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3-]-3-3(R.-0:A-(R-$-2.J-!R%-.LJ<-3J.-3-.%-5S$?-3(R.-.LJ<-3J.-.JA.-\-2&?-28$?-?R,,
【深道上師供養儀軌暨薈供春后歌等】

!, ,92-=3-]-3-3(R.-0:A-(R-$-2.J-!R%-.LJ<-3J.-3-.%-5S$?-3(R.-.LJ<-3J.-.JA.-\-2&?-28$?-?R,,
【深道上師供養儀軌暨薈供春后歌等】

1

!, ,o-$<-{.-.,

,$-<-0-6-f-!7-/-3,

2R.-{.-., ,]-3-3(R.-0:A-(R-$-8J?-L-2,

上師供養

,2!:-SA/梵文：
-3*3-3J.-]-3-.3-咕嚕布札薩雅嘎哇納瑪
0-i3?-GA-82?-=-K$-:5=-8A%藏文：
-*2?-?-3(A:上師供養儀軌
R, ,2lJ-2-(J/-0R?-.?-.%-$/?-嘎津 良昧 喇嘛 檔巴 南木計 俠拉 洽擦新 加蘇 企喔

最哇 千播 獨倘內

禮敬歸依無比大恩尊勝眾師足，
{2?-,3?&.-.-eJ?-?-29%-.-$?R=, ,$%-=-2gJ/-/-{-$?3-2.J-2-(J, ,,/-3R請於一切時處大悲垂攝受。
%-.%R?-P2-.%-2&?-{.-&A$-=,
喀 湯傑杜 節蘇 松蘇索

扛拉 登納 固孫 碟哇切

吞盟 翁住 黨節 給基拉

任誰依止三身大安樂，剎那之間恩賜共悉地，

2

]-

!, ,)R=-36.-:.R.-.$:A-3(R$-)R=-;A.-28A/-/R<, ,hR-eJ-&/-82?-0ER<-$?-2+.-/?,
哲最 德估 伊 秋哲 依新諾

多傑 間狹 貝摩 固讀內

1

垂賜希願殊勝如意寶，
,{=-29%aR2-3:A-1/-2.J-3-=?-0,

恭禮金剛尊者蓮足下。
,120:A-,2?-3(R$-$*A?-0-.%-V=-2,
殊勝修行權宜離第二，

3(R.-

盡諸善緣弟子之利樂，
,3.R
-o.-.3-0:A-3/-%$-0.-5=-=?,

格桑 洛美 偏碟 瑪呂巴

朵居 檔倍 面阿 貝翠類

敷演經續微妙眾要訣，

助貝 踏邱 尼巴 黨則瓦

,:R%?-0:A-3J-+R$-UJ%-36J?-3$=-o/-%J=,,
翁貝 昧朵 振最 顧間沛

蓮園降妙花鬘為頸飾。

3

上師供養

.J-;%-,<-:.R.-i3?-GA-1/-?3-5S$?-0-,3?-&.-GA-$8A-gJ/, =J$?-5S$?-3-=?-0:A-:L%-$/?, 3(R$-.%-,/-3R%-$A-.%R?-P2-3,:-;?-0-!/-IA-l-2,
諸欲脫者所有圓滿依處､

無盡善資源､

無邊殊共悉地根本､

,J$-0-3(R$-$A-i=-:LR<-0-i3?-GA?-*3?-?-]%-2<-L-2:A-3/-%$-3,:-.$-$A-$/.-2#?-0-/A, <%-=-=3-KA/-&A-3-=R$-0<-!R/-0:A-.$J-2:A-2>J?-$*J/-總攝勝乘眾瑜伽士實修訣要處，

即是如理依止無謬示道善知識。

5=-28A/-.-2!J/-0-=-<$-=?-0-;A/-+J, 2J:-23-}R/-0R-=?, 3/-%$-,3?-&.-2#?-0:A-3$R-/A, ,2>J?-$*J/-.3-0-3A-2+%-2-;A/, ,.J-=?-..-.%-【藍色手冊】云：「攝諸口訣首，不捨勝善識，

生信菩提心，

L%-(2-?J3?-?R$?, ,;R/-+/-!/-:L%-!/-IA-$+J<-;A/, ,&J?-$?%?->A%-, eJ-,3?-&.-3HJ/-0?-G%-, .J-/?-:.A-KA:A-=J$?-5S$?-)A-~J.-0:A,
是諸功德藏。」。

至尊遍智亦云：「盡諸此後善資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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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J/-:VJ=-=J$?-0<-:PA$?-0:A-l-2-/A, ,=3-!R/-2>J?-$*J/-.3-0-:2.-0-;A?, ,2?3-.%-.R<-2?-5=-28A/-2!J/-0-<, ,3,R%-/?-YR$-$A-KA<-.-;%-3A-$+R%-2<,
觀見貫通緣起之根本，

乃是示道尊貴善知識，

勤以意樂加行依止已，

縱捨性命絕不輕放棄，

,2!:-28A/-12-0:A-3(R.-0?-3*J?-0<-LJ., ,i=-:LR<-%?-G%-*3?-=J/-.J-v<-L?, ,,<-:.R.-HJ.-G%-.J-28A/-2*%-:5=-=R, ,8J?-.%-, :)A$-gJ/-:)A$-gJ/-:.?-0:A--

2

如教奉行供養令歡喜， 瑜伽我即如是作修持，

汝欲脫者亦應如是行。」又云：「世出世間善安樂，

.$J-=J$?-GA, ,;R/-+/-!/-IA-l-2-SA/-&/-eJ, ,8J?-$?%?->A%-, ]-3-s-2&-0-=?-G%-, .%R?-P2-aR2-.0R/-eJ?-:V%-8J?, ,hR-eJ-:6B/-0-*A.-$?%?-0<, ,>J?-/?-.%R?-0R--

3(R.-

眾德根本恩惠師。」，【上師五十頌】亦云： 「悉地隨師行，

持金剛親說，

知已諸事物，

,3?-&.-GA, ,]-3-;R%?-?-3*J?-0<-L, ,8J?-.%-, ;R/-+/-<A/-0R-(J-#.-0-=?-G%-, aR2-3-29%-0R-]-3<-$?-w/-.J-.$-$A?, ,]-3-3#?-0-i3?-=-g$-+-2!J/-0<-L,
悉為師喜行。」，【攝功德寶】亦云：「彼等恭敬上師賢徒眾，經常依止善巧上師眾，

5

,&A-KA<-8J-/-3#?-0:A-;R/-+/-.J-=?-:L%-, ,.J-.$->J?-<2-1-<R=-KA/-0-eJ?-?-!R/, ,?%?-o?-(R?-i3?-.$J-2:A-2>J?-=-2gJ/-+R-8J?, ,;R/-+/-!/-GA-3(R$-3%:-o=-2?-為何謂眾智德從彼出，彼等垂示般若波羅密。

諸佛正法依止善知識，

佛說彼懷一切勝功德。」

上師供養

.J-{.-$?%?, 8J?-$?%?-0:A-KA<, .J-2?-/-aR2-3:A-5S$?-$?R$-0-.%-1A2-0-.R%-2:A-8A%-.-?%?-o?-,3?-&.-=?-G%-hR-eJ-aR2-.0R/-z$-!J, #R3-:L%-=?, :.A-/A-<%-L%-作是說故，金剛阿闍梨遠勝諸佛，是弟子集資､淨罪田。【戒源論】云：「此乃原始佛，

2&R3-w/-:.?, ,z$-0:A-z-/A-$&A$-0-*A., ,3/-%$-<2-+-!J<-2:A-KA<, ,hR-eJ-aR2-.0R/-.J-2?-z$ ,&J?-$?%?-?R, ,o-35/-.J-v<-/, =3-GA-$/.-5%-2:A-]-3:A-i=-:LR<獨一增勝尊，盡賜口訣故，金剛師最勝。」如此理由，修習圓具道訣之上師瑜伽，是於暇滿身擷取

2|R3-0-/A-.=-:LR<-=-~A%-0R-=J/-0:A-,2?-3(R$-+-I<-0-;A/-0?-:.A-v<-*3?-?-]%-2<-L:R, ,.J-;%-.$J-?J3?-H.-0<-&/-IA-%%-/?, *2?-:PR-?J3?-2*J.-5.-3J.-28A-心要之妙善巧，故當實修之！復次，於殊勝善心狀態中，先禪修【歸依發心】､【四無量心】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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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R3-0-}R/-.-2+%-/?, 2.$-*A.-$?%-2.J-:)A$?-$?3-?R$?-z$-0:A-z-$%-<%-$A-i=-:LR<-.%-w/-0:A-{-=?-:R.-9J<-:UR?, $R.-2&.-,3?-&.-GA-3-.$-0-.%?,
從自己所現密集､勝樂或大威德三尊任一之增勝本尊瑜伽身放射光芒，淨化所有不淨情器世間，

$R.-,3?-&.-$8=-;?-#%-.%-, 2&.-,3?-&.-z-.%-z-3R:A-<%-28A/-IA-.$-0<-<2-:L3?-:2:-8A$-+-2?3, 8J?-$?%?-0-v<-*2?-:PR-?J3?-2*J.--

3

思惟器世間皆是無量宮，情世間皆是天或天女體性，無垠清淨。如言，依賢哲桑杰也協（佛智）

3#?-P2-?%?-o?-;J->J?-GA-$?%-:.R/-o/-v<-L-2-/A,

7

3(R.-

第 7 偈）
? 2.J之作法，唸誦【歸依發心文】：
-(J/-%%-=?-<%-*A.-]-3-z, ,$%-.J（先誦
<-$?=-2-62:A偈，再誦第
-{-=?-:R.-9J1 <偈，再接
-5S$?, P10
,KR$嗡啊吽
?-2&-:UR
?-0?-$R.-2&.-LA/-2_2?-0?, ,

碟千 昂類 嚷尼 喇嘛拉

1

大樂狀中自現上師天，

扛碟 爾 些微 故類 歐色措

秋居 作貝 樂居 今拉貝

由彼光明身射眾光芒，

照及十方加持情器間，

ˊ
ㄖㄚ

.$-0-<2-:L3?-:2:-8A$-;R/-+/-IA,
達巴 饒 江 拔西 永滇計

,2!R.-0:A-H.-0<-1/-?/-5S$?-0<-I<, ,<2-.!<-.$J-?J3?-(J/-0R:A-%%-*A.-/?, ,
格貝 切巴 彭孫 措巴久 爾

上師供養

轉成清淨無垠純功德，
2.$.%-3#:-3*3-3-c/-?J3?-&/-i3?, 莊嚴殊勝圓滿眾聚合。
,.J%-/?-)A-YA.-L%-(2-~A%-0R:A-2<,
達黨 咖良 瑪根 森間南 木

點內 即席 蔣秋 寧波琶 爾

饒噶 爾 給森 千播 昂尼內

2

於大白淨善心本然中，

,]-3-.!R/-3(R$-$?3-=-*2?-?-:PR, ,
喇嘛 宮秋 孫 木 拉 加蘇卓

趨趣歸依上師三寶尊。
/-我及等空老母有情眾，
3R-$-<-U: /-3R-2:-;, /-3R-Kk-;,今起直至菩提心要前，
/-3R-?>-;,
3-?J3?-&/-!/IA-.R/-IA-KA<, ,2.$-*A.-]-3-z<-I<-/?, ,
南無咕嚕貝。南無布達雅。 南無達瑪雅。 南無桑嘎雅。 （三誦） 瑪 森間 坤吉 屯即企 爾

3

4

達尼 喇嘛 拉救 爾內

南無咕嚕貝。南無布達雅。南無達瑪雅。南無桑嘎雅。 茲為眾母有情利故，自成上師本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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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3?-&.-]-3-z:A, ,$R-:1%-3(R$-=-:$R.-0<-L, 3-?J3?-&/-,3?-&.-GA-.R/-.-2.$-$A?-5K-:.A-*A.-=-M<-2-森間 湯結 喇嘛 拉伊

國邦 秋拉 格巴 爾佳

瑪 森間 湯結 計屯度 達吉 切底 尼拉 紐哇

5

4

應當安置一切有情，於勝上師本尊果。 （三誦） 茲為眾母有情義利，我當於此世中，
M<-2<$.R.-3:A-?%?-o?-]-3-z:A-$R-:1%-3%R/-.-L?, 3-?J3?-&/-,3?-&.-#$-2}=-=?-21=, 2.J-(J/-?%?-o?-GA-?-=-紐哇 得昧 桑傑 喇嘛 拉伊 國邦 翁度且

瑪 森間 湯結 獨阿 類賊

碟千 桑結 計薩拉

6

3(R.-

迅速迅速現證原始諸佛､上師､本尊之果位。 為令眾母有情離痛苦，
:$R
.-0<-L, .J:A-KA<-.-=3-92-3R-]-3-z:A-i=-:LR<-*3?-?-]%-2<-2IA:R, ,/%-3(R.-.%-3(R.-m?-i3?-]-安置大樂諸佛
3J.-GA-(R-$-$%-;%-<%-2-v<格巴 爾 洽

碟伊 氣 爾 度 朗沙摸 喇嘛 拉伊 內久 爾 良蘇 郎瓦 爾 吉喔 （回第 1 偈）
清淨剎土，是故，實際修持甚深道上師本尊相應瑜伽。
如任一無上部儀軌，加持內供與供品；

9

LA/-_2?-L-2:3, 3.R<-2#-/,

? <-A:@), =/-$?3-2eR.-0?, %R-2R-;J->J?-=-i3-0-/%-3(R.-.%-3(R.-m?-?R-?R:A-i3-0-LJ.-=?--偶喔 也協拉 朗巴 朗卻 倘 卻最 梭梭 伊 朗巴 且類

上師供養

7

（誦 三遍） 體性智慧，行相內供，供品各自行相，作用是
.2%-0R-S$-$A-,R.若簡略…
-;=-.-2.J-!R%-$A-;J嗡啊吽
->J?-H.-0<&/-2*J.-0?-?-.%-2<-$%-/3-3#:A-HR/-,3?-&.-;R%?-?-H2-0:A-KA-/%--

汪播 住吉 決於度 碟東吉 爺協 切巴間 結悲 薩倘 琶朗 南給穹 湯結 雍蘇 洽貝 企郎

六根享用境，為令生起殊勝空樂智慧故，大地間隙虛空界，籠罩遍滿，眼觀或意念，
$?%2:A-3(R.-3A/-.3-m?-,/-$9A$?-2?3-IA?-3A-H2-0?-$%-2<-I<-2<-2?3-=, .%R?-$8A-/A-5B$-?-2&.-0:A-|R-/?-2eR.-/-:)$-0-2.J-2?-桑威 卻今 倘賊 間席 桑吉 迷洽倍 岡哇久 爾

無法完全遍及之內外祕密供養雲海眾供品。

正行：依唸誦偈頌門，較易趨入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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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J%?-0<-:.A-z<-:.R/-8A%-,

.R/-2|R3?-=-*3?-?-]%-2<-L:R,,

? 2.J-!R%-.LJ<-3J.-z-=3-;%?-0<-!/-29%-3(R.-3A/-:OA$?-0:A-.2?, ,
碟東 耶昧 拉朗 央巴 坤桑 卻今 企倍烏

5

=R-3-3J-+R心不散亂而誦，禪思其義而修…
$-:V?-2?-;R%?-36K?-:.R.-.$:A-.0$-2?3-uR/-0:A-lJ<, 空樂無二寬廣虛空密佈普賢供雲中，
,$.R%-s-:2<-2:A-<A/-(J/-OA-!J%-(-*J?-*A-^-o?-0:A-!J%-, ,
洛瑪 美朵 哲布 雍綴 得咕 巴桑 迥倍最

