾生可敬佛。南無如意威德佛。南無無邊色佛。南無大力

佛。南無快莊嚴佛。南無普照觀佛。南無奮迅德佛。南無妙色

佛。南無稱意佛。南無寶莊嚴佛。南無高光明佛。南無解脫步

佛。南無功德莊嚴佛。南無畢竟智佛。南無生雞兜佛。南無不

動智佛。南無行意佛。南無妙色佛。南無實色佛。南無火聲佛。

南無善思惟佛。南無功德華佛。南無思惟世間佛。南無大高光

(丹有明)佛。南無無譬喻奮迅佛。南無清淨覺佛。南無月重佛。

南無月燈佛。南無無邊光佛。南無種種日佛。南無天城佛。南

無心清淨佛。南無波頭摩藏佛。南無常擇智佛。南無師子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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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無邊光佛。南無勝聲佛。南無可樂意智光佛。南無功德光

佛。南無自在光佛。南無淨嚴身 (丹有光 )佛。南無無濁義佛。

南無應威德佛。南無成就義智佛。南無得大聲佛。南無婆藪陀

聲佛。南無欝哆光佛。南無決定思惟佛。南無薩遮婆珸佛。南

無嗚闍光明佛。南無毘弗波威德佛。南無憂多羅魔吒佛。南無

夜合 ( 丹舍 ) 雞兜佛。南無功德清淨佛。南無法燈佛。南無勝

功德佛。南無仙荷波提愛面佛。南無心荷步去佛。南無思惟眾

生佛。南無莎伽羅智佛。南無波頭摩藏佛。南無蓋仙佛。南無

莎羅王佛。南無修利耶光佛。南無菩提味佛。南無寂諸根佛。

南無婆珸光佛。南無芬陀利光佛。南無彌留光佛。南無旃陀面

佛。南無莎利荼去佛。南無諸方眼佛。南無法光明佛。南無尸

羅波散那佛。南無阿難陀智佛。南無阿難陀色佛。南無地荼毘

梨耶佛。南無提婆彌多佛。南無莎漫多智佛。南無寂靜光佛。

南無摩珸舍威德佛。南無善分若提他佛。南無稱聖佛。南無稱

幢佛。南無輪面佛。南無普清淨佛。南無摩訶提闍佛。南無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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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訶應佛。南無憂多那勝佛。南無悉達他思惟佛。南無愛供養

佛。南無三漫多護佛。南無尼彌佛。南無信菩提佛。南無破意佛。

南無出智佛。南無勝聲佛。南無質多羅婆珸佛。南無彌荷聲佛。

南無大炎騫陀佛。南無聲拘吒佛。南無阿舒加愛佛。南無天國

土佛。南無師子難提拘沙佛。南無阿難陀波頗佛。南無見愛佛。

南無波提波王佛。南無勝雞兜佛。南無方聞聲佛。南無愛眼佛。

南無旃陀雞兜佛。南無阿婆夜達多佛。南無那剎多王佛。南無

蘇摩提婆佛。南無日光明佛。南無大稱佛。南無真聲佛。南無

說愛佛。南無稱憂多羅佛。南無摩頭羅光明佛。南無修佉 ( 丹

法 ) 聲佛。南無質多意佛。南無婆藪陀清淨佛。南無寂瞋佛。

南無破意佛。南無宿王佛。南無毘伽陀畏佛。南無勝憂多摩佛。

南無波薩那智佛。南無慈勝種種光佛。南無普見佛。南無見月

佛。南無降伏諸魔威德佛。南無摩訶羅他佛。南無心荷步去佛。

南無樂光佛。南無普護佛。南無清淨意佛。南無成就義佛。南

無香山佛。南無摩尼清淨佛。南無功德光佛。南無日光佛。南

無成就光佛。南無見愛佛。南無善思惟佛。南無莎漫多見佛。

南無師子幢佛。南無普行佛。南無大步佛。南無阿羅頻頭波頭

摩眼佛。南無日光佛。南無阿彌多清淨佛。南無阿難多樓波佛。

南無蓋天佛。南無羅多那光佛。南無莎羅梯羅多佛。南無善見

佛。南無親味佛。南無婆耆羅莎佛。南無修利耶那那佛。南無

無障礙眼佛。南無莎荷去佛。南無大然燈佛。南無盧荷伽佛。

南無清淨功德佛。南無功德藏佛。南無法 ( 丹本有明 ) 佛。南

無摩樓多愛佛。南無阿婆耶愛佛。南無慧幢佛。南無威德光佛。

南無月德佛。南無求那婆藪佛。南無無邊光佛。南無安樂佛。

南無稱雞兜佛。南無光明吼佛。南無普功德佛。南無勝雞兜佛。

南無那羅延佛。南無寶清淨佛。南無普心佛。南無善心意佛。

南無善意佛。南無不可量威德佛。南無師子臂佛。南無光明意

佛。南無那羅延天佛。南無薩遮雞兜佛。南無善住意佛。南無

阿彌多天佛。南無大慧德佛。南無大幢佛。南無光明日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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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 ( 丹本有水 ) 佛。南無善法佛。南無旃陀婆珸佛。南無菴

摩羅勝佛。南無解脫觀佛。南無羅多那光佛。南無無羅聲佛。

南無普心擇佛。南無成就光佛。南無甘露眼佛。南無稱愛佛。

南無善護佛。南無天信佛。南無善量步佛。南無提婆羅多佛。

南無深智佛。南無斯那步佛。南無旃陀跋陀佛。南無提闍積佛。

南無大勝佛。南無大步佛。南無闍耶天佛。南無悉達他意佛。

南無質多愛佛。南無師子聲佛。南無信提舍那佛。南無智光佛。

南無拘蘇摩提闍佛。南無提闍羅尸佛。南無如意光佛。南無無

邊威德佛。南無無邊光佛。南無勝藏佛。南無盧遮那稱佛。南

無寶雞兜佛。南無郁伽提闍佛。南無日雞兜佛。南無摩訶彌留

佛。南無摩訶馥荷佛。南無世間得名佛。南無郁伽德佛。南無

憂多摩稱佛。南無成就義步佛。南無提婆摩醯多佛。南無實 (丹

本有智)佛。南無阿那毘浮多稱佛。南無金光佛。南無大然燈佛。

南無行意佛。南無毘迦摩佛。南無無礙光佛。南無毘摩提闍訶

佛。南無摩訶跋多佛。南無天聲佛。南無不著步佛。南無天道佛。

南無詢陀羅難陀佛。南無華光佛。南無能現佛。南無天愛佛。

南無解脫光佛。南無普光佛。南無求那迦羅佛。南無智 ( 丹有

說 ) 佛。南無菩提光佛。南無莎伽羅佛。南無菩提難提佛。南

無摩訶提婆佛。南無深智佛。南無法自在佛。南無大波那那佛。

南無心意佛。南無智光明佛。南無不錯思惟佛。南無勝功德佛。

南無坐稱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月光佛。南無天光佛。南無

清淨行佛。南無愛功德佛。南無師子意佛。南無信婆藪那羅佛。

南無寶光明佛。南無快光明佛。南無種種婆珸佛。南無月愛佛。

南無蘇摩刈 ( 丹剎 ) 多佛。南無普觀佛。南無不染佛。南無稱

光勝佛。南無月面佛。南無那伽天佛。南無功德聚佛。南無功

德智佛。南無華勝佛。南無愛世間佛。南無甘露光佛。南無地

光佛。南無作功德佛。南無花勝佛。南無求那婆睺佛。南無法

然燈佛。南無普光佛。南無淨聲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解脫

日佛。南無堅精進佛。南無智光明佛。南無功德稱佛。南無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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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佛。南無不可量莊嚴佛。南無師子陀那佛。南無功德奮迅佛。

南無妙天佛。南無觀行佛。南無天提吒佛。南無電光明佛。南

無勝愛佛。南無山幢佛。南無華光佛。南無勝意佛。南無山香

佛。南無福德奮迅佛。南無勝意佛。南無信聖佛。南無寶洲佛。

南無妙威德佛。南無最後見佛。南無愛行佛。南無妙莊嚴佛。

南無功德藏勝佛。南無清淨見佛。南無威德力佛。南無清淨眼

佛。南無智行佛。南無不謬步佛。南無聖眼佛。南無樂解脫佛。

南無大聲佛。南無勝王佛。南無成就光明佛。南無自業佛。南

無照稱光明佛。南無光明行佛。南無愛自在佛。南無月賢佛。

南無勝吼佛。南無勝功德佛。南無撰擇攝取佛。南無相王佛。

南無離熱佛。南無聖德佛。南無法高佛。南無甘露功德佛。南

無無礙稱佛。南無甘露香佛。南無捨光明佛。南無吼聲佛。南

無無畏日佛。南無得無畏佛。南無愛黠慧佛。南無智慧不謬佛。

南無虛空光佛。南無增上天佛。南無信如意佛。南無天蓋佛。

南無龍光佛。南無妙步佛。南無法威德佛。南無斷諸有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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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莊嚴面佛。南無妙色佛。南無普眼佛。南無功德光佛。南無

勝月佛。南無平等德佛。南無云何雞兜佛。南無眾生自在劫佛。

南無與無畏親佛。南無(丹有攝)取眾生意佛。南無降伏諸怨佛。

南無攝取光明佛。南無勝山佛。南無一勝光明佛。南無那羅延

步佛。南無師子步佛。南無愛戒佛。南無清淨佛。南無信名稱佛。

南無畢竟智佛。南無離癡佛。南無功德聚佛。南無能思惟忍佛。

南無法蓋佛。南無不動因佛。南無天華佛。南無天波頭摩佛。

南無普威德佛。南無月光佛。南無大眾上首佛。南無思惟義佛。

南無相王佛。南無華面佛。南無思惟名稱佛。南無樹幢佛。南

無師子奮迅佛。南無信大眾佛。南無善香佛。南無智慧讚歎佛。

南無功德梁佛。南無智光明佛。南無智海佛。南無威德力佛。

南無勝威德佛。南無佛歡喜佛。南無勝清淨佛。南無愛一切佛。

南無遠離諸疑佛。南無善思惟勝義佛。南無大山佛。南無降伏

聖 ( 丹本有信 ) 佛。南無降伏黠慧佛。南無趣菩提佛。南無妙

聲佛。南無大勢力佛。南無樂師子佛。南無普寶滿足佛。南無

一切世間愛佛。南無金剛輪佛。南無過火佛。南無大將佛。南

無眾生月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日光明佛。南無勝嚴佛。南

無斷諸有意香佛。南無寂靜行佛。南無攝受稱佛。南無梵天供

養佛。南無大吼佛。南無無量無邊願佛。南無世間光明佛。南

無可見忍佛。南無大華佛。南無修行身佛。南無諸根清淨佛。

南無普見佛。南無婆藪達多佛。南無月賢佛。南無不怯弱聲佛。

南無決定色佛。南無方便修佛。南無信勝功德佛。南無勝報佛。

南無賢莊嚴佛。南無堪受器聲佛。南無慚愧賢佛。南無勝愛佛。

南無普行佛。南無普智佛。南無大威力 ( 丹德 ) 佛。南無月雞

兜佛。南無堅固行佛。南無天供養佛。南無敬普佛。南無成就

一切功德佛。南無勝妙稱佛。南無堅固莎梨羅佛。南無甘露光

佛。南無大貴佛。南無勝聲佛。南無大力佛。南無大步佛。南

無信甘露佛。南無道步佛。南無勝聲心佛。南無勝意佛。南無

婆樓那步佛。南無大修行佛。南無威德光佛。南無 ( 丹本有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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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智佛。南無師子聲佛。南無善德佛。南無善住佛。南無日光佛。

