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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办︽搬︽罢册邦︽斑︽扳摆扳︽粹拜︽电邦︽半搬︽兵办︽扳颁稗︽ 
卞︽罢雕办︽伴炒搬邦﹀ 

第二如来酿麦，西饶坚参祈请文 
 

搬炒︽惭稗︽兵办︽冲︽雹稗︽搬拌爸︽兵办︽搬︽伴吵邦﹀ ﹀ 
德庆 嘉布 更桑 嘉哇度， 

大乐之王普贤如来集， 

脆︽搬糙拜︽罢等爸邦︽忱稗︽电邦︽半搬︽待︽搬敌︽叼爸︽﹀ ﹀ 
摩杰 送旦 西饶 玛卫桑。 

具不忘持智慧狮子吼。 

伴板扳︽憋爸︽捶稗︽卞︽罢单罢︽兵稗︽扳摆扳︽粹拜︽斑﹀ ﹀ 
赞朗 文吉 走尖 念麦巴， 

世界本教顶饰酿麦巴， 

电邦︽半搬︽兵办︽扳颁稗︽扮搬邦︽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 
谢热 坚参 夏拉 嗦哇德。 

祈请西饶坚参宝莲足。 

碘罢邦︽罢册邦︽扳辟稗︽斑邦︽扳霸邦︽滨敌︽拜爸︽搬︽伴彻稗﹀  ﹀党办︽避扳邦︽秤扳︽拜罢︽斑寄敌︽从搬邦︽办邦︽伴陛爸邦﹀ ﹀  
乐尼  亲贝  克给  当哇展，次尘  南达  班美  玻力春 

通晓双规倾众贤，             持戒清净似莲花。 

搬拌爸︽冲敌︽底稗︽佰稗︽伴板扳︽北爸︽罢叼半︽卞︽邓﹀ ﹀   兵︽涤搬邦︽必爸︽淬︽扮搬邦︽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 
桑伟  元旦  赞隆  赛吉达，嘉沃  琼毛  夏拉  索哇德。 

贤德堪比赡河金，              嘉沃琼毛赐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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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搬邦︽伴表︽拜爸︽叼扳邦︽搬彼拜﹀ 
皈依与发心 

 

搬拜罢︽拜爸︽伴表︽搬︽叼扳邦︽白稗︽败扳邦︽白拜︽宝邦﹀ 比搬邦︽宝︽拜爸︽冲︽绰︽扳︽拜扳︽
斑︽秤扳邦︽办︽比搬邦︽碉︽扳蚕涤﹀ ﹀ 
达当 卓哇 三见 谈结基，加杰 当波 喇嘛 旦巴 南拉 加思齐哦。 

我与普天众生，皈依第一怙主诸上师。 

邦爸邦︽兵邦︽办︽比搬邦︽碉︽扳蚕涤﹀ ﹀         捶稗︽办︽比搬邦︽碉︽扳蚕涤﹀ ﹀ 
桑结拉 加思齐哦。        翁拉  加思齐哦。 

皈依佛。                     皈依法。 

罢电稗︽半搬︽罢嫡爸︽掣爸︽叼扳邦︽拜斑敌︽档罢邦︽秤扳邦︽办︽比搬邦︽碉︽扳蚕涤﹀ ﹀ 
先热 雍仲 僧会 措南拉  加思齐哦。 

皈依殊胜雍仲勇识众。 

搬坝伴︽碧爸︽抵︽电邦︽宝︽拜搬办︽淬︽办︽雕罢邦﹀ 
瓜炯 益西吉 旺姆拉嗦。 

皈依智慧护旨诸圣从。 

搬长稗︽掉爸︽抵︽电邦︽斑敌︽冬︽档罢邦︽秤扳邦︽办︽比搬邦︽碉︽扳蚕涤﹀ ﹀ 
丹松 益西比 拉措南拉 加思齐哦。 

皈依智慧护法诸圣众。 

绰︽扳︽邦爸邦︽兵邦︽捶稗︽拜爸︽罢电稗︽半搬︽办﹀      ﹀锤爸︽残搬︽扳︽超搬︽搬半︽吵︽搬拜罢︽比搬邦︽扳蚕﹀ ﹀ 
喇嘛 桑结  翁当 先热拉，  香曲 玛托 哇得 道加齐。 

