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說卻溫黃神咒經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竹林精舍

爾時，維耶離國屬疫氣

救療。於是，阿難常跪合掌

說諸聖術，卻彼毒氣，

有七鬼神常吐毒氣以害萬姓

人有知其名字者，毒不害人

言：若四輩弟子，欲稱鬼神名安之時

僧伽耶，南無十方諸佛

弟子某甲所說神咒，即從其願

便說咒曰： 

夢多難鬼仿扤  奇

尼佉尸鬼布乙圯 奇成 nῑ

直代 奇成 prāṇῑ grah，

成 patili grah。 

佛言：是七鬼神咒名字如是

疾去，莫得久住，我弟子身令毒消滅

禮敬，行是諸佛所說神咒

樹枝。 

若人得病一日、二日

飲之，當三七遍，誦此咒經

若亦立門書著氣病者

字，繫著門上，大吉祥也

若能勤誦此經，專心受持

不過門戶。自進至患家

若能專心勸人書寫

盛，安門戶上，溫鬼不敢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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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神咒經》 

佛遊王舍城竹林精舍，與四部弟子大眾俱會

維耶離國屬疫氣，猛盛赫赫，猶如熾火，死亡無數，

阿難常跪合掌，白佛言：彼維耶離國遭溫氣疫毒

，令得安穩，離眾者患。佛告賢者阿難

有七鬼神常吐毒氣以害萬姓。若人得毒，頭痛寒熱，百節欲解

毒不害人。是故，吾今為汝說之。阿難言

欲稱鬼神名安之時，當稱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

南無十方諸佛，南無諸菩薩摩訶薩，南無諸聖僧，

即從其願。如是神名，我今當說沙羅佉，三說沙羅佉已

奇成muṇṭanām grah，阿佉尼鬼玅几市 奇成

ῑkāśῑ grah，阿佉那鬼狣乙仕 奇成 akāṇa

，阿毗羅鬼狣吃先 奇成 avῑra grah，波提梨鬼

是七鬼神咒名字如是。若人熱病時，當呼七鬼神名字

我弟子身令毒消滅，病消除愈。我弟子今歸依三寶

行是諸佛所說神咒。若有咒，神不隨諸佛教者，頭破作七分

二日、三日乃至七日，熱病煩悶，先咒神水

誦此咒經，病毒五溫之病，並皆消滅。 

若亦立門書著氣病者，當額書七鬼神名字，復取五色縷線

大吉祥也。 

專心受持，齋戒不喫熏辛，誦此七鬼神名字

自進至患家，鬼見皆走，一身永不染天行。 

若能專心勸人書寫、受持、讀誦此經，消殃卻害。若人不能誦

不敢過門，亦得延年益壽，大吉祥也。

與四部弟子大眾俱會，為說經法。

，無所歸趣，無方

彼維耶離國遭溫氣疫毒，唯願世尊，

佛告賢者阿難：汝當聽受之，

百節欲解，苦痛難言。

阿難言：願欲聞之。佛

南無達摩耶，南無

，南無咒師，今我

三說沙羅佉已，

奇成 ākhani grah，

a grah，波羅尼鬼

波提梨鬼扔凸印 奇

當呼七鬼神名字，言疾去、

我弟子今歸依三寶，燒香

頭破作七分，如阿梨

先咒神水，以與病者

 

復取五色縷線，各各結其名

誦此七鬼神名字，溫鬼永斷，

若人不能誦，得竹筒

。 



 

 

阿難叉手白佛言：

佛說如是，天龍鬼神、

【驅除瘟疫鬼神法

◎啟請(合掌三稱)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三歸依偈 (合掌三稱

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歸依佛 兩足尊； 

歸依法 離欲尊； 

歸依僧 眾中尊； 

歸依佛竟 歸依法竟

 

◎啟請諸聖眾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諸菩薩摩訶薩

今我弟子某甲所說神咒

◎注意：現在周遭

沙羅佉 sārakya 三佉舍提

沙羅佉 sārakya 三佉舍提

沙羅佉 sārakya 三佉舍提

(1)仿扤  奇成 muṇṭ

久住，我弟子 XX 身令毒消滅

行是諸佛所說神咒。若有咒

樹枝。     

(2)玅几市 奇成 ākhani grah

我弟子 XX 身令毒消滅

佛所說神咒。若有咒，神不隨諸佛教者

(3)布乙圯 奇成 nῑkāś

疾去，莫得久住，我弟子

燒香禮敬，行是諸佛所說神咒

阿梨(arjaka)樹枝。    

(4)狣乙仕奇成 akāṇ

我弟子 XX 身令毒消滅

佛所說神咒。若有咒，神不隨諸佛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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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佛言：此經名為卻溫神咒

、一切大眾，聞咒歡喜，作禮奉行。 

神法】             台灣法爾禪修中心學會恭製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三稱) 

歸依僧； 

 

 

 

歸依法竟 歸依僧竟。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南無諸菩薩摩訶薩 南無諸聖僧 南無咒師