南無菩提上首佛。南無降伏怨佛。南無無垢濁義佛。南無勝去

佛。南無妙光明佛。南無普光明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功德

山佛。南無摩尼月佛。南無愛眼佛。南無勝名佛。南無菩提智佛。

南無寶功德佛。南無天光明佛。南無勝仙佛。南無實(丹本有智)

佛智佛。南無甘露威德佛。南無能思惟佛。南無龍步佛。南無

信智佛。南無實愛佛。南無蓮華香佛。南無勝相佛。南無大威

德佛。南無種種日佛。南無廣地佛。南無甘露眼佛。南無慚愧

智佛。南無山王自在積佛。南無悕勝佛。南無種種間錯聲佛。

南無信修行佛。南無捨憂惱佛。南無諸世間智佛。南無威德力

佛。南無信勝佛。南無勢力稱佛。南無放光明佛。南無過諸疑

佛。南無毘羅那王佛。南無新華佛。南無勝華佛。南無捨諍佛。

南無大長佛。南無大稱佛。南無愛去佛。南無甘露步佛。南無

日聚佛。南無月聲佛。南無見天佛。南無清淨光佛。南無秋日

佛。南無斛華佛。南無妙聲佛。南無雨甘露佛。南無善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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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勝聲佛。南無愛上首佛。南無愛甘露佛。南無甘露稱佛。

南無法華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世間尊重佛。南無高意佛。

南無高山佛。南無甘露威德光明佛。南無菩提威德佛。南無清

淨心佛。南無能作因降伏怨佛。南無香山佛。南無甘露星宿佛。

南無大稱佛。南無安隱思惟佛。南無菩提華佛。南無菴摩羅供

養佛。南無摩尼清淨佛。南無度世間佛。南無 (丹有勝 )成佛。

南無法星宿佛。南無大勝佛。南無隨意光明佛。南無火光明佛。

南無見愛佛。南無光明愛佛。南無勢力稱佛。南無放光明佛。

佛說佛名經卷第十圓滿

( 此卷從初不減莊嚴佛至第七幅末五行法王佛凡二百一十佛此宋本經於前第

九卷末三十二幅後更有七紙經已載之今此重載按鄉丹二本此有彼無則前第九

卷者錯重載耳故今除彼錯重載者其有佛名中字疑可取者往往取而注出之云餘

本者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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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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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十一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南無希聲佛。南無功德德佛。南無舌去佛。南無無障智佛。南

無得威德佛。南無月藏佛。南無梵光明佛。南無樂光明佛。南

無勝光明佛。南無寂光明佛。南無離異意佛。南無無邊智佛。

南無成就功德佛。南無嚴身佛。南無無畏愛佛。南無到光明佛。

南無大聲佛。南無知智佛。南無大思惟佛。南無樂眼佛。南無

無諸勢 ( 丹熱 ) 智佛。南無不怯弱智佛。南無普清淨佛。南無

舍施威德佛。南無天城佛。南無無怯聲佛。南無華日佛。南無

善住心佛。南無雞兜清淨佛。南無俱蘇摩光佛。南無法弗沙佛。

南無月希佛。南無寂照佛。南無不錯行佛。南無大精進佛。南

無人聲佛。南無普聲佛。南無菩提願佛。南無天色思惟佛。南

無慧力佛。南無三漫多盧遮那佛。南無梵供養佛。南無聖弗沙

佛。南無虛空智佛。南無能降伏放逸佛。南無不可比慧佛。南

無勝軍陀羅佛。南無降阿梨佛。南無應愛佛。南無戒供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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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平等心明佛。南無心不怯弱佛。南無精進清淨佛。南無間

( 丹聞 ) 智佛。南無無障礙思惟佛。南無無畏光明佛。南無甘露

聲佛。南無名去佛。南無捨諍佛。南無護根佛。南無禪解脫佛。

南無大殊提佛。南無旃檀香佛。南無可觀佛。南無無量智佛。

南無千日威德佛。南無捨重擔佛。南無稱清淨佛。南無提賒間

( 丹聞 ) 佛。南無自在王佛。南無無邊智佛。南無廣光佛。南無

信甘露佛。南無妙根 (丹眼 )佛。南無解脫行佛。南無妙見佛。

南無勝光佛。南無大聲佛。南無大威德聚佛。南無光明實雞兜

佛。南無應供養佛。南無求那提闍積佛。南無信相佛。南無大

炎佛。南無阿羅訶信佛。南無善住思惟佛。南無善橋梁佛。南

無智作佛。南無普寶佛。南無日光佛。南無說橋梁佛。南無婆

薩婆俱他佛。南無心荷身佛。南無勝親光佛。南無清淨聲佛。

南無隨意布施佛。南無寶威德佛。南無善威德供養佛。南無世

間光明佛。南無世間可敬佛。南無行清淨佛。南無應眼佛。南

無大步佛。南無無邊色佛。南無住持般若佛。南無眾橋梁佛。

南無彌留波婆佛。南無安隱愛佛。南無提婆摩醯多佛。南無毘

闍荷佛。南無羅多那闍荷佛。南無橋梁佛。南無厚奮迅佛。南

無光明威德佛。南無慈力佛。南無月勝佛。南無寂光佛。南無

愛眼佛。南無天色佛。南無樂法佛。南無大月佛。南無無障礙

聲佛。南無人弗沙佛。南無平等見佛。南無大旃陀佛。南無弗

沙羅莎佛。南無十光佛。南無種種光佛。南無雲聲佛。南無龍

德佛。南無功德步佛。南無心功德佛。南無大聲佛。南無了聲佛。

南無斷惡道佛。南無天弗沙佛。南無水眼佛。南無大燈佛。南

無離闇佛。南無堅固眼佛。南無不可思議光明佛。南無普光明

佛。南無普賢佛。南無勝月佛。南無意德佛。南無莊嚴聲佛。

南無妙意佛。南無賢光佛。南無堅固華佛。南無功德成佛。南

無意成佛。南無解脫乘佛。南無降伏怨佛。南無過舌佛。南無

過諸煩惱佛。南無無量光佛。南無無垢心佛。南無和合聲佛。

南無不可量眼佛。南無勢力佛。南無妙光明佛。南無集功德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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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可聞聲佛。南無大思惟佛。南無信天佛。南無思惟甘露佛。

南無了意佛。南無勝燈佛。南無堅意佛。南無力勢佛。南無華

眼佛。南無菩提光明佛。南無最勝聲佛。南無六通聲佛。南無

威德力佛。南無人稱佛。南無勝華集佛。南無大髻佛。南無不

隨他佛。南無不畏行佛。南無離一切憂闇佛。南無月光明佛。

南無心勇猛佛。南無解脫慧佛。南無離惡道佛。南無閻浮燈佛。

南無勝供養佛。南無善思惟佛。南無勝威德色佛。南無信眾生

佛。南無快恭敬佛。南無波頭摩清淨佛。南無勝供養佛。南無

種種色華佛。南無人波頭摩佛。南無善香佛。南無勝功德佛。

南無虛空劫佛。南無月賢佛。南無堅固佛。南無妙力佛。南無

勝因陀羅智佛。南無勝親佛。南無愛思惟佛。南無勝香佛。南

無無諍行佛。南無功德舍佛。南無大精進思惟佛。南無大光明

佛。南無攝受施佛。南無修行深思惟佛。南無香希佛。南無香

象佛。南無種種智佛。南無思惟妙智佛。南無功德莊嚴佛。南

無增上行佛。南無智行佛。南無功德山佛。南無聲滿十方佛。

南無攝受擇佛。南無信妙佛。南無月見佛。南無功德聚佛。南

無法力佛。南無過一切疑佛。南無稱王佛。南無護諸根佛。南

無勝意佛。南無甘露光佛。南無思惟甘露佛。南無一切眾生 (丹

上 ) 首佛。南無愛髻佛。南無不可降伏色佛。南無普信佛。南

無莊嚴王佛。南無金剛步佛。南無賢作佛。南無功德報光明佛。

南無精進力起佛。南無善清淨光明佛。南無得脫一切縛佛。南

無無垢波頭摩藏勝佛。南無得無礙解脫佛。南無十方稱聲無畏

佛。南無破一切闇趣佛。南無光明王佛。南無大炎積佛。南無

無邊行功德寶光明佛。南無法光明佛。南無大炎積佛。南無歡

喜王佛。南無能作一切眾生光明破闇勝佛。南無起普光明修行

無邊願稱王佛。南無普願滿足不怯弱佛。南無一切見光明佛。

南無無垢光莊嚴王佛。南無功德藏山破金剛佛。南無龍王自在

王佛。南無寶精進日月摩尼莊嚴威德聲王佛。南無吼聲妙聲佛。

南無善住持地佛。南無世間自在王佛。南無無障礙藥王樹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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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彌留幢佛。南無大山佛。南無彌留光明佛。南無妙聲佛。

南無日月住佛。南無稱光明佛。南無無量光佛。南無不可量幢

佛。南無大光明佛。南無寶雞兜佛。南無淨王佛。南無大炎聚佛。

南無一切王聲佛。南無難勝佛。南無日生佛。南無羅網光明佛。

南無照光明佛。南無師子佛。南無稱佛。南無稱光明佛。南無

法佛。南無法住持佛。南無法幢佛。南無梵聲佛。南無星宿王佛。

南無香勝佛。南無香光佛。南無大積佛。南無寶種種華敷身佛。

南無莎羅自在王佛。南無寶蓮華勝佛。南無見一切義佛。南無

須彌劫佛。南無智燈佛。南無大光明照佛。南無難伏佛。南無

照佛。南無勤雞兜幢佛。南無威德自在王佛。南無覺王佛。南

無寶藏佛。南無大海佛。南無十力增上自在佛。南無唯寶莊嚴

佛。南無無邊寶莊嚴佛。南無無相聲佛。南無過境界步佛。南

無須彌山聚佛。南無虛空眼佛。南無虛空寂佛。南無稱力王佛。

南無放光明佛。南無離諸染佛。南無種種華成就勝佛。南無遠

離諸畏驚怖毛竪佛。南無智稱 ( 丹積 ) 佛。南無旃檀香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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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伏眼佛。南無寶來佛。南無香首佛。南無勝眾佛。南無唯蓋佛。

南無無障眼佛。南無栴檀去佛。南無智華寶光明勝佛。南無賢

勝光明佛。南無能一切畏佛。南無無畏佛。南無彌留藏佛。南

無法作佛。南無十上光明佛。南無千上光明佛。南無智光明佛。

南無寶勝光明佛。南無無邊光明佛。南無無礙聲佛。南無羅網

光明佛。南無種種寶智佛。南無無邊莊嚴佛。南無憂波羅勝佛。

南無住智勝佛。南無勝能聖佛。南無智稱佛。南無莎羅自在王

佛。南無寶沙羅佛。南無大將佛。南無寶鬘佛。南無不空名稱佛。

南無勝成就功德佛。南無稱王佛。南無不空步佛。南無香光明

佛。南無無障礙聲佛。南無稱力王佛。南無須彌增長勝王佛。

南無寶勝功德佛。南無波頭摩勝佛。南無寶起佛。南無香光明

佛。南無十方稱發起佛。南無普護增上雲聲王佛。南無無邊光

明佛。南無無邊智成佛。南無無邊輪奮迅佛。南無眾上首佛。

南無花勝王佛。南無寶像佛。南無不空名稱佛。南無發起無邊

精進功德佛。南無發心莊嚴一切眾生佛。南無蓋行佛。南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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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輪威德王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一切功德到彼岸佛。

