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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香乍爇  法界蒙熏 諸佛海會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三唱）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三劫三千佛名經 
 

三劫三千佛緣起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大眾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時，於妙光

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是五十三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

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

此三千人異口同音，稱諸佛名一心敬禮，如是敬禮諸佛因緣

功德力故，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初千人者，華光佛

為首，下至毘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為佛，過去千佛是也。

其中千人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樓至佛，於賢劫中次第成

佛。後千人者，日光佛為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宿劫中當

得成佛。佛告寶積，十方現在諸佛善德如來等，亦曾得聞是

五十三佛名故，於十方面各皆成佛。若有眾生欲得除滅四重

禁罪，欲得懺悔五逆十惡，欲得除滅無根謗法極重之罪，當

勤禮敬五十三佛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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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普光佛        南無普明佛 

南無普淨佛        南無多摩羅跋栴檀香佛 

南無栴檀光佛       南無摩尼幢佛 

南無歡喜藏摩尼寶積佛   南無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佛 

南無摩尼幢燈光佛     南無慧炬照佛 

南無海德光明佛      南無金剛牢強普散金光佛 

南無大強精進勇猛佛    南無大悲光佛 

南無慈力王佛       南無慈藏佛 

南無栴檀窟莊嚴勝佛    南無賢善首佛 

南無善意佛        南無廣莊嚴王佛 

南無金華光佛       南無寶蓋照空自在力王佛 

南無虛空寶華光佛     南無瑠璃莊嚴王佛 

南無普現色身光佛     南無不動智光佛 

南無降伏眾魔王佛     南無才光明佛 

南無智慧勝佛       南無彌勒仙光佛 

南無善寂月音妙尊智王佛  南無世淨光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日月光佛 

南無日月珠光佛      南無慧幢勝王佛 

南無師子吼自在力王佛   南無妙音勝佛 

南無常光幢佛       南無觀世燈佛 

南無慧威燈王佛      南無法勝王佛 

南無須彌光佛       南無須摩那華光佛 

南無優曇鉢羅華殊勝王佛  南無大慧力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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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阿閦毘歡喜光佛    南無無量音聲王佛 

南無才光佛        南無金海光佛 

南無山海慧自在通王佛   南無大通光佛 

南無一切法常滿王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 卷上 
 

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三世三劫諸佛名號，歡喜信

樂，稱揚讚歎，歸命頂禮。復能書寫為他人說，或能畫作立

佛形像，或能供養香華妓樂，歎佛功德，志心作禮者，勝用

十方諸佛國土，滿中珍寶純摩尼珠積至梵天，百千劫中布施

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養是諸佛已，後生之處歷侍

諸佛，至于作佛而無窮盡，皆當為三世三劫中佛之所授決，

所生之處常遇三寶，得生諸佛剎土，六根完具不墮八難，當

得諸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足莊嚴。若能五體投地作禮，

口自宣言，我今普禮一切十方三世諸佛，願三塗休息國豐民

安，邪見眾生，回向正道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共六道一

切眾生，皆生無量壽佛國，立大誓願，使諸眾生悉生彼剎，

身諸相好智慧辯才，如阿彌陀佛。所獲果報，巍巍堂堂壽命

無量。 
 

  一百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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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華光佛        南無人中尊佛 

南無師子步佛       南無能仁化佛 

南無火奮迅通佛      南無曜聲佛 

南無無限光佛       南無善寂慧月聲自在王佛 

南無成就佛        南無最上威佛 

南無趣安樂佛       南無寶正見佛 

南無供養廣稱佛      南無師子音佛 

南無音施佛        南無寶中佛 

南無電燈光佛       南無蓮華光佛 

南無大燈光佛       南無淨聲佛 

南無除狐疑佛       南無無量威神佛 

南無住阿僧祇精進功德佛  南無護妙法幢佛 

南無喜可威神佛      南無散疑佛 

南無德鎧佛        南無善見佛 

南無喜可威佛       南無不藏覆佛 

南無無量藏佛       南無光遊戲佛 

南無廣稱佛        南無捨旛佛 

南無尊悲佛        南無普見佛 

南無雲普護佛       南無金剛合佛 

南無智慧來佛       南無喜廣稱佛 

南無無量像佛       南無大悅佛 

南無美意佛        南無不動勇步佛 

南無動山嶽王佛      南無焰聚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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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住覺佛        南無聲德佛 

南無悅解脫佛       南無無憂度佛 

南無普見事見佛      南無大乘導佛 

南無普火佛        南無國供養佛 

南無自在光佛       南無說最恭敬佛 

南無淨光佛        南無師子奮迅佛 

南無除疑佛        南無無勿成就佛 

南無無終步佛       南無無火光佛 

南無奉敬稱佛       南無攝根敬悅聲佛 

南無無能伏運佛      南無無終聲佛 

南無思惟眾生佛      南無神足光佛 

南無德王佛        南無吼聲佛 

南無千雲雷聲王佛     南無廣曜佛 

南無無崖際見佛      南無師子香佛 

南無等善佛        南無廣施佛 

南無普現佛        南無善像佛 

南無意稱佛        南無寶淨佛 

南無上光佛        南無廣步佛 

南無金剛齊佛       南無決覺佛 

南無慧幢佛        南無無動覺佛 

南無威儀意佛       南無普像佛 

南無諦意佛        南無光音聲佛 

南無成就娑羅自在王佛   南無無量火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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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喜思惟佛       南無藏稱佛 

南無法幢空俱蘇摩王佛   南無難勝佛 

南無須彌力佛       南無摩尼珠佛 

南無金剛王佛       南無金上威佛 
 

  一百佛竟 二百佛起 
 

南無美音聲佛       南無山勝佛 

南無眾生所疑佛      南無歡喜藏勝山王佛 

南無無減出佛       南無悅意佛 

南無美聲佛        南無梵聲龍奮迅佛 

南無月燈明佛       南無法海潮功德王佛 

南無德淨德光佛      南無慧事佛 

南無見有緒佛       南無懷見佛 

南無世間勝上佛      南無人音佛 

南無綿光佛        南無戒步佛 

南無天中尊佛       南無敬懷談佛 

南無無量光明佛      南無德施佛 

南無大須彌佛       南無真悅佛 

南無賢意佛        南無金上佛 

南無大清淨佛       南無尊意佛 

南無意淨佛        南無蓮華體佛 

南無人乘力士佛      南無常勝意佛 

南無勇猛山佛       南無師子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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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勝聲佛        南無喜解佛 

南無善住諸禪藏王佛    南無自光佛 

南無相好佛        南無無濁利佛 

南無尊光佛        南無成就意佛 

南無無煩熱佛       南無除地重佛 

南無最焰光佛       南無決思惟佛 

南無真諦日佛       南無聚集寶佛 

南無剖華光佛       南無尊上自在佛 

南無名稱幢佛       南無德悅佛 

南無法燈明佛       南無威光悅佛 

南無軍將敬像佛      南無師子遊步佛 

南無離一切染意佛     南無海意佛 

南無散華莊嚴光佛     南無蓋聚佛 

南無薩梨樹王佛      南無金光明師子奮迅王佛 

南無解味佛        南無滅根佛 

南無月勝佛        南無華香佛 

南無須彌光明佛      南無月明佛 

南無敏步佛        南無政明佛 

南無法光佛        南無戒悅佛 

南無普照積上功德王佛   南無大自在佛 

南無善住功德如意積王佛  南無益天佛 

南無普解佛        南無成就義修佛 

南無人中光佛       南無好德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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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見精進佛       南無名稱仙佛 

南無名稱旛佛       南無焰面佛   

南無普悅佛        南無身光普照佛    

南無決散佛        南無尊上德佛 

南無調意佛        南無愛懷敬供養佛 

南無普攝佛        南無道悅佛 

南無思意佛        南無出意佛 

南無山意佛        南無雜色光佛 

南無雷聲佛        南無火光身佛 

南無德巖佛        南無無垢慧深聲王佛 
 

  二百佛竟 三百佛起 
 

南無無憂懷佛       南無天界佛 

南無師子無量音佛     南無正念海佛 

南無見敬懷佛       南無樹王豐長佛 

南無調幢佛        南無普方聞佛 

南無敬懷明佛       南無月幢佛 

南無無畏施佛       南無星王佛 

南無月中天佛       南無光明日佛 

南無大名稱佛       南無喜音佛 

南無說敬懷佛       南無名稱體佛 

南無三昧勝奮迅佛     南無美悅佛 

南無妙樂尼佛       南無眾生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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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懷地佛        南無棄威毀惡佛 

南無慈調佛        南無尊中上佛 

南無廣大智佛       南無妙藥佛 

南無功德輪佛       南無離畏佛 

南無法界身佛       南無虛空燈佛 

南無見月佛        南無諸摩尊佛 

南無大尊上佛       南無光明身佛 

南無意光佛        南無金藏佛 

南無調益遊佛       南無光日佛 

南無現身佛        南無常修行佛 

南無香感佛        南無瑠璃華佛 

南無金色身佛       南無日燈明佛 

南無豐光佛        南無說敬愛佛 

南無善思益佛       南無普見善佛 

南無師子旛佛       南無普仙佛 

南無大遊步佛       南無曜蓮華光佛 

南無山吼自在王佛     南無無量悅佛 

南無無染佛        南無天蓋佛 

南無能作無畏佛      南無車乘佛 

南無龍勝佛        南無支味佛 

南無車光佛        南無日眼佛 

南無無礙眼佛       南無共遊步佛 

南無大燈明佛       南無盛長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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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山積佛        南無德體佛 