于彼上师佛法辛饶僧，        直证菩提胜果我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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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辨半︽伴表︽秤扳邦︽刁拜︽扳档︽办邦︽膊办︽传半﹀    ﹀搬拜罢︽呈︽锤爸︽残搬︽扳惨罢︽拆︽叼扳邦︽搬彼拜︽车﹀ ﹀ 
玛杰 卓南 斯措 来卓协。  达乃 香曲 确得 三杰哆。 

为助我母有情出轮回，        我此大发微妙菩提心。 

扳霸伴︽扳摆扳︽叼扳邦︽白稗︽败扳邦︽白拜︽搬炒︽搬︽拜爸︽搬炒︽搬敌︽柄︽拜爸︽忱稗︽斑半︽辨半︽财罢 
跨念  三见  谈结 德哇当 德卫句当 登巴局久。 

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 

叼扳邦︽白稗︽败扳邦︽白拜︽城罢︽搬擦办︽拜爸︽城罢︽搬擦办︽卞︽柄︽拜爸︽唇办︽搬半︽辨半︽财罢 
三见  谈结 抖阿当 抖阿杰 句当  扎哇局久。 

愿诸众生远离众苦及众苦因！ 

叼扳邦︽白稗︽败扳邦︽白拜︽城罢︽搬擦办︽粹拜︽斑敌︽搬炒︽搬︽拜爸︽忱稗︽斑半︽辨半︽财罢 
三见  谈结 抖阿  麦比 德哇当 旦巴局久。 

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 

叼扳邦︽白稗︽败扳邦︽白拜︽搬炒︽城罢︽罢册邦︽拜爸︽唇办︽搬敌︽搬佰爸︽差扳邦︽颁拜︽粹拜︽斑︽办︽
叼扳邦︽罢稗邦︽斑半︽辨半︽财罢 
三见  谈结 德抖  尼当  扎卫  当娘 财麦巴拉 三内巴局久。 

愿诸众生远离乐苦二法住无量平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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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稗︽伴表敌︽爸罢︽伴车稗︽搬调搬︽罢碉扳︽地稗︽惭稗︽伴彻稗︽斑敌︽ 

靛爸︽缠︽搬的罢邦︽雕﹀ ﹀ 
前行念诵仪轨载运三学珍宝之车 

 

绰︽扳︽拜爸︽冬罢︽斑敌︽冬︽涤拜︽拜坝半︽罢稗邦︽伴刀稗︽办︽椽罢︽伴颁办︽典﹀ ﹀ 
礼敬上师与胜尊白光境持。 

炒︽办︽伴巢︽车稗︽秤扳︽斑︽搬睬︽罢册邦︽宝邦︽搬长稗︽柴﹀ 超罢︽扳︽超︽半爸邦︽扳办︽稗邦︽
忱爸︽搬敌︽荡﹀  吵邦︽罢碉扳︽卞︽搬罢︽帛搬︽败扳邦︽白拜︽缔爸︽帝︽罢碉扳︽扳扳︽拜贬邦︽扳︽碘邦︽ 
斑︽传半︽拜春爸︽办﹀  电邦︽斑︽秤办︽吵︽班搬︽稗邦︽搬邦扳︽罢佰稗︽卞︽耻拜︽吵︽蒂爸︽搬半︽锤邦︽
办﹀  炒︽稗邦﹀ 

此前行念诵仪轨分十二要义。黎明相起时，三放浊气或九放浊气，想

所有三世习障随气排放出去。心平垣静住，造可修定之法器。 

绰︽扳︽扳辟稗︽惩﹀  绰︽扳︽扳辟稗︽惩﹀  糙︽撤稗︽惭稗︽胆︽搬敌︽绰︽扳︽扳辟稗︽惩﹀ ﹀ 
喇嘛钦诺，喇嘛钦诺，界珍钦  杂伟   喇嘛钦诺， 

上师垂念！上师垂念！祈请上师垂念！ 

蹬邦︽罢吵爸︽垫罢邦︽扯罢︽冲邦︽捶邦︽办﹀  搽爸︽拜吹邦︽宝︽绰︽扳︽胆︽拜吹︽扳敌︽办扳︽ 
搬柄拜︽炒︽雏︽捶敌︽罢单罢︽编︽稗扳︽扳霸伴︽办︽抵半︽搬的罢邦︽斑半︽搬邦扳︽得爸︽﹀   碴稗︽斑敌︽
拜锤爸邦︽宝邦︽伴巢︽泵拜︽搬槽拜︽车﹀ ﹀ 
如是猛利悲呼已，观想心中上师入中脉升至头顶虚空界，依次唱诵； 