董阿 琶威 仁千 企登 取結 尼達 傑倍登

3(R.-

8

樹葉花朵果實綴飾滿願如意樹頂端，
2!:SA/-$?3-w/-l-2:A-]-3-?%?-o?-!/-IA-%R-2R-*A.,

珍寶閃爍獅子寶座圓滿蓮月日輪上，
,i30-%<-5A$-:6B/-0:A-.$J-aR%-8=-$&A$-K$-$*A?-:63-.!<-:UR, ,

嘎巾 孫 木 登 札威 喇嘛 桑傑 坤計 偶喔尼

具三恩澤根本上師一切諸佛之體性。

朗巴 烏迷 津倍 給隆 協計 洽尼 準嘎卓

9

比丘行相身著袈裟一面二臂展笑顏，

11

K$-$;?-(R?-:(.-$;R/-0-3*3-28$-2..-lA?-$%-2:A-z%-29J.-2$3?, ,$<-$3-3.%?-w/-(R?-$R?-$?3-$?R=-$?J<-3.R$-0E-E?-.2-=-36K?, ,
上師供養

洽耶 卻切 永巴 良夏 獨吉 岡威 烘些南 木

估根 當登 卻格 孫梭 謝朵 编協 烏拉綴

右說法印左禪定印托著盛滿甘露缽，

披三藏紅袈裟頭飾金色班智達尖帽；

,;%-/, ?%?-o?-!/-IA-%R-2R-*A., ,&J?-0:A-353?-/?,

,$?-!<-H2-2.$-hR-eJ-:(%-.2%-8=-$&A$-K$-$*A?-{-3.R$-}R, ,

i3-0,

突嘎 爾 洽達 多傑 槍汪 協機 洽尼 故朵偶

10

hR<-SA=-29%-/?-.LA%?-K$-3<-:H.-z/-*J?-2.J-!R%-<R=-0?-.IJ?, ,心間遍主金剛持佛一面二臂身藍色，
i3-3%-<A/-(J/-o/-IA?-3?->A%-z-m?-.<-IA-/-29?-[2?, ,
或誦：「一切諸佛之體性…」已，接著，行相…
多 爾 機 松內 音久 瑪渠 連結 碟東 若貝傑

南芒 仁千 間即 綴新 拉賊 達吉 納協祿

手握鈴杵擁界自在王母享俱生空樂，

珠寶眾飾莊嚴穿著天界綾羅妙衣裳，

12

]-

!,

6

端妙相好安住千道五彩光霞環繞間，
hR-eJ-*A=隨宜配合，彼二任一，作已，餘詞如下：
-N%-5=-IA?-28$?-0:A-1%-0R-i3-.$-2.J-2>J$?-s-, ,#3?28A-;3-28A-*J-3(J.-l-o?-5$B ?-i3?-L%-(2-?J3?-.0:-.%R?, ,

,8J?-0-]R-.%-2!/-/?-.R<, .J-$*A?-$%-L?-G%-5B$-$A-:UR-/?-:.A-z<,

多傑 戚宗 處吉 咻貝 彭波 南 木 達 碟謝阿

11

35/-.0J:A-o/-w/-:R.-9J<-!R%-:2<-:):-5S/-$-s?-2{R<-2:A-.2?, ,
千沛 間登 歐謝 東琶 甲聰 那也 郭威烏

康昔 雍 木 昔 節切 札居 企南 木 蔣處 森巴翁

3(R.-

2-%-金剛跏趺正坐清淨五蘊即五善逝佛，
.P-2&R3-*A-OA-(A$-!R%-;/-=$-OR-2R:A-.2%-0R-*A.,

,:R四大即四佛母筋脈六處肢節皆菩薩；
.-9J<-KR$?-*R%-$/R.-.A/-$?%-2-:)A$-gJ/-0-i3?-82?-GA-$./, ,

毛孔二萬一千羅漢肢體即是忿明王，

光耀護方藥叉密王世間眾為足下墊，

琶瀑 札炯 尼企 戚東 言拉 挫威 汪波尼

歐謝 秋窘 樂巾 桑哇 吉滇 巴南 木 俠計墊

13

3,:-2{R<-<A3-28A/-.%R?-2o.-]-3-;A-.3-.GA=-:#R<-z-5S$?-.%-, ,?%?-o?-L%-?J3?-.0:-2R-3#:-:PR-2!/-Y%-o-35S?-2{R<-/?-28$?, ,
踏郭 鈴 木 欣 翁居 喇嘛 伊黨 欽郭 拉措黨

上師供養

12

.J-周匝圍繞直間上師本尊壇城諸天眾，
.$-|R-$?3-hR-eJ-$?3-35/-@)-;A$-:R.-9J<-t$?-G-;A?,
碟達 國森 多傑 孫千 吽伊 歐謝 甲居伊

桑傑 蔣森 巴喔 喀卓 登松 佳措 郭內咻

諸佛菩薩勇父空行護法海會環拱坐，

,<%-28A/-$/?-/?-;J->J?-0-i3?-,/-S%?-.LJ<-3J.-2g/-0<-I<, ,
嚷新 內內 野協 巴南 木 間丈 耶昧 登巴久 爾

偈）
1/-彼等三門飾三金剛吽字簇射光芒鉤，
5S$?-2.J-=J$?-:L%-$/?-.?-$?3-IA, ,l-2o.-]-3-;A-.3-從自性界迎回智尊融為堅固無分別。
.!R/-3(R$-$?3, ,.0:-2R-3#:-:PR-(R?-*R%-Y%-5S（接
$?-142&?,
,
13

彭措 碟類 窘內 獨孫吉

札居 喇嘛 伊黨 共秋孫

巴喔 喀卓 卻炯 松措解

圓滿善樂根源之三世，

根傳上師本尊三寶眾，

勇父空行護法衛護眾，

14

]-

!, ,,$?-eJ:A-.2%-$A?-:.A<-$>J$?-2g/-0<-28$?, ,(R?-i3?-<%-28A/-:PR-:R%-!/-V=-;%-, ,
突傑 汪吉 底謝 登巴咻

確南 木 嚷新 卓翁 坤則央

請以大悲降此恆安住。

14

諸法自性本離來與去，

7

$-5S$?-$.=-L:A-2?3-0-)A-28A/-., ,&A<-;%-:(<-2:A-3HJ/-$?<-2&$ 2lJ:A-:UA/-=?-&/, ,*2?-3$R/-.3-0-:#R<-2&?-$>J$?-?-$?R=, ,
那措 獨且 桑 木 巴 吉新度

機央 洽威 千最 欽類間

佳共 黨巴 郭 爾傑 謝蘇梭

隨順徒眾種種諸意樂， 斯然示現悲智勳業者，

嗡 咕嚕布達 缽帝薩埵 達 爾 瑪巴拉 薩巴哩 瓦饒

依怙聖者眷屬請駕臨。 （接 13 偈）
ˊ
ㄖㄚ

15

․ㄖㄧ

3(R.-

<-$-<-2:-2R-KA-?<-Kk-0-=-?-0-<A-7-<-AJ-q-@A. 6:@)-2)-@R:

耶雅嘻 札吽邦后。

15

;J->J?-0-i3?-.3-5B$-0-.%-$*A?-?-3J.-0<-I<,

.J-v-2:A-5=-IA?-]-3-.%-hR-eJ-:(%-.LJ<-3J.-.-v-2-/A, o.-3%-0R:A-.$R%?-0-v<-]-3-s-2&-0<,

也謝 巴南 木 黨 木 企 巴黨 逆蘇 梅巴久 爾 。

即以此則，視上師無異金剛持，是眾密續之密意。如【上師五十頌】

上師供養

智慧尊與誓言尊融為無二無別。

aR2-.0R/-.%-/A-hR-eJ-:6B/, ,,-..-0<-/A-3A-2g$-$R ,8J?-$?%?-0-v<-;A/-=, .J:A-1%-?R$?-s-<A$?-s-?R$?-?-2|R3-0-/A-o.-hR-eJ-UJ%-2-=?, hR-eJ-aR2-.0R/-=?-:.A-=,
云：「阿闍梨與金剛持，莫視其互異。」思其五蘊，即五方佛，亦是【密續金剛鬘】云：「金剛阿闍梨此身，

,o=-2:A-{-/A-<A3-28A/-$/?, ,8J?-?R$?-$?%?-0:A-.R/-;A/-0-v<, 5S$?-8A%-$?=-2+2, ;J->J?-0-.$$-$8$ ,*2?-$?3-!/-:.?-0:A-2.$-*A.-.-3R?-0-.%-.%-2-L,
依次安住諸佛身。」所言之義。明觀資糧田，勾請智慧尊已，當殷切信解，彼即總攝三歸依之主。其次，

.J-/?-3$R/-0R-[-12-GA-<A3-s<, 3(R.-0-,3?-&.-;R%?-?-%%?-/?, ,]-3-3(R.-0-;%-.$-2l3, ,.J-3*J?-0?-/A-!/-3HJ/-IA, ,;J->J?-3(R$-/A-,R2-0<-:I<,

8J怙主龍樹之【五次第論】亦云：「盡棄一切供，真誠供上師，彼喜將獲得，遍智殊勝慧。」供養上師之意義，
?-?%?-o?-L%-?J3?-$8/-,3?-&.-3(R.-0-=?, ]-3-3(R.-0-.R/-(J-2<-$?%?-0-=-%J?->J?-S%?-/?, ;/-=$-2./-0-:2=-2-=-,R$-3<-K$-:5=-2-/A,
大於其餘之供養諸佛菩薩。於所言「上師供養」大義引生定解已，獻上七支供養。

首先，禮敬支：

16

]-

!, ,$%-$A-,$?-eJ?-2.J-2-(J/-0R:A-.LA%?, ,{-$?3-$R-:1%-3(R$-G%-{.-&A$-=, ,)R=-36.-]-3-<A/-(J/-v-2:A-{, ,
16

扛吉 突傑 碟哇 千波音

估孫 國邦 秋江 給機拉

哲最 喇嘛 仁千 達布故

斯之悲心大樂境界中，

能於剎那賜勝三身果，

如大珍寶上師之身軀，

,<2-:L3?-o=-2-!/-IA-;J->J?-/A,

多傑 堅俠 貝摩 洽擦洛

金剛尊者蓮足吾頂禮。

,$%-:.=-&A<-;%-:(<-2:A-,2?-3#?-3(R$

ˊ
ㄖㄚ

8

hR-eJ-&/-82?-0ER<-K$-:5=-=R,

饒 蔣 甲哇 坤吉 耶協尼

扛獨 機央 洽威 塔給丘

17

3(R.-

%<-5A$-:6B/-0:A-$<-IA?-i3-<R=-0, 一切無邊勝者之智慧，
,*2?-3$R/-.3-0:A-82?-=-K$-:5=-=R, 隨所調伏示現巧方便，
,*J?-!/-2$-($?-2&?-0-S%?-K%-8A%-, ,
烏彌 巾貝 嘎 爾吉 南 木 若巴

戲現身著袈裟之舞姿，

佳貢 檔貝 俠拉 洽擦洛

殊勝依怙足下吾頂禮。

涅坤 琶洽 傑巴 種迥欣

18

從根拔除過患習氣等，

17

.0$-3J.-;R/-+/-<A/-(J/-5S$?-GA-$+J<, ,1/-2.J-3-=?-:L%-2:A-|R-$&A$-0,

上師供養

巴昧 永滇 仁千 措計碟 爾

偏碟 瑪呂 窘威 國基布

無邊功德寶藏之根源，

唯一湧現無盡利樂門，
,2o.OA-28A-!R%-.3-(R?-:L%-2:A-$/?, ,至尊上師足下吾頂禮。
:1$?-5S$?-!/-IA-.2?-/-z%-%J-2, ,

z-2&?-!R/-0-?%?-o?-!/-IA-.%R?,
19

,eJ-24/-]-3:A-82?-=-K$-:5=-=R, ,

拉傑 東巴 桑傑 坤吉偶

傑企 息東 檔 木 卻 窘威內

本尊導師諸佛之主體，

八萬四千妙法出生處，

帕措 坤及 烏那 朗耶瓦

,.?-$?3-KR$?-2&<-28$?-0:A-]-3-.%-, 聳立聖眾之中琅琅然，
,<A/-(J/-3(R$-$?3-K$-:R?-,3?-&.-=, ,

SA/-&/-]-3-i3?-=-K$-:5=-=R,
巾堅 喇嘛 南 木 拉 洽擦洛

恩澤上師大眾吾頂禮。

傑尊 拉昧 俠拉 洽擦洛

獨孫 丘居 爾 咻貝 喇嘛檔

20

安住十方三世諸上師，

仁千 丘孫 洽額 湯結拉

所有堪受禮敬三寶尊，

18

]-

!, ,..-&A%-3R?-0?-2!R.-.L%?-o-35S<-2&?, ,8A%-h=-3*3-0:A-=?-3=-K$-:5=-=R,
鐵巾 謀貝 德央 嘉措解

心度 涼 木 貝 呂住 洽擦洛

吾以虔信勝解讚音海，

化等塵剎身軀致敬禮。

9

3(R.-0-:2=-2-/A,

獻供養：

,8J?-|R-$?3-$?-0?-K$-L?-/?,
三門虔敬躬禮已，

3(R.-0:A-:#R<-$?3-0R-i3-0<-3A-gR$-0-2.J-!R%-.LJ<-3J.-GA-2.$-*A.-.-o?-2+2-/?-:2=-2-/A,
供養三輪，行相無分別，空樂無二之體性，為標記而獻：

3(R.-

? *2?-3$R/-eJ-24/-]-3-:#R<-2&?-=, ,$-5S$?-3(R.-3A/-o-35S-:2=-2-/A, ,2!R.-=J$?-<A/-(J/-:R.-:2<-$R.-;%?-=?, ,
佳貢 傑尊 喇嘛 郭 爾解拉

21

拿措 卻巾 甲措 僕哇尼

格類 仁千 歐琶 勒央類

誠獻依怙至尊師眷眾， （打供 養手 印） 諸種供品供養雲大海，上等珠寶閃耀巨容器，

19

.$-LJ.-2..-lA:A-(-28A-.=-IA?-:22, ,#R%-0R-?A=-3-UJ%-2-%J=-=J$?-0,
達妾 獨即 曲錫 達吉巴

吉欣 木 柏 計 獨巴 沛督耶

董波 西瑪 振哇 沛類巴

22

最貝 美朵 薩檔 琶郎康

連蒂花朵環鬘妙鋪散，

,.L<-*J?-}R/-0R:A-3A/-IA?-z-=3-:OA$?, 豔麗花卉佈滿天地間。
,*A-^-/R<-2-<2-:2<-1R/-3J:A-5S$?, ,
ˊ
ㄖㄚ

SA-8A3-%R?-GA-..-0-2ND#:A,
ˊ
ㄅㄜ

上師供養

緩降能淨甘露四水流。

,36K?-0:A-3J-+R$-?-.%-2<-$%-$%-, ,

雅傑 翁缽 巾吉 拉朗 木 技

馨郁燒香裊煙吠琉璃，

夏生蔚藍雲彩罩虛空。
!R%-$?3-3/-?J=-:R.-9J<-lJ-.$:-cR., ,$2<-4f-$<-!3-SA?-2|R?-0:A,

東孫 木 幕謝 歐些 最咖格

噶布 爾 旃單 估 爾 坤 木 及格貝

除三千黯光芒歡樂宴。

龍腦栴檀藏紅香薰染，

尼達 諾布 饒 琶 總昧措

23

日月寶珠光輝燈明聚，

,%R?-(:A-35S-(J/-:#R<-;$-!/-/?-:HA=, ,
波曲 措千 郭瑜 坤內沏

香水大海周匝遍漩繞。

20

]-

!, ,<R-2o:A-2&.-w/-29:-2&:-2+%-2-.%-, ,z-.%-3A-;A-8=-9?-z/-0R<-%%?, ,$-5S$?-<R=-3R:A-LJ-V-3,:-;?-=?, ,
柔傑 居登 撒甲 東哇黨