南無然燈作佛。南無能作光明佛。南無得功德佛。南無波頭摩

上勝佛。南無寶作佛。南無無邊願佛。南無無邊功德王住佛。

南無寶聚佛。南無娑羅自在王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寶積佛。

南無最上佛。南無修行無邊功德佛。南無觀聲佛。南無須彌山

光明佛。南無無邊境界佛。南無妙去佛。南無寶華成就勝佛。

南無無邊奮迅佛。南無發起一切眾生信佛。南無寶蓋起佛。南

無勝功德佛。南無不可花佛。南無寶境界光明佛。南無寶勝功

德佛。南無發心即轉法輪佛。南無十方稱名佛。南無迦陵伽王

佛。南無日輪然燈佛。南無寶上佛。南無智成就勝佛。南無功

德王住佛。南無無障礙眼佛。南無無畏佛。南無智積佛。南無

發起無譬喻相佛。南無積光明輪威德佛。南無因意佛。南無那

羅延佛。南無無垢雞兜佛。南無月積佛。南無清淨意佛。南無

安隱佛。南無發起善思惟佛。南無能破諸怨佛。南無憂波羅功

德佛。南無積 ( 丹稱 ) 力王佛。南無無邊光明雲香彌留佛。南

無種種色華佛。南無無邊光佛。南無能轉能住佛。南無勝香佛。

南無寶勝佛。南無香山佛。南無信一切眾生心智見佛。南無無

相聲佛。南無智功德積佛。南無無障聲佛。南無一蓋藏佛。南

無不動勢佛。南無迦葉佛。南無觀見一切境界佛。南無上首佛。

南無成義佛。南無成勝佛。南無稱佛。南無離一切疑佛。南無

智德佛。南無功德乘佛。南無星宿王佛。南無不可量雞兜佛。

南無旃檀佛。南無羅網光佛。南無梵聲佛。南無不可量實體勝

佛。南無一切法無觀佛。南無發一切眾生不斷絕修行佛。南無

無邊奮迅佛。南無見一切法佛。南無見一切法平等佛。南無成

就無邊功德佛。南無智高光明佛。南無波頭摩上佛。南無十方

上佛。南無華成功德佛。南無堅固眾生佛。南無智光明佛。南

無智眾佛。南無離藏佛。南無明王佛。南無不分別修行佛。南

無無邊智稱佛。南無旃檀屋勝佛。南無無比智花成佛。南無善

住娑羅王佛。南無勝月光明佛。南無須彌聚佛。南無稱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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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過十方稱佛。南無稱名親佛。南無稱堅固佛。南無離憂惱

佛。南無波頭摩勝王功德佛。南無散華雞兜佛。南無普放香光

明佛。南無波那陀眼佛。南無放炎佛。南無十方稱名佛。南無

光明彌留佛。南無寶光明佛。南無然尸棄佛。南無三界境界勢

力佛。南無光明輪佛。南無虛空寂境界佛。南無盡境界佛。南

無妙寶聲佛。南無普境界佛。南無智稱佛。南無光明輪境界勝

王佛。南無善住佛。南無成就佛寶功德佛。南無起智功德佛。

南無一切功德佛。南無佛境界清淨佛。南無起智光明威德積聚

佛。南無成就波頭摩王佛。南無第一境界法佛。南無半月光明

佛。南無香像佛。南無成就波頭摩功德佛。南無旃檀功德佛。

南無寶山佛。南無黠慧行佛。南無能作無畏佛。南無無邊功德

勝佛。南無光明雞兜佛。南無作無邊功德佛。南無成就一切勝

功德佛。南無住持炬佛。南無勝敵對佛。南無勝王佛。南無星

宿王佛。南無無邊山佛。南無虛空輪清淨王佛。南無無邊聲佛。

南無無邊光明佛。南無寶彌留佛。南無種種寶佛。南無拘修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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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佛。南無上首佛。南無無垢離垢發修行光明佛。南無金色華

佛。南無寶窟佛。南無種種華成就佛。南無放光明佛。南無成

就華佛。南無華蓋佛。南無不空發修行佛。南無勝力王佛。南

無淨聲王佛。南無無邊上首佛。南無無障眼佛。南無破諸趣佛。

南無離疑佛。南無無相聲佛。南無畢竟成就無邊功德佛。南無

寶成就勝佛。南無波頭摩得勝功德佛。南無寶妙佛。南無三世

無礙發修行佛。南無無邊照佛。南無寶彌留佛。南無然燈勝王

佛。南無成就智德佛。南無炬然燈佛。南無無上光明佛。南無

功德王光明佛。南無弗沙佛。南無梵聲佛。南無功德論佛。南

無十方燈佛。南無佛華成就德佛。南無娑羅自在王佛。南無華

鬚佛。南無寶積佛。南無見種種佛。南無藥王佛。南無最上佛。

南無賢勝佛。南無香妙佛。南無香勝雞兜佛。南無旃檀屋佛。

南無香雞兜佛。南無無邊精進佛。南無過十光佛。南無佛波頭

摩妙佛。南無無邊境界佛。南無驚怖波頭摩成就勝王佛。南無

寶羅網佛。南無善住王佛。南無最勝香王佛。南無能與一切樂

佛。南無能現一切念佛。南無不空名稱佛。南無寶光明佛。南

無安隱與一切眾生樂佛。南無無邊虛空莊嚴勝佛。南無善莊嚴

佛。南無虛空雞兜佛。南無普華成就勝佛。南無可樂勝佛。南

無無邊境界來佛。南無淨眼佛。南無高山佛。南無不可降伏幢

佛。南無可詣佛。南無無邊無際諸山佛。南無月輪莊嚴王佛。

南無最勝彌留佛。南無樂成就德佛。南無清淨諸彌留佛。南無

安樂德佛。南無梵德佛。南無無礙日 ( 丹無礙自在 ) 佛。南無

作無邊功德佛。南無威德王佛。南無梵勝佛。南無善思惟成就

諸願佛。南無清淨輪王佛。南無智高佛。南無勇猛仙佛。南無

智積佛。南無作方佛。南無能忍佛。南無離諸有佛。南無智護佛。

南無妙功德佛。南無隨眾生心現境界佛。南無鏡佛。南無無邊

寶佛。南無離一切受境界無畏佛。南無無礙寶光明佛。南無無

礙照佛。南無念一切佛境界佛。南無能現一切佛像佛。南無無

相體佛。南無化聲佛。南無化聲善聲佛。南無寶成就勝功德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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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海彌留佛。南無無垢意佛。南無智華成就佛。南無高威德

山佛。南無寂靜佛。南無離恨佛。南無斷一切諸道佛。南無成

就不可量功德佛。南無樂成就勝境界佛。南無求無畏香佛。南

無無障礙香光明佛。南無雲妙鼓聲佛。南無成就勝功德佛。南

無無邊勢力步佛。南無須彌山堅佛。南無勝香須彌佛。南無無

邊光佛。南無普見佛。南無得無畏佛。南無月燈佛。南無火燈佛。

南無勢燈佛。南無高修佛。南無金剛生佛。南無智自在王佛。

南無智力稱佛。南無無畏上佛。南無功德王佛。南無波婆娑佛。

南無善眼佛。南無妙莊嚴佛。南無寶蓋佛。南無香象佛。南無

無邊境界不空稱佛。南無不可思議功德王光明佛。南無種種華

佛。南無無畏王佛。南無常厭香佛。南無妙藥樹王佛。南無常

求安樂佛。南無無邊意行佛。南無無邊境界佛。南無無邊光佛。

南無無邊目佛。南無無邊虛空境界佛。南無聲色境界佛。南無

星宿王佛。南無香上勝佛。南無虛空勝佛。南無勝功德佛。南

無現諸方佛。南無妙彌留佛。南無無障礙佛。南無娑伽羅佛。

南無庭燎佛。南無然雞兜佛。南無無垢月威德光佛。南無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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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稱力王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智見佛。南無波

頭勝成就佛。南無寶火佛。南無寶蓮華勝佛。南無斷諸疑佛。

南無領勝眾佛。南無雞兜王佛。南無華勝佛。南無放光明佛。

南無照波頭摩光明佛。南無方王法雞兜佛。南無無邊步佛。南

無娑伽羅山佛。南無阿謨荷見佛。南無無障礙吼聲佛。南無無

邊功德稱光明佛。南無世間涅槃無差別修行佛。南無無邊照佛。

南無善眼佛。南無一蓋藏佛。南無放光明佛。南無過去未來現

在發修行佛。南無無邊華佛。南無無邊淨佛。南無無邊光佛。

南無無邊明佛。南無無邊照佛。南無妙明佛。南無無邊境界佛。

南無無邊步佛。南無等蓋行佛。南無寶蓋佛。南無星宿王佛。

南無蓋 ( 丹善 ) 星宿佛。南無光明輪佛。南無光明王佛。南無

勝光明功德佛。南無不可量光佛。南無勝佛。南無不可量境界

步佛。南無無礙聲吼佛。南無大雲光佛。南無闇梨尼山佛。南

無佛華光明佛。南無波頭摩勝花山王佛。南無星宿上首佛。南

無放光明佛。南無三周單那堅佛。南無不空見佛。南無頂勝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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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佛。南無波頭頂勝功德佛。南無無癡佛。南無能度佛。南無

無迷步佛。南無離愚境界佛。南無無闇光明佛。南無無邊精進

佛。南無娑羅自在王佛。南無寶娑羅佛。南無一蓋佛。南無蓋

莊嚴佛。南無寶聚佛。南無栴檀聚香佛。南無旃檀屋佛。南無

無邊光明佛。南無光輪佛。南無山莊嚴佛。南無無障礙明(丹眼)

佛。南無善眼佛。南無寶成佛。南無一切功德勝佛。南無成就

佛華功德佛。南無善住意佛。南無無邊方便佛。南無不空功德

佛。南無寶勢佛。南無無邊修行佛。南無莊嚴無邊功德佛。南

無虛空輪光佛。南無無相聲佛。南無藥王佛。南無不怯弱佛。

南無離諸畏毛竪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觀智起花佛。南

無虛空寂佛。南無虛空聲佛。南無虛空莊嚴佛。南無大眼(丹明)

佛。南無勝功德佛。南無成佛。南無佛波頭摩德佛。南無成功

德佛。南無師子勝佛。南無成就義佛。南無師子護佛。南無善

住王佛。南無梵山佛。南無淨目佛。南無不空跡步佛。南無香

象佛。南無香德佛。南無香彌留佛。南無無邊眼佛。南無財屋佛。

南無香山佛。南無寶師子佛。南無堅固眾生佛。南無妙勝住王

佛。南無無邊境界勝王佛。南無勝精進王佛。南無無疑佛。南

無善星宿王佛。南無然燈佛。南無能作光明佛。南無光明山佛。

南無光明輪佛。南無妙蓋佛。南無香蓋佛。南無寶蓋佛。南無

香去 ( 鄉雲 ) 蓋佛。南無旃檀勝佛。南無須彌山積聚佛。南無

種種寶光明佛。南無堅固自在王佛。南無淨勝佛。南無淨眼佛。

南無不弱佛。南無寶勝佛。南無施羅王佛。南無發修行轉女根

佛。南無發無邊修行佛。南無最妙光佛。南無闍梨尼光明山佛。

南無因王佛。南無梵勝佛。南無稱身佛。南無華山佛。南無轉

胎佛。南無轉難佛。南無斷諸念佛。南無發起諸念佛。南無常

修行佛。南無善住佛。南無一藏佛。南無一山佛。南無無邊身佛。

南無無邊精進佛。南無光明輪佛。南無無邊功德王光佛。南無

降伏一切諸怨佛。南無過一切魔境界佛。南無不可量華佛。南

無不可量香佛。南無不可量聲佛。南無光明頂佛。南無光明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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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南無不離二佛。南無輪佛。南無不可量佛華光明佛。南無