南無法典佛        南無風敬佛 

南無無畏敬懷佛      南無慧旛佛 

南無威神光明佛      南無月施佛 

南無攝愛擇佛       南無無垢色佛 

南無善事佛        南無甘露光佛 

南無光屈佛        南無法洲佛 

南無焰幢佛        南無無邊精進佛 

南無寶悅佛        南無普思佛 

南無善思意佛       南無護一切佛 

南無作利益佛       南無須彌劫佛 

南無光音佛        南無智山佛 

南無真正幢佛       南無善住意佛 

南無無量天佛       南無尊華佛 

南無大檀施佛       南無大幢佛 

南無光中日佛       南無妙法光明佛 
 

  三百佛竟 四百佛起 
 

南無照三世佛       南無智自在佛 

南無施天種佛       南無見以度佛 

南無殊勝相佛       南無孔雀聲佛 

南無普伏佛        南無虛空雲佛 

南無無見死佛       南無名稱敬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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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善攝佛        南無天中悅佛 

南無智慧燈佛       南無大聚佛 

南無深覺佛        南無無量遊步佛 

南無彌留佛        南無明聚佛 

南無大重佛        南無大遊佛 

南無勝天佛        南無調益遊步佛 

南無月敬懷佛       南無願海光佛 

南無說悅佛        南無慧光佛 

南無智燈照曜王佛     南無華聚佛 

南無神足光明佛      南無不可勝奮迅聲王佛 

南無無量光焰佛      南無調體佛 

南無光稱佛        南無寶幢佛 

南無大力光相佛      南無日幢佛 

南無無比慧佛       南無多所饒益佛 

南無世聽聞佛       南無遊神足佛 

南無最上名稱佛      南無清淨面月藏德佛 

南無寶正佛        南無無能毀名稱佛 

南無快光佛        南無滿足心佛 

南無無諂意佛       南無獨步佛 

南無一念光佛       南無無邊功德寶作佛 

南無大護佛        南無天幢佛 

南無無迷步佛       南無妙眼佛 

南無善悅懌佛       南無樂說莊嚴雲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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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施光佛        南無懷天佛 

南無解脫光佛       南無持德佛 

南無潤意佛        南無道光佛 

南無海豐佛        南無道喜佛 

南無廣大善眼淨除疑佛   南無樂說山佛 

南無世主身佛       南無法力自在勝佛 

南無法起佛        南無法體勝佛 

南無無迷思佛       南無德上佛 

南無無諂名稱佛      南無大淨佛 

南無大眾自在勇猛佛    南無天光明佛 

南無悅攝佛        南無一切福德山佛 

南無毘頭羅佛       南無地悅佛 

南無眾勝解脫佛      南無雜光佛 

南無月敬哀佛       南無示現無畏雲佛 

南無法勇猛佛       南無開示無量智佛 

南無名稱上佛       南無月眼佛 

南無龍天佛        南無摩醯首羅自在佛 

南無德覺佛        南無華上佛 

南無世敬哀佛       南無無盡受光佛 

南無十力自在佛      南無三世華光佛    

南無淨迦羅迦決定威德佛  南無十力幢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梵自在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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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佛竟 五百佛起 
 

南無說敬哀佛       南無寂敬愛佛 

南無地光佛        南無作德佛 

南無尊光明佛       南無善處佛 

南無天喜佛        南無普光明佛 

南無淨音佛        南無大能佛 

南無解脫日佛       南無眾勝佛 

南無覺光佛        南無德名稱佛 

南無善覺佛        南無散異疑佛 

南無師子渴愛佛      南無德步佛 

南無大親佛        南無現住佛 

南無天所恭敬佛      南無海文飾佛 

南無敬愛佛        南無須彌旛佛 

南無淨王佛        南無智慧嶽佛 

南無香施佛        南無寂靜然燈佛 

南無持意佛        南無能仙悅佛 

南無寶燈明佛       南無焰光佛 

南無見眾佛        南無敬愛住佛 

南無歡悅事佛       南無德調體佛 

南無悅見佛        南無無畏親佛 

南無淨眼佛        南無寂心佛 

南無不迷步佛       南無尊眼佛 

南無好解脫佛       南無覺悟本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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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最上眾佛       南無散光佛 

南無自事佛        南無寂勝岸佛 

南無光明名稱佛      南無光明照佛 

南無親展佛        南無月賢佛 

南無焰音佛        南無德調佛 

南無無著勝佛       南無相王佛 

南無無煩熱意佛      南無尊敬佛 

南無法臺佛        南無無盡德佛 

南無無礙勝佛       南無無盡香佛 

南無寂勝佛        南無寂功德佛 

南無大善日佛       南無至無畏佛 

南無敬慧佛        南無無迷意佛 

南無敏敬佛        南無天自在佛 

南無神足悅佛       南無無蓋佛 

南無龍光佛        南無威神步佛 

南無彌留嶽佛       南無見生死眾際佛 

南無慚愧面佛       南無焰色像佛 

南無寶嶽佛        南無寂意佛 

南無月尊上佛       南無常禪思佛 

南無德幢佛        南無眾生中尊佛 

南無無畏友佛       南無不動眼佛 

南無勝怨佛        南無遊光步佛 

南無調巖佛        南無一相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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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世所尊佛       南無觀方佛 

南無敬戒佛        南無世悅焰佛 

南無師子奮迅遊佛     南無無濁意佛 

南無名稱悅佛       南無決斷意佛 

南無除過佛        南無善寂諸根佛 
 

  五百佛竟 六百佛起 
 

南無德身佛        南無因藏佛 

南無光好喜佛       南無直步佛 

南無雜色佛        南無普放光佛 

南無行勝佛        南無常忍佛 

南無三界尊佛       南無無勝佛 

南無輪天蓮華佛      南無堅奮迅佛 

南無普賢佛        南無尊威神佛 

南無盈利意佛       南無護王佛 

南無蓮華眼佛       南無思名稱佛 

南無樹幢佛        南無淨護佛 

南無普照佛        南無寶法勝決定佛 

南無德香悅佛       南無智者讚佛 

南無德度佛        南無無畏王佛 

南無慧燈佛        南無威力佛 

南無普見王佛       南無覺憙佛 

南無勝怨悅佛       南無一切敬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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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度眾疑佛       南無捨淨佛 

南無金剛勝佛       南無尊教授佛 

南無慧悅佛        南無持覺佛 

南無敏音佛        南無大龍佛 

南無普娛樂佛       南無普世懷佛 

南無師子娛樂佛      南無破諸軍佛 

南無勝眼佛        南無明伏佛 

南無堅才佛        南無堅娑羅佛 

南無泰調佛        南無善眼清淨佛 

南無見寶佛        南無盡作佛 

南無離漂河佛       南無持名稱佛 

南無梵天所敬佛      南無以敬佛 

南無大屈佛        南無敬智慧佛 

南無無際願佛       南無捨漫流佛 

南無好憙見佛       南無大華佛 

南無自成就意佛      南無憙光佛 

南無快解佛        南無施宿佛 

南無堅聲佛        南無須尼多佛 

南無毘摩妙佛       南無最顏色佛 

南無思禪思佛       南無遊戲德佛 

南無懷最佛        南無善毘摩佛 

南無普觀佛        南無堅心佛 

南無敬最上佛       南無善住功德摩尼山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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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度世佛        南無喜德佛 

南無上寶佛        南無善於慚愧佛 

南無照一切眾生光明佛   南無師子王佛 

南無大步佛        南無普懷佛 

南無音聲器佛       南無懷上佛 

南無普止佛        南無普覺佛 

南無威德大勢力佛     南無勝威德佛 

南無堅固誓佛       南無淨供養佛 

南無天所敬佛       南無成堅固佛 

南無最勝佛        南無一切功德備具佛 

南無堅解佛        南無寂光佛 
 

  六百佛竟 七百佛起 
 

南無甘露成佛       南無極上音聲佛 

南無歡喜增長佛      南無堅勇猛破陣佛 

南無懷滅佛        南無覺步佛 

南無依最聲佛       南無成豐佛 

南無海步佛        南無歡喜面佛 

南無最上光佛       南無寂覺佛 

南無大聖佛        南無善寶佛 

南無諦住佛        南無人自在佛 

南無住寂滅佛       南無遊入覺佛 

南無勝友佛        南無懷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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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最步佛        南無人中月佛 

南無威極上光明佛     南無拘鄰佛 

南無最勝王佛       南無大莊嚴佛 

南無師子奮迅步佛     南無懷香風佛 

南無喜寂滅佛       南無大稱佛 

南無人音聲佛       南無阿 律佛 

南無珠月佛        南無懷明佛 

南無廣名稱佛       南無憙最上佛 

南無淨覺佛        南無寶敬佛 

南無好顏色光佛      南無滅怨佛 

南無勝軍佛        南無諦覺佛 

南無無終光佛       南無常忍辱佛 

南無勝月上佛       南無象步佛 

南無懷智慧佛       南無懷諦佛 

南無蓮華香佛       南無香上自在佛 

南無不厭足佛       南無等誓佛 

南無最威佛        南無大光炎聚佛 

南無雜種說佛       南無度淵佛 

南無實體佛        南無解慚愧佛 

南無上所敬佛       南無雜音聲佛 

南無德遊戲佛       南無淨住佛 

南無好香熏佛       南無月光明佛 

南無戒分別佛       南無覺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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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最上意佛       南無宜受供養佛 

南無曇無竭佛       南無喜上佛 

南無月光輪佛       南無懷覺佛 

南無敬老佛        南無勝憂佛 

南無神通明佛       南無普寶蓋佛 

南無敬上佛        南無屈名稱佛 

南無那羅延光明佛     南無度疑佛 

南無知時王佛       南無聚華佛 

南無上華佛        南無勝鬥戰佛 

南無師子乘光明佛     南無尼尸陀佛 

南無懷步佛        南無離一切憂惱光明佛 

南無堅固光明佛      南無月天聲佛 

南無雲王光明佛      南無淨光明佛 

南無除雲蓋佛       南無無垢臂光明佛 

南無如樹華佛       南無上聲佛 

南無無終燈佛       南無成就義光明佛 

南無德天佛        南無眾智自在佛 
 

  七百佛竟 八百佛起 
 

南無無上妙法月佛     南無無恐畏光佛 

南無等正覺佛       南無無為聲磬佛 

南無普照輪月佛      南無普輪佛 

南無聽採意佛       南無無礙思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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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滅思惟佛       南無精進懷佛 