24

拉黨 彌伊 協些 輪玻本

那措 柔摩 伊 且乍 塔耶類

具百滋味精緻妙飲食，

10

人天上妙膳食須彌聚。
L%-2:A-$.%?-~/-:I<-2?-?-$?3-:$J%?, ,$9$?1-SA-<R-<J$-L:A-.0=-:6B/-0:A, 各式奏樂種類無邊盡，
,KA-/%-:.R.-;R/-z-3R?-KR$?-!/-H2, ,
窘威 當蓮 久威 薩孫肯

3(R.-

? 發出悅耳樂聲漫三界。
LJ-2-U$-2o:A-\A%-28A-z/-0R<-2&?,
伽哇 剎結 伊 林席 輪玻傑

百千俱胝四洲須彌等，

蘇乍 擠柔 瑞切 巴巾貝

25

企朗 德雍 拉摩 秋昆洽

捧持色聲香味觸吉祥，

,<A/-(J/-2./-.%-*J-2:A-<A/-(J/-?R$?, 內外妙欲天女遍諸方。
,!/-.$:-2*J.-0:A-$R.-2&.-1/-?/-5S$?, ,
仁千 屯黨 涅威 仁千梭

輪王七寶與近珍寶等。

昆嘎 傑貝 勒巨 彭孫措

26

普生歡喜圓滿情器界，

21

z-3A:A-=R%?-,R.-:.R.-.$:A-$+J<-(J/-0R, ,.%-2:A-?J3?-GA?-1=-L%-8A%-$A-3(R, ,*2?-3$R/-,$?-eJ:A-$+J<-=-.2=-2<-2IA, ,

拉彌 伊 龍覺 德估 伊 碟千玻

黨威 森計 普瓊 欣吉措

嘉貢 突傑 伊 碟拉 普哇 爾吉

上師供養

天人資具滿願大寶藏，

清淨虔信誠心敬獻予，
尊勝妙田依怙大悲藏。
.%R?-2>3?-;A.-3=-;A.-28A/-o-35S:A-%R$?, ,YA
.-8A:A-i3-.!<-=?-:R%?-3(R.-m?-GA, ,:.2!R%-o?-0?-!/-IA-;A.-:UR$-&A%-, ,
翁向 伊住 宜欣 嘉措偶

席西 南 木 嘎 類翁 確最計

27

實設意變如意大海岸，
,:)A
$-gJ/-:)A$-gJ/-=?-:.?-<%-$8/-IA, 有寂白淨善業眾供品，
,|R-$?3-.$J-2:A-3J-+R$-&A-;%-2N,
吉滇 吉滇 類碟 讓新吉

世出世間自他之三門；

國孫 給威 美朵 基央乍

28

善業花朵盛放極繁華，

達東 傑貝 昆吉 宜措今

千瓣圓滿能迷眾人意，

,!/-29%-3(R.-0:A-SA-2?%-:23-:UR-8A%-, ,
昆桑 確貝 基松 本 木 措新

普賢供養芳香溢各方，

22

]-

!, ,2a2-$?3-<A3-$*A?-=3-s:A-:V?-w/-0:A, ,.$:-5=-mJ-24/-]-3-3*J?-KA<-:2=, ,$<-!3-3.%?-w/-29%-0R:A-SA-%.-&/, ,
拉孫 仁尼 朗也 最登貝

三學二次五道果林園，

11

<R-2o:A-.0=-:6B/-o-):A-2+%-2-.%-,
柔傑 貝今 甲嘉 敦哇黨

嘎剎 傑尊 喇嘛 涅企瀑

為令至尊師喜故供養。
,t$?G-s-.%-1R/-3-s-=-?R$?,
架居 阿黨 種瑪 阿拉索

古滾 黨登 桑玻 吉耶間

29

誠獻藏紅花香殊妙香，
,.%?gR$?-&<-2:A-2..-lA:A-o-35S?-3(R., ,
將舵 拔威 讀基 嘉措確

具百味德漢茶之飲料，

3(R.-

五鉤以及五種燈明等，
,;A.-:R%-=%-5S:A-.0=-:6B/-S$-&-28A:A, ,:.R
.-0:A-+-l=-=-3#?-=?-U-3, ,8A淨轉增長甘露大海洋。
%-*J?-}$?-*J?-z/-*J?-1R-*:A-5S$?, ,
30

儀翁 郎措 貝今 祝居席

得貝 局札 拉給 呂剎瑪

心傑 阿傑 連傑 迫涅措

悅意紹華持德窈窕身，

嫻熟六十四種慾幻技，

境生咒生俱生使者眾，

23

最讀 局昧 洽嘉 南 木 將瀑
上師供養

俏麗幻化手印皆供養。

,(R?-!/-<%-28A/-3R?-.%-V=-2:A-.LA%?, ,
ˊ
ㄅㄜ

,1A2-V=-z/-*J?-2.J-2:A-;J->J?-(J,

36K?-#$-+-3:A-K$-o-i3?-G%-:2=,

計最 連傑 碟威 也協切

確坤 嚷新 柏 黨 最威音

,.LJ<-3J.-z/-P2-5-2?3-2eR.-=?-:.?, 離障俱生安樂大智慧，
,.R/-.3-L%-(2-?J3?-3(R$-HR.-=-:2=, 諸法自性本離戲論界，
,*R/-3R%?-28A-2o-l-28A:A-/.-:)R3?-0:A, ,
耶昧 輪祝 瑪桑 木 覺類碟

無二任運超越言思詮，

31

屯當 木 蔣處 森秋 確拉瀑

紐蒙 席嘉 札西 內炯 木 貝

32

29%-0R:A-(/-IA-LJ-V$-$-5S$?-.%-,

能壞四百零四煩惱病，
,HR勝義菩提妙心亦獻您。
.-3*J?-2IA.-KA<-2.$-V/-:2=-=$?-/, ,/33#:-)A-YA.-:2%?-?-29%-.-$?R=, ,
確涅 吉企 爾 達診 瀑拉納

南咖 吉西 幫蘇 松度索

各種俱胝上等良藥方，

為令您喜獻己如僕役，

至虛空盡請差我為奴。

桑玻 面急 切乍 拿措黨

24

]-

!, ,8J?-KA-/%-$?%-2-.J-#R-/-*A.-GA-3(R.-0-.%-,

(/-.%-,

2.$-*A.-V/-.-:2=-2-i3?-.3A$?-0-.%-2&?-0:A-|R-/?-L?-+J, 2>$?-0-=-?R$?-0:A-

緣念供養外內密真如供，以及良藥､獻己為僕，作已，如前獻上懺悔等餘支…

,2IA?-.%-2IA.-2)=-;A-<%-&A-3(A?-0, ,

,R$-3J.-.?-/?-3A-.$J-#A$-0:A-=?,

;/-=$-z$-3-}<-IA-:UR-/?-:.A-v<,

12

托昧 讀內 迷給 第貝類
33

級黨 吉札 依嚷 吉企巴

無始以來所造罪惡業，

不論自作教作或隨喜，

3(R.-

,$?-mJ-(J-w/-,/-}<-:IR.-?J3?-GA?, ,2>$?->A%-a/-(.-3A-2IA.-#R3-0-/R., ,(R?-i3?-<%-28A/-35/-3-.%-V=-;%-, ,
徒傑 切黨 堅阿 救森計

今以悔心於大悲尊前，

夏心 蓮切 迷計 董巴挪

發露懺悔爾後不再犯。

確南 嚷欣 千瑪 黨札央

34

諸法自性雖本離諸相，

25

, kA-=3-)A-28A/-*J-:1$?-,3?-&.-GA, ,2.J-.$:-&A<-;%-:(<-2:A-i3-.!<-=,
迷郎 木 吉欣 傑帕 湯傑計

牒嘎 基央 洽威 南 木 嘎拉

,2.$-&$-2?3-0-,$-0?-;A-<%-%R-, ,
達嘉 桑 木 巴 踏貝 依嚷偶

上師供養

然如夢境盡諸凡聖眾，

歡樂示現所有眾善業，
我等由衷深心發隨喜。
1=-L%-3HJ/-2lJ-(-:6B/-:23-.GA$?-+J, ,3,:;?-:PR-:.A:A-1/-2.J-!/-.:A-5=, ,2*J
.-.%-;/-.-$/?-.%-%J=-2:A-KA<, ,
普炯 千最 曲津 本 木 基牒

35

悲智絕倫十萬雲密佈，
92o?-(R?-GA-(<-0-.22-+-$?R=,

塔耶 昨低 偏碟 昆碟翠

無邊此眾利樂蓮華園，

撒傑 確計 洽巴 瓦度索

祈請降下深廣妙法雨。

,hR-eJ:A-{-=-*J-:(A-3A-3%:-;%-,

為令生長久住增廣故，
,9%:)$-.2%-$A-o=-0R:A-9-3-+R$ ,

金剛聖身本無生或死，

雙運自在勝王珍寶匣，

多傑 故拉 節企 迷阿央

36

結黨 雲度 內黨 沛威企 爾

松局 汪吉 甲玻 薩瑪舵

26

]-

!, ,2.$-&$-3R?-0-)A-28A/-YA.-3,:A-2<, ,M-%/-3A-:.:-g$-0<-28$?-?-$?R=, ,.J-v<-0/-0:A-i3-.!<-.$J-2:A-5S$?, ,
達嘉 謀巴 及新 西鐵拔

粱恩 迷達 大巴 休蘇索

碟大 種貝 南 木 嘎 給威措

37

13

嘎津 孫燈 傑尊 喇嘛儀

願與具足三恩至尊師，

切饒

ˊ
ㄖㄚ

吾等勝解直至三有盡，
祈請常駐勿般入涅槃。
2!:SA/-$?3-w/-eJ-2&/-]-3-;A?, ,5K
-<2?-!/-+-:V=-3J.-eJ?-:6B/-&A%-, 如是所造白淨善資糧，
,9%-:)$-hR-eJ-:(%-.2%-,R2-KA<-2}R, ,
昆度 最昧 傑巾津

生生世世不離隨攝受，

松居 多傑 槍汪 托企喔

迴向願證雙運金剛持。

3(R.-

8J?-;/-=$-2./-0-:2=-8A%-, =R%-L%-5K-2>$?-0:A-353?-?-#R3-0-$?3-?R-?R:A-2>$?-0-.%-, ]-3-hR<-:6B/-3-.%-, L%-(2-v%-2>$?-?R$?-L:R,
獻七支供養已，有空時，可於懺悔支加入三戒各別之懺悔文及上師持金剛（密咒戒）､菩薩懺墮等。

27

.J-/?-=$-/-hR-eJ-.2%-2{<-2:A-o.-=?, aR2-.0R/-IA-/A-;R/-+/-29%-, ,*R/-/A-/3-;%-29%-3A-L, ,;R/-+/-29%-/-.%R?-P2-:,R2, ,*R/-i3?-29%-/-.%R?-3A-:P2,
上師供養

次，如【金剛手灌頂續】云：「執阿闍梨德，終不執過失，執德獲悉地，執過無悉地。」。

&J?-$?%?-0-v<, ]-3<-*R/-gR$-$A-]R-;J-3->R<-2-L:R-~3-.-S/->J?-;%-;%-2!/-/?, ]-3-2!J/-0:A-1/-;R/, 3-2!J/-0:A-*J?-.3A$?-i3?-3.R-o.-.3-0:A-如言，心中永不觀師過，數數依於正念知已，善思清淨諸顯密經典所說依師利益及不依過患。

$?%-2PR?-28A/-=J$?-0<-2?3, H.-0<-.-l-2:A-]-3-.J-*A.-35/-,R?-0-43-IA?-%/-:PR:A-:)A$?-0-:UR$-&A%-, S/-0-43-IA?-:#R<-2:A-#$-2}=-?J=-2,
尤應思惟，僅聞根本上師名號即能滅盡惡趣怖，且僅念及能除輪迴苦，

$?R=-2-2+2-/-.%R?-P2-,3?-&.-2.J-]$-+-)R=-2<-36.-0:A-*2?-$/?-2a-2-3J.-0-.!R/-3(R$-$?3-0R-:.?-0:A-2.$-*A.-.-2?3-=, <J-?-$8/-/-3J.-0:A-若作祈請，易得諸悉地，彼乃無欺歸依處，總攝三寶主宰者；若無其餘寄託處，

28

]-

!, ,]R-2vR?-2&?-+J-$.%->$?-S$-0R?, .3A$?-2lJ-3-?R$?-GA?-$?R=-2-$%-3%-2+2-0:A-3,<-;%-:.A-v<-$?R=-2-$.2-0<-L:R,

14

? ;R/-則以強烈懇求心，盡力唸誦【無緣悲心頌】多次。唸畢，再作如下祈請…
+/-:L%-$/?-5=-OA3?-o-35S-(J, ,3%-,R?-/R<-2:A-5S$?-GA?-;R%?-?-$+3?, ,%<-5A$-:6B/-0-,2-.2%-$*A?-0:A-eJ, ,
38

雍滇 窘內 處巾 嘉措切

芒特 諾布 措計 雍蘇檔 木

烏彌 津巴 圖汪 尼貝傑

功德泉源戒律大海洋，

盛滿多聞珍寶之資糧，

身著袈裟第二能王尊，

3(R.-

$/?-2g/-:.=-2-:6B/-=-$?R=-2-:.J2?, ,$%-.%-w/-/-2.J-2<->J$?-0:A-=3,
內滇 讀哇 津拉 梭哇碟

持律上座吾誠作祈請。

康黨 登那 碟哇 爾 謝貝朗 木

39

斯已具足十種妙功德，

,!R/-0<-:R?-0:A-;R/-+/-2&-w/-0, ,
東巴 額貝 雍滇 居登巴

堪予闡釋如來善逝道，

29

,3-=?-o=-2:A-$.%-:5S2-(R?-GA-eJ,
瑪呂 甲威 屯措 確吉傑

,,J$-3(R$-.$J-2:A-2>J?-=-$?R=-2-:.J2?, ,|R-$?3-=J$?-2#3?-]R-(J/-29R.-w/-S%-, ,
鐵秋 給威 謝拉 索哇碟

上師供養

紹繼無盡勝者妙法主，

$;R-.%-+-3J.-}$?-.%-o.->J?->A%-, ,.J勝乘善識吾誠作祈請。
-*A.-2&-9%-VA-.%-:(.-3#?-0:A,

國孫 雷黨 絡千 捨滇丈

40

嚴制三門寬懷忍忠義，

,hR-eJ-:6B/-0:A-$4S-=-$?R=-2-:.J2?, ,

優黨 局昧 阿黨 居謝欣

碟尼 居松 企黨 切給貝

多傑 津貝 卓拉 索哇碟

無諂無誑嫻熟咒密續，

精十真如繪畫與講說，

持金剛主吾誠作祈請。
?%?o=-P%?-3J.-LR/-0?-3-,=-2:A, ,

8J?- :.=-2-.%-,J$-(J/-,/-3R%-2-.%-, hR-eJ-,J$-0:A-]-3:A-35/-*A.-.%-w/-0:A-|R-/?-$?R=-2-$.2, .J-/?,

桑傑 丈昧 瓊貝 瑪突威

向具足戒律､共大乘與不共金剛乘德相之上師作祈請。其次，

41

無量諸佛降臨難化育，

30

]-

!, ,3-<%?-$.=-.!:A-~A$?-.?-:PR-2-=, ,2.J-$>J$?-=3-29%-)A-28A/-!R/-0-;A, ,*2?-3$R/-,$?-eJ-&/-=-$?R=-2-:.J2?, ,
瑪容 獨給 擬獨 卓哇拉