不可量聲佛。南無光明山佛。南無娑羅自在王佛。南無日面佛。

南無善目佛。南無虛空佛。南無寶華佛。南無寶成佛。南無月

華佛。南無發諸行佛。南無斷諸世間佛。南無無邊樂說佛。南

無離諸競畏佛。南無樂說一切境界佛。南無普香光明佛。南無

香光佛。南無香彌留佛。南無香勝佛。南無香象佛。南無香林佛。

南無香王佛。南無波頭摩勝王佛。南無佛境界佛。南無最妙佛。

南無妙勝佛。南無散華佛。南無花蓋鬘佛。南無華屋佛。南無

金色花佛。南無香華佛。南無彌留王佛。南無導師佛。南無勝

諸眾生佛。南無斷阿叉那佛。南無發善行佛。南無善華佛。南

無無邊香佛。南無普散香光明佛。南無普散香佛。南無普散光

佛。南無普散波頭摩勝佛。南無寶闍梨尼手佛。南無起王佛。

南無普佛國土一蓋佛。南無善住王佛。南無妙香佛。南無無邊

智境界佛。南無不空發佛。南無不空見佛。南無無障目佛。南

無不動佛。南無發生菩提心佛。南無無量眼佛。南無有燈佛。

南無普照佛。南無光明佛。南無一切佛國土佛。南無不斷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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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眾生樂說佛。南無無垢步佛。南無無跡步佛。南無離一切憂

佛。南無能離一切眾生有佛。南無樂修行勝佛。南無無畏王佛。

南無勝山(丹住)佛。南無香面佛。南無俱隣佛。南無大力勝佛。

南無寶憂波羅勝佛。南無拘牟頭成佛。南無高聲眼佛。南無上

首佛。南無華成佛。南無無邊光明佛。南無月出光佛。南無十

方稱佛。南無多羅歌王增上佛。南無無邊光明佛。南無最勝香

山佛。南無無畏佛。南無成就無畏德佛。南無成就無邊願功德

佛。南無一切功德莊嚴佛。南無花王佛。南無不可降伏幢佛。

南無增上護光佛。南無驚怖波頭摩勝王佛。南無不異心成就勝

佛。南無一切上佛。南無虛空輪清淨王佛。南無無相聲吼佛。

南無寶起功德佛。南無梵勝佛。南無無障礙香手佛。南無彌留

山光明佛。南無波頭摩勝光佛。南無能作稱名佛。南無稱親佛。

南無堅固自在王佛。南無過去如是等無量無邊佛。南無現在積

聚無畏佛。南無寶功德光明佛。南無普護佛。南無寶光照佛。

南無月莊嚴寶光明智威德聲王佛。南無拘蘇摩樹提不謬王通佛。

南無清淨月輪佛。南無寂靜月聲佛。南無阿僧祇住功德精進勝

佛。南無善名稱勝佛。南無因陀羅雞兜幢星宿王佛。南無普光

明莊嚴勝佛。南無降伏敵對步佛。南無普功德光明莊嚴勝佛。

南無無礙藥王樹勝佛。南無波頭摩步佛。南無寶波頭摩善住娑

羅王佛。南無師子佛。南無白 ( 丹鄉日 ) 光佛。南無火光佛。

南無無邊光佛。南無波頭摩王佛。南無阿偶多羅佛。南無波頭

摩勝佛。南無善華佛。南無寶心佛。南無無礙光佛。南無山幢佛。

南無寶幢佛。南無寶炎佛。南無大炎聚佛。南無旃檀香佛。南

無善利光佛。南無波頭摩敷身佛。南無依止無邊功德佛。南無

寶體法決定聲王佛。南無阿僧祇精進聚集勝佛。南無智通佛。

南無彌留山積佛。南無然燈佛。南無大威德力佛。南無日月佛。

南無旃檀 ( 丹有德 ) 佛。南無須彌劫佛。南無月色佛。南無不

染佛。南無降伏龍佛。南無龍天佛。南無金色鏡像佛。南無山

聲自在王佛。南無山積佛。南無須彌藏佛。南無供養光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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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勝覺佛。南無地山佛。南無 ( 丹有妙 ) 琉璃花佛。南無妙琉

璃金形像佛。南無降伏月佛。南無日聲佛。南無散華莊嚴佛。

南無海山智奮迅通佛。南無水光佛。南無大香鏡像佛。南無不

動山佛。南無寶集佛。南無勝山佛。南無勇猛山佛。南無多功

德法住持得通佛。南無日月琉璃光佛。南無勝琉璃光佛。南無

心間智多拘蘇摩勝佛。南無月光佛。南無日光佛。南無散華王

拘蘇摩通佛。南無栴檀月光佛。南無破無明闇佛。南無普蓋波

婆羅佛。南無星宿佛。南無弗沙佛。南無法慧增長佛。南無師

子鵝王山吼佛。南無梵聲龍奮迅佛。南無世間因陀羅佛。南無

世間自在王佛。南無可得報佛。南無甘露聲佛。南無樹提光佛。

南無那羅延首龍佛。南無力天佛。南無師子佛。南無毘羅闍光

佛。南無世間最上佛。南無山獄佛。南無人自在王佛。南無華

勝佛。南無得四無畏佛。南無寶勝威德王劫佛。南無不可嫌身

佛。南無稱護佛。南無稱威德佛。南無稱名聲佛。南無稱聲供

養佛。南無勇猛稱佛。南無聲分清淨佛。南無智勝善黠慧佛。

南無智勝成就佛。南無智炎佛。南無智勇猛佛。南無智炎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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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妙智佛。南無梵聲佛。南無梵勝佛。南無淨天佛。南無善

臂佛。南無善淨天佛。南無梵聲佛。南無淨自在佛。南無淨善

眼佛。南無淨聲自在王佛。南無善淨德佛。南無威德力增上佛。

南無善勢自在佛。南無威德大勢力佛。南無勝威德佛。南無毘

摩勝佛。南無毘摩意佛。南無善毘摩佛。南無毘摩面佛。南無

毘摩成就佛。南無毘摩妙佛。南無見寶佛。南無須尼多佛。南

無善眼清淨佛。南無無邊眼佛。南無普眼佛。南無無等眼佛。

南無勝眼佛。南無不可降伏眼佛。南無不動眼佛。南無寂勝佛。

南無善寂佛。南無善寂諸根佛。南無寂勝佛。南無寂功德佛。

南無寂彼岸佛。南無善住佛。南無寂心佛。南無寂意佛。南無

寂靜然佛。南無自在王佛。南無眾勝佛。南無淨王佛。南無大

眾自在勇猛佛。南無眾勝解脫佛。南無法幢佛。南無法雞兜佛。

南無法起佛。南無法體勝佛。南無法力自在勝佛。南無法勇猛

佛。南無樂說山佛。南無寶火佛。南無樂說莊嚴雲吼佛。南無

勝聲佛。南無妙眼佛。南無清淨面月勝藏威德佛。南無成就意

佛。南無滿足心佛。南無淨迦羅迦決定威德佛。南無無邊精進

佛。南無甘露光佛。南無無比慧佛。南無無卑微佛。

佛說佛名經卷第十一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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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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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佛名經
卷第十二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南無大威德佛。南無月光佛。南無旃檀香佛。南無須彌劫佛。

南無山積佛。南無無垢色佛。南無無染佛。南無龍勝佛。南無

金色佛。南無山吼自在王佛。南無金藏佛。南無火光佛。南無

火自在佛。南無琉璃華佛。南無月勝佛。南無月聲佛。南無散

華莊嚴光佛。南無大香去照明佛。南無離一切染意佛。南無聚

集寶佛。南無德山佛。南無勇猛山佛。南無梵聲龍奮迅佛。南

無世間勝上佛。南無師子奮迅吼佛。南無華勝佛。南無山勝佛。

南無成就娑羅自在王佛。南無吼聲佛。南無普光明佛。南無等

蓋佛。南無無憂佛。南無智王佛。南無智山佛。南無月光佛。

南無普光佛。南無聲德佛。南無無勿成就佛。南無火幢佛。南

無智自在佛。南無大自在佛。南無梵聲佛。南無眾自在佛。南

無月面佛。南無日面佛。南無聲勝佛。南無梵面佛。南無梵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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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因陀羅雞兜幢佛。南無善思惟月勝成就王佛。南無智光明

佛。南無無垢稱王佛。南無樂說莊嚴雲德佛。南無妙聲佛。南

無清淨面無垢月勝王佛。南無平等意佛。南無樂說聲佛。南無

無垢月佛。南無無垢清淨金色決定光明威德王佛。南無寶光明

輪王佛。南無智通佛。南無不可數發精進決定佛。南無山積佛。

南無因陀羅雞兜幢王佛。南無善住娑羅王佛。南無波頭摩勝佛。

南無善住堅固王佛。南無日月光佛。南無波頭摩光佛。南無波

頭摩勝步佛。南無大通佛。南無大通智勝佛。南無無邊智佛。

南無多寶佛。南無吼聲降伏一切佛。南無日月無垢光明佛。南

無蓮華無垢星宿王花佛。南無雲妙鼓聲王佛。南無住持水聲善

星宿王華嚴通佛。南無無垢身佛。南無那伽鉤羅勝佛。南無智

照佛。南無現一切功德光明奮迅王佛。南無照光明莊嚴奮迅王

佛。南無月明佛。南無光明普照佛。南無寶莊嚴佛。南無普 (丹

鄉散)華佛。南無普然燈佛。南無普華佛。南無普光明勝山王佛。

南無善住功德摩尼山王佛。南無光明王佛。南無不可降伏幢佛。

南無勝功德佛。南無世間自在佛。南無普華佛。南無舌根佛。

南無虛空輪清淨王佛。南無勝光明波頭摩敷身佛。南無須彌山

波頭摩勝王佛。南無一切寶摩尼王佛。南無寶光明日月輪智佛。

南無威德頻頭聲王佛。南無大導師佛。南無 ( 丹鄉有普 ) 光明

奮迅王光明佛。南無善行佛。南無樂說山佛。南無住佛。南無

師子鳥 (丹鄉象 )奮迅佛。南無功德王光明佛。南無功德幢佛。

南無功德作佛。南無聖天佛。南無寶幢佛。南無金剛合佛。南

無一切勝佛。南無安隱色佛。南無妙行佛。南無波婆羅娑伽羅

佛。南無弗波雞兜佛。南無妙色佛。南無修盧遮那佛。南無梨

師掘多佛。南無破煩惱佛。南無妙佛。南無敷華佛。南無弗加

羅佛。南無善光佛。南無吉佛。南無師子威德佛。南無住智德佛。

南無婆那多香佛。南無實法廣稱佛。南無諦沙佛。南無世間喜

佛。南無廣光明佛。南無寶稱佛。南無寶威德佛。南無梵威德佛。

南無善聲佛。南無善華佛。南無真聲佛。南無善行色佛。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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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眼佛。南無功德山佛。南無雲聲佛。南無妙色佛。南無命

威德佛。南無勝步行佛。南無世間求佛。南無降伏怨佛。南無

供養佛。南無喜莊嚴佛。南無舍尸雞兜佛。南無弗若功德光佛。

南無大威德佛。南無等寶蓋佛。南無那羅延佛。南無成就行佛。

南無離憂佛。南無無垢喜佛。南無無垢光明佛。南無厚堅固佛。

南無無垢雲王佛。南無無垢臂佛。南無義成就佛。南無勝護佛。

南無梵功德天王佛。南無虛空步佛。南無妙智佛。南無法寶佛。

南無不空見佛。南無難降伏光佛。南無月光佛。南無月(丹有淨)