南無戒恭敬佛       南無伏怨佛 

南無快上懷佛       南無覺伏濤波佛 

南無無滅慧佛       南無伏欲棘刺佛 

南無到究竟佛       南無華仙佛 

南無虛空慧佛       南無似思惟佛 

南無慧力佛        南無炎勝海佛 

南無進巍巍聲佛      南無普音佛 

南無碎金剛佛       南無無為聲佛 

南無無缺精進佛      南無大精進盛光佛 

南無寂靜光明身佛     南無勝畏佛 

南無天所敬德憙佛     南無法華佛 

南無淨盛佛        南無月憙佛 

南無懷幢佛        南無善意成佛 

南無無恐畏力佛      南無磬音佛 

南無日華佛        南無澄住思惟佛 

南無愛懷佛        南無月盛佛 

南無無為成佛       南無無吾我熱意佛 

南無智照頂王佛      南無諦聚意佛 

南無智日普照佛      南無喜樂如見佛 

南無懷命佛        南無懷思佛 

南無無煩佛        南無根本上佛 

南無大思惟佛       南無懷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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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大精進懷佛      南無無恐畏佛 

南無名譽音佛       南無大聲慧無缺失佛 

南無戒富佛        南無威身佛 

南無安樂光佛       南無法行深勝月佛 

南無以滅光佛       南無法光明慈鏡象月佛 

南無波羅羅堅佛      南無逮威佛 

南無月內佛        南無常智作化佛 

南無山王勝藏王佛     南無破金剛堅佛 

南無祠施佛        南無諦精進佛 

南無無量憙光佛      南無光威佛 

南無法華高幢雲佛     南無懷光佛 

南無出遊泥佛       南無捐種性佛 

南無法海說聲王佛     南無大威佛 

南無法雷幢王勝佛     南無德蓮華佛 

南無法輪光明頂佛     南無幢光佛 

南無法智普光明佛     南無無為華佛 

南無大勝光佛       南無無為光威佛 

南無道威佛        南無淨思惟法華佛 

南無法雲吼王佛      南無虛空功德佛 

南無最如意佛       南無須彌最聲佛 

南無自在懷佛       南無無為稱佛 

南無法日智轉然燈佛    南無無礙普現佛 

南無帝釋幢王佛      南無無量香光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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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佛竟 九百佛起 
 

南無清淨身佛       南無月中尊佛 

南無喜施佛        南無相好華佛 

南無不思議光佛      南無普飛廣戒堅視佛 

南無離願佛        南無勝賢佛 

南無及曜佛        南無虛空心佛 

南無惟大音佛       南無決斷音佛 

南無除三塗龍施佛     南無雲雷佛 

南無虛空多羅佛      南無德思佛 

南無無垢心佛       南無寶味佛 

南無十光佛        南無超越諸法佛 

南無覺無礙音佛      南無天華佛 

南無等見佛        南無月稱佛 

南無大像佛        南無不擾佛 

南無大月佛        南無威慈力佛 

南無月威光佛       南無趣懷佛 

南無住善度佛       南無淳精進佛 

南無光勇欲佛       南無寶離慧勇佛 

南無菩提佛        南無成盈利佛 

南無悅好佛        南無行佛行佛 

南無覺滅意佛       南無師子奮迅心雲聲王佛 

南無無縛喜像佛      南無持慧佛 

南無德稱佛        南無須彌山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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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快明佛        南無諸方天佛 

南無無量思惟佛      南無淨戒佛 

南無善度佛        南無端緒佛 

南無現面世間佛      南無善光敬佛 

南無具足意佛       南無世雄佛 

南無正音聲佛       南無威喜佛 

南無善成就佛       南無無礙意佛 

南無無垢月幢稱佛     南無摩善住山王佛 

南無朋友光度佛      南無慧臺佛 

南無普寶佛        南無知眾生平等身佛 

南無大願勝佛       南無快士悅佛 

南無恬憺思惟佛      南無善供養佛 

南無德聚威佛       南無悅相佛 

南無大焰聚威佛      南無光華種種奮迅王佛 

南無快應佛        南無戒度佛 

南無最視佛        南無寂幢佛 

南無大應佛        南無廣光明佛 

南無無為悅佛       南無巍巍見佛 

南無名稱十方佛      南無降伏魔佛 

南無慧無涯佛       南無如千日威佛 

南無必意佛        南無稱悅佛 

南無上度佛        南無可觀佛 

南無無量慧佛       南無智炎勝功德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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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栴檀香佛       南無世間燈佛 

南無不可降伏幢佛     南無攝根佛 

南無思惟解脫佛      南無勝威德意佛 

南無如淨王佛       南無難過上佛 

南無忍辱燈佛       南無妙見佛 
 

  九百佛竟 一千佛起 
 

南無聚自在佛       南無作諸方佛 

南無無勝最妙佛      南無無為光佛 

南無無為思惟佛      南無過倒見佛 

南無名稱王佛       南無勝根佛 

南無日見佛        南無德聚威光佛 

南無見平等不平等佛    南無慧持群萌佛 

南無自在悅佛       南無自在佛 

南無慧意佛        南無德山佛 

南無以淨音意佛      南無思最尊意佛 

南無淨德佛        南無戒自在佛 

南無深齅思惟佛      南無拘蘇摩奮迅王佛 

南無寂進思惟佛      南無娑羅華上光王佛 

南無勤群萌香佛      南無寂樂佛 

南無德所至佛       南無大精進文佛 

南無離疑佛        南無決偶佛 

南無須彌山意佛      南無淨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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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無垢眼上光王佛    南無能度彼岸佛 

南無毘盧遮那功德藏佛   南無慧忖佛 

南無聽徹意佛       南無如天悅佛    

南無思惟度佛       南無至大精進究竟佛 

南無大身佛        南無雜華佛 

南無尊自在佛       南無如空佛 

南無覺善香熏佛      南無尊上所敬佛 

南無歡悅佛        南無蓮華人佛 

南無蓮華意佛       南無自在德藏佛 

南無人悅佛        南無尊意燈佛 

南無威神所養佛      南無諦思惟佛 

南無解脫慧佛       南無除三惡道佛 

南無澤香憂冥佛      南無湍度佛 

南無摩尼清淨佛      南無意彊自在佛 

南無無畏娛樂佛      南無快覺佛 

南無離諸欲佛       南無勝華聚佛 

南無大結髻佛       南無天自在六通音佛 

南無威神力佛       南無人名稱柔佛 

南無斷一切眾生病佛    南無最音聲佛 

南無堅意佛        南無力通佛 

南無眼如蓮華趣無為佛   南無快斷意佛 

南無喜音聲佛       南無天悅佛 

南無竟見佛        南無彊精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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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斷一切障礙佛     南無無垢思惟佛 

南無聚音佛        南無無量怨佛 

南無功德捨惡趣佛     南無無為光豐佛 

南無娛樂度佛       南無一乘度佛 

南無調辯意佛       南無煩教佛 

南無意車佛        南無德善光佛 

南無堅華佛        南無聚意佛 

南無尼拘類樹王佛     南無無常中王佛 

南無色如栴檀佛      南無日內佛 

南無德藏佛        南無毘婆尸佛 

南無尸棄佛        南無毘舍浮佛 
 

  一千佛竟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 

 

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七遍） 

 

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 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三遍） 

 

莊嚴過去  覺號千尊 懺除劫罪永冰清 

降福祿延增 轉念群生 萬德利幽冥 

南無普賢王菩薩摩訶薩（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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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 卷中 
 

爾時，喜王菩薩白佛言，世尊，今此眾中頗有菩薩摩訶薩得

是三昧，亦得八萬四千波羅蜜門，諸三昧門，陀羅尼門者不

。佛告喜王，今此會中有菩薩大士得是三昧，亦能入八萬四

千諸波羅蜜及諸三昧陀羅尼門。此諸菩薩於是賢劫中，皆當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除四如來於此劫中得成佛已。喜王

菩薩復白佛言，惟願如來宣此諸菩薩名字，多所饒益，安隱

世間，利諸天人，為護佛法令得久住，為將來菩薩顯示法明

，求無上道心不疲懈。佛告喜王，汝今諦聽善思念之，當為

汝說，唯然世尊，願樂欲聞。爾時世尊即說諸佛名字。 
 

  一百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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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彌勒佛     南無師子佛 

南無明焰佛    南無牟尼佛     南無妙華佛 

南無華氏佛    南無善宿佛     南無導師佛 

南無大臂佛    南無大力佛     南無宿王佛 

南無修藥佛    南無名相佛     南無大明佛 

南無焰肩佛    南無照曜佛     南無日藏佛 

南無月氏佛    南無眾焰佛     南無善明佛 

南無無憂佛    南無提沙佛     南無明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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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持鬘佛    南無功德明佛    南無示義佛 

南無燈曜佛    南無興盛佛     南無藥師佛 

南無善濡佛    南無白毫佛     南無堅固佛 

南無福威德佛   南無不可壞佛    南無德相佛 

南無羅睺佛    南無眾主佛     南無梵聲佛 

南無堅際佛    南無不高佛     南無作明佛 

南無大山佛    南無金剛佛     南無將眾佛 

南無無畏佛    南無珍寶佛     南無華日佛 

南無軍力佛    南無香焰佛     南無仁愛佛 

南無大威德佛   南無梵王佛     南無無量明佛 

南無龍德佛    南無堅步佛     南無不虛見佛 

南無精進德佛   南無善守佛     南無歡喜佛 

南無不退佛    南無師子相佛    南無勝知佛 

南無法氏佛    南無喜王佛     南無妙御佛 

南無愛作佛    南無德臂佛     南無香象佛 

南無觀視佛    南無雲音佛     南無善思佛   

南無善高佛    南無離垢佛     南無月相佛 

南無大名佛    南無珠髻佛     南無威猛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德樹佛     南無歡釋佛 