碟謝 朗 木 桑 吉新 東巴依

15

粗暴難調濁世諸眾生，
,20:A-*A-3-.?-GA?-/2-I<-+J,

如實示導善逝微妙道，
依怙悲尊吾誠作祈請。
,3$R
/-*2?-3J.-0:A-:PR-2-3%-0R-=, ,o=-2:A
-36.-0-*J-2<-12-36.-0:A, ,

突貝 尼瑪 獨計 奴久 爾碟

42

嘉貢 突傑 堅拉 梭哇碟

貢嘉 美貝 卓哇 芒玻拉

甲哇 最巴 年哇 爾 祝最貝

能仁晝日時機漸式微，

3(R.-

示現近似勝者諸事業，
*2?-3$R/-,$?-eJ-&/-=-$?R=-2-:.J2?, 無依無怙廣大諸眾生，
,.?-$?3-KR$?-2&:A-o=-2-,3?-&.-=?,
,$%-$A-2-%:A-2-$-$&A$-43-;%-, ,
嘉貢 突傑 堅拉 梭哇碟

依怙悲尊吾誠作祈請。

43

獨孫 秋居 甲哇 湯傑類

扛吉 琶瀑 普卡 基丈 木 央

僅只斯之毛髮一毛孔，

遠勝十方三世勝者眾，

31

2.$-&$-2?R.-/3?-8A%-.-=J$?-2}$?-0:A, ,*2?-3$R/-,$?-eJ-&/-=-$?R=-2-:.J2?,
達嘉 梭南 木 欣度 類阿貝

上師供養

堪為吾等頌揚福德田，

,2.J-$>J$?-{-$?3-o/-IA-:#R<-=R-/A, ,

嘉貢 突傑 堅拉 梭哇碟

依怙悲尊吾誠作祈請。

碟謝 故孫 堅吉 擴洛尼

44

善逝三身莊嚴之妙輪，

,2?-3#?-+-:U=-S-2:A-:)R-|J$-=?,

,,-3=-5=-IA?-:PR-2-:SJ/-36.-0:A,

化現巧妙幻化網艷麗，

以凡夫相引導諸眾生，
,2.J
-$>J$?-<A$-s-;2-;3-?J3?-.0:-.%-, ,OR依怙悲尊吾誠作祈請。
-2R:A-.2%-0R:A-<%-28A/-3(R$-$?3-IA, ,

踏給 居竹 札威 就給類

確計 奔康 木 傑切 煙拉南 木

45

您之蘊界六處眾肢節，

․ㄖㄧ

HR.-GA-1%-#3?-*J-3(J.-;/-=$-i3?,

踏昧 處吉 卓哇 振最貝

,*2?-3$R/-,$?-eJ-&/-=-$?R=-2-:.J2?, ,
嘉貢 突傑 堅拉 梭哇碟

碟謝 哩 阿 亞優 木 森巴黨

措威 汪玻 嚷欣 秋孫吉

即五方佛父母與菩薩，

忿怒明王體性三寶尊，

32

]-

!, ,2.$-*A.-]-3-3(R$-=-$?R=-2-:.J2?, ,!/-3HJ/-;J->J?-<R=-0-=?-L%-2:A,
達尼 喇嘛 秋拉 梭哇碟

尊勝上師吾誠作祈請。

,.GA=-:#R<-:#R<-=R-LJ-2:A-2.$-*A.-.J, ,

昆千 也謝 柔巴 類炯威

親郭 郭洛 且威 達尼碟

46

․ㄖㄧ

16

俱胝壇城妙輪之體性，
<A$?-2o:A-H2-2.$-hR-eJ-:6B/-0:A-$4S, 遍智智慧遊戲所化現，
,9%-:)$-.%-0R:A-3$R/-=-$?R=-2-:.J2?, ,1A
2-3J.-z/-*J?-.$:-2:A-<R=-0-.%-, ,
哩 皆 洽達 多傑 津貝卓

松居 黨玻 貢拉 梭哇碟

百部遍主持金剛之首，

3(R.-

.LJ<-3J.-2g/-$;R-!/-H2-!/-IA-2.$ 雙運初怙吾誠作祈請。
,,R$-3-3,:-V=-!/-29%-.R/-.3-IA,
耶昧 登有 昆洽 昆即達

托嗎 踏最 昆桑 屯黨 木 吉

以及動靜無二之主宰，

原始離邊普賢殊勝義，

計昧 蓮傑 嘎威 柔巴黨

47

周遍無障俱生喜遊戲，
,L%(2-?J3?-.%R?-HR.-=-$?R=-2-:.J2?, ,
蔣處 森翁 確拉 梭哇碟

菩提心主吾誠祈請您。

33

8J?-KA-/%-$?%-2-.J-#R-/-*A.-GA-;R/-+/-2eR.-0:A-|R-/?-lJ-$&A$-+-$?R=-2-:.J2?->A%-H.-0<-.,
上師供養

? HR由其外內密真如功德，專注作祈請，尤其，思惟…
.-/A-]-3-HR.-/A-;A-.3-HR.-/A-3#:-:PR-(R?-*R%-!J, ,.J%-/?-29%-!J-L%-(2-2<-.-HR.-3A/-*2?-$8/-3A-:5S=-2?, ,
48

確尼 喇嘛 確尼 宜當 確尼 喀卓 確迥碟

碟內 松碟 蔣處 琶度 確明 嘉賢 米措威

您為上師您為本尊您為空行及護法，

即從此起直至菩提除您不尋餘皈依，

,:.A-.%-2<-.R-KA-3:A-:,<-;%-,$?-eJ:A-t$?-G?-29%-36S.-=, ,YA.-8A:A-:)A$?-1R=-.%R?-P2-!/-)R=-$+/-IA-PR$?-36.-2<-$&R.-Y%?, ,
底黨 琶朵 戚美 踏央 突傑 甲居 松哲拉

席西 基作 翁祝 昆哲 滇吉 卓最 琶覺松

此世中陰盡諸來世祈以悲鉤垂攝受，

拔有寂怖普賜悉地恆為助伴除障礙。 （誦三遍）

34

]-

!, ,.J-v<-=/-$?3-$?R=-2-2+2-0:A-3,?, ,]-3:A-{-$?%-,$?-GA-$/?-i3?-=?, ,2..-lA-:R.-9J<-.!<-.3<-3,A%-$-$?3, ,
碟達 蓮孫 梭哇 大貝圖

49

喇昧 故松 突計 內南 木 類

如是三作啟白之勢力，

17

從師身語意等處流出，
白紅藍三光芒甘露流，
,$/?$?3-<A3-.%-&A$-&<-,A3-0-=?, ,1A
2-28A-.$-&A%-i3-.$-.2%-28A-,R2, ,

<A3-.%-&A$-&<-L%-/?-2.$-*A.-GA,
仁 木 黨 基架 迥內 達尼計

依次頓時進入吾身內；

獨基 歐些 嘎嗎 聽喀孫 木

內孫 木 仁 木 黨 基架 聽 木 巴類

50

3(R.-

{-28A-,R2-&A%-]-3-$*A?-0-8A$

,.IJ?-28A/-,A3?-0?-LA/-IA?-2_2?-0<淨化四障獲得四淨灌，
---2?3?,

證得四身第二上師身，

歡欣融己因而得加持。

故席 拓巾 喇嘛 尼巴席

依次頓時融入身三處，

計息 達津 南 木 達 汪席拓

傑辛 聽 木 貝 津吉 拉巴久 爾

35

!, ,]-3-3(R.-0:A-5S$?-3(R.-28$?-?R, ,
上師薈供

【上師薈供】

?

<-=@),

%R-2R-;J->J?-=-i3-0-/%-3(R.-.%-3(R.-m?-?R-?R:A-i3-0, LJ.-=?-.2%-0R-S$-$A-,R.-;=-.--

=/-$?3,

嗡啊吽 （三誦）

歐喔 耶些拉 南 木 巴 朗確黨 確最 梭梭 南 木 巴

切類 汪玻 祝吉 覺優度

51

2.J-!R%-$A-;J->J?-H.-0<-體性智慧，行相內供，供品各自行相，作用是六根享用境，
&/-2*J.-0?-?-.%-2<-$%-/3-3#:A-HR/-,3?-&.-;R%?-?-H2-0?-KA-/%-$?%-2:A-碟東吉 耶些 切巴 爾 間 傑悲 薩黨 琶郎 南虧穹 湯結 雍蘇 洽悲 戚浪 桑威

為令生起殊勝空樂智慧故，大地間隙虛空界，籠罩遍滿，眼觀或意念，

36

]-

!, ,3(R.-3A/-.3-m?-,/-$9A$?-2?3-IA?-3A-H2-0?-$%-2<-I<,

<%-z:A-i=-:LR<-.%-w/-0:A-|R-/?,

確津 黨 木 最 間席 桑 木 吉 迷洽悲 扛哇久 爾

無法完全遍及之內外祕密供養雲海眾供品。

從自現本尊瑜伽門…

優瑪后！耶些 柔巴切

內南 木 多傑 迫章切

18

AJ-3-@R-;J->J?-<R=-0-(J,
52

耶瑪后！智慧大嬉戲，

5S$?

!/-29%-3(R.-3A/-o-35S-:2<,
昆桑 確津 嘉措琶 爾

普賢供雲大海洋。

,8A%-#3?-,3?-&.-hR-eJ:A-8A%-,
欣康 湯結 多傑辛

,$/?-i3?-hR-eJ:A-1R-V%-(J, ,

,=R一切境界金剛界，
%?-,R.-:.R.-.$:A-.0=-.%-w/, 各處皆大金剛宮，
,2&.-i3?-.0:-2R-.0:-3R-.%R?, ,
53

龍覺 德估 貝黨登

居南 木 巴喔 巴摩歐

具足資具受用德，

情眾勇父及勇母，

37

上師薈供

唯有無邊純清淨。

龍昧 優欣 琶威登

米國 伊 傑布 孫 木 吉喀

風火搖動盛燃上，

<). m?-i3?-?R-?R<-&<-2<-I<,
嗡！最南 木 梭梭 爾 琶哇久 爾
55

達巴 饒 蔣 巴席國

不淨錯亂名皆無，

_%-3J-$;R-8A%-:2<-2:A-!J%-,

嗡！眾物各各皆炙燃，

,@).

ˋ
ㄏㄨㄥ

瑪達 促威 名央沒

,.$-0-<2-:L3?-:2:-8A$-$R
ˊ
ㄖㄚ

3-.$-:O=-2:A-3A%-;%-3J.,

3R?-!/-*J<-8A-(R?-{:A-%%-, ,

吽 ！ 昨昆 捏席 確故昂

54

,3A-3$R:A-+J.-0-$?3-IA-#<,

吽！ 滅盡戲論法身狀，
,=
35/-w/-,R.-0-!-0-=<, ,

於三士夫頭顱處，
,.J
-.$-!J%-$/?-<-=@),

具相顱器嘎巴拉，
#-啊！
.R$-$9A
-2eA.-?R-?R<-:2<, ,

碟達 滇內 嗡啊吽

彼等上方嗡啊吽，

啊！

謙登 托巴 嘎巴拉 爾

喀多 席計 梭梭 爾 琶 爾

色澤威光皆燦爛，

38

]-

!, ,_%-$;R?-3J-:2<-m?-i3?-8,

,#R=-2?-_%?-0-(J<-$;R?-0?,

龍優 昧琶 最南木 咻

風搖火燃眾物融；

,;A-$J-$?3-=?-:R.-9J<-5S$?, ,

郭威 朗巴 切優悲

倚給 孫木 類 歐些措

56

19

KR$?-2&<-:UR?-0?-hR-eJ-$?3, 沸騰蒸汽極動盪，
,2..-lA<-2&?-i3?-,/-S%?-/?,
秋居 爾 卓悲 多傑孫 木

照及十方作迎請，

,?R-?R<-;A-$J-$?3-,A3-0?, ,

獨基 傑南 木 堅丈內

5S$ ?

2..-lA<-8-/?-2&.-.%-:SJ?,

三金剛及甘露等；
,.%gR$?-&<-L?-AJ-3-@R,

化為甘露成精華，

淨轉增長耶瑪后，

獨基 爾 咻內 居黨最

三種子字放光芒，

將舵 琶且 耶瑪后

39

梭梭 倚給 孫 木 聽 木 悲

57

分別融入三字故，
,:.R
.-.$:A-.0=-:2<-o-35S<-I<, <-=@), =/-$?3,
德估 貝琶 嘉措久 爾

成為所求盛德海。

嗡啊吽

嗡啊吽（三誦）

,$?-eJ:A-2.$-*A.-l-2o.-]-3-.%-, ,;A-.3-z-5S$?-*2?-$/?-.!R/-3(R$-$?3, ,.0:-2R-3#:-:PR-(R?-*R%-Y%-3:A-5S$?, ,
上師薈供

58

突皆 達尼 札居 喇嘛黨

依黨 拉措 嘉內 貢秋孫 木

巴喔 喀卓 確迥 松昧措

大悲自性根本傳承師，

本尊天眾依處三寶尊，

勇父空行護法守衛眾，

,/-:SJ/-3(R.-0:A-$/?-:.A<-$>J$?-?-$?R=, ,KA-/%-$?%-2:A-3(R.-3A/-o-35S:A-.2?, ,<A/-(J/-=?-P2-36K?-0:A-$./-OA-=, ,
堅振 卻貝 內底 爾 謝蘇所

恭迎降臨於此供養處。

59

企朗 桑威 確津 嘉措烏

仁千 類祝 最悲 滇企拉

內外祕密供養雲海間，

珍寶鑲造莊嚴寶座上，

82?-?J/-:R.-($?-2g/-0<-28$?-/?-G%-, ,12-3(R$-2.$-=-:.R.-.$:A-.%R?-P2-)R=,
俠森 歐洽 滇巴 爾 咻內將

祝秋 達拉 德估 伊 翁祝哲

請常留駐足指絢光芒，

恩賜我得所求勝悉地。

.J-/?-5S$?-3(R.-:2=-2-/A,
接著，獻薈供…

40

]-

!, ,=?-GA-hR-eJ?-1.-i3?-2#?-+J-$R.-.-2?$?-/?-3QA-?R$?-GA-!J%-.-28$-!J, K$-$?3-24=-/?, .0:-2R-(J/-0R-5S$?-.%-0R-LA/-2_2-+-$?R=, ,
巴喔 千播 措黨播 津拉 杜梭
事業金剛將諸新獻供品，集於器皿，置三腳架上，三頂禮已，啟白：「大勇識！請先加持薈供品。」

20

,.J-28A/.-5S$?-z$-3:A-2<-<J-<J-=-.J-v<-L:R,

,aR2-.0R/-IA?-$4S-36.-<A$-0-:6B/-0-i3?-GA?-3PA/-$&A$-+,

同樣，施殘餘薈供物時，亦如此。阿闍梨為首之眾持明者，齊聲共誦…

5S$ ?

? @R. +A%-:6B/-}$?-.%-K$-o?-LA/-2_2?-0:A,
后！ 丁津 阿黨 洽傑 津拉悲

60

,9$-3J.-2..-lA:A-5S$?-3(R.-o-35S-:.A, ,
薩昧

獨基

措確

嘉措滴

后！ 禪定咒及手印所加持， （P41-45，60 偈-64 偈三誦） 無漏甘露此薈供養海，

41

l-2o.-]-3:A-5S$?-i3?-3*J?-KA<-:2=,
札居 喇昧 措南 木 涅企 爾 曝
上師薈供

根本傳承師眾喜故供。

AJ-3-@R-LA/-_2?-(<-(J/-.22-+-$?R=,
9$-3J.-2..-lA:A-5S$?-3(R.-o-35S-:.A,
薩昧 獨基 措確 嘉措滴

無漏甘露此薈供養海，

:.R.-.$:A-.0=-=-<R=-0?-5B3-36.-/?,

嗡啊吽！

德估 貝拉 若貝 親最內

嗡啊吽！

盡情享受所欲饜足已，

后！

丁津 阿黨 洽傑 津拉悲

,@R.