佛。南無普光明佛。南無寶勝佛。南無普觀佛。南無不可數見佛。

南無通 ( 丹有障 ) 佛。南無清淨光明寶佛。南無善洗清淨無垢

成就無邊功德勝王佛。南無寶勝無垢王劫佛。南無第一然燈佛。

南無功德寶勝佛。南無無垢光明佛。南無樂說莊嚴佛。南無無

垢月雞兜稱佛。南無鈎蘇摩莊嚴佛。南無火步佛。南無寶上佛。

南無無畏觀佛。南無師子奮迅佛。南無離怖畏佛。南無善見佛。

南無不怯弱離驚怖佛。南無金剛威德佛。南無梵勝天王佛。南

無善月佛。南無光明王佛。南無雞兜稱佛。南無閻浮光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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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多摩羅跋旃檀香佛。南無不動佛。南無彌留山佛。南無師

子聲佛。南無師子幢佛。南無住虛空佛。南無常入涅槃佛。南

無因陀羅幢佛。南無甘露(丹有幢)佛。南無降伏一切世間怨佛。

南無得度佛。南無彌留劫佛。南無多摩羅跋旃檀香佛。南無雲

自在王佛。南無能破一切世驚怖畏佛。南無普光明佛。南無法

光明佛。南無海住持奮迅通佛。南無法虛空勝王佛。南無七寶

波頭摩步佛。南無寶雞兜佛。南無寶一蓋佛。南無一切眾生愛

見佛。南無滿足百千光明幢佛。南無娑羅自在王佛。南無法 (丹

有花 ) 莊嚴王佛。南無普一寶蓋佛。南無星宿佛。南無普光明

奮迅王佛。南無法莊嚴王佛。南無山燈佛。南無堅精進佛。南

無法照光佛。南無住清淨光 ( 丹眼 ) 佛。南無善住淨境界佛。

南無月山佛。南無畢竟莊嚴無邊功德王佛。南無離諸煩惱佛。

南無不空見佛。南無成就無垢無邊清淨功德勝王佛。南無智上

光明佛。南無寶勝智威德莊嚴自在王佛。南無清淨光佛。南無

敷花娑羅自在王佛。南無火(鄉大)華敷王佛。南無月輪清淨佛。

南無寂靜月聲王佛。南無無邊堅精進住勝佛。南無波頭摩勝佛。

南無法雞兜佛。南無然燈佛。南無功德雞兜佛。南無功德成佛。

南無聖天佛。南無寶山佛。南無金剛合佛。南無一切勝佛。南

無普香佛。南無善華佛。南無善勝佛。南無功德山佛。南無勝

成就佛。南無拘隣佛。南無善眼佛。南無頭陀羅吒佛。南無善

生佛。南無梵勝佛。南無寂靜佛。南無梵德佛。南無因陀羅幢

佛。南無月色佛。南無無垢色佛。南無無染佛。南無勝龍佛。

南無龍天佛。南無金光明佛。南無勝聲因陀羅王佛。南無善須

彌山佛。南無善色藏佛。南無火光佛。南無威德因陀羅佛。南

無地迦佛。南無琉璃華佛。南無勝琉璃金光明佛。南無月勝佛。

南無日吼佛。南無散華莊嚴光明佛。南無娑伽羅勝智奮迅通佛。

南無水光明佛。南無大香行光明佛。南無離一切瞋恨意佛。南

無寶勝佛。南無勝積佛。南無勝仙佛。南無住持多功德通法佛。

南無日月琉璃光佛。南無心菩提華勝佛。南無日月佛。南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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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有月 ) 光佛。南無華鬘色王佛。南無鉤修彌多通佛。南無水

月光明佛。南無破無明闇佛。南無普蓋寶佛。南無增長法樂佛。

南無種種師子聲增長吼佛。南無梵自在龍吼佛。南無世間自在

佛。南無世間自在王佛。南無難勝佛。南無寶作佛。南無甘露

聲佛。南無勝光佛。南無龍天佛。南無增上力佛。南無無垢光佛。

南無師子佛。南無世間增上佛。南無德山佛。南無人王佛。南

無花勝佛。南無德無畏佛。南無能平等作佛。南無初發心離諸

畏一切煩惱勝德佛。南無普光明奮迅佛。南無金剛步佛。南無

寶光明步象佛。南無離諸魔疑佛。南無初發心成就不退轉勝佛。

南無寶蓋勝光明佛。南無能教化諸菩薩佛。南無初發心念斷一

切煩惱染佛。南無降伏煩惱佛。南無勝光明王佛。南無三昧手

勝佛。南無波頭摩上勝佛。南無日輪光明佛。南無均寶蓋佛。

南無日輪光明勝佛。南無增上三昧奮迅佛。南無寶花普照勝佛。

南無最妙波頭摩步佛。南無寶輪光明勝德佛。南無寶藏佛。南

無寶勝佛。南無寶燈王佛。南無堅精進思惟成就義佛。南無普

光明觀稱佛。南無慈莊嚴功德稱佛。南無稱一切眾生念勝功德

佛。南無吉稱功德佛。南無畢竟慚愧稱勝佛。南無廣光明佛。

南無樂說莊嚴思惟佛。南無無垢月雞兜稱佛。南無鉤修摩莊嚴

光明作佛。南無寶稱佛。南無無畏觀佛。南無師子力奮迅佛。

南無伽那歌王光明佛。南無賢作佛。南無無垢光明佛。南無功

德寶光明佛。南無精進力成就佛。南無善清淨光佛。南無得脫

一切縛佛。南無無垢波頭摩藏勝佛。南無得無障礙力解勝 ( 丹

本脫)佛。南無十方稱名無畏佛。南無金剛勢佛。南無大寶聚佛。

南無無邊功德莊嚴威德王劫佛。南無功德寶山佛。南無說一切

莊嚴勝佛。南無無邊樂說莊嚴成就智佛。南無無千雲吼聲王佛

( 千上丹無一無 )。南無妙金色光明威德勝照佛。南無種種威德

王劫佛。南無阿僧祇億劫成就智佛。南無清淨金虛空吼光明佛。

南無普光明佛。南無法莊嚴王佛。南無功德多寶海王佛。南無

不空功德佛。南無照一切處佛。南無妙鼓聲佛。南無法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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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普見佛。南無大炎聚佛。南無光明幢佛。南無智雞兜佛。

南無娑羅胎佛。南無寶尸棄佛。南無波頭摩藏佛。南無一切勝

佛。南無娑伽羅佛。南無波頭摩藏佛。南無娑羅自在王佛。南

無花佛。南無勝稱佛。南無見實佛。南無智彌留佛。南無龍德

佛。南無勝行佛。南無星宿佛。南無大莊嚴佛。南無光明王佛。

南無能人佛。南無自在山 ( 丹王 ) 佛。南無日面佛。南無善意

佛。南無龍勝佛。南無弗沙佛。南無藥王佛。南無師子山佛。

南無住持勝功德佛。南無飲甘露佛。南無放炎佛。南無(丹有妙)

山佛。南無護世間供養佛。南無多伽羅尸棄佛。南無難勝佛。

南無大燈佛。南無波頭摩上佛。南無法幢佛。南無能然燈佛。

南無難勝 ( 丹有智 ) 佛。南無難可意佛。南無真聲佛。南無妙

聲佛。南無娑羅步佛。南無寶炎佛。南無愛見佛。南無須彌劫

佛。南無旃陀光佛。南無日光佛。南無藥樹勝佛。南無 ( 丹有

淨 )覺佛。南無記 (丹有別 )佛。南無愛作佛。南無作無畏佛。

南無波頭摩寶香佛。南無勝德佛。南無無垢佛。南無 ( 丹有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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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佛。南無無煩惱佛。南無善來佛。南無善光佛。南無金色佛。

南無能作光明佛。南無清淨佛。南無得脫佛。南無迦陵頻伽聲

佛。南無能與法佛。南無善護諸門佛。南無得意佛。南無離愛

佛。南無未生寶佛。南無善護諸根佛。南無梵聲佛。南無勝聲

佛。南無妙聲佛。南無大慧佛。南無無諸濁佛。南無不可動佛。

南無樂解脫佛。南無勝二足佛。南無具足一切功德莊嚴佛。南

無相莊嚴佛。南無拘牟陀語佛。南無不可降伏語佛。南無常相

應語佛。南無梵聲安隱眾生佛。南無娑羅花佛。南無金枝花佛。

南無拘牟陀相佛。南無妙頂佛。南無大牟尼佛。南無一切法到

彼岸佛。南無無染佛。南無不散心佛。南無荷吒伽色佛。南無

善寂成就佛。南無賒頭羅步佛。南無清淨手佛。南無常來佛。

南無畢竟成就大悲佛。南無成就堅佛。南無常行成 ( 丹本有就 )

佛。南無離諍濁佛。南無清淨功德相佛。南無不泣牟尼羅佛。

南無勝藏佛。南無般若齊佛。南無般若寶畢竟佛。南無滿足意

佛。南無世間自在王佛。南無無量命佛。南無大炎積佛。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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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邊寶佛。南無淨勝天佛。南無內外淨佛。南無寂諸根佛。南

無最燈佛。南無成就不思惟願娑羅王佛。南無師子意佛。南無

降伏力佛。南無住持速行佛。南無放光明王佛。南無毘頭奚吼

佛。南無無念覺法王佛。南無國土莊嚴身佛。南無智根本華幢

佛。南無化稱佛。南無一切色摩尼藏佛。南無法藏自在佛。南

無法獻波婆羅佛。南無無邊寶功德藏佛。南無淨花聲佛。南無

( 丹本有大 ) 法王鉤修摩勝佛。南無一切無盡藏佛。南無功德山

藏佛。南無星宿山藏佛。南無虛空智山佛。南無智力天王佛。

南無無障礙海隨順智佛。南無無邊覺海藏佛。南無智王無盡稱

佛。南無心意奮迅王佛。南無自性清淨智佛。南無智自在法王

佛。南無差別去佛。南無自在見佛。南無隨順香見法滿佛。南

無龍月佛。南無因陀羅波羅無障礙王佛。南無智雞兜佛。南無

智燈佛。南無大光明照佛。南無不可勝佛。南無照(丹有境)佛。

南無銀雞兜幢蓋佛。南無威德自在王佛。南無覺王佛。南無寶

藏佛。南無大娑伽羅佛。南無十力差 ( 丹有別 ) 佛。南無降伏

魔佛。南無降伏貪佛。南無降伏瞋佛。南無降伏癡佛。南無降

伏憍慢佛。南無降伏瞋恨垢佛。南無法清淨佛。南無業勝得名

佛。南無如意得名清淨佛。南無得施起名佛。南無得名清淨戒

名佛。( 得下丹無名 ) 南無起忍辱成就佛。南無得起精進名佛。

南無得起禪名佛。南無得起般若名佛。南無成就施不可思議名

佛。南無成就戒不可思議佛。南無成就忍辱不可思議佛。南無

成就精進不可思議佛。南無成就禪那不可思議佛。南無成就般

若不可思議佛。南無行成就得名佛。南無成就陀羅尼清淨得名

佛。南無陀羅尼色清淨得名佛。南無陀羅尼施清淨得名佛。南

無空無我自在得名佛。南無眼陀羅尼自在佛。南無耳陀羅尼自

在佛。南無鼻陀羅尼自在佛。南無舌陀羅尼自在佛。南無身陀

羅尼自在佛。南無意陀羅尼自在佛。南無色陀羅尼自在佛。南

無聲陀羅尼自在佛。南無香陀羅尼自在佛。南無味陀羅尼自在

佛。南無觸陀羅尼自在佛。南無法陀羅尼自在佛。南無地陀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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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自在佛。南無水陀羅尼自在佛。南無火陀羅尼自在佛。南無