南無慧聚佛    南無安住佛     南無有意佛 

南無鴦伽陀佛   南無無量意佛    南無妙色佛 

南無多智佛    南無光明佛     南無堅戒佛 

南無吉祥佛    南無寶相佛     南無蓮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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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那羅延佛   南無安樂佛     南無智積佛 

南無德敬佛 
 

  一百佛竟 二百佛起 
 

南無梵德佛    南無寶積佛     南無華天佛 

南無善思議佛   南無法自在佛    南無名聞意佛 

南無樂說聚佛   南無金剛相佛    南無求利益佛 

南無遊戲神通佛  南無離闇佛     南無名天佛 

南無彌樓相佛   南無眾明佛     南無寶藏佛 

南無極高行佛   南無金剛楯佛    南無珠角佛 

南無德讚佛    南無日月明佛    南無日明佛 

南無星宿佛    南無清淨義佛    南無違藍王佛 

南無福藏佛    南無見有邊佛    南無電明佛 

南無金山佛    南無師子德佛    南無勝相佛 

南無明讚佛    南無堅精進佛    南無具足讚佛 

南無離畏師佛   南無應天佛     南無大燈佛 

南無世明佛    南無妙音佛     南無持上功德佛   

南無紺身佛    南無師子頰佛    南無寶讚佛 

南無眾王佛    南無遊步佛     南無安隱佛 

南無法差別佛   南無上尊佛     南無極高德佛 

南無上師子音佛  南無樂戲佛     南無龍明佛 

南無華山佛    南無龍喜佛     南無香自在王佛 

南無寶焰山佛   南無天力佛     南無德鬘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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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龍首佛    南無因莊嚴佛    南無善行意佛 

南無智勝佛    南無無量日佛    南無實語佛 

南無持炬佛    南無定意佛     南無無量形佛 

南無明照佛    南無最勝燈佛    南無斷疑佛 

南無莊嚴身佛   南無不虛步佛    南無覺悟佛 

南無華相佛    南無山主王佛    南無善威儀佛 

南無遍見佛    南無無量名佛    南無寶天佛 

南無滅過佛    南無持甘露佛    南無人月佛 

南無喜見佛    南無莊嚴佛     南無珠明佛 

南無山頂佛    南無到彼岸佛    南無法積佛 

南無定義佛    南無施願佛     南無寶聚佛 

南無住義佛    南無滿意佛     南無上讚佛 

南無慈德佛    南無無垢佛     南無梵天佛 

南無華明佛    南無身差別佛    南無法明佛 

南無盡見佛 
 

  二百佛竟 三百佛起 
 

南無德淨佛    南無月面佛     南無寶燈佛 

南無寶璫佛    南無上名佛     南無作名佛 

南無無量音佛   南無違藍佛     南無師子身佛 

南無明意佛    南無無能勝佛    南無功德品佛 

南無海慧佛    南無得勢佛     南無無邊行佛 

南無開華佛    南無淨垢佛     南無見一切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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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勇力佛    南無富足佛     南無福德佛 

南無隨時佛    南無慶音佛     南無功德敬佛 

南無廣意佛    南無善寂滅佛    南無財天佛 

南無淨斷疑佛   南無無量持佛    南無妙樂佛 

南無不負佛    南無無住佛     南無得叉迦佛 

南無眾首佛    南無世光佛     南無多德佛 

南無弗沙佛    南無無邊威德佛   南無義意佛 

南無藥王佛    南無斷惡佛     南無無熱佛 

南無善調佛    南無名德佛     南無華德佛 

南無勇得佛    南無金剛軍佛    南無大德佛 

南無寂滅意佛   南無無邊音佛    南無大威光佛 

南無善住佛    南無無所負佛    南無離疑惑佛 

南無電相佛    南無恭敬佛     南無威德守佛 

南無智日佛    南無上利佛     南無須彌頂佛 

南無淨心佛    南無治怨賊佛    南無離憍佛 

南無應讚佛    南無智次佛     南無那羅達佛 

南無常樂佛    南無不少國佛    南無天名佛 

南無雲德佛    南無甚良佛     南無多功德佛 

南無寶月佛    南無莊嚴頂髻佛   南無樂禪佛 

南無無所少佛   南無遊戲佛     南無德寶佛 

南無應名稱佛   南無華身佛     南無大音聲佛 

南無辯才讚佛   南無金剛珠佛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珠莊嚴佛   南無大王佛     南無德高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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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高名佛    南無百光佛     南無喜悅佛 

南無龍步佛    南無意願佛     南無妙寶佛 

南無滅已佛    南無法幢佛     南無調御佛 

南無喜自在佛   南無寶髻佛     南無離山佛 

南無淨天佛 
 

  三百佛竟 四百佛起 
 

南無華冠佛    南無淨名佛     南無威德寂滅佛 

南無愛相佛    南無多天佛     南無須焰摩佛 

南無天威佛    南無妙德王佛    南無寶步佛 

南無師子分佛   南無最尊勝佛    南無人王佛 

南無栴檀雲佛   南無紺眼佛     南無寶威德佛 

南無德乘佛    南無覺想佛     南無喜莊嚴佛 

南無香濟佛    南無勝慧佛     南無離愛佛 

南無慈相佛    南無妙香佛     南無堅鎧佛 

南無威德猛佛   南無珠鎧佛     南無仁賢佛 

南無善逝月佛   南無梵自在佛    南無師子月佛 

南無觀察慧佛   南無正生佛     南無高勝佛 

南無日觀佛    南無寶名佛     南無大精進佛 

南無山光佛    南無德聚王佛    南無供養名佛 

南無法讚佛    南無施明佛     南無電德佛 

南無寶語佛    南無救命佛     南無善戒佛 

南無善眾佛    南無堅固慧佛    南無破有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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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善勝佛    南無師子光佛    南無照明佛 

南無寶成就佛   南無利慧佛     南無珠月光佛 

南無威光佛    南無不破論佛    南無光明王佛 

南無珠輪佛    南無金剛慧佛    南無吉手佛 

南無善月佛    南無寶焰佛     南無羅睺守佛 

南無樂菩提佛   南無等光佛     南無至寂滅佛 

南無世最妙佛   南無自在名佛    南無十勢力佛 

南無喜力王佛   南無德勢力佛    南無最勝頂佛 

南無大勢力佛   南無功德藏佛    南無真行佛 

南無上安佛    南無金剛知山佛   南無大光佛 

南無妙德藏佛   南無廣德佛     南無寶網嚴身佛 

南無福德明佛   南無造鎧佛     南無成手佛 

南無善華佛    南無集寶佛     南無大海智佛 

南無持地德佛   南無義意猛佛    南無善思惟佛 

南無德輪佛    南無寶光佛     南無利益佛 

南無世月佛    南無美音佛     南無梵相佛 

南無眾師首佛   南無師子行佛    南無難施佛 

南無應供佛     
 

  四百佛竟 五百佛起 
 

南無明威德佛   南無大光王佛    南無金剛寶嚴佛 

南無眾清淨佛   南無無邊名佛    南無不虛光佛 

南無聖天佛    南無智王佛     南無金剛眾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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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善障佛    南無建慈佛     南無華國佛 

南無法意佛    南無風行佛     南無善思明佛 

南無多明佛    南無密眾佛     南無光王佛 

南無功德守佛   南無利意佛     南無無懼佛 

南無堅觀佛    南無住法佛     南無珠足佛 

南無解脫德佛   南無妙身佛     南無隨世語言佛 

南無妙智佛    南無普德佛     南無梵財佛 

南無實音佛    南無正智佛     南無力得佛 

南無師子意佛   南無淨華佛     南無喜眼佛 

南無華齒佛    南無功德自在幢佛  南無明寶佛 

南無希有名佛   南無上戒佛     南無離欲佛 

南無自在天佛   南無梵壽佛     南無一切天佛 

南無樂智佛    南無可憶念佛    南無珠藏佛 

南無德流布佛   南無大天王佛    南無無縛佛 

南無堅法佛    南無天德佛     南無梵牟尼佛 

南無安詳行佛   南無勤精進佛    南無得上味佛 

南無無依德佛             南無薝蔔華佛 

南無出生無上功德佛          南無仙人侍衛佛 

南無帝幢佛    南無大愛佛     南無須蔓色佛 

南無眾妙佛    南無可樂佛     南無勢力行佛 

南無善定義佛   南無牛王佛     南無妙臂佛 

南無大車佛    南無滿願佛     南無德光佛 

南無寶音佛    南無光幢佛     南無富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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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師子力佛   南無淨目佛     南無觀身佛 

南無淨意佛    南無知次第佛    南無猛威德佛 

南無大光明佛   南無日光曜佛    南無淨藏佛 

南無分別威佛   南無無損佛     南無密日佛 

南無月光佛    南無持明佛     南無善寂行佛 

南無不動佛    南無大請佛     南無德法佛 

南無嚴土佛    南無莊嚴王佛    南無高出佛 

南無焰熾佛    南無蓮華德佛    南無寶嚴佛 
 

  五百佛竟 六百佛起 
 

南無高大身佛   南無上善佛     南無寶上佛 

南無無量光佛   南無海德佛     南無寶印手佛 

南無月蓋佛    南無多焰佛     南無順寂滅佛 

南無智稱佛    南無智覺佛     南無功德光佛 

南無聲流布佛   南無滿月佛     南無名稱佛 

南無善戒王佛   南無燈王佛     南無電光佛 

南無大焰王佛   南無寂諸有佛    南無毘舍佉天佛 

南無華藏佛    南無金剛山佛    南無身端嚴佛 

南無淨義佛    南無威猛軍佛    南無智焰德佛 

南無力行佛    南無羅睺天佛    南無智聚佛 

南無師子出現佛  南無如王佛     南無圓滿清淨佛 

南無羅睺羅佛   南無大藥佛     南無清淨賢佛 

南無第一義佛   南無德手佛     南無百光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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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流布王佛   南無無量功德佛   南無法藏佛 