耶瑪后 津拉 洽千 哇度所

耶瑪后！祈降廣大加持雨！

,<-=@),

61

后！

+A%-:6B/-}$?-.%-K$-o?-LA/-2_2?-0:A,

禪定咒及手印所加持，

,;A-.3-z-5S$?-:#R<-2&?-3*J?-KA<-:2=,

,<-=@),

本尊天眾眷屬喜故供。

嗡啊吽！

依黨 拉措 擴傑 涅企 爾 曝

嗡啊吽！

42

]-

!, ,:.R.-.$:A-.0=-=-<R=-0?-5B3-36.-/?,
德估 貝拉 若貝 親最內

盡情享受所欲饜足已，

21

@R. +A%-:6B/-}$?-.%-K$-o?-LA/-2_2?-0:A,
后！ 丁津 阿黨 洽傑 津拉悲

62

后！ 禪定咒及手印所加持，

5S$ ?

.!R/-3(R$-<A/-(J/-5S$?-i3?-3*J?-KA<-:2=,
貢秋 仁千 措南 木 涅企 爾 瀑

珍貴三寶聖眾喜故供。

,AJ-3-@R-.%R?-P2-(<-(J/-.22-+-$?R=, ,
耶瑪后 翁祝 洽千 哇度所

耶瑪后！祈降廣大悉地雨！

,9$-3J.-2..-lA:A-5S$?-3(R.-o-35S-:.A, ,
薩昧 獨基 措確 嘉措滴

無漏甘露此薈供養海，

,<-=@),

嗡啊吽！

:.R.-.$:A-.0=-=-<R=-0?-5B3-36.-/?, ,
德估 貝拉 若貝 親最內

嗡啊吽！ 盡情享受所欲饜足已，

43

AJ-3-@R-.3-(R?-(<-(J/-.22-+-$?R=,
耶瑪后 黨 木 確 洽千 哇度所
上師薈供

耶瑪后！祈降廣大正法雨！

,@R.

后！

63

后！

+A%-:6B/-}$?-.%-K$-o?-LA/-2_2?-0:A, ,
丁津 阿黨 洽傑 津拉悲

禪定咒及手印所加持，

9$-3J.-2..-lA:A-5S$?-3(R.-o-35S-:.A,

,3#:-:PR-(R?-*RR%-5S$?-i3?-3*J?-KA<-:2=, ,<-=@),
喀卓 確瓊 措南 木 涅企 爾 瀑

嗡啊吽！

無漏甘露此薈供養海，

空行護法海會喜故供，

嗡啊吽！

德估 貝拉 若貝 親最內

耶瑪后！親類 洽千 哇度所

盡情享受所欲饜足已，

耶瑪后！祈降廣大羯摩雨！

薩昧 獨基 措確 嘉措滴

:.R.-.$:A-.0=-=-<R=-0?-5B3-36.-/?, ,AJ-3-@R-:UA/-=?-(<-(J/-.22-+-$?R=, ,

44

]-

!, ,@R. +A%-:6B/-}$?-.%-K$-o?-LA/-2_2?-0:A, ,9$-3J.-2..-lA:A-5S$?-3(R.-o-35S-:.A, ,
64

后！ 丁津 阿黨 洽傑 津拉悲

薩昧 讀基 措確 嘉措滴

后！ 禪定咒及手印所加持，

無漏甘露此薈供養海，

22

3-I<-?J3?-&/-5S$?-i3?-3*J?-KA<-:2=,
瑪久 森間 措南 木 涅企 爾 曝

如母有情大眾喜故供，

5S$ ?

AJ-3-@R-:O=-$%-#$-2}=-8A-I<-&A$

,<-=@),

嗡啊吽！

:.R.-.$:A-.0=-=-<R=-0?-5B3-36.-/?, ,
德估 貝拉 若貝 親最內

嗡啊吽！ 盡情享受所欲饜足已，

,.J-/?-$/3-1.-2&.-.J-$+R<,

.J-/?-=?-GA-hR-eJ?-aR2-.0R/-=-:2=-2-/A,

耶瑪后 促朗 獨阿 息救基

耶瑪后！祈息錯幻諸痛苦！

接著，事業金剛將各樣供品置於盤上，獻阿闍梨……

45

AJ-3-@R-5S$?-GA-:#R<-=R-(J,
耶瑪后！措計 擴洛切
上師薈供

65

耶瑪后！巨大薈供輪，

.J-v<->J?-/?-.0:-2R-(J,
碟達 謝內 巴喔切

如是曉已大勇士，

A-=-=-@R,

aR2-.0R/-=-1=-/?,

阿拉拉后！

阿拉拉后！ 獻阿闍梨已。

,.?-$?3-2.J-$>J$?-$>J$?->=-+J,

,.%R?-P2-3-=?-:L%-2:A-$/?, ,

三世如來之逝跡，

一切悉地根源地，

獨孫 碟謝 謝修碟

,i3-0<-gR$-0:A-?J3?-2R<-/?,
南巴 爾 舵悲 森播內

捨離妄念之心已，

<.

,aR2-.0R/-IA?,
阿闍梨回答：

嗡！

66

翁祝 瑪呂 迥威內

,5S$?-GA-:#R<-=R-o/-.-<R=, ,
措計 郭洛 君度若

盡情永享薈供輪。

hR-eJ-$?3-.LJ<-3J.-0:A-2.$ ,

多傑孫 耶美 悲達

嗡！ 無異三金剛之我，

46

讓尼 喇嘛 拉 爾 薩內

自現上師本尊已，

23

=?-$/?-z-i3-5B3-KA<-<R=,
呂內 拉南 木 親企 爾 若

身內天眾饜足享。
ˋ
ㄏㄨㄥ

5S$ ?

@).

吽 ！

67

,=

啊！

吽！ 所有一切諸如來，

薩昧 耶謝 獨機 恩 滴

啊！ 無漏智慧此甘露。

,A-@R-3-@-?-#,

,@). L%-(2-?J3?-=?-$;R-3J.-0<, ,
吽

蔣處 森類 優昧巴 爾

吽！ 菩提之心無動搖，

.JA.-GA-o=-3R:A-\-.L%?-L-2<-3R-/,

阿后瑪哈蘇喀！

阿后瑪哈蘇喀！

.J-28A/-$>J$?-0-,3?-&.-.%-,

碟欣 謝巴 湯結黨

9$-3J.-;J->J?-2..-lA-:.A,

ˋ
ㄏㄨㄥ

]-

!, ,<%-*A.-]-3-z<-$?=-/?,

若喜，則誦【春后歌】：

,.0:-2R-.%-/A-i=-:LR<-3,

,3#:-:PR-.%-/A-3#:-:PR-3, ,

勇父以及瑜伽母，

空行以及空行母，

巴喔 黨尼 內久 爾 瑪

喀卓 黨尼 喀卓瑪

47

,2.J-2?-<2-MR?-3-=-2~J/-L?-/?, ,

我於一切誠祈請。

大安樂中歡喜嘿如嘎，

欣喜依偎極醉之女已，

秋咖 欣度 龍覺 巴依尼

蓮傑 碟威 久哇 拉咻梭

阿拉拉 拉拉后

入住俱生大樂之交合。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坤拉 達尼 梭哇碟

,z/-*J?-2.J-2:A-.R<-2-=-8$?-?R, ,A-=-=, =-=-@R, A-AA-= A-<-=A-@R,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ˊ
ㄖㄚ

正如儀軌宴饗盡消受，

碟威 饒 妞 瑪拉 涅且內

ˊ
ㄖㄚ

上師薈供

(R-$-28A/-.-=R%?-,R.-0-;A?-/A,

碟哇 秋拉 傑貝 嘿如嘎

ˊ
ㄖㄚ

!/-=-2.$-*A.-$?R=-2-:.J2?, ,2.J-2-3(R$-=-.IJ?-0:A-@J-<-!

吉美 喀卓 伊 措南 木 計

無垢空行海會眾，

ˋ
ㄏㄨㄥ

SA-3J.-3#:-:PR:A-5S$?-i3?-GA?, ,2lJ-2?-$9A$?-=-=?-!/-36S., ,@). .J-28A/-$>J$?-0-,3?-&.-.%-, ,
最威 息拉 類坤哲

悲憫觀照賜諸事。

吽 ！ 碟欣 謝巴 湯結黨

68

吽！ 所有一切諸如來 ，

48

]-

!, ,.0:-2R-.%-/A-i=-:LR<-3,
巴喔 黨尼 內久 爾 瑪

勇父以及瑜伽母，

,3#:-:PR-.%-/A-3#:-:PR-3,
喀卓 黨尼 喀卓瑪

空行以及空行母，

,!/-=-2.$-*A.-$?R=-2-:.J2?, ,
坤拉 達尼 梭哇碟

我於一切誠祈請。

碟哇 千播 意尼 饒 秋貝

呂尼 坤度 優威 嘎吉尼

,K$-o:A-0E<-<R=-0:A-2.J-2-(J, ,

大安樂故心意極震撼，

身軀遍體扭動而起舞，

手印蓮華中享大喜樂，

ˊ
ㄖㄚ

24

2.J-2-(J/-0R?-;A.-/A-<2-2*RR.-0?, ,=?-/A-!/-+-$;R-2:A-$<-IA?-/A,
內久 瑪措 南 木 拉 確巴 爾 哲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ˊ
ㄖㄚ

虔供瑜伽佛母海會眾。

,A-=-=, =-=-@R, A-AA-= A-<-=A-@R,
ˊ
ㄖㄚ

5S$ ?

i=-:LR<-3-5S$?-i3?-=-3(R.-0<-36S.,

洽傑 貝瑪 若貝 碟哇切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 后

49

吉美 喀卓 伊 措南 木 計
上師薈供

無垢空行海會眾，

.0:-2R-.%-/A-i=-:LR<-3,
巴喔 黨尼 內久 爾 瑪

ˋ
ㄏㄨㄥ

SA-3J.-3#:-:PR:A-5S$?-i3?-GA?, ,2lJ-2?-$9A$?-=-=?-!/-36S., ,@). .J-28A/-$>J$?-0-,3?-&.-.%-,D
最威 息拉 類坤哲

悲憫觀照賜諸事。

,3#:-:PR-.%-/A-3#:-:PRR-3,
喀卓 黨尼 喀卓瑪

吽 ！ 碟欣 謝巴 湯結黨

69

吽！ 所有一切諸如來，

,!/-=-2.$-*A.-$?R=-2-:.J2?, ,
坤拉 達尼 梭哇碟

我於一切誠祈請 。

勇父以及瑜伽母，

空行以及空行母，

伊翁 息威 良計 嘎最瑪

饒 傑 貢播 確黨 喀卓措

達吉 屯度 修碟 津洛拉

美妙寂靜姿態起舞蹈，

極喜怙主您及空行眾，

祈請住我面前賜加持，

ˊ
ㄖㄚ

;A.-:R%-8A-2:A-*3?-GA?-$<-36.-3, ,<2-.IJ?-3$R/-0R-HR.-.%-3#:-:PR:A-5S$?, ,2.$-$A-3./-.-28$?-+J-LA/-_R2?-=, ,

50

蓮傑 碟千 達拉 哲度梭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ˊ
ㄖㄚ

恩賜予我俱生大安樂。

,A-=-=, =-=-@R, A-AA-= A-<-=A-@R,

ˊ
ㄖㄚ

]-

!, ,z/-*J?-2.J-(J/-2.$-=-)R=-.-$?R=,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吉美 喀卓 伊 措南 木 計

無垢空行海會眾，

最威 息拉 類坤哲

悲憫觀照賜諸事。

ˋ
ㄏㄨㄥ

25

SA-3J.-3#:-:PR:A-5S$?-i3?-GA?, ,2lJ-2?-$9A$?-=-=?-!/-36S., ,@).

吽 ！

70

吽！

.J-28A/-$>J$?-0-,3?-&.-.%-, ,
碟欣 謝巴 湯結黨

所有一切諸如來，

5S$ ?

,.0:-2R-.%-/A-i=-:LR<-3,

,3#:-:PR-.%-/A-3#:-:PR-3,

,!/-=-2.$-*A.-$?R=-2-:.J2?, ,

勇父以及瑜伽母，

空行以及空行母，

我於一切誠祈請。

巴喔 黨尼 內久 爾 瑪

喀卓 黨尼 喀卓瑪

坤拉 達尼 梭哇碟

51

碟千 塔悲 謙尼 登巴確

碟千 幫悲 嘎突 獨瑪伊

,5K-$&A$-PR=-2<-3A-28J.-2.J-(J/-;%-, ,

您具大樂解脫之性相，

捨離大樂眾多艱苦行，

不許能於一世得解脫，

(-*J?-3(R$-$A-.2?-/-$/?-0-;A/, ,A-=-=, =-=-@R, A-AA-= A-<-=A-@R,
ˊ
ㄖㄚ

上師薈供

2.J-(J/-,<-0:A-35/-*A.-w/-0-HR., ,2.J-(J/-%%?-0:A-.!:-,2-.-3-;A?,

切吉 左哇 米謝 碟千央

SA-3J.-3#:-:PR:A-5S$?-i3?-GA?, ,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大樂住於殊妙蓮華中。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無垢空行海會眾，

最威 息拉 類坤哲

ˋ
ㄏㄨㄥ

2lJ-2?-$9A$?-=-=?-!/-36S., ,@).
悲憫觀照賜諸事。

吉美 喀卓 伊 措南 木 計

ˊ
ㄖㄚ

曲傑 秋吉 烏那 內巴銀

吽 ！

71

吽！

.J-28A/-$>J$?-0-,3?-&.-.%-,
碟欣 謝巴 湯結黨

所有一切諸如來，

,.0:-2R-.%-/A-i=-:LR<-3, ,
巴喔 黨尼 內久 爾 瑪

勇父以及瑜伽母，

52

]-

,!/-=-2.$-*A.-$?R=-2-:.J2?, ,:.3-IA-.2?-?-*J?-0:A-0E-28A/, ,

3#:-:PR-.%-/A-3#:-:PR-3,
喀卓 黨尼 喀卓瑪

空行以及空行母，

坤拉 達尼 梭哇碟

檔吉 烏蘇 傑悲 貝瑪欣

我於一切誠祈請。

宛如出生汙泥之蓮華，

26

($?-=?-*J?-G%-($?-0?-*R/-3-$R?, ,i=-:LR<-3-5S$?-0E:A-2.J-2-;A?, ,YA.-0:A-:(A%-2-M<-.-PR=-2<-36S., ,
洽類 傑將 洽悲 君瑪格

雖由貪生卻不染貪過，

ˊ
ㄖㄚ

5S$ ?