風陀羅尼自在佛。南無苦自在佛。南無集自在佛。南無滅自在

佛。南無道自在佛。南無陰自在佛。南無界自在佛。南無入自

在佛。南無三世自在佛。南無陀羅尼花自在佛。南無吉光明佛。

南無香燈衣自在光明佛。南無法幢佛。南無師子聲佛。南無照

藏佛。南無法明敷身佛。南無一切通光佛。南無月智佛。南無

妙勝佛。南無賢勝佛。南無普滿佛。南無普賢佛。南無那羅延

王佛。南無成就一切義佛。南無住持威德佛。南無無畏觀佛。

南無如是等現在過去未來無量無邊佛。南無十千同名滿足佛。

南無三萬同名能聖佛。南無二千同名拘隣佛。南無十八億同名

寶體法式佛。南無十八億同名日月燈佛。南無千五百同名大威

德佛。南無一萬五千同名歡喜佛。南無八萬四千 ( 丹本有九百 )

同名龍王佛。南無一萬五千同名日佛。南無一萬八千同名娑羅

王佛。南無一萬八千同名因陀羅幢佛。南無八千同名善光佛。

南無八百同名寂滅佛。南無三十六億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淨王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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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諸佛名。百千萬劫不可得聞。如優曇鉢花。若人受持讀誦此

諸佛名。畢竟遠離諸煩惱。舍利弗。應當敬禮。

波頭摩勝如來佛。南無寂王佛。南無燈作佛。南無天光佛。南

無德山佛。南無勝上佛。南無娑羅王佛。南無淨王佛。南無大

慧梁佛。南無須彌佛。南無大智慧須彌佛。南無寶作佛。南無

寶藏佛。南無破金剛佛。南無賢智不動佛。南無香普佛。南無

甘露命佛。南無難勝佛。南無月光佛。南無日照佛。南無智雞

兜佛。南無大師子佛。南無彌留山佛。南無香光佛。南無德山佛。

南無大通佛。南無阿摩羅藏佛。南無寶圍佛。南無金剛藏佛。

南無憂波羅藏佛。南無大日佛。南無橋梁載佛。南無月勝佛。

南無樂堅固佛。南無不可思議法身佛。南無勝藏佛。南無不空

王佛。南無金剛無礙智佛。南無寶炎佛。南無賒放(丹施)燈佛。

南無降伏一切怨佛。南無自在佛。南無大智真聲佛。南無般若

香象佛。南無天王佛。

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此諸佛名受持讀誦不生疑者。是

人八千億劫不入地獄。不入畜生。不入鬼道。不生邊地。不生

貧窮家。不生下賤家。常生天人豪貴之處。常得歡喜適樂無礙。

常得一切世間尊重供養。乃至得大涅槃。

舍利弗。汝等應當敬禮。

不可嫌身佛。南無稱聲佛。南無稱威德佛。南無稱名佛。南無

葉陀佛。南無聲炎佛。南無聲分勇猛佛。南無智勝佛。南無智

善知佛。南無智聚佛。南無智勇猛佛。南無梵勝佛。南無淨婆

藪佛。南無淨 ( 丹有心 ) 佛。南無淨天佛。南無淨聲佛。南無

梵自在佛。南無威德佛。南無毘摩勝佛。南無毘摩意佛。南無

毘摩面佛。南無毘摩上佛。南無無邊聲佛。南無實見佛。南無

善眼月佛。南無深聲佛。南無放聲佛。南無驚怖魔力聲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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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淨眼佛。南無無邊眼佛。南無普眼佛。南無勝眼佛。南無不

可行佛。南無寂勝佛。南無善寂心佛。南無善寂根佛。南無善

寂意佛。南無善寂德佛。南無善住佛。南無眾自在王佛。南無

大眾自在佛。南無眾解脫佛。南無法幢佛。南無法山佛。南無

法勝佛。南無法體佛。南無法力佛。南無法勇猛佛。南無法體

決定佛。南無第二劫八千億同名法體決定佛。

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佛名。畢竟不入地獄速得三昧。

舍利弗。過是佛名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有佛名人自在聲。汝當

歸命。彼人自在聲佛壽命七十千萬劫住世。初會三億聲聞眾集。

八十那由他千萬菩薩眾集。皆得諸神通具四無礙。通達一切空

到彼岸。我若無量劫住世。說彼佛大會國土莊嚴。如大海水中

一渧之分。舍利弗。應當敬禮十方諸大菩薩摩訶薩。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南無龍勝菩薩。南無龍德菩薩。南無勝成就菩

薩。南無勝藏菩薩。南無波頭摩勝菩薩。南無成就有菩薩。南

無地持菩薩。南無寶掌菩薩。南無寶印手菩薩。南無師子意菩

薩。南無師子奮迅吼聲菩薩。南無虛空藏菩薩。南無發心即轉

法輪菩薩。南無一切聲差別樂說菩薩。南無山樂說菩薩。南無

大海意菩薩。南無大山菩薩。南無愛見菩薩。南無歡喜王菩薩。

南無無邊觀菩薩。南無無邊觀行菩薩。南無破邪見魔菩薩。南

無無憂德菩薩。南無成就一切義菩薩。南無師子菩薩。南無善

住意菩薩。南無無比心菩薩。南無那羅德菩薩。南無因陀羅德

菩薩。南無海天菩薩。南無拔陀波羅菩薩。南無藥王菩薩。南

無盧舍那菩薩。南無月光菩薩。南無波頭摩勝 ( 丹本有藏 ) 菩

薩。南無智山菩薩。南無聖藏菩薩。南無不捨行菩薩。南無不

空見菩薩。南無妙聲菩薩。南無妙聲吼菩薩。南無常微笑寂根

菩薩。南無波頭摩道勝菩薩。南無廣思菩薩。南無憂波羅眼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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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南無可供養菩薩。南無常憶菩薩。南無住一切悲見菩薩。

南無斷一切惡法菩薩。南無住一切聲菩薩。南無住一切有菩薩。

南無住佛聲菩薩。南無無垢菩薩。南無勇猛德菩薩。南無 ( 丹

本有大 ) 淨菩薩。南無寶勝菩薩。南無羅網光菩薩。南無斷諸

蓋菩薩。南無能捨一切事菩薩。南無華莊嚴菩薩。南無月光光

( 丹無一光字 ) 明菩薩。南無最勝意菩薩。南無堅意菩薩。南無

自在天菩薩。南無勝意菩薩。南無淨意菩薩。南無金剛意菩薩。

南無增長意菩薩。南無善住菩薩。南無善導師菩薩。南無波頭

摩藏菩薩。南無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南無普行菩薩。南無覺菩

提菩薩。南無堅勝菩薩。南無斷諸惡道菩薩。南無不疲惓意菩

薩。南無須彌山菩薩。南無大須彌山菩薩。南無心勇猛菩薩。

南無師子奮迅行菩薩。南無不可思議菩薩。南無善勝菩薩。南

無善意菩薩。南無實語菩薩。南無愛見菩薩。南無無障礙菩薩。

南無斷諸疑菩薩。南無寶作菩薩。南無廣德菩薩。南無護賢劫

菩薩。南無寶月菩薩。南無曼陀婆香菩薩。南無樂作菩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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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無垢稱菩薩。南無思益菩薩。南無普華菩薩。南無月勝菩薩。

南無月山菩薩。南無智山菩薩。南無勝山菩薩。南無光山菩薩。

南無賢首菩薩。南無功德山菩薩。南無勝護菩薩。南無那羅延

菩薩。南無龍德菩薩。南無龍勝菩薩。南無住持色菩薩。南無

摩留天菩薩。南無入功德菩薩。南無然燈首菩薩。南無常舉手

菩薩。南無光明常照手菩薩。南無寶手菩薩。南無普光菩薩。

南無星宿王菩薩。南無金剛步菩薩。南無不動花步菩薩。南無

步三界菩薩。南無無邊步奮迅菩薩。南無海慧菩薩。南無善光

無垢住持威德菩薩。南無高精進菩薩。南無智山菩薩。南無常

觀菩薩。南無不瞬菩薩。南無無言菩薩。南無寶勝菩薩。南無

寶心菩薩。南無善思議菩薩。南無摩尼髻菩薩。南無莊嚴王菩

薩。南無國土莊嚴菩薩。南無因陀羅網菩薩。南無天山菩薩。

南無善眼菩薩。南無住持世間手菩薩。南無大將菩薩。南無寂

意菩薩。南無速行菩薩。南無善臂菩薩。南無山峯菩薩。南無

曇無竭菩薩。南無勝願菩薩。南無莊嚴相星宿山王菩薩。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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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說無滯菩薩。南無無垢智菩薩。南無娑伽羅菩薩。南無斷一

切憂菩薩。南無地藏菩薩。南無普現菩薩。南無發 ( 丹法 ) 行

成就菩薩。南無深行菩薩。南無清淨三輪菩薩。南無寂靜心菩

薩。南無無邊功德菩薩。南無虛空平等智菩薩。南無波頭摩眼

菩薩。南無金剛幢菩薩。南無波頭摩花嚴菩薩。南無寶莊嚴菩

薩。南無寶路菩薩。南無功德王慧菩薩。南無莊嚴王菩薩。南

無斷諸嚴王菩薩。南無清淨光明莊嚴菩薩。南無深聲菩薩。南

無妙鼓聲菩薩。南無尼民陀羅菩薩。南無大自在菩薩。南無諸

功德身菩薩。南無光明意菩薩。南無善見菩薩。南無不取諸法

菩薩。南無轉女根菩薩。南無思惟大悲菩薩。南無寶蓋山菩薩。

南無雲山吼聲菩薩。南無羅網莊嚴菩薩。南無寶藏菩薩。南無

法雞兜菩薩。南無日雞兜菩薩。南無無邊雞兜菩薩。南無無垢

藏菩薩。南無山菩薩。南無山峯住持菩薩。南無須彌山燈王菩

薩。南無須彌幢菩薩。南無須彌山聲菩薩。南無彌留王菩薩。

南無寶杖菩薩。南無寶尸棄菩薩。南無寶來菩薩。南無寶天菩

薩。南無法樂莊嚴菩薩。南無莊嚴王菩薩。南無山相莊嚴菩薩。

南無金莊嚴光明菩薩。南無清淨聲光菩薩。南無寶髻菩薩。南

無天吉菩薩。南無百光菩薩。南無火光菩薩。南無星宿味菩薩。

南無常悲泣菩薩 ( 梵名薩陀波崙 )。南無光明勝菩薩。南無一切

法自在菩薩。南無寶輪菩薩。南無寶炬菩薩。南無不空奮迅菩

薩。南無雲光明菩薩。南無法王菩薩。南無合山菩薩。南無降

伏魔菩薩。南無普見菩薩。南無智山幢菩薩。南無難可菩薩。

南無因陀羅幢菩薩。南無金髻菩薩。南無善見菩薩。南無善意

菩薩。南無解脫王菩薩。南無大威德菩薩。南無波頭摩眼菩薩。

南無普眼菩薩。南無決定法菩薩。南無離垢菩薩。南無大光菩

薩。南無大力菩薩。南無大月菩薩。南無善月菩薩。南無淨心

菩薩。南無住持華菩薩。南無不著行菩薩。南無離諸惡菩薩。

南無得大菩薩。南無智炬燈菩薩。南無無邊行菩薩。南無無邊

見菩薩。南無無障礙智菩薩。南無無垢眼山王菩薩。南無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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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菩薩。南無離闇菩薩。南無無邊幢菩薩。南無火光菩薩。

南無三界尊菩薩。南無世間炬菩薩。南無無障眼菩薩。南無不

可嫌稱菩薩。南無無邊見菩薩。南無無礙見菩薩。南無甘露聲

菩薩。南無寂行菩薩。南無法雲吼菩薩。南無得脫一切縛菩薩。

南無法雲王滿足菩薩。南無甘露黠王菩薩。南無尼拘律王菩薩。

南無無畏菩薩。南無淨勝菩薩。南無勝眼菩薩。南無藥王菩薩。

南無無障礙受記菩薩。南無甘露光菩薩。南無無邊光菩薩。南

無斷諸魔菩薩。南無過一切道菩薩。

佛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能受持讀誦此諸佛菩薩名者。終不墮惡道生天人中。常值佛菩