南無妙意佛    南無德主佛     南無最增上佛 

南無慧頂佛    南無勝怨敵佛    南無意行佛 

南無梵音佛    南無解脫佛     南無雷音佛 

南無通相佛    南無慧隆佛     南無深自在佛 

南無大地王佛   南無大牛王佛    南無梨陀目佛 

南無希有身佛   南無實相佛     南無最尊天佛 

南無不沒音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音德佛 

南無莊嚴辭佛   南無勇智佛     南無華積佛 

南無華開佛    南無無上醫王佛   南無德積佛 

南無上形色佛   南無功德月佛    南無月燈佛 

南無威德王佛   南無菩提王佛    南無無盡佛 

南無菩提眼佛   南無身充滿佛    南無慧國佛 

南無最上佛    南無清淨照佛    南無慧德佛 

南無妙音聲佛   南無無礙光佛    南無無礙藏佛 

南無上施佛    南無大尊佛     南無智勢佛 

南無大焰佛    南無帝王佛     南無制力佛 

南無威德佛    南無月現佛     南無名聞佛 

南無端嚴佛    南無無塵垢佛    南無威儀佛 

南無師子軍佛   南無天王佛     南無名聲佛   

南無殊勝佛 
 

  六百佛竟 七百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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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大藏佛    南無福德光佛    南無梵聞佛 

南無出諸有佛   南無智頂佛     南無上天佛 

南無地王佛    南無至解脫佛    南無金髻佛 

南無羅睺日佛   南無莫能勝佛    南無牟尼淨佛 

南無善光佛    南無金齊佛     南無種德天王佛 

南無法蓋佛    南無勇猛名稱佛   南無光明門佛 

南無美妙慧佛   南無微意佛     南無諸威德佛 

南無師子髻佛   南無解脫相佛    南無慧藏佛 

南無娑羅王佛   南無威相佛     南無斷流佛 

南無無礙讚佛   南無所作已辦佛   南無善音佛 

南無山王相佛   南無法頂佛     南無無能暎蔽佛 

南無善端嚴佛   南無吉身佛     南無愛語佛 

南無師子利佛   南無和樓那佛    南無師子法佛 

南無法力佛    南無愛樂佛     南無讚不動佛 

南無眾明王佛   南無覺悟眾生佛   南無妙明佛 

南無意住義佛   南無光照佛     南無香德佛 

南無令喜佛    南無日成就佛    南無滅恚佛 

南無上色佛    南無善步佛     南無大音讚佛 

南無淨願佛    南無日天佛     南無樂慧佛 

南無攝身佛    南無威德勢佛    南無剎利佛 

南無眾會王佛   南無上金佛     南無解脫髻佛 

南無樂法佛    南無住行佛     南無捨憍慢佛 

南無智藏佛    南無梵行佛     南無栴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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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無憂名佛   南無端嚴身佛    南無相國佛 

南無敏持佛    南無無邊德佛    南無天光佛 

南無慧華佛    南無頻頭摩佛    南無智富佛 

南無大願光佛   南無寶手佛     南無淨根佛 

南無具足論佛   南無上論佛     南無不退地佛 

南無法自在不虛佛 南無有日佛     南無出泥佛 

南無得智佛    南無上吉佛     南無謨羅佛 

南無法樂佛    南無求勝佛     南無智慧佛 

南無善聖佛    南無網光佛     南無瑠璃藏佛 

南無善天佛    南無利寂佛     南無教化佛 

南無普隨順自在佛 
 

  七百佛竟 八百佛起 
 

南無堅固苦行佛  南無眾德上明佛   南無寶德佛 

南無一切善友佛  南無解脫音佛    南無甘露明佛 

南無遊戲王佛   南無滅邪曲佛    南無一切主佛 

南無薝蔔淨光佛  南無山王佛     南無寂滅佛 

南無德聚佛    南無具眾德佛    南無最勝月佛 

南無善施佛    南無住本佛     南無功德威聚佛 

南無智無等佛   南無甘露音佛    南無善手佛 

南無執明炬佛   南無思解脫義佛   南無勝音佛 

南無梨陀行佛   南無善義佛     南無無過佛   

南無行善佛    南無殊妙身佛    南無妙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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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樂說佛    南無善濟佛     南無不可說佛 

南無最清淨佛   南無樂知佛     南無辯才日佛 

南無破他軍佛   南無寶月明佛    南無上意佛 

南無友安眾生佛  南無大見佛     南無無畏音佛 

南無水天德佛   南無慧濟佛     南無無等意佛 

南無不動慧光佛  南無菩提意佛    南無樹王佛 

南無槃陀音佛   南無福德力佛    南無勢德佛 

南無聖愛佛    南無勢行佛     南無琥珀佛 

南無雷音雲佛   南無善愛目佛    南無善智佛 

南無具足佛    南無華勝佛     南無大音佛 

南無法相佛    南無智音佛     南無虛空佛 

南無祠音佛    南無慧音差別佛   南無月焰佛 

南無聖王佛    南無眾意佛     南無辯才輪佛 

南無善寂佛    南無不退慧佛    南無日名佛 

南無無著慧佛   南無功德集佛    南無華德相佛 

南無辯才國佛   南無寶施佛     南無愛月佛 

南無集功德蘊佛  南無滅惡趣佛    南無自在王佛 

南無無量淨佛   南無等定佛     南無不壞佛 

南無滅垢佛    南無不失方便佛   南無無嬈佛 

南無妙面佛    南無智制住佛    南無法師王佛 

南無大天佛    南無深意佛     南無無量佛 

南無無礙見佛   南無世供養佛    南無普散華佛 

南無三世供佛   南無應日藏佛    南無天供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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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上智人佛 
 

  八百佛竟 九百佛起 
 

南無真髻佛    南無信甘露佛    南無不著相佛 

南無離分別海佛  南無寶肩明佛    南無梨陀步佛 

南無隨日佛    南無清淨佛     南無明力佛 

南無功德聚佛   南無具足德佛    南無端嚴海佛 

南無須彌山佛   南無華施佛     南無無著智佛 

南無無邊座佛   南無愛智佛     南無槃陀嚴佛 

南無清淨住佛   南無生法佛     南無相明佛 

南無思惟樂佛   南無樂解脫佛    南無知道理佛 

南無多聞海佛   南無持華佛     南無不隨世佛 

南無喜眾佛    南無孔雀音佛    南無不退沒佛 

南無斷有愛垢佛  南無威儀濟佛    南無諸天流布佛 

南無隨師行佛   南無華手佛     南無最上施佛 

南無破怨賊佛   南無富多聞佛    南無妙國佛 

南無熾盛王佛   南無師子智佛    南無月出佛 

南無滅闇佛    南無無動佛     南無次第行佛 

南無音聲治佛   南無憍曇佛     南無勢力佛 

南無身心住佛   南無常月佛     南無覺意華佛 

南無饒益王佛   南無善威德佛    南無智力德佛 

南無善燈佛    南無堅行佛     南無天音佛 

南無福德燈佛   南無日面佛     南無不動聚佛 

南無戒明佛    南無住戒佛     南無普攝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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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堅出佛    南無安闍那佛    南無增益佛 

南無香明佛    南無違藍明佛    南無念王佛 

南無密鉢佛    南無無礙相佛    南無至妙道佛 

南無信戒佛    南無樂實佛     南無明法佛 

南無具威德佛   南無大慈佛     南無上慈佛 

南無饒益慧佛   南無甘露王佛    南無彌樓明佛 

南無聖讚佛    南無廣照佛     南無持壽佛 

南無見明佛    南無善行報佛    南無善喜佛 

南無無滅佛    南無寶明佛     南無具足名稱佛 

南無樂福德佛   南無功德海佛    南無盡相佛 

南無斷魔佛    南無盡魔佛     南無過衰道佛 

南無不壞意佛   南無水王佛     南無淨魔佛 

南無眾上王佛 
 

  九百佛竟 一千佛起 
 

南無愛明佛    南無福燈佛     南無菩提相佛 

南無大威力佛   南無善滅佛     南無梵命佛 

南無智喜佛    南無神相佛     南無如眾王佛 

南無種種色相佛  南無愛日佛     南無羅睺月佛 

南無無相慧佛   南無藥師上佛    南無持勢力佛 

南無焰慧佛    南無喜明佛     南無好音佛 

南無不動天佛   南無妙德難思佛   南無善業佛 

南無意無謬佛   南無大施佛     南無名讚佛 

南無眾相佛    南無解脫月佛    南無世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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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無上王佛   南無滅癡佛     南無斷言論佛 

南無梵供養佛   南無無邊辯相佛   南無梨陀法佛 

南無應供養佛   南無度憂佛     南無樂安佛 

南無世意佛    南無愛身佛     南無妙足佛 

南無優鉢羅佛   南無華瓔佛     南無無邊辯光佛 

南無信聖佛    南無德精進佛    南無真實佛 

南無天主佛    南無樂高音佛    南無信淨佛 

南無婆耆羅陀佛  南無福德意佛    南無不瞬佛 

南無順先古佛   南無聚成佛     南無師子遊佛 

南無最上業佛   南無信清淨佛    南無行明佛 

南無龍音佛    南無持輪佛     南無財成佛 

南無世愛佛    南無提舍佛     南無無量寶名佛 

南無雲相佛    南無慧道佛     南無順法智佛 

南無虛空音佛   南無善眼佛     南無無勝天佛 

南無珠淨佛    南無善財佛     南無燈焰佛 

南無寶音聲佛             南無人主王佛 

南無不思議功德光佛          南無隨法行佛 

南無無量賢佛   南無寶名聞佛    南無得利佛 

南無世華佛              南無高頂佛 

南無無邊辯才成佛 南無差別知見佛   南無師子牙佛 

南無法燈蓋佛   南無目犍連佛    南無無憂國佛 

南無意思佛    南無法天敬佛    南無斷勢力佛 

南無極勢力佛   南無滅貪佛     南無堅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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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善慧佛    南無妙義佛     南無愛淨佛 