A-=-=, =-=-@R, A-AA-= A-<-=A-@R,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ˊ
ㄖㄚ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內久 瑪措 貝美 碟哇伊

息悲 親哇 紐度 卓哇哲

祈以瑜伽母眾蓮華樂，

迅速拯渡出離三有縛。

SA-3J.-3#:-:PR:A-5S$?-i3?-GA?, ,2lJ-2?-$9A$?-=-=?-!/-36S., ,

吉美 喀卓 伊 措南 木 計

最威 息拉 類坤哲

無垢空行海會眾，

悲憫觀照賜諸事。

53

ˋ
ㄏㄨㄥ

@). .J-28A/-$>J$?-0-,3?-&.-.%-,
吽 ！ 碟欣 謝巴 湯結黨
上師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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吽！ 所有一切諸如來，

,.0:-2R-.%-/A-i=-:LR<-3,

,3#:-:PR-.%-/A-3#:-:PR-3, ,

勇父以及瑜伽母，

空行以及空行母，

巴喔 黨尼 內久 爾 瑪

喀卓 黨尼 喀卓瑪

!/-=-2.$-*A.-$?R=-2-:.J2?, ,4%-lA:A-:L%-$/?-i3?-GA-4%-lA:A-2&., ,2%-2:A-5S$?-GA?-!/-/?-:,%-2-v<, ,
坤拉 達尼 梭哇碟

彰基 迥內 南計 彰基局

本威 措計 坤內 通哇大 爾

我於一切誠祈請。

宛如蜂蜜源處蜂蜜粹，

所有蜂兒群皆遍嚐飲，

謙尼 祝登 措傑 傑巴伊

祈以精髓所繫味饜足。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ˊ
ㄖㄚ

具足六種性相盛開蓮，

局津 巴伊 若依 親巴 爾 哲

,A-=-=, =-=-@R, A-AA-= A-<-=A-@R,

ˊ
ㄖㄚ

35/-*A.-S$-w/-35S-*J?-o?-0-;A?, ,2&.-2&A%?-0-;A-<R-;A?-5B3?-0<-36S.,

阿拉拉 拉拉后 阿伊啊 阿饒 利后

54

]-

!, ,SA-3J.-3#:-:PR:A-5S$?-i3?-GA?, ,2lJ-2?-$9A$?-=-=?-!/-36S.,
吉美 喀卓 伊 措南 木 計

最威 息拉 類坤哲

無垢空行海會眾，

悲憫觀照賜諸事。

.J-/?-z$-$+R<-i3?,
送出殘食：

吽
73

ˋ
ㄏㄨㄥ

27

@). 3-.$-:O=-$%-.LA%?-?-.$ ,= ;J->J?-=?-P2-2..-lA-(J, ,<. :.R.-.$:A-o-35S-(J/-0R<-I<, ,<-=@),
瑪答 處郎 因蘇達

吽！法界穢亂皆清淨。

5S$ ?

@R.

后！

74

后！

啊！耶謝 類祝 獨機切

嗡！德估 甲措 千播久 爾

啊！智慧所構大甘露。 嗡！轉成滿願大海洋。

+A%-:6B/-}$?-.%-K$-o?-LA/-2_2?-0:A,
丁津 阿黨 洽傑 津拉悲

禪定咒及手印所加持，

=/-$?3,

嗡啊吽

嗡啊吽 （三誦）
z$
,9$-3J.-2..-lA:A-5S$?- -o-35S-:.A, ,
薩昧 獨基 措拉 嘉措滴

無漏甘露此殘薈供海，

55

.3-&/-8A%-*R%-5S$?-i3?-3*J?-KA<-:2=,

,<-=@),

許誓護地海會喜故供，

嗡啊吽！

黨間 欣瓊 措南 木 涅企 爾 瀑

嗡啊吽！

上師薈供

,@R.

AJ-3-@R-i=-:LR<-:UA/-=?-5=-28A/-12?,
耶瑪后 內久 爾 親類 處欣祝

耶瑪后！瑜伽事業如理成！

后！

75

:.R.-.$:A-.0=-=-<R=-0?-5B3-36.-/?, ,
德估 貝拉 若貝 親最內

盡情享受所欲饜足已，

z$-3:A-3PR/-i3?-:#R<-2&?-GA?,
拉昧 種南 木 擴 爾 傑計

其餘賓客眷屬眾，
,2!/:6B
/
;R/-3(R.-:#R<-2&?-.%-, ,H.-0<-i=-:LR<-2.$-&$-=, ,
5S$?-z$-o-35S-:.A-28J?-=, ,2!/-0-<A/-(J/-o?-0-.%-,
措拉 甲措 滴協拉

請享此剩薈供海，

滇巴 仁千 傑巴黨

后！

滇津 雍確 擴傑黨

請助教法寶增長， 持教施主福田眾，

切巴 內久 爾 達加拉

76

尤其我等瑜伽士，

56

]-

!, ,/.-3J.-5K-.%-.2%-K$-.%-, ,.0=-.%-P$?-.%-{=-2-29%-, ,=%?-,R.-o-(J/-!/-,R2-&A%-, ,8A-.%-o?-=-?R$?-0-;A, ,
內沒 切黨 汪就黨

無病長壽得自在，

巴黨 乍黨 嘎哇桑

龍覺 嘉千 坤托津

息黨 傑拉 梭巴伊

77

盛德美譽具善緣，

廣大資具皆獲得。

息災增長等事業，

黨企 間即 達拉松

翁祝 坤及 董作哲

羯摩悉地皆賜我，

許誓眾皆保護我，

為諸悉地之助伴。

獨明 戚黨 內南 木 黨

董黨 給南 木 沒巴 爾 哲

米朗 演黨 千瑪演

甲切 演巴 沒巴 爾 哲

惡夢抑或諸惡兆，

惡行邪作皆化無。

28

=?-GA-.%R?-P2-2.$-=-)R=, ,.3-5B$-&/-IA?-2.$-=-Y%?, ,.%R?-P2-!/-IA?-#R%-PR$?-36R., ,
類計 翁祝 達拉哲

5S$ ?

.?-3A/-:(A-.%-/.-i3?-.%-, ,$.R/-.%-2$J$?-i3?-3J.-0<-36S., ,kA-=3-%/-.%-35/-3-%/, ,L-LJ.-%/-0-3J.-0<-36S.,D
78

非時橫死諸疾病，

魔羅魑魅皆消滅，

57

:)A$-gJ/-2.J-8A%-=R-=J$?-.%-,
吉滇 碟欣 洛類黨
上師薈供

79

世間安樂歲平安，

;A.-=-:.R.-0-!/-:P2->R$'
意拉 德巴 坤祝咻

心中所求皆達成。

}R/-5K-o=-2-i3?-GA?-3-1R=-2:A,
翁確 嘉哇 南 木 計 瑪卓威

昔時未被諸佛度化者，

,:V-i3?-:1J=-8A%-(R?-:1J=-.%-,

,2.J-=J$?-,3?-&.-:L%-2-.%-, ,

五穀豐收法弘揚，

出生一切善妙樂，

竹南 木 沛欣 確沛黨

? .A/-0-o-(J<-I<-0-:.A-;A-3,?,
津巴 甲切 久巴 滴伊突

80

願以廣大布施之勢力，

碟類 湯結 迥哇黨

,:PR-2:A-.R/-.-<%-L%-?%?-o?-/?, ,
卓威 屯度 嚷迥 桑傑內

成眾生利自然證成佛，

,*J-2R:A-5S$?-i3?-.A/-0?-PR=-I<-&A$ ,

.J-/?-a<-;%-LA/-IA?-2_2-0:A-KA<-.%-

願以布施令眾皆得度。

為再得加持故､

傑喔 措南 木 津悲 卓久 爾 計

58

]-

!, ,,$?-eJ-2{=-2:-KA<-.%-:.R.-L:A-.R/-=-(R/-&A%-,

,J$-0-(J/-0R:A-=3-=-]R-.R%-2-z/-&A$-+-L-2:A-5=-/A, :.A-v<,

為勸請悲憫故､為成辦願求故､為於大乘道修心故，併修作法，如此……

29

?

,3(R.-&A%-$?-0?-$?R=-2-2+2-0:A-3,?, ,2.J-=J$?-l-2-3$R/-0R-HR.-*A.-GA?, ,

8A%-3(R$-.3-0-eJ-24/-]-3-=,

欣秋 黨巴 傑尊 喇嘛拉
81

確津 估悲 梭哇 大悲突

願以供養恭敬祈請力，

3(R.-

取悅勝田至尊上師眾，
.IJ?-28A/-eJ?-?-:6B/-0<-LA/-IA?-_R2?, ,=/$&A$-43-8A$-fJ.-0:A-.=-:LR<-:.A,
傑辛 傑蘇 津巴 爾 津基洛

祈請攝受恩賜諸加持。

蓮機 丈 木 息 涅悲 達久 爾 滴

82

僅只一次獲得此暇滿，

碟類 札哇 貢播 確南 木 計

,fJ一切善樂根本怙主您，
.-.!:-M<-.-:)A$-0:A-5=-gR$?-/?,D
涅嘎 紐度 吉悲 處舵內

思其難得速壞之理已，

59

.R/-3J.-5K-:.A:A-L-2?-3A-$;J%-2<,
屯沒 切滴 甲哇 迷煙哇

,.R/-w/-~A%-0R-=J/-0<-LA/-IA?-_R2?,

,%/-?R%-#$-2}=-:2<-2:A-3J?-:)A$?-/?, ,

屯登 寧波 蓮巴 爾 津基洛

演松 獨阿 拔威 昧及內

上師供養

83

不再渙散此世無義事，

祈請加持具義取心要。
~A%-/?-.!R/-3(R$-$?3-=-*2?-:PR-8A%-, ,#A
$-%R%-.$J-5S$?-3,:-.$-212-0-=, 畏懼惡趣痛苦炙熱火，
,2lR/-0-z<-=J/-LJ.-0<-LA/-IA?-_R2?, ,
寧內 貢秋 孫拉 加卓欣

滴崩 給措 踏達 駐巴拉

真心投靠皈依三寶尊，

斷惡修持一切善資糧，
,#$2}=-$?3-IA-(-YA/-3%-0R?-$4K?, 祈請加持積極起精進。
,3,:-3J.-:)A$?-<%-YA.-35S-(J/-0R-=?, ,

=?-.%-*R/-3R%?-j-[R%-S$-+-O$?,
類黨 紐蒙 琶龍 乍度祝
84

業與煩惱浪濤猛衝擊，

尊巴 輪練 切巴 爾 津基洛

獨阿 孫吉 區欣 芒缽綴

踏耶 吉容 希措 千缽類

眾多三苦摩羯魚攻擊，

無邊恐怖三有大海洋，

60

,29R.-.!:-24/-<-:S-2:A-:#R<-2-:.A, ,.$:-2:A-5=-v<-3,R%-2:A-]R-%%?-/?, ,

踏得 咻乍 傑哇 津基洛

祈請加持起猛欲脫心。

捨嘎 遵饒

ˊ
ㄖㄚ

]-

,<-:.R.->$?-S$-*J-2<-LA/-IA?-_R2?,

札威 郭哇滴

嘎威 差搭 爾 通威 洛幫內

85

30

2a2-$?3-:1$?-0:A-/R<-IA-36S.-29%-!J, 難忍酷似監獄此輪迴，
,,<-2:A-o=-35/-:6B/-0<-LA/-IA?-_R2?, 捨棄視如花園之心已，
,*3-,$-:PR-2-:.A-!/-2.$-$A-3, ,
拉孫 帕悲 諾吉 哲松碟

秉持三學聖財之寶藏，

3(R.-

;%-;%-SA/-IA?-2*%?-0:A-5=-2?3?-/?,

他德 嘉千 津巴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撐起解脫幢。

,#$-0:A-2-=-2lJ-2:A-3-28A/-.,

央央 津吉 將悲 處桑 木 內

獨悲 普拉 最威 瑪欣度

數思一再養育之理已，

願如慈母對待可愛子，

良踏 卓哇 滴坤 達吉瑪

86

此等可憐眾生皆我母，

,2&R?-3A/-~A%-eJ-*J-2<-LA/-IA?-_R2?, ,
覺明 寧傑 傑哇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生起無偽悲。

61

!, ,#$-2}=-U-3R-43-;%-3A-:.R.-&A%-,

,2.J-=-/3-;%-(R$->J?-3J.-0<-/A,

獨阿 剎摸 丈 木 央 米得津

上師供養

87

碟拉 南 木 央 秋謝 沒巴 爾 尼

縱僅微細痛苦皆不欲，

$8/-2.J-.$:-2-2*J.-0<-LA/-IA?-_R2?, 然於安樂從未覺滿足，
,<%-*A.-$&J?-0<-:6B/-0:A-$4S%-/.-:.A,
賢碟 嘎哇 傑巴 爾 津基洛

=J祈請加持生起喜他樂。
-=/-2.?-=-:#R/-.-29%-L?-+,J
類練 碟拉 空度 松且度

懷恨埋怨思欲予報復，

嚷尼 解巴 爾 津悲 種內滴

88

,2.$-.%-$8/-=-H.-0<-;R.-3A/-8J?, ,
達黨 賢拉 切巴 有沒些

我與他人絲毫無分別，

,3A-:.R.-#$-2}=-*J.-0:A-o<-3,R%-/?, ,
米得 獨耶 傑悲 局通內

堅持自我愛執此痼疾，

,2.$-:6B/-$.R/-(J/-:)R3?-0<-LA/-IA?-_R2?, 見其能生不欲苦因已，
,3-i3?-$&J?-29%-2.J-=-:$R.-0:A-]R, ,
達津 董千 迥巴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滅大我執魔。

瑪南 木 皆松 碟拉 格悲洛

89

珍愛母眾欲置安樂思，

62

]-

3,:-;?-;R/-+/-:L%-2:A-|R<-3,R%-/?, ,:PR-2-:.A-.$-2.$-$A-.P<-=%?-G%-, ,YR$-=?-$&J?-0<-:6B/-0<-LA/-IA?-_R2?, ,
踏耶 勇滇 迥威 國通內

卓哇 底達 達吉 乍 爾 郎將

見其能生無邊功德門，

縱此眾生皆與我為敵，
,,2.2%-$8/-.R/-:2:-8A$-36.-0-;A, ,*R祈請加持捨命珍愛之。
/-.%-;R/-+/-.LJ-2-gR$?-0:A-]R?, ,

31

3.R<-/-LA?-0-<%-.R/-#R-/-.%-,

朵那 企巴 嚷屯 擴那黨
90

突汪 賢屯 巴息 最巴伊

總之愚童僅為己身利，

3(R.-

能王唯行眾生之義利，
2.$-$8/-3*3-2eJ-/?-0<-LA/-IA?-_R2?, ,<%*A.-$&J?-:6B/-c.-0-!/-IA-|R,
達賢 良傑 女巴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能修自他換。

碩類 傑巴 爾 津巴 爾 津基洛

嚷尼 傑津 故巴 坤吉國

91

自我珍愛乃是眾衰門，

君黨 雍滇 耶哇 舵悲洛

願以了知功過差別心，

,3-i3?-$&J?-:6B/-;R/-+/-!/-IA-$8A, ,
瑪南 木 傑津 雍滇 坤即席

珍愛母眾是諸功德本 ，

63

!, ,.J-KA<-2.$-$8/-2eJ-2:A-i=-:LR<-=,
碟戚 爾 達賢 傑威 內久拉

上師供養

故於自他相換之瑜伽，

,*3?-=J/-~A%-0R<-LJ.-0<-LA/-IA?-_R2?, ,.J?-/-eJ-24/-]-3-,$?-eJ-&/, ,
良練 寧播 切巴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真心實修持。

碟那 傑尊 喇嘛 圖傑間

92

是故至尊上師悲心尊，

3-I<-:PR-2:A-#A$-1A2-#$-2}=-!/,

,3-=?-.-v-2.$-=-(A/-0-.%-,

,2.$-$A-2.J-.$J-$8/-=-2+%-2-;A?, ,

如母眾生罪障諸痛苦，

當下成熟於我皆無遺，

我諸善樂全施予他人，

瑪久 爾 卓威 第計 獨阿坤

瑪呂 達大 達拉 明巴黨

達吉 碟給 賢拉 當哇伊

:PR-!/-2.J-.%-w/-0<-LA/-IA?-_R2?, ,$R.-2&.-#A$-0:A-:V?-2?-;R%?-$%-!J, ,3A-:.R.-#$-2}=-(<-v<-22?-I<-G%-, ,
卓坤 碟黨 登巴 爾 津基洛