薩善知識。遠離諸煩惱乃至得大菩提。佛說此佛名經已。慧命

舍利弗及摩訶男比丘。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

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及諸菩薩摩

訶薩。皆大歡喜頂受奉行。

佛說佛名經卷第十二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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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於 2008 年開始，正式舉行公開的「煙供」

法會。在舉行「煙供」法會的時候，法會主持人會帶引參加之

善信們誦讀一些經文、與及一些祈禱文的。而在《金光明最勝

王經》（共 10卷，由唐三藏義淨法師譯）裡，曾經這樣地開示。

謂若能把載有諸佛名號的經典加以供奉，並為此經供香、或為

此經設一傘蓋、懸一經幡，會有不同的種種功德：【佛告四天王：

「是香光明非但至此宮殿，變成香蓋，放大光明；………，燒

眾名香供養經時，其香煙氣於一念頃遍至三千大千世界，百億

日月、百億妙高山王、百億四洲，於此三千大千世界………，

於虛空中充滿而住。種種香煙變成雲蓋，其蓋金色普照天宮。

如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種種香雲香蓋，皆是《金光明最勝王經》

威神之力。…… 種種香氣非但遍此三千大千世界，於一念頃亦

遍十方無量無邊恒河沙等百千萬億諸佛國土，於諸佛上虛空之

重印《佛說佛名經》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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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變成香蓋，金色普照亦復如是。】(見於卷六「四天王護國品」

第十二 )

因而，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便決定尋找一本載有十方諸佛名號

的佛經，以便善信們能在「煙供」法會時加以誦讀。在眾多載

有諸佛名號的經典當中，有一部《千佛名經》，亦名《集諸佛

大功德山》。根據劫數之分類，則分別有《過去莊嚴劫千佛名

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和《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等三

部經書。然而，這些經書之譯者不詳，僅知是譯於南朝梁代。

而另外一本佛經《佛說佛名經》，亦記載了數以千計以上之諸

佛菩薩名號，供善信們加以供奉、誦讀、禮拜、予以隨喜讚嘆。

此經是由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於正光年間 ( 公元 520-

525)，在胡相國秦太上文宣公第譯出此經。但隨著南北朝時代

社會及歷史的因素所影響，其後便分別有《佛說佛名經》十六

卷本、十八卷本、二十卷本、與及三十卷本等多種版本的出現，

皆是後人於十二卷本之基礎上，添加入一些禮讚三寶、懺悔等

文之編纂。因而導致後來不少之佛學家及法師們，皆認為《佛

說佛名經》是一偽經的這個誤解。

直到近代，再由一些學者們對敦煌遺書二十卷本的進一步深入

考究與校勘，認為所有這些不同的版本，其實皆是從十二卷本

的基礎上加以不斷添加的結果。但從整體的結構與內容來說，

在後魏時期由北印度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譯出之《佛說佛名經》

十二卷本，確實是一本正確無誤的佛經。因而曾經被人認為《佛

說佛名經》是一偽經的這個疑團，終於被正式的解開了。故此

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便決定以北印度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譯出之

《佛說佛名經》十二卷本，於每次「煙供」法會時，供參加之

善信們加以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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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的時代意義、及現實意義

在《佛說佛名經》(《大正藏》第十四卷，No.440) 中，本師釋

迦牟尼佛宣說出數以千計的佛菩薩名號，這是本師釋迦牟尼佛

以其智慧及慈悲，教導眾生如何預設天羅地網以作保護。若果

眾生能遵照本師釋迦牟尼佛的教導，以至誠依足唸誦諸佛名號，

便能種下與十方、以至未來的無盡諸佛之連結因緣。( 註：在空

間上，十方者，即「四方」(東、南、西、北)、「四隅」(東南、

東北、西南、西北)，及「上、下」，合共十個方位。用現代術語，

即是 360 度全方位。在時間上，三世者，即「過去世、現在世、

未來世」。如是之「十方三世」者，即貫通一切「時、空」之謂 

也。)

在《佛說佛名經》之卷第八中，曾經開示七眾之士如何懺悔的

方法 ( 原文 )：【爾時佛告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者。當先懺悔一切諸罪。若比丘犯四重罪。比丘

尼犯八重罪。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犯出家根本罪。若優婆

塞犯優婆塞重戒。優婆夷犯優婆夷重戒。欲懺悔者。當淨洗浴

著新淨衣不食葷辛。當在靜處修治室內。以諸幡華莊嚴道場香

泥塗畫。懸四十九枚幡。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種香。栴檀。

沈水。薰陸。多伽羅。蘇犍陀。種種末香。塗香。燒如是等種

種妙香。散種種華。興大慈悲願救苦眾生。未度者令度。未解

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晝夜思惟如來本行

苦行。於無量劫受諸苦惱不生疲厭。為求無上菩提故。於一切

眾生自生下心如僮僕心。若比丘懺四重罪。如是晝夜四十九日。

當對八清淨比丘。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發露。至心慇重悔昔

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分。如是至心滿

四十九日罪必除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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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經文更提到諸佛之「摩頂示滅罪相」，實為一項對時下

的修行人有極大幫助之開示。《佛說佛名經》卷第八 ( 原文 )：

【是人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見十方諸佛

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道場共為已伴。或與摩頂

示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處在眾次。或自見身處眾說法。

或見諸師淨行沙門。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懺悔

罪時。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大正藏》

第十四卷 )

用現代的白話文，本師釋迦牟尼佛於此段經文之開示如是：【若

有人懺悔而得清淨，當有境相出現。例如在覺 (正定覺性 )中、

在夢中，見到十方諸佛或菩薩為他授記 ( 例如預言他死后生處

及未來成佛因果等事，或授記此罪已滅及有關因果等事 )。例如

告知他將會拜訪佛教道場及受學於該處；或為他「摩頂」以示

其罪已滅；或見自身進入佛法大會處於眾人中；或見自身處眾

說法；或見諸師清淨修行及自己參拜佛教道場，得諸師向他展

示諸佛。佛告知舍利弗，若比丘懺悔罪時，見到上述境象。當

知此人的罪垢得以滅除。】

所謂「摩頂示滅罪相」--「摩頂」即是佛的手掌放在你的頭上

為你作加持，這便稱為「摩頂」。其中「摩頂」這個境象 ( 相

狀 )，代表滅罪。可以協助佛弟子們減輕多生多世以來的業障。

如果他們的業障之罪減輕了，學習及修行佛法的道路便會暢 

順很多。這亦是為何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之所有大型公開講座

暨法會，均會引領善信們進行「摩頂示滅罪相」等重要觀想之

原因。

除了協助善信們因懺悔業障而加強修行的信心外，《佛說佛名

經》的另一個重要啟示，便是開示善信們如何能夠不斷增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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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福報，以備將來為自身修行的道路舖下更好的順緣。在《佛

說佛名經》卷第九中，佛陀曾對舍利弗說 ( 原文 )：【舍利弗。

我於此坐以清淨無障礙過人天眼。見東方多百佛。多千佛。多

百千佛。多百千萬佛。多百千億佛。多百千億那由他佛。無量

阿僧祇佛。不可思議佛。不可思佛。種種名。種種姓。種種世

界。種種佛國土。種種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圍遶。種種天

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圍遶供

養。我悉現見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舍利弗。若有眾生。信我語

受持讀誦是諸佛名。當淨洗浴著新淨衣。於晝日初分時中分時

後分時。夜亦三時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一心稱是佛名供

養禮拜作如是言。如來所知十方諸佛我今敬禮。舍利弗。是眾

生如是供養禮拜得無量福德。若欲得聲聞地，若得辟友佛地。

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禮十方諸佛。一切皆得。復作

是言。是諸福德聚諸佛如來所知。我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歸命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佛。】(《大正藏》第十四 

卷 )

無論是皈依發心、還是懺悔業障、與及積聚資糧 ( 包括有：福

德資糧、智慧資糧 )，均是自身修行之必須條件、與及加行之實

修所在，在在缺一不可。而《佛說佛名經》便能夠給予善信們

先結下了一個善緣，以便將來因緣成熟，「善根發」時可以尋

找皈依處。若能找到正確的佛法，便可踏上真正的「菩提道」上。

以此緣起，敦珠佛學會 ( 國際 ) 特別普傳《佛說佛名經》，並

且特別於每次的「煙供」法會中供奉此經，並且帶引參加之善

信們誦讀《佛說佛名經》，以無盡煙雲供養經文內之無盡諸佛，

以便能夠使到參與的善信們，均可積集無盡的福德；與及為自

身及其眷屬，設下「天羅地網式的保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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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眾生因而結下如此無限量的佛緣，將來受教於如此龐大數

量的諸佛，並且受到如虛空般之無邊諸佛、及其護法所護蔭，

遠離一切障礙，這是肯定及必然的。並且取得未來平坦無障、

事事吉祥如意的修行道路，可以安然地修行，無災、無難、無

障礙地修到終點而成佛。

若善信們能以至誠之心，能於日常生活中進行「三聖行」的修

習，則將會為一己的修行奠下鞏固的基礎。所謂「三聖行」者

如下：

(一 ) 前行 -- 以至誠心發出殊勝的「菩提心」，祈望一己的修

行不單只為了自身的解脫及成佛，更希望能夠幫忙其他眾

生亦得到解脫及成佛；

(二 ) 正行 -- 以「三輪體空」的心意，行一切「六度萬行、四攝 

、四無量心」等等之「菩薩行」，並且不會執著所作之一

切。並且以《普賢行願品》之「十種廣大行願」來作日常

之行持，包括有：一禮敬諸佛、二稱讚如來、三廣修供養、

四懺悔業障、五隨喜功德、六請轉法輪、七請佛住世、八

常隨佛學、九恆順眾生、十普皆迴向。

(三 ) 後行 -- 將自身所作之一切功德，盡皆迴向一切如母有

情，祈願他們均能盡快離苦得樂，早證菩提。同時，亦將

一切之功德，迴向佛道，祈願正法能夠久住於世，利益無

盡蒼生。

通過誦讀此經，善信們能夠受持、宣讀眾多佛菩薩之名號，不

僅可得到現世安樂、減少諸苦、清除罪障，並且經過殊勝發心，

懺悔業障，積聚資糧，嚴守戒律，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覺行

圓滿，最終能夠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無上正等正覺 ) 

而成佛。由此可知，雖然經歷過二千多年的佛經，於現今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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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及社會之中，仍然有其實際的時代意義、及現實意義的。

在此祈願所有具福緣者，均能得到佛經的啟示及啟發，從而踏

上正確的「菩提大道」，從中照亮自他的生命，建立「出離心、

菩提心」，嚴守戒律，進而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最終能夠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而成佛。

有厚望焉 !

願 善 妙 增 長 !