南無慚愧顏佛   南無妙髻佛     南無欲樂佛 

南無樓至佛 
 

  一千佛竟 
 

此賢劫中，諸佛出世名號如是。若人聞此千佛名字不畏謬錯

，必得涅槃。諸有智者聞諸佛名字，應當一心勿懷放逸，勤

行精進，無失是緣，還墮惡趣受諸苦惱，安住持戒隨順多聞

，常樂遠離具足深忍，是人則能值遇千佛。若持誦此千佛名

者，則滅無量阿僧祇劫所集眾罪，必當得佛諸三昧神通，無

礙智慧，及諸法門諸陀羅尼，一切經書種種智慧，隨宜說法

，皆當從是三昧中求。修習此三昧當行淨行，勿生欺誑離於

名利，勿懷嫉妒行六和敬，如是行者疾得三昧法。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 
 

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七遍） 
 

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 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三遍）  

 

賢劫現在  佛德難量 志心頂禮盡酬償 

冤業即消烊 願放慈光 六道受清涼 

南無普賢王菩薩摩訶薩（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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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 卷下 
 

夫修善福臻，為惡禍徵，明理皎然，而信悟者鮮。既共生此

五濁惡世，五陰煩惱三毒熾盛，輪轉生死無有竟已。昔佛在

世時人民數如恆沙，今漸凋微萬不遺一，何以故爾，為善者

少作惡者多，死墮三塗，悉為魚蟲畜生，不復得人身。故法

華經云，三惡道充滿，天人眾減少，劫盡不久，長衰可悲。

是以如來隨方教化，敦慈尚善不悋軀命，勤行精進可得勉度

，禮拜俄頃之勞能卻無量劫罪，罪滅福生以致無為，此未來

星宿劫中當有千佛出世，名字如是。若人聞名，一心禮事不

生懈怠，必得涅槃，永離三塗生死之患，安住慈忍具足多聞

。若能受持習誦之者，是人則必歷值千佛，獲滅無量阿僧祇

劫生死重罪，得諸佛神通三昧，無礙辯才，諸大法門陀羅尼

門，一切經書種種智慧，隨宜說法，不自欺誑，離於名利。

勿懷嫉妒，行六和敬，一心奉持，無失是緣。如是行者，疾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一百佛起 
 

南無日光佛        南無龍威佛 

南無華巖佛        南無王中王佛 

南無阿須輪王護佛     南無作吉祥佛 

南無師子慧佛       南無寶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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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成辦事佛       南無成辦事見根原佛 

南無種姓華佛       南無高雷音佛 

南無無比辯佛       南無智慧自在佛 

南無稱成佛        南無威懷步佛 

南無福德光明佛      南無月摩尼光王佛 

南無目犍連性佛      南無無憂忖佛 

南無思惟智慧佛      南無意智佛 

南無諸天供養法佛     南無勇悍佛 

南無無限力佛       南無智慧華佛 

南無彊音佛        南無歡樂佛 

南無說義佛        南無淨懷佛 

南無師子口佛       南無好結佛 

南無不取諸法佛      南無波頭摩上星宿王佛 

南無上彌留幢王佛     南無因陀羅幢王佛 

南無香音佛        南無常光明佛 

南無栴檀相好佛      南無無限高佛 

南無蓮華幢佛       南無蓮華化生佛 

南無微細華佛       南無阿竭留香佛 

南無大勇佛        南無栴檀相好光明佛 

南無銀幢蓋佛       南無大海意佛 

南無幡幢好佛       南無梵王德佛 

南無大香熏佛       南無大勇現佛 

南無寶輪佛        南無發行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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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無所發行佛      南無金寶甕佛 

南無天輞佛        南無言從佛 

南無常雨華佛       南無大好樂佛 

南無師子上香佛      南無魔天相好佛 

南無帝釋光明佛      南無大相好佛 

南無師子華好佛      南無寂滅幢幡佛 

南無持戒王佛       南無相好翼從佛 

南無翼從面首佛      南無無憂相好佛 

南無普開蓮華身佛     南無大地佛 

南無大力龍翼從好佛    南無淨行王佛 

南無大遊戲佛       南無蓮華威佛 

南無放捨華佛       南無常觀佛 

南無法體決定佛      南無作直行佛 

南無不定願佛       南無善住諸願佛 

南無無常中上佛      南無月威佛 

南無栴檀色佛       南無日空佛 

南無威相腹佛       南無破煩惱佛 

南無實法廣稱佛      南無世間喜佛 

南無寶稱佛        南無難勝伏佛 

南無好觀佛        南無勇興佛 

南無翼從樹佛       南無狸牛威佛 

南無天中天佛       南無師子幢佛 

南無智慧威佛       南無無底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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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佛竟 二百佛起 
 

南無德豐佛        南無厚德佛     

南無無念示現諸行佛    南無無生佛 

南無無上光佛       南無山德佛 

南無出現佛        南無服德佛 

南無無量善根成就諸行佛  南無大講佛 

南無不住奮迅佛      南無寶樹佛 

南無普悲佛        南無德養佛 

南無大轉佛        南無絕眾生疑王佛 

南無一道佛        南無普蓋佛 

南無大蓋佛        南無最德佛 

南無千近佛        南無寶蓮華勇佛 

南無離世間佛       南無幡幢佛 

南無寶月德佛       南無服樹王佛 

南無尊德佛        南無普蓮華佛 

南無等德佛        南無龍中蜜佛 

南無大海深勝佛      南無無量寶蓋佛 

南無無表識佛       南無須彌身佛 

南無虛空巖佛       南無彊稱王佛 

南無放光佛        南無無染濁佛 

南無在華聚德佛      南無離恐衣毛不竪佛 

南無無相聲佛       南無電目眼佛 

南無寶室佛        南無虛空星宿增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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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眾尊聚佛       南無山王身佛 

南無一蓋佛        南無能屈服佛 

南無栴檀宮佛       南無波頭摩樹提奮迅通佛 

南無光網佛        南無紅蓮華佛 

南無善現光佛       南無慧華寶光滅佛 

南無散眾畏佛       南無無垢光明佛 

南無安王佛        南無法空佛 

南無出千光佛       南無過千光佛 

南無境界自在佛      南無出顯光佛 

南無善行佛        南無無能屈聲佛 

南無遠離怖畏毛竪佛    南無寶智佛 

南無進寂靜佛       南無無量翼從佛 

南無世間可樂佛      南無住慧佛 

南無能仁僊佛       南無慧稱佛 

南無諸樹王佛       南無無垢雲王佛 

南無隨世間意佛      南無寶實佛 

南無離愚稱佛       南無德現佛 

南無寶愛佛        南無不唐精進佛 

南無香熏光佛       南無無能屈香光佛 

南無眾彊王佛       南無出須彌山頂佛 

南無從寶出德佛      南無蓮華上佛 

南無從寶出佛       南無香光佛 

南無稱遠方佛       南無藏香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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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雲雷王佛       南無無際光佛 

南無無量慧成佛      南無種種無量行佛 

南無無量德光王佛     南無尊聚佛 

南無覺華剖德佛      南無覺華剖上王佛 

南無寶體佛        南無無唐稱佛 
 

  二百佛竟 三百佛起 
 

南無共發意佛       南無莊嚴一切意佛 

南無蓋蓮華寶佛      南無光輪成王佛 

南無德王光佛       南無過一切德佛 

南無燈光行佛       南無成作光佛 

南無江僊佛        南無寶形佛 

南無勝護佛        南無慧蓮華德佛 

南無梵功德天王佛     南無無量顏佛 

南無無聚會王佛      南無寶身佛 

南無樹王中王佛      南無羅網手佛 

南無摩尼輪佛       南無無量德鎧佛 

南無世音佛        南無須彌山光佛 

南無過上步佛       南無由寶蓮華德佛 

南無作際佛        南無眾生所憙鎧佛 

南無上寶蓋佛       南無無量蓋佛 

南無翼從佛        南無月現德佛 

南無以發意能轉輪佛    南無通達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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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離曠野王佛      南無日輪光佛 

南無解脫威德佛      南無慧功德佛 

南無眾生王中立佛     南無無能屈服佛 

南無虛空步佛       南無俱蘇摩通佛 

南無無比鎧佛       南無光輪幢德王佛 

南無因緣助佛       南無曼陀羅佛 

南無淨幢佛        南無金剛所須用佛 

南無慧淨佛        南無善求佛 

南無善討鎧佛       南無勝伏怨佛 

南無淨聖佛        南無名稱力王佛 

南無無量光香佛      南無須彌山王佛 

南無種種華佛       南無法寶佛 

南無降化男女佛      南無最香德佛 

南無寶上王佛       南無須彌山香王佛 

南無可喜眾生覺見佛    南無無想音聲佛 

南無大人佛        南無音聲無屈礙佛 

南無一寶無憂佛      南無無動勇佛 

南無種姓佛        南無觀諸欲起佛 

南無淨宿佛        南無現得佛 

南無虛空莊嚴佛      南無壞眾疑佛 

南無不空見佛       南無善橋梁佛 

南無廣功德佛       南無無量幢佛 

南無清涼佛        南無光羅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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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遍知佛        南無無量德姓佛 

南無於諸法無所著佛    南無普見一切法佛 

南無於一切眾生誓鎧無脫佛 南無有無量德佛 

南無慧上光佛       南無不可數見佛 

南無方上佛        南無有華德佛 

南無法光慈悲月佛     南無海住持勝智慧奮迅佛 

南無清淨光明寶佛     南無離服內解慧王佛 

南無壞諸欲佛       南無行清淨佛 

南無無量寶華光明佛    南無常滅度佛 

南無見一切法佛      南無不墮落佛 

南無栴檀清涼室佛     南無法用佛 
 

  三百佛竟 四百佛起 
 

南無無量慧稱佛      南無清涼室佛     

南無無比覺華剖佛     南無善住樹王佛 

南無月光中上佛      南無閻浮光明佛 

南無須彌山身佛      南無千香佛 

南無名號興顯佛      南無名稱友佛 

南無名稱最尊佛      南無除憂佛 

南無蓮華上德王佛     南無闡華幢佛 

南無普放香化佛      南無最眼佛 

南無放焰佛        南無遠方稱佛 

南無降伏一切世間怨佛   南無法虛空勝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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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火焰佛        南無三界雄勇佛 