呢居 第悲 最布 雍康碟
93

米得 獨阿 洽大 拔久 爾 將

祈請加持眾生皆安樂。（三誦，最後一次最後一句唸二遍） 情器世間充滿罪惡果，不欲諸苦如雨傾注般，

64

=?-%/-:V?-2-9.-0:A-o<-3,R%-/?, ,nJ/-%/-=3-.-=R%?-0<-LA/-IA?-_R2?, ,3.R<-/-29%-%/-$%-2-&A-><-;%-, ,
]-

類恩 綴布 誰悲 局通內

觀見止息惡果之因已，

間恩 朗度 龍巴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轉惡緣為道。

總之任其示現善惡景，

32

(R?-!/-~A%-0R-!R2?-s:A-*3?-=J/-IA?,

,L%-(2-?J3?-$*A?-:1J=-2:A-=3-2+<-+J, ,;A.-2.J-:2:-8A$-2|R3-0<-LA/-IA?-_R2?, ,

願以諸法心要修五力，

轉為增長菩提二心道，

確坤 寧波 舵也 良練吉

蔣處 森尼 沛威 朗久 爾 碟

3(R.-

.R<-2-28A-.%-w/-0:A-,2?-3#?-GA?, ,:U=-=-$%-,$-|R3-=-.R<-2-.%-,
95

朵那 桑恩 朗哇 基夏央

94

久哇 息黨 登悲 踏給計

綴拉 扛圖 拱拉 久 爾 哇黨

願以具足四加行權巧，

即刻投入儘力而修行，

意碟 拔希 拱巴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心喜唯修持。

,]R-.R%-.3-5B$-2a2-L:A-*3?-=J/-IA?, ,
洛迥 黨企 拉且 良練吉

行持修心誓言諸學處，

65

!, ,.=-:LR<-.R/-(J/-LJ.-0<-LA/-IA?-_R2?, ,$+R%-=J/-_%-=-2*R/-0:A-:U=-:.J$?-&/, ,L3?-.%-~A%-eJ-z$-0:A-2?3-0-;A?, ,
碟久 爾 屯千 且巴 爾 津基洛

上師供養

祈請加持暇滿得大義。

,:PR-i3?-YA.-35S-(J-=?-1R=-2:A-KA<,
卓南 木 息措 切類 卓威企 爾

96

東練 龍拉 君悲 祝碟間

蔣黨 寧傑 拉悲 桑 木 巴伊

乘御取捨風息幻術者，

以慈悲心增上善意樂，

,L%-(2-?J3?-*A.-:LR%?-0<-LA/-IA?-_R2?,

,.?-$?3-o=-2-!/-IA-2PR.-$&A$-=3, ,

蔣處 森尼 迥巴 爾 津基洛

為度眾生出離大有海，

祈請加持嫻熟菩提心。

南 木 達 甲些 董悲 局檔 木 新

帖秋 處津 木 孫 木 吉 良練拉

清淨佛子律儀束心續，

勝乘三種戒律之修持，

i3-.$-o=-Y?-#R3-0?-o.-2#3?->%A -, ,,J$-3(R$-5=-OA3?-$?3-IA-*3?-=J/-=,

獨孫 木 甲哇 坤吉 昨基朗 木

97

三世諸佛唯一所行徑，

,2lR/-0-z<-=J/-LJ.-0<-LA/-IA?-_R2?, ,
尊巴 輪練 且巴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積極起精進。

66

]-

=?-.%-=R%?-,R.-.?-$?3-.$J-5S$?-2&?, ,?J3?-&/-<%-<%-:.R.-0:A-.%R?-2+<-+J, ,($?-3J.-$+R%-?J3?-%J=-2:A-3/-%$-$A ,
呂檔 龍覺 獨孫 木 給措解

98

身及受用三世善資糧，

森間 嚷嚷 得悲 翁祝碟

洽沒 東森 沛威 面阿吉

轉為有情各各之所需，

增長無貪施心之口訣，

33

,?R-,<-L%-?J3?-$?%-}$?-#R3-0-;A, ,2&?-353?-YR$-$A-KA<-;%-3A-$+R%-8A%-, ,

.A/-0:A-1<-KA/-mR$?-0<-LA/-IA?-_R2?,
津悲 帕親 卓巴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圓滿布施度。

3(R.-

.$J-(R?-#.-.%-?J3?-&/-.R/-12-0:A,
給措 獨檔 森間 屯祝悲

攝善法與饒益有情戒，

99

梭踏 蔣森 桑阿 董巴伊

傑唱 木 梭吉 企養 米東新

別解脫與菩薩密咒戒，

縱因命難亦護諸遮制，

,5=-OA3?-1<-KA/-mR$?-0<-LA/-IA?-_R2?, ,#3?-$?3-*J-.$-3-=?-OR?-I<-+J, ,
處津 帕親 卓巴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圓滿持戒度。

康孫 傑故 瑪呂 措久 爾 碟

100

雖諸三界有情皆起瞋，

67

!, ,$>J-8A%-35%-:V-2#A$?->A%-YR$-$&R.-G%-, ,3A-:O$?-$/R.-=/-1/-0-12-LJ.-0:A, ,29R.-0:A-1<-KA/-mR$?-0<-LA/-IA?-_R2?, ,
謝欣 昌祝 地欣 梭絕將

米促 娜練 偏巴 祝且悲

所悲 帕親 卓巴 爾 津基洛

上師供養

責罵揭過恐嚇欲殺害，

祈請加持圓滿忍辱度。
?J3?-&/-<J-<J:A-KA<-;%-3/<-3J.-0:A, ,3J不惱反施利益為回報，
-/%-2{=-0-o-35S<-$/?-.$R?-G%-, ,~A
%-eJ?-3A-*R-L%-(2-3(R$-2lR/-0:A, ,

森間 瑞銳 戚央 那沒貝
110

昧朗 嘎巴 甲措 內閣將

寧傑 米就 蔣處 秋諄悲

縱為一一有情入無間，

2lR/-:P?-1<-KA/-mR$?-0<-LA/-IA?-_R2?, 必須滯迨火中經劫海，
,LA%-cR.-i3-0<-$;J%-2:A-*R/-%%?-/?, 悲心不搖勤勝菩提心，
,(R?-!/-2.J/-0?-!R%-0:A-$/?-=$?-=, ,
諄祝 帕親 卓巴 爾 津基洛

祈請加持圓滿精進度。

親格 南 木 巴 爾 煙威 君幫內

102

斷除沈掉渙散過失已，

確坤 店悲 東悲 內陸拉

諸法諦實本空真實義，

68

最基 良巴 爾 久悲 丁津吉

ˊ
ㄖㄚ

]-

lJ-$&A$-3*3-0<-:)R$-0:A-+A%-:6B/-IA?, ,2?3-$+/-1<-KA/-mR$?-0<-LA/-IA?-_R2?, ,.J-*A.-?R-?R<-gR$?-0:A->J?-<2-GA?, ,
桑滇 帕親 卓巴 爾 津基洛

碟尼 梭梭 舵悲 協饒 計

103

願以專注等至三摩地，
丈悲 心將 碟千 檔最哇

引生相應輕安大安樂，

3(R.-

KA-/%-(R?-i3?-+-3-kA-=3-.%-,
戚朗 確南 木 局瑪 米朗檔

104

內外諸法如幻如夢般，

屯當 良 木 夏 南 木 給 內久吉

謝饒

ˊ
ㄖㄚ

34

,S%?-0:A->A/-.%?-2.J-(J/-.%-:VJ=-2, ,.R祈請加持圓滿靜慮度。
/-.3-3*3-28$-/3-3#:A-i=-:LR<-IA?, ,>J願以真如分別觀察慧，
?-<2-1<-KA/-mR$?-0<-LA/-IA?-_R2?, ,
帕親 卓巴 爾 津基洛

勝義根本定之空瑜伽，
祈請加持圓滿智慧度。
,?%?-0:A
-35S-/%-^-$9$?-)A-28A/-., ,$%;%-2.J/-0<-3J.-0:A-5=-gR$?-/?, ,
檔悲 措郎 大蘇 即新度

朗央 滇巴 沒貝 處舵內

猶如澄淨湖中皎月影，

通達雖顯卻無真實已，

69

!, ,+-3:A-+A%-:6B/-mR$?-0<-LA/-IA?-_R2?, ,:#R<-:.?-<%-28A/-h=-43-3J.-0-.%-, ,o-:V?-gJ/-:VJ=-2a-2-3J.-0-$*A?, ,
局昧 丁津 卓巴 爾 津基洛

上師供養

祈請加持圓滿幻化定。

,1/-5/-:$=-3J.-PR$?-?-:(<-2-;A,
偏村 嘎昧 卓蘇 洽哇伊

擴碟 嚷欣 獨丈 木 沒巴 爾 檔

105

局最 滇綴 陸哇 沒巴逆

輪涅自性毫無微塵許，

,[-12-.$R%?-.R/-gR$?-0<-LA/-IA?-_R2?, 因果緣起無欺兩者間，
,.J-/?-hR-eJ-:6B/-0:A-.J.-.0R/-IA, ,
路竹 汞屯 舵巴 津基洛

彼此無違互助而現起，

祈請加持悟龍樹密意。
SA/-=?-o.-#J-o-35S:A-3)A%?-2c=-+J, ,.%R
?-P2-l-2-.3-5B$-#R3-0-i3?,
津類 局碟 甲措 津給碟

翁祝 札哇 檔 木 企 董巴南 木

渡越密續大海之瓶頸，

悉地根本誓言戒律等，

碟那 多傑 津悲 碟崩吉

106

願由持金剛者舵主恩，

,YR$-=?-$&J?-0<-:6B/-0<-LA/-IA?-_R2?, ,
梭類 傑巴 津巴 津基洛

祈請加持珍惜勝於命。

70

]-

,+<-2:A-<A3-0-.%-0R:A-i=-:LR<-IA?,

*J->A-2<-.R-o=-2:A-{-$?3-.,
傑西 琶朵 甲威 故孫度

局威 仁巴 黨播 內久 爾 吉

107

35

生死中陰勝者之三身，
$%$%-z-{-:(<-2<-LA/-IA?-_R2?,

踏美 郎賢 吉瑪 坤蔣碟

願以轉化初階之瑜伽，

普淨庸俗顯現耽著垢，

寧給 達傑 烏滴 烏達度

貢確 俠森 格巴 類迥哇

,~A%-$:A-:.2-2o.-K-+A:A-.2?-.$-+,

扛郎 拉故 洽哇 津基洛

祈請加持隨現本尊身。

,,-3=-$%-8J/-SA-3-!/-.%?-+J, ,
,3$R/-HR.-82?-?J/-2!R.-0-=?-L%-2, ,

108

3(R.-

:R.-$?=-+-=?-9%-.-:)$-0:A-=3, 心間中脈八瓣正中央，
,5K-:.A<-3%R/-.-:I<-2<-LA/-IA?-_R2?, 怙您足指莊嚴所出現，
,=3-$-3-9A/-:(A-2:A-.?-LJ.-/, ,
偶些 局呂 松度 居悲朗

光明幻身雙運之道路，

切滴 翁度 久 爾 哇 津基洛

祈請加持此世能現證。

朗 木 那 瑪欣 戚威 獨且那

109

若未以道攝持而身亡，

71

!, ,24/-,2?-:5%-o-]-3:A-:1R-2-/A, ,!R2?-s-;%-.$-.<-2:A-$.3?-%$-$A?, ,.$-0:A-8A%-.-2PR.-0<-LA/-IA?-_R2?,
上師供養

詹踏 昌甲 喇昧 波哇尼

舵阿 央達 甲威 黨阿計

願以師之牽識強成佛，

真實運用五力之口訣，

3.R<-/-*J-8A%-*J-2-,3?-&.-.,
朵那 傑欣 結哇 湯結度

110

,3$R/-0R-HR.-GA?-:V=-3J.-eJ?-29%-/?, ,祈請加持前往淨剎土。
{-$?%-,$?-GA-$?%-2-!/-:6B/-0:A,
貢播 確計 札昧 傑松內

總之願於生生世世中，

不與怙汝遠離攝受已，
Y?-GA-,-2R<-:I<-2<-LA/-IA?-_R2?, ,3$R
/-HR.-$%-.-3%R/-0<-?%?-o?-0:A,
謝計 突喔 久 爾 哇 津基洛

祈請加持成為主心子。

達悲 心杜 卓巴 津基洛

貢確 扛度 翁巴 爾 桑傑悲

111

怙主您於何處而成佛，

故松 突計 桑哇 坤津悲

謹持身語意之眾祕密，
,:#R
<-IA-,R$-3-*A.-.-2.$-I<-+J,
擴寄 託瑪 尼度 達久 爾 碟

我願成為您之主眷屬，

72

]-

,$/?-{2?-3,<-,$-.$R?-:.R.-3-=?-0, ,:2.-3J.-z/-IA?-P2-0:A-2N->A?-)R=, ,.J-v<-$?R=-2-2+2-0?-]-3-3(R$ ,
內嘎 踏突 格得 瑪呂巴

沛沒 倫及 駐悲 札希咻

暫時究竟希求皆無遺，

祈願無勞成辦願吉祥。 （接 113 偈）

36

LA/-IA?-2_2-KA<-.IJ?-28A/-,A-2R<-LR/,
津基 拉企 爾 傑辛 基喔瓊

歡欣喜悅降臨吾頭頂，

,a<-;%-~A%-$:A-0E:A-9J:-:V-=,
拉養 寧給 貝昧 寫祝拉

進而入心蓮華華蕊中，

碟達 梭哇 大悲 喇嘛秋
112

,82?-?J/-:R.如是祈請勝師加持故，
-($?-2g/-0<-28$?-?-$?=, ,
俠森 偶洽 登巴 爾 咻蘇所

祈請足指光輝常安住。 （接 115 偈）

3(R.-

.J-v-2:A-5=-IA?-]-3-.%-z$-0:A-z-.%-<%-$A-?J3?-$?3-%R-2R-.LJ<-3J.-.-L?-+J, ,R.-=3-,3?-&.-.-$%-$%-2.J-!R%-$A-<%-28A/-z-.%-z-3R:A-i3-<R=-+-2v-2-?R$?-即以此理，上師､增勝本尊與自心三者體性無二。一切威儀顯現皆是空樂性､天及天女之幻化等，

2*J.-mR$?-9%-:VJ=-IA-i=-:LR<-.%-, =3-IA-<A3-0:3-,J$-0-(J/-0R:A-]R-.R%-$A-$/.-;R%?-?-mR$?-0-=-]R-.R%-2-i3?-;-3-V=-2:A-*3?-=J/-=-2lR/-0<-L-8A%-,
生圓雙運瑜伽，以及道次第或大乘修心圓滿要訣，是諸修心者不可或缺之實修法門，故當勵行 ；

73

!, ,:)$-+-.$J-2-i3?-29%-0R-,R.-0-=-?R$?-0-(R/-=3-IA-o?-:.J2?->A%-,

,:.A-v<-2IA?-0:A-i3-.!<-.$J-2-;%-, ,

3.R<-2#-/,

滴大 吉悲 南 木 達 給哇央

上師供養

113

.?-最後，以【普賢行願品】等發願文將善根封印。
$?3-2.J-$>J$?-Y?-2&?-,3?-&.-GA, ,36.-0-(R/-=3-3-=?-若從簡，
212-0-.%-, 如是所造白淨諸善業，
,=%-gR$?-.3-(R?-:6B/-0:A-o-<-2}R, ,
獨孫 木 碟謝 些皆 湯結計

最巴 蒙朗 瑪呂 駐巴黨

祈願三世如來佛子眾，

,,J所作願望成辦皆無遺，
$-3(R$-:#R<-=R-28A-.%-3A-:V=-8A%-, ,%J迴向成持教證妙法因。
?-:L%-L%-?J3?-;%-.$-v-2-.%-, ,