搽爸︽拜吹邦︽拜罢︽斑︽搬炒︽惭稗︽得爸︽霸扳邦︽稗邦﹀  ﹀冬稗︽彼邦︽抵︽电邦︽捕︽捶︽绰︽扳︽糙﹀ ﹀ 
娘会  达巴  德庆  香看乃，  兰杰  益西  我哦  喇嘛节， 

心中清净大乐刹土中。        俱生智慧本体上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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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稗︽淬爸邦︽罢车稗︽卞邦︽罢登半︽搬敌︽泵办︽爸稗︽搬拜罢 ﹀败半︽粹拜︽伴闭半︽搬敌︽扳档︽办邦︽搬伯办︽搬敌︽传半﹀ ﹀ 
念萌  端吉  思卫  嘎安达，  塔梅  阔卫  措列  扎卫希， 

为令烦恼缠身福浅者，        我于无边轮回得解脱， 

拜吹︽扳︽胆︽扳惨罢︽办扳︽稗邦︽瓣半︽醇稗︽办﹀   ﹀雏︽捶︽搬炒︽惭稗︽伴闭半︽典敌︽拜吹邦︽搬的罢邦︽稗邦﹀ ﹀ 
吾嘛  杂秋  兰尼  雅玄拉，   吉哦  德庆  阔类  悟虚乃， 

祈入殊胜中脉道上升，         坐于头顶大乐轮中央， 

池爸︽搬︽搏︽扳半︽伴醇爸︽搬半︽垂稗︽卞邦︽掂搬邦﹀ ﹀ 
囊哇  究嘛  炯外  幸吉劳， 

加被诸相体证为幼化。 

 
罢册邦︽斑﹀  拜办︽伴醇半︽茶拜︽拜坝伴︽搬︽呈﹀ ﹀ 

二、暇满难得 
 

拜︽第邦︽拜翠办︽搬︽翟︽逗罢邦︽吵拜︽伴表︽拜爸︽﹀ ﹀荡︽地爸︽冬︽拜爸︽得爸︽霸扳邦︽敞爸︽搬︽拜爸︽﹀ ﹀ 
达热  念哇  耶达  度卓当，   才让  拉当   香看  东瓦当， 

今生地狱饿鬼畜生与，        长寿天及空虚国土与， 

扳败伴︽伴闭搬︽悲︽背︽拜搬爸︽捶︽扳︽颁爸︽斑﹀     ﹀昌︽搬︽典罢︽拜爸︽脆︽闭扳邦︽搬兵拜︽初爸邦︽稗邦﹀ ﹀ 
塔考  拉罗  嗡沃  嘛仓瓦，  达哇  罗当  梅空  结帮乃， 

边地蛮人诸根非具全，           邪见八无暇皆断离已， 

脆︽翟稗︽拜吹邦︽彼邦︽拜搬爸︽捶︽波︽布︽颁爸︽﹀ ﹀办邦︽扳败伴︽扳︽典罢︽邦爸邦︽兵邦︽搬长稗︽办︽拜拜﹀ ﹀ 
梅映  悟结  嗡沃  果啊仓，  耒塔  嘛罗  桑杰  登拉代， 

人生中土五根悉具全，           无有宿业颠倒信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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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稗︽斑︽醇稗︽拜爸︽捶稗︽罢碉爸邦︽炒︽册拜︽罢稗邦﹀ ﹀伴苍罢︽斑敌︽敞搬邦︽底拜︽拜扁︽搬敌︽搬电邦︽宝邦︽登稗﹀ ﹀ 
端巴  玄当   翁松  德尼乃， 究毕  哆要  格卫  幸吉僧， 

如来出世说法法住世，           学法有力得遇善知识， 

伴巢︽伴扯敌︽碘邦︽阐稗︽茶拜︽斑︽拜︽第邦︽般扳﹀ ﹀雌︽池︽拜扁︽办︽搏半︽财罢︽搽爸︽糙敌︽冬﹀ ﹀ 
的者  吕丹  捏巴  达日赞，  罗那  格拉  局久  娘吉拉， 

获得如此胜身唯今世，           慈悲佛助我心向善法， 

典罢︽斑敌︽办扳︽办︽扳︽罢豺爸︽辩半︽橱爸邦︽惭﹀ ﹀存半︽吵︽败半︽搬半︽澈爸邦︽靛罢︽扳摆扳︽粹拜︽