移喜泰賢及啤嗎哈尊 謹誌是為跋

誌於 -藏曆陰火雞年九月二十二日「四聖日之四」

-漢曆丁酉午九月二十二日

-西元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乃佛陀於天上為母親說法後重返人間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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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印刷《佛說佛名經》功德芳名錄

222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啤嗎哈尊金剛上師　招錡昕　招宝　招宝珊　招達基　 

盧 頌 文　 盧 詠 斯　 盧 司 諾　 梁 玉 琼　 王 日 軒　 梁 杰 燊　 大 新 絲 印 錶 鏡 廠　 

掌怡軒　吳偉華合家　梁美雲　陳慧明　陳文生　許銘濤　許晉寧　許珉睿　 

莫倩兒　陳德平　許雪兒　許曉慧　許末兒　陳建生　黃逸昇合家　譚浩陞　 

霍寶燕　譚念慈　譚溢華　李良明　鄭觀泰合家　胡華昇合家　陳華添　利國蓮　 

朱雁儀　梁紹霖　鄧齊　馬昌際合家　王楚彤合家　陳志明合家　黎寶雯　何焯權　 

啤嗎旺迦　姚栢鑛　梁麗心　張贊賢合家　姚美華合家　姚美兒合家　張書廷　 

張君廷　張羲廷　黃子殷　啤嗎旺迦之同事　啤嗎旺迦之親友　啤嗎旺迦六毒影響之眾生　 

一切如母有情　中陰身之眾生　羅炳樑　陳少東　郭惠玲　陳朗溢　譚錫輝合家　 

蕭敏傑合家　譚美欣合家　譚凱欣合家　趙士昭　陳燕儀　趙士英　黃蘭芳　趙天創　 

陳麗英　趙善覺　梁敬民　常詠嫻　梁衍齊　郭家樂　馬泳銦　李素萍合家　 

黃偉波合家　伍康傑合家　李就君合家　新口岸光明有限公司　彥山光明有限公司　 

王立信　李智傑　邱可枬　祝成滿　祝麗儀　許道輝　許皓昕　曾籌添　祝麗鳳　 

張萬基合家　張健民　張懿行合家　通利混凝土鑽切有限公司　莫尚麗　王志光　 

祝麗華闔家　許雪藍　許妹妹　許思思　許嘉嘉　許柏希　許慈心　Mongkolsiri Yasuk闔家　 

黃杰廷闔家　林玉玲闔合家　楊計嬌　王永獅　林惜娟　李小萍合家　何嘉駒合家　 

周錦方合家　智光　馬慧汶　沈炳忠　沈曉鈞　沈金華　鄭葉　馮家維　曾維傑　曾家睿　 

陳淑貞　香敬程　香海寧　陳儉妹　陳計環　陳六　陳波比　譚別芳　永雄合家　 

一切眾生　陳福康 ( 吉祥金剛 )　陳省良　陳少華　蔡金妹　梁連英 ( 具力天母 )　 

陳星宇　彭展龍　彭憘源　熊影霞　劉仕强　劉恩彤　許繼偉　羅澤行　陳麗娜　 

羅華生　羅茵琪　羅婉華　翁影梅　翁培　林永輝　梁桂珍　林桂芳合家　林炳桂合家　 

林桂鳳合家　林桂好合家　林炳參合家　林少群合家　林炳坤　登琼巴毛　 

茹惠珍　施艷萍　林全　林家明　林家慧　林家欣　馬紹新　黃笑　劉明達　 

劉嘉淇　姚栢鑛　梁麗心　利國祥　度母尊者 ( 梁慧嫺 )　游嘉文　游樂賢　游向賢　 

蘇桂好　蘇桂深　向新　向苑薇　向偉祥先生、夫人　周華興　徐好　周滿群　 

覃小娟　向偉祺　向偉麟　向啟聰　向善聰　向善生　向熙怡　黎寶儀　黃群兒　 

鄭偉鵬　董萬雄合家　林雪紅　黎麗華　黎少娟　何錦燦　孔少霞　周秀芬　鍾新華　 

何遠顥　鍾麗珍　何穎彤　何穎諾　鄭英權　梁活玲　游邦洛　伍玉珍　陳秀民　 

李佩珍　陳千瑩　盧至弘　陳千靈　黃潔玲　黃志成　郭杰玲　黃永達　劉瑞香　 

李月金　何永燕　鄭惠元　鄭為倫　鄭佩螢　何文彭　吳彩勤合家　鄭錫祺　馬慧　 

鄭國良　張津　梁玉萍　裴文頂　江南　左鴻　吳秀一　張永泉合家　張麗顏合家　 



供養印刷《佛說佛名經》功德芳名錄 -
諸佛菩薩及諸天善神

供養印刷《佛說佛名經》功德芳名錄 - 諸天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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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恩　向善　慈悲　鄧家威合家　故左永成　鄧有基合家　啤嗎旺迦八風所影響之眾生　 

張贊賢　姚美美　姚美華　黃鑑全　姚美兒　利國祥　李耀新　Shirley Lai　Eunice Kam　 

啤嗎旺迦工作地方之同事　緣覺菩提　李綺雯合家　蔣偉文合家　周綺玲合家　 

凌愛歡 ( 先母 )　胡玉清 ( 先母 )　鄒光明　李佩珊　鄒光明合家　鄒福　鄭來嬌　 

邱玉卿　梁慕華　鄒俊儒　鄒宥霖　鄒宥靜　鄒柔臻　鄒品霖　嚴海燕　梁昀姍　梁昀淵　 

蔣榮基　何少芳　何遠明　莊業足　何卓晞　何卓穎　何卓躒　何卓翹　陳周麗怡合家　 

林燚㚁合家　陳煎堆　梁艷玉　莊錦嬋　林惠娣　藍正恒　藍正遠　藍思傑　翁慧頣　 

黃錫明　黃林潔蓮闔家　李天送闔家　劉天福　江運帶　劉偉雄　熊華楠　梁美玉　 

周鎮鋒　周忠宏　梁鳳英　曾麗娟　梁二　曾文朋　林放合家　楊建國　光明　樊瑞桃　 

楊燕玲　楊晉榮　姜宜銀合家　姜積合家　陳肖平合家　陳智昌合家　陳慧明

蔡艷紅　蔡基　周煥女　蔡志仁　蔡美嫦　蔡止雯　蔡細細　蔡歌歌　蔡榮開　黃卓蘭　 

周榮興　林炳坤　陳志明　翁影梅　翁慧頣　胡繼修　郭燕媚　佛弟子　陳慧明

馬慧汶　林炳坤　林燚㚁　陳卓霖　林華華　林糖糖　林豆豆　林懿　林凱　陳志明　 

李小萍合家　何嘉駒合家　周錦方合家　李素萍合家　黃偉波合家　鄭運喜　陳慧賢　 

伍智明　王立信合家　翁影梅　翁慧頣　胡永芳　胡呂詠荷　Kiwi Yiu　Mark Yiu　 

梁杰玲　梁友成　蘇淑顏　李伙潤　王士敏　熊日輝　梁杰玲迴向眾佛弟子　黃淑妍　 

彭梓軒　彭煒桁　黃淑妍迴向眾佛弟子　鄭松深　羅秀珍 ( 桂琼 )　彭冠峰　鄭冠彤　 

鄭傑旭　謝彩鳳　周如玉　鄭輝傳　黃耀佳　劉淑燕　梁煜　黃二女　劉月珠　 

梁素媚　馬慧汶　黎寶雯　陳桂榮　陳慧明

供養印刷《佛說佛名經》功德芳名錄 -
十二藥叉及其管轄之六十太歲

林炳坤　林燚㚁　陳卓霖　陳志明　翁影梅　翁慧頣　黃淑妍　彭梓軒　彭煒桁　 

馬慧汶　陳慧明



供養印刷《佛說佛名經》功德芳名錄 - 地神

供養印刷《佛說佛名經》功德芳名錄 - 天龍八部

供養印刷《佛說佛名經》功德芳名錄 - 魔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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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印刷《佛說佛名經》功德芳名錄 -
一切因天災及人禍而導致橫死之死難者

林炳坤　陳慧明

林炳坤　林燚㚁　陳卓霖　陳志明合家　李素萍合家　翁影梅　翁慧頣　熊影霞　 

劉仕强　梁杰玲　王日軒　黃淑妍　彭梓軒　彭煒桁　馬慧汶　陳慧明

林炳坤　林燚㚁　陳卓霖　梁杰玲　王日軒　黃淑妍　彭梓軒　彭煒桁　馬慧汶　 

黎寶雯　陳慧明

林炳坤　林燚㚁　陳卓霖　陳志明合家　李素萍合家　譚相公　翁影梅　翁慧頣　 

梁杰玲　王日軒　黃淑妍　彭梓軒　彭煒桁　馬慧汶　陳慧明

供養印刷《佛說佛名經》功德芳名錄 - 門堂上歷代祖先

沈炳忠　林炳坤　蔣榮基　何少芳　陳志明　左永祥　李素萍　劉仕强　熊影霞　 

賴汛洺　翁影梅　翁慧頣　梁杰玲　王日軒　黃淑妍迴向彭門　彭梓軒　彭煒桁　 

黃淑妍迴向羅門　黃淑妍　鄭松深　梁杰玲迴向李門　陳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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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印刷《佛說佛名經》功德芳名錄 - 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蔡艷紅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蔡基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周煥女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蔡志仁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蔡美嫦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蔡止雯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蔡細細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蔡歌歌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蔡榮開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黃卓蘭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周榮興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馬慧汶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沈炳忠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沈曉鈞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馬紹新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黃笑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劉明達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劉嘉淇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馬泳銦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林炳坤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度母尊者 (梁慧嫺 )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游樂賢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具力天母(梁連英)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吉祥金剛(陳福康)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省良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秀民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李佩珍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千瑩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盧至弘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千靈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羅婉華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黃潔玲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黃志成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郭杰玲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張永雄合家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妹妹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啤嗎旺迦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鄒光明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李佩珊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鄒光明合家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鄒福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鄭來嬌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周綺玲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蔣偉文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楊燕玲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楊晉榮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邱玉卿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梁慕華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祝麗儀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許道輝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許皓昕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蔣榮基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何少芳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志明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周麗怡合家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林燚㚁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卓霖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黃逸昇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祝麗華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梁惠琼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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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霞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鄧家威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譚浩陞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霍寶燕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譚念慈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譚溢華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李素萍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黃偉波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黃康盈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鄭運喜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嘉朗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梁艷玉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許繼偉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劉仕强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熊影霞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劉恩彤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慧賢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伍智明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伍康傑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翁影梅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翁慧頣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林春愛闔家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祝成滿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梁杰玲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王日軒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梁志燊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梁素玉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黃淑妍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彭梓軒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彭煒桁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樊瑞桃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黎寶雯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陳慧明之歷劫多生多世冤親債主

馬慧汶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沈炳忠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沈曉鈞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林炳坤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度母尊者 (梁慧嫺 )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羅婉華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陳凱兒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陸麗華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梁美英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梁秀英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啤嗎旺迦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鄒光明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李佩珊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鄒光明合家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鄒福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鄭來嬌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周綺玲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袁啟聰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袁啟泰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蔣偉文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凌愛歡先母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許道輝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蔣榮基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何少芳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陳志明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林燚㚁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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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海燕之未出生之嬰靈　蔣榮基之未出生之嬰靈　何少芳之未出生之嬰靈　

陳志明之未出生之嬰靈　劉仕强之未出生之嬰靈　熊影霞之未出生之嬰靈　

黃淑妍之未出生之嬰靈　未出生之嬰靈淨慧　未出生之嬰靈蓮花　

馬慧汶未出生之嬰靈觀心　馬慧汶未出生之嬰靈修心　馬慧汶未出生之嬰靈定心

林炳坤　梁艷玉　翁慧頣　馬慧汶　馬泳銦　陳慧明

林炳坤　陳慧明

陳卓霖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黃逸昇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陳建發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祝麗儀合家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陳華添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利國蓮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陳儉妹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陳淑貞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陳計環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周慧霞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李素萍合家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劉仕强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熊影霞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劉恩彤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賴汛洺合家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翁影梅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翁慧頣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梁杰玲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王日軒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梁志燊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黃淑妍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彭梓軒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彭煒桁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陳慧明之所食所殺一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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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教士夫普遍大地上

佛教之主力量廣而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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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等贍部洲各地方

不聞病災兵等痛苦名

教徒增福德吉祥富樂

康強樂善圓滿恒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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