碟伊 突類 切饒

114

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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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3,-=?-5K-<2?-!/-+-2.$

坤度達

願以彼力生生世世中，

龍舵 黨確 津悲 局如偶

鐵秋 擴洛 息黨 米哲欣

也迥 蔣森 央達 大哇黨

不與勝乘四輪相遠離，

出離心菩提心與正見，

74

]-

<A3-$*A?-=3-IA-2PR.-0-3,<-KA/->R$ ,&J?-2}R-2-.%-(R/-=3-L-8A%-,

3/-%$-$A-$/.-:$:-8A$8=-=?-G%->J?-0<-L:R,

林逆 朗 木 及 則巴 踏親咻

二次第道臻至最究竟。 （接 112 偈） 雖已誦畢迴向願文，然部份教授要訣當由【親訓】中得知。

37

,.J-v<-8$-<J-28A/-o/-IA-i=-:LR<-.-L-/-3.R-}$?-,3?-&.-GA-~A%-0R-*3?-?-]%?-0<-:I<-8A%-, :.A-KA:A-=J$?-5S$?-,3?-&.-GA-l-2-2g/-0<-:I<-2-;A/-/R, ,

? 如是，若每日修此相應法，是即修持經續諸要義，此後一切善資根本將堅固。
5?-0, 3.R-o.-.3-0:A-3/-%$-:R-3:A-35S, ,i3-.JR.-?-:6B/-.2%-0R?-2Y2?-0-=?, ,

3(R.-

}R跋文
/-3J.-=J$?-經續妙訣乳大海，
2>.-2..-lA:A-!-=-> ,{=-29%-=J穎慧山王攪打出，
$?-VA?-5S$?-GA-*J<-:5S<-P2, ,$%-:.A-$?-w/-aR-3-3,:-.$-$A ,
空前善說甘露瓶，

賢緣妙撰成資糧；

是此虔敬弟子眾，

75

!, ,~A%-3/-3-=?-?J=-2:A-1R/-3J-.%-,

,:)A$-gJ/-:)A$-gJ/-:.?-0:A-.$J-=J$?-/A, ,3,:-.$-M<-.-:$$?-0:A-t$?-G:%-;A/, ,

上師供養

盡除心黯之明燈，
5=:.A<-:2.-=?-L%-2:A-.$J-2:A-5S$?, 世出世間眾善樂，
,^-v<-.!<-2-$%-8A$-,R2-0-.J,
勤此軌理將獲得，
:PR
-!/-eJ?-?-:6B/-0:A-o-<-2}R,
聖怙攝受眾生因。

如月皎白善資糧，

完全勾召之彎鉤；
,.$J
-=J$?-l-2-.3-0:A-3$R/-i3?-GA?, ,
迴向願成善樂本，

,8J?-]-3-3(R.-0:A-(R-$-:.A-/A-:.=-2-:6B/-0-(R?-GA-P$?-0-.%-, ]R-29%-1/-5S$?-$*A?-GA?-:.A-v-2-此【供養上師儀軌】乃因持律者－卻吉札巴與洛桑朋措兩位數度要求

8A$-.$R?-8J?-;%-;%-2{=-2-=-2gJ/-/?, >G:A-.$J-aR%-]R-29%-(R?-GA-o=-35/-IA?-P2-(J/-\A%-$A?-36.-0:A-]-3-3(R.-0-.%-, .0%-=R-(J/-0R?-36.-0:AA須要似此法本故。我，釋迦苾芻－洛桑確吉佳謙（善慧法幢）乃參考大成就者藺撰著之【上師供養】，

76

]-

]-3-3(R.-0-.%-, ?-*-0:A-.$J-2:A-2>J?-$*J/-(J/-0R-.-3?-36.-0:A-]-3-3(R.-0-.%-, ,3?-&.-3HJ/-0-.$J-:./-o-35S?-36.-0:A-]-3-3(R.-0-.%-, 3#?-P2以及邦洛千玻撰著之【上師供養】､眾薩迦大善識撰著之【上師供養】､遍智根敦加措所撰之【供養上師】

(J/-0R-3#/-0R-<A/-0R-(J-?%?-o?-;J->J?-GA?-36.-0:A-]-3-3(R.-0-.%-, $8/-;%-P2-3,:-?R-?R:A-]-3-3(R$-.3/-.-3?-36.-0:A-]-3-3(R.-0-3%-0R-8A$-3,R%-8A%-,

38

及大賢哲堪布仁波切－桑杰也協撰著之【上師供養】與各派眾多優劣師長撰著之【供養上師】，

2eR.-L:A-.R/-i3?-#R%-.-(.-0<-L?-+J-=J$?-0:A-(-,3?-&.-=J$?-0<-2#?-/?, 3.R-o.-.3-0:A-3/-%$-)A-v-2-28A/-.-5B$-.R<-%%?-+J-$R-2.J-2<,
了解所詮意義已，總結所有優點，捨棄經續妙訣般之詞藻，故易於了解。

3(R.-

(R?-9-(J/-0R-2N->A?-z/-0R:A-$9A3?-#%-o=-35/-3,R/-0R:A-;%-,R$-+-.<-2:R,,
執筆於札西倫布寺中，寶幢高舉之樓上寮房裡。

,,

77

!, ,>A?-2eR.-/A,

吉祥偈：
? YA.-8A:A-i3-.!<)A-~J.-.$J-35/-IA?, ,.J%-:.A<-3A->A?-c.-0-!/-V=-+J,
上師供養

希息 南 木嘎 吉涅 給千吉

,$/?-{2?-3,<-,$-.$J-=J$?-/3-3#:A-36S., ,

登滴 米希 古巴 坤札碟

內卡 塔突 給類 南 木給哲

115

盡諸有寂白淨善吉兆，
於此當下離厄不吉祥，
眼前究竟善樂虛空藏，
1/5S$?-.0=-=-<R=-0:A-2N->A?->R$ ,!/3HJ/-]R-29%-P$?-0:A-(R?-GA-#J<, ,2a2$?3-i3-.$-lJ-$&A$-12-=-2lR/, ,
彭措 巴拉 若悲 札希咻

圓滿妙德遊戲願吉祥。

坤千 洛桑 札悲 確計碟

拉孫 木 南 木達 最基 竹拉尊

116

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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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智善慧名稱妙法藏，
i=-:LR<-<2-L%-5S$?-GA?-;R%?-$%-2?, ,,22!/-;/-.-$/?-0:A-2N->A?->R$
內久 饒 迥 措計 雍扛威

瑜伽沙門大眾遍各方，

清淨三學專注勤修行，

,$8R/-/:A-.?-/?-]-3-z-3(R$-=, ,

突登 源度 內悲 札希咻

能仁教法常住願吉祥。

雄奴 獨內 喇嘛 拉措拉

117

願由幼年時期即祈請，

78

]-

$?R=-2-2+2-0?-]R-29%-P$?-0-;A, ,LA/-_2?-8$?-/?-$8/-.R/-z/-IA?-P2, ,]R-29%-hR-eJ-:(%-$A-2N->A?->R$ ,
梭哇 大悲 洛桑 札巴伊

津拉 咻內 賢屯 倫及駐

師勝本尊善慧名稱尊，

․ㄖㄧ

39

:.R.-.$:A-:LR<-2-.L<-IA-35S-v<-:1J=, ,*R加持入心任運利他行，
/-3J.-<A$?-GA-.=-:PR-o/-(.-3J.,
德故 久哇 雅集 措搭配

君昧 哩 計 達卓 均缺沒

118

3(R.-

資財富饒宛如夏湖漲，
1/5S$?-.0=-=-<=R-0:A-2N->A?->R$ 不離無過種姓閒暇道，
,2.$-?R$?-i3?-GA?-.J%-/?-L%-(2-2<,
彭措 巴拉 若悲 札希咻

圓滿妙德遊戲願吉祥。

達梭 南 木 計 典內 蔣處琶

119

我等此起迄至菩提間，

洛桑 多傑 將吉 札希咻

洛桑金剛持尊願吉祥。
,*A
/-35/-]R-29%-.3-0:A-(R?-GA-:.:, ,

寧千 洛桑 黨悲 確計達

願以洛桑妙法度晝夜，

,2IA?-.%-2IA?-:I<-.$J-2-&A-2?$?-0, ,
基黨 積久 給哇 基薩巴

自作教作所積諸善德，

79

!, ,8A%-:.A<-eJ-24/-.3-0:A-$9$?-GA-{,
欣底 傑尊 黨悲 蘇計故

上師供養

此境至尊聖色身不變，

? J-!A,

,:I<-3J.-hR-eJ-v<-2g/-2N->A?->R$,
局昧 多皆 大登 札希咻

,,

堅固宛如金剛願吉祥。

]-3J.-9%-:)$-12-0:A-*J-=3-3(R$ ,]-3-3(R.-0:A-(R-$:A-%$-:.R/-.2<, ,]-3J.-1/-2.J:A-:.R.-0-:)R-2:A-a., ,]-3-z-=-$?-w/-$%-.J?-2N/,

梭帝！ 成辦無上雙運勝捷徑， 念誦上師供養法儀軌， 滿足無上利樂需求故，

虔誠恭敬上師與本尊。

.$J-:.A?-]-3:A-LA/-_2?-2..-lA:A-2&., ,~A%-.2?-]-3-?%?-o?-:.?-{<-28J%?, ,$%-YA.-]-3<-><-2:A-i=-:LR<-IA?, ,H2-2.$-]-3:A-$R-:1%-M<-,R2->R$
此善上師加持甘露粹，

心中浮現總攝師佛身，

以師所現萬法之瑜伽， 速證遍主上師佛果位。

,&J?-0-:.A-;%-0.-.!<-:(%-2:A-*J-:UJ%-2&-28A-0-%$-.2%-]R-29%-2!/-:6B/-o-35S?-(R/-0:R,,

,,

此乃第 14 世，持白蓮者（達賴喇嘛）‧阿旺洛桑滇津嘉措之祝願文。

釋法炬 恭譯 2010/1/21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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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3-(R/-=3,

!, ,=3-<A3-(R/-=3-28$?-?R, ,
【道次願文】

!, ,.J<-/A-<A%-.-:2.-=?-5S$?-$*A?-/A,
碟逆 仁度 沛類 措逆匿

120

願以於此久勤所積聚，

40

․ㄖㄧ

]R-3A$-3-<A$-$A?-wR%?-:PR-2-!/,

,3#:-v<-;%?-0-$%-8A$-2?$?-0-.J?, ,
喀大 央巴 扛息 薩巴碟

廣大猶如虛空二資糧，

,i3-:SJ/-o=-2:A-.2%-0R<-2.$-I<-&A$ ,

洛米 瑪哩 吉董 卓哇坤

南 木振 甲威 汪播 達久 爾 基

引導慧眼無明所蔽眾，

使我成就導師勝者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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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R/-0:A-5K-<2?-!/-+-;%-,
碟瑪 松悲 且饒 坤度央

道次願文

121

願未達彼一切生世中，

2!/-0:A-<A3-0-!/-5%-=3-IA-3(R$
滇悲 仁巴 坤倉 朗吉秋

獲得圓滿教法妙道已，

<%-$A?-)A-28A/-gR$?-0:A-=3-IA-$/.,
122

,:)3-0:A-.L%?-GA?-2lJ-2?-eJ?-29%-!J, ,
講悲 央計 最威 傑松碟

文殊妙音悲憫垂攝受，

,fJ.-/?-12-0?-o=-i3?-3*J?-LJ.->R$ ,
涅內 祝悲 甲南 木 涅且咻

修行令諸勝者皆歡喜。

,>$?-S$-2lJ-2?-S%?-0:A-,2?-3#?-GA?,D

嚷吉 基欣 舵悲 朗及內

修乍 最威 丈悲 踏給計

願以自己所悟妙道訣，

大悲引導以諸巧方便，

82

=3-<A3-(R/-=3,

:PR-2:A-;A.-GA-3/-0-2?=-L?-/?,
卓威 伊計 幕巴 薩且內

去除眾生心中愚黯已，

2!/-0-<A/-(J/-3(R$-$A?-3-H2-0:3,
123

,o=-2:A-2!/-0-;/-<A%-:6B/-I<-&A$ ,
甲威 滇悲 語仁 津久基

秉持勝者教法到永遠。

,H2-G%-*3?-0<-I<-0:A-KR$?-.J<-/A, ,

滇巴 仁千 秋吉 瑪洽榜

洽將 良巴 爾 久悲 秋碟尼

凡是殊勝法寶未普及，

或已普及衰退之方所，

,1/-2.J:A-$+J<-.J-$?=-2<-LJ.-0<->R$ ,

願以大悲鞭策動心意，

宏揚利樂根源於彼方。

寧皆 千缽 伊饒

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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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eJ-(J/-0R?-;A.-<2-2*R.-0-;A?,
就巴伊

偏碟 嗲碟 薩哇 且巴修

83

!, ,Y?-2&?-o=-2:A-k.-L%-:UA/-=?-=?,
謝皆 甲威 美迥 親類類

道次願文

124

諸佛佛子稀有之事業，

類祝 蔣處 浪吉 仁悲將

雖已成辦菩提道次第，

,<-:.R.-i3?-GA-;A.-=-.0=-!J<-8A%-,

,o=-2:A-36.-0-<A%-.-*R%-I<-&A$ ,

亦賜欲脫眾之心祥瑞，

願永護持勝者之事業。

踏得 南 木計 意拉 巴碟欣

甲威 最巴 仁度 迥久 爾 基

=3-29%-1A$-0:A-3,/-nJ/-12-LJ.-&A%-,

,:$=-nJ/-?J=-LJ.-3A-.%-3A-3A/-!/, ,

願能構築妙道之順緣，

去除人及非人逆緣等，

朗桑 計悲 吞間 祝且津
125

,=J$?-P2-L%-(2-=3-IA-<A3-0?-G%-, ,

嘎間 謝且 米黨 米明坤

84

,i3-.$-=3-.%-:V=-2<-3-I<-&A$ ,

於諸生生世世永不離，

勝者所讚清淨之道中。

切饒

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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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3-(R/-=3,

5K-<2?-!/-+-o=-2?-2}$?-0-;A,
坤度 甲威 阿巴伊

$%-5K-,J$-0-3(R$-=-(R?-,R.-2&?,
扛切 鐵巴 秋拉 確覺局
126

南 木達 朗 木黨 札哇 瑪久基

,5=-28A/-212-=-2lR/-0-.J-;A-5K, ,
出新 祝拉 諄巴 碟伊切

願行妙乘十法行之時，

如理修行正勤精進時，

突登 南 木際 大杜 卓且津

札希 甲措 秋坤 洽久 爾 計

3,-w/-i3?-GA?-g$-+-PR$?-LJ.-&A%-,

42

威力勢眾經常為助伴，

eJ-4S%-#-0-(J/-0R?-$?%-%R-,,

85

,2N->A?-o-35S?-KR$?-!/-H2-I<-&A$, ,,
吉祥大海遍揚普各方。

至尊宗喀巴大師 撰著

釋法炬 藏譯漢

無緣悲心頌

? .3A$?-3J.-2lJ-2:A-$+J<-(J/-,/-<?-$9A$?,
彌昧 哲威 迭千 堅瑞希

127

,SA-3J.-3HJ/-0:A-.2%-0R-:)3-0:A-.L%?, ,
吉昧 謙哲 汪波 蔣貝央

無緣悲心大藏觀世音

無垢智慧主尊妙吉祥

$%?-&/-3#?-0:A-$4$-o/-4S%-#-0,

,]R-29%-P$?-0:A-82?-=-$?R=-2-:.J2?, ,

康堅 給貝 處堅 宗喀巴

雪鄉學者頂飾宗喀巴

洛桑 札貝 霞拉 梭哇迭

羅桑札巴足下我祈請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