今我弟子某甲所說神咒，即從其願。 

周遭不得有雜聲、響聲發出！！ 

三佉舍提 saṃkāśâdi  

三佉舍提 saṃkāśâdi  

三佉舍提 saṃkāśâdi  

ṇṭanām grah 夢多難鬼─剃頭鬼！疾去

身令毒消滅，病消除愈。我弟子今歸依三寶

若有咒，神不隨諸佛教者，頭破作七分，

ākhani grah 阿佉尼鬼─鼠豬鬼！疾去、疾去

身令毒消滅，病消除愈。我弟子今歸依三寶，燒香禮敬

神不隨諸佛教者，頭破作七分，如阿梨

āśῑ grah 尼佉尸鬼─類似鬼、nikaścci 滋事鬼

我弟子 XX 身令毒消滅，病消除愈。我弟子今歸依三寶

行是諸佛所說神咒。若有咒，神不隨諸佛教者，

   

ṇa grah 阿佉那鬼─獨眼鬼！疾去、疾去

身令毒消滅，病消除愈。我弟子今歸依三寶，燒香禮敬

神不隨諸佛教者，頭破作七分，如阿梨

此經名為卻溫神咒。

 

台灣法爾禪修中心學會恭製 

南無咒師 

疾去、疾去，莫得

我弟子今歸依三寶，燒香禮敬，

，如阿梨(arjaka)

疾去，莫得久住，

燒香禮敬，行是諸

如阿梨(arjaka)樹枝。 

滋事鬼！疾去、

我弟子今歸依三寶，

，頭破作七分，如

疾去，莫得久住，

燒香禮敬，行是諸

如阿梨(arjaka)樹枝。 



 

 

(5)直代 奇成 prāṇῑ

莫得久住，我弟子 XX

敬，行是諸佛所說神咒

(arjaka)樹枝。 

(6)狣吃先 奇成 av

我弟子 XX 身令毒消滅

佛所說神咒，若有咒，神不隨諸佛教者

(7)扔凸印 奇成 patili

我弟子 XX 身令毒消滅

佛所說神咒。若有咒，神不

◎三自歸依(所有皈依者

自皈依佛，當願眾生

    自皈依法，當願眾生

    自皈依僧，當願眾生

和南(vandana)聖眾

 

◎大迴向(合掌恭誦

願以此功德 消除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瘟疫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消除 人各習

修除瘟黃者 現眷皆安樂

先亡獲超升 國泰民安祥

◎禮佛三拜告退

 

◎註解： 

 (1)仿扤  奇成 muṇṭ

head ) 

(2)玅几市 奇成 ākhani grah

(3)布乙圯 奇成 nῑkāś

事鬼 occurrence, incident)

(4)狣乙仕 奇成 akā

(5)直代 奇成 prāṇ

(6)狣吃先 奇成 av

(7)扔凸印 奇成 pat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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ṇῑ grah 波羅尼鬼─奪命鬼、奪呼吸氣鬼

XX 身令毒消滅，病消除愈。我弟子今歸依三寶

行是諸佛所說神咒。若有咒，神不隨諸佛教者，頭破作七分

avῑra grah 阿毗羅鬼─虛耗鬼！疾去、疾去

身令毒消滅，病消除愈。我弟子今歸依三寶，燒香禮敬

神不隨諸佛教者，頭破作七分，如阿梨

tili grah 波提梨鬼─替死鬼！疾去、疾去

身令毒消滅，病消除愈。我弟子今歸依三寶，燒香禮敬

神不隨諸佛教者，頭破作七分，如阿梨

所有皈依者，常發如是願)： 

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聖眾 

合掌恭誦) 

消除諸瘟疫  

圓成勝善根 

及與饑饉等  

人各習諸善 

現眷皆安樂 

國泰民安祥 

告退 

ṇṭanām grah 夢多難鬼─ (剃頭鬼 shaving of the 

ākhani grah 阿佉尼鬼─ (鼠豬鬼 a hog ; a mouse

āśῑ grah 尼佉尸鬼─ (類似鬼 resembling

occurrence, incident) 

āṇa grah 阿佉那鬼─ (獨眼鬼 not one eye)

ṇῑ grah 波羅尼鬼─ (奪命鬼、奪呼吸氣鬼

avῑra grah 阿毗羅鬼─ (虛耗鬼 weak, impotent)

tili grah 波提梨鬼─ (替死鬼 substitute)

呼吸氣鬼！疾去、疾去，

我弟子今歸依三寶，燒香禮

頭破作七分，如阿梨

疾去，莫得久住，

燒香禮敬，行是諸

如阿梨(arjaka)樹枝。      

疾去，莫得久住，

燒香禮敬，行是諸

如阿梨(arjaka)樹枝。 

shaving of the 

a hog ; a mouse) 

resembling 或 nikaścci 滋

not one eye) 

奪呼吸氣鬼 to destroy life) 

weak, impotent) 

substitu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