南無光輪佛        南無虛空雄巧佛 

南無窮盡雄佛       南無天鼓音聲佛 

南無普雄佛        南無一切眾生愛見佛 

南無無畏輪疆界上佛    南無善住王佛 

南無眾德聚佛       南無諸覺疆界應飾佛 

南無覺寶德稱佛      南無慧上德佛 

南無慧光王中上明佛    南無蓮華中出現佛 

南無普法雄佛       南無月半光佛 

南無滿足百千德光幢佛   南無大如意輪佛 

南無蓮華中現德佛     南無執炬佛 

南無寶上德佛       南無栴檀清涼德佛 

南無寶嚴慧中上佛     南無德尊佛 

南無不二輪佛       南無無量德海佛 

南無眾聚佛        南無一切德聚佛 

南無蓮華應德佛      南無極上中王佛 

南無法照光佛       南無無量山王佛 

南無虛空輪上佛      南無善住清淨功德寶佛 

南無善住淨境界佛     南無雜寶色華佛 

南無最聚佛        南無不捨弘誓鎧佛 

南無金華佛        南無雜色華佛 

南無畢竟莊嚴無邊功德王佛 南無月輪清淨佛 

南無從蓮華出現佛     南無華蓋佛 



- 53 - 

南無被慧鎧佛       南無稱力王佛             

南無淨音聲佛       南無俱蘇摩國土佛 

南無無量聚會佛      南無一切勝佛 

南無精進僊佛       南無散眾步佛 

南無壞疑佛        南無無想聲佛 

南無無量德具足佛     南無有眾德佛 

南無蓮華上德佛      南無寶尊佛 

南無於去來今無礙鎧佛   南無喜身佛 

南無寶山王佛       南無日鎧中上佛 

南無炬燈佛        南無無比光佛 

南無善生佛        南無長養佛 

南無無量眼佛       南無祉江佛 

南無諸遠方鎧佛      南無覺華有德剖佛 

南無寶火圍繞佛      南無慧國土佛 

南無寂靜佛        南無異觀佛 

南無賢藥王佛       南無開悟菩提智光佛 

南無喜威德佛       南無波頭陀智慧奮迅佛 
 

  四百佛竟 五百佛起 
 

南無善中上德佛      南無雄猛佛 

南無香尊幢佛       南無香最德佛 

南無香幢佛        南無善色藏佛 

南無無量精進佛      南無過十方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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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覺華剖上佛      南無無量雄猛佛 

南無蓮華恐畏過上佛    南無寶羅網佛 

南無善住中王佛      南無香中尊王佛 

南無致諸安樂佛      南無一切聚觀佛 

南無不唐棄名稱佛     南無壞散諸恐畏佛 

南無能解縛佛       南無威德因陀羅佛 

南無為諸眾生致佛     南無虛空無際佛 

南無住清淨佛       南無虛空幢佛 

南無尊善中德佛      南無在無恐畏華德佛 

南無無量雄猛形法佛    南無得世間功德佛 

南無大車乘佛       南無極最德上佛 

南無莫能勝幢佛      南無離一切瞋恨意佛 

南無趣向當住佛      南無無量最香佛 

南無月輪稱王佛      南無尊須彌山佛 

南無住持多功德通法佛   南無勝積佛 

南無心菩提華勝佛     南無住無量集德佛 

南無威神王佛       南無善思願自調佛 

南無淨輪王佛       南無慧上佛 

南無慧嚴佛        南無造成遠方佛 

南無會中尊佛       南無決斷佛 

南無華鬘色王佛      南無慧隱佛 

南無極趣上德佛      南無無量寶佛 

南無眾生意欲所趣勇意視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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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無量寶王佛      南無於一切諸愛中雄佛 

南無光無礙佛       南無無礙光明佛 

南無寶蓮華剖上德佛    南無好堅佛 

南無一切所趣中覺離見諸覺身佛 

南無過化音聲佛      南無蓮華尊在諸寶德佛 

南無海須彌王德佛     南無無麁慧佛 

南無在慧華佛       南無極趣上威神聚佛 

南無寂定佛        南無離雄佛 

南無捨一切步佛      南無德不可思議佛 

南無在於遊戲德佛     南無趣無畏德佛 

南無香趣無量香光佛    南無雲鼓音佛 

南無在福德佛       南無無量勇雄猛佛 

南無水月光明佛      南無最香須彌身佛 

南無破無明闇佛      南無光普見佛 

南無恐畏佛        南無自至到佛 

南無實諦稱佛       南無星燈佛 

南無成熟佛        南無極趣上佛 

南無尊會佛        南無金剛肩佛 

南無慧中自在王佛     南無慧力稱佛 

南無最安佛        南無德身王德佛 

南無善思惟發行佛     南無世間自在佛 

南無光明莊嚴佛      南無虛空須彌佛 

南無十力王佛       南無虛空平等心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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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施豐德佛       南無火炎積佛 
 

  五百佛竟 六百佛起 
 

南無寶華普照勝佛     南無賢最德佛 

南無寶輪光明勝德佛    南無寶華佛 

南無從蓮華佛       南無普明觀稱佛 

南無須彌意佛       南無尊思佛 

南無寶蓋佛        南無善清淨光佛 

南無無量雄佛       南無名稱不唐佛 

南無得不可思議王光佛   南無鴈王佛 

南無安隱王佛       南無蓮華中上德佛 

南無常自起覺悟佛     南無不離一切眾門佛 

南無無相修行佛      南無求善佛 

南無精進力成就佛     南無功德多寶海王佛 

南無照一切處佛      南無色聲雄佛 

南無無量虛空雄佛     南無見實佛 

南無超境界佛       南無虛空尊極上德佛 

南無成方土佛       南無極趣上須彌佛 

南無飲甘露佛       南無護世間供養佛 

南無善護諸門佛      南無火幢佛 

南無善無垢威光佛     南無不可動佛 

南無力稱王佛       南無德光王佛 

南無慧光王佛       南無蓮華上有德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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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寶火佛        南無維蓮華德佛 

南無壞散眾疑佛      南無拘留秦佛 

南無具足一切功德莊嚴佛  南無幢王佛 

南無從蓮華德佛      南無梵聲安隱眾生佛 

南無慈氏佛        南無蓮華光明佛 

南無尊王法幢佛      南無無量勇佛 

南無海須彌佛       南無極志上佛 

南無金枝華佛       南無不唐觀佛 

南無言辯音聲無礙佛    南無無礙德稱光佛 

南無無稱不散誓鎧佛    南無妙頂佛 

南無不散心佛       南無常來佛 

南無無垢離度佛      南無於三世無礙誓鎧佛 

南無無量華佛       南無成就觀佛 

南無平等須彌面佛     南無清淨功德相佛 

南無畢竟成就大悲佛    南無般若齊佛 

南無蓋寶佛        南無滿足意佛   

南無內外淨佛       南無善星佛 

南無光輪場佛       南無阿叔迦佛 

南無極上德佛       南無無礙雄佛 

南無無量雄勇佛      南無言音無礙佛 

南無大雲光佛       南無羅網光聚佛 

南無覺華剖佛       南無蓮華雄佛 

南無華山王佛       南無月聚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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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寂諸根佛       南無無障無礙精進堅佛 

南無離無愚觀佛      南無頂上極出王佛 

南無蓮華頂上王佛     南無無愚稱佛 

南無不唐勇佛       南無無唐雄佛 

南無無愚光明佛      南無國土莊嚴身佛 

南無娑婆華王佛      南無無念覺法王佛 

南無正覺蓮華步佛     南無彌留燈王佛 
 

  六百佛竟 七百佛起 
 

南無禪思蓋佛       南無智根本華王佛 

南無栴檀室佛       南無化稱佛 

南無一切無盡藏佛     南無禪思須彌佛 

南無無邊覺海藏佛     南無無垢際佛 

南無有眾寶佛       南無自性清淨智佛 

南無藥王聲王佛      南無一切德佛 

南無覺剖華中德佛     南無妙鼓聲王佛 

南無毘尼稱佛       南無無過德佛 

南無寶通佛        南無無量誓鎧佛 

南無無量禪德佛      南無虛空輪場光佛 

南無無表識音聲佛     南無覺王佛 

南無然法庭燎佛      南無觀意華出佛 

南無虛空室佛       南無虛空聲佛 

南無在虛空禪師佛     南無大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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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在尊德佛       南無覺蓮華德佛 

南無梵聲王佛       南無成就義佛 

南無師子護佛       南無師子頰頤佛 

南無善中王佛       南無靜須彌佛 

南無靜眼佛        南無無過勇步佛 

南無不可思議法身佛    南無不散佛 

南無香須彌佛       南無大智真聲佛 

南無香巖佛        南無能與法佛 

南無寶須彌佛       南無大香行光明佛 

南無藥樹勝佛       南無淨須彌佛 

南無散華莊嚴光明佛    南無得度佛 

南無雲聲王佛       南無無過精進佛 

南無善思惟誓鎧佛     南無不動月佛 

南無於諸眾中尊佛     南無諸尊中王佛 

南無無量國土中王佛    南無精進上中王佛 

南無捨離疑佛       南無善星中王佛 

南無功德寶勝佛      南無造化佛 

南無普現前佛       南無樂說莊嚴佛 

南無各成就佛       南無帛蓋佛 

南無香蓋佛        南無性日佛 

南無不怯弱離驚怖佛    南無栴檀德佛 

南無義成就佛       南無無垢喜佛 

南無厚堅固佛       南無世間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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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勝步行佛       南無無畏離衣毛竪佛 

南無命威德佛       南無住智德佛 

南無大光明莊嚴佛     南無轉化女誓鎧佛 

南無真金山佛       南無深智佛 

南無趣向諸覺身佛     南無羅網光中緣起中王佛 

南無無量趣觀諸覺身佛   南無成覺剖蓮華佛 

南無羅網光佛       南無無量覺華開剖佛 

南無寶薩梨樹佛      南無寶洲佛 

南無即發意轉法輪佛    南無千光佛 

南無最後見佛       南無勝土佛 

南無無量光勇佛      南無無量辯佛 

南無聖德佛        南無寶海佛 

南無愛黠慧佛       南無勝修佛 
 

  七百佛竟 八百佛起 
 

南無信如意佛       南無金光明佛 

南無金海佛        南無精進軍佛 

南無無量境界佛      南無無決斷願佛 

南無內調佛        南無調化無休息佛 

南無香風佛        南無無趣向誓鎧佛 

南無覺虛空德佛      南無攝取眾生意佛 

南無成就誓鎧佛      南無陀羅尼自在王佛 

南無常精進佛       南無攝取光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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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畢竟智佛       南無善相善鎧佛 

南無善言誓鎧佛      南無能思惟忍佛 

南無光造佛        南無一藏佛 

南無一種姓佛       南無無量身佛 

南無大眾上首佛      南無深王佛 

南無智慧讚歎佛      南無功德梁佛 

南無無名稱佛       南無散諸恐怖佛 

南無遠離諸疑佛      南無除恐衣毛竪佛 

南無伏一切怨佛      南無成就勝無畏佛 

南無善思惟勝義佛     南無無量執持佛 

南無無量音聲佛      南無光嚴佛 

南無光德佛        南無離輪場後佛 

南無趣菩提佛       南無覺華開剖光佛 

南無普寶滿足佛      南無攝受稱佛 

南無決定色佛       南無普照十方世界佛 

南無方便修佛       南無勝報佛 

南無寶華德佛       南無在諸寶佛 

南無月華佛        南無一切群萌誓鎧佛 

南無轉化一切牽連佛    南無無量辯才佛 

南無無諍無恐佛      南無都趣眾辯佛 

南無普香光佛       南無堪受器聲佛 

南無須彌香佛       南無大貴佛 

南無香雄佛        南無大修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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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香室佛        南無捨諍佛 

南無清淨莊嚴佛      南無蓮華上王佛 

南無覺雄佛        南無世間尊重佛 

南無無量香雄佛      南無極尊佛 

南無聞德佛        南無華蓋寶佛 

南無堅固自在王佛     南無波頭摩莊嚴佛 

南無清淨心佛       南無香華佛 

南無須彌王佛       南無樹提佛 

南無轉化眾相佛      南無過一切眾生誓鎧佛 

南無極遲誓鎧佛      南無一切寶莊嚴色住持佛 

南無無量香佛       南無普開光佛 

南無普放香熏佛      南無住持無障力佛 

南無在蓮華德佛      南無最上天王佛 

南無一界持覺剎佛     南無善攝身佛 

南無香熏佛        南無無量慧雄佛 

南無無量觀佛       南無無我眼佛 

南無難動佛        南無初發意佛 

南無無勇王佛       南無無跡步佛 

南無除一切憂佛      南無離憂佛 
 

  八百佛竟 九百佛起 
 

南無如娛樂在德佛     南無安隱王德佛 

南無尊須彌威香山佛    南無大種姓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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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無垢面佛       南無紅蓮華德佛 

南無白蓮華威德佛     南無吼眼佛 

南無善安眾生佛      南無無邊際光佛 

南無現月光佛       南無遠方聲稱佛 

南無月自在王佛      南無隨意光明佛 

南無香尊須彌佛      南無吉祥有德佛 

南無在月光有德佛     南無在無量安隱德佛 

南無一切以德自在莊嚴佛  南無寶住持庭燎佛 

南無莫能勝幢幡佛     南無尊隱藏光佛 

南無從威華王佛      南無入在無邊際佛 

南無一切尊佛       南無普極上佛 

南無海威佛        南無諸寶上德佛 

南無靜天德佛       南無無量香象佛 

南無能降伏放逸佛     南無造燈明佛 

南無蓮華尊光佛      南無施安隱佛 

南無信心不怯弱佛     南無平等心明佛 

南無聞智佛        南無大部分佛 

南無金面光佛       南無普光威德佛 

南無善稱德威帝釋威幢光佛 南無普德光佛 

南無精進伏怨勇佛     南無住持地力進法佛 

南無無礙藥樹威德佛    南無寶蓮華住薩梨樹王佛 

南無求德佛        南無日輪場德光佛 

南無寶蓮勇佛       南無一寶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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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住持妙無垢位佛    南無護根佛 

南無住禪思勇佛      南無寶幢威德佛 

南無住無量勇佛      南無好香尊香熏佛 

南無思惟尊象德佛     南無蓮華尊德佛 

南無日輪場尊上德佛    南無興成佛 

南無解脫乘佛       南無思惟最勇佛 

南無寶華普光威佛     南無住無比勇佛 

南無無量最中王佛     南無華成就佛 

南無自在轉一切法佛    南無寶內佛 

南無寶輪威極上德佛    南無了意佛 

南無勝華集佛       南無娑羅威德佛 

南無離一切憂暗佛     南無心勇猛佛 

南無地威德佛       南無清徹光佛 

南無無垢威德佛      南無離惡道佛 

南無蓮華上尊佛      南無無垢瑠璃佛 

南無無垢臂佛       南無無垢眼佛 

南無大焰身佛       南無虛空輪靜王佛 

南無聲音無表識佛     南無金剛杵勢佛 

南無波頭摩面佛      南無總持佛 

南無寶輪網佛       南無天帝幢佛 

南無善聚光蓮華剖體佛   南無無量名稱德光佛 

南無閻浮燈佛       南無須彌巖佛 

南無慧燈明佛       南無光極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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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日威德莊嚴藏佛    南無色幢幡星王佛 

南無不動光觀自在無量命佛 南無威德自在王佛 
 

  九百佛竟 一千佛起 
 

南無正覺中王佛      南無尊寶佛 

南無無邊願佛       南無妙法佛 

南無寶場輪上尊王佛    南無瞻婆伽色佛 

南無無垢慧佛       南無信眾生佛 

南無在寶佛        南無放天威佛 

南無勝威德色佛      南無施寶光佛 

南無悲慈意佛       南無無諍行佛 

南無蓮華葉眼佛      南無得脫一切縛佛 

南無懷眼佛        南無執敷飾佛 

南無虛空意佛       南無能與樂佛 

南無歡喜王佛       南無大積佛 

南無發起一切眾生信佛   南無至大佛 

南無十方稱名佛      南無無對光佛 

南無龍尊佛        南無快見佛 

南無香上佛        南無大懷佛 

南無不隨他佛       南無大化佛 

南無寶回佛        南無大車華佛 

南無美快德佛       南無觀見一切境界佛 

南無諸帝釋中王佛     南無戒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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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華威佛        南無普威佛 

南無無量際威佛      南無能與眼佛 

南無香威佛        南無上幢佛 

南無安隱德佛       南無金剛遍照十方佛 

南無發一切眾生不斷修行佛 南無顯現佛 

南無寶威佛        南無在德佛 

南無平等作佛       南無無比佛 

南無普威德佛       南無不可量實體勝佛 

南無華成功德佛      南無堅固眾生佛 

南無悅音聲佛       南無施威佛 

南無普月佛        南無臂月佛 

南無尊威佛        南無不動心佛 

南無一切法無觀佛     南無幢旛佛 

南無俱蘇摩成佛      南無普豐音佛 

南無香尊佛        南無勝命佛 

南無能為主佛       南無幢威佛 

南無聚威佛        南無日輪光明勝佛    

南無喻寶佛        南無堅精進思惟成就義佛 

南無迦陵頻伽聲佛     南無大龍威佛 

南無十力娛樂佛      南無善寂成就佛 

南無稱一切眾生念勝功德佛 南無天帝釋淨幢佛 

南無常相應語佛      南無栴檀雜香樹佛 

南無喻如須彌山佛     南無雲中自在燈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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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雲中自在王佛     南無除世畏覺悟佛 

南無蓮華葉淨佛      南無星王華佛 

南無賢智不動佛      南無力士王佛 

南無寶臺佛        南無象鷲師子巖雷難過上佛 

南無普禪佛        南無聲滿十方佛 

南無功德成就佛      南無波樓那天佛 

南無十方上佛       南無離垢光佛 

南無威嚴佛        南無須彌相佛 
 

  一千佛竟 
 

若有族姓子女，聞是諸佛世尊名號，歡喜信樂，持諷誦讀而

不誹謗。或能書寫為他人說，或能造作立其形像，或能供養

香花妓樂，歎佛功德至心作禮者，勝用十方諸佛國土，滿中

珍寶純摩尼珠，積至梵天百千劫中而布施者，是輩族姓子女

，前已曾供養是如來已，其人後生得此功德，至於作佛，而

無窮盡，皆當為賢劫中佛之所授決。其人所生之處常遇三寶

，得生諸佛剎土，六情完具不墮八難，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疾

得具足。若能一過五體投地而為作禮，口自宣言，我今普禮

一切十方三世諸佛，至千佛過然後乃起，所得福祐如上所說

。持此功德願共一切五道眾生，其無常者生無量壽佛國。立

大誓願，使諸眾生悉生彼剎，生彼剎已，身諸相好智慧辯才

，如眾世尊阿彌陀佛。所獲果報亦如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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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 

 

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七遍） 

 

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 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三遍） 

 

未來星宿  慈感多千 再來處世息冤愆 

念眾罪哀憐 功德周圓 福利廣無邊 

南無普賢王菩薩摩訶薩（三稱） 

 

  圓經回向偈 
 

圓經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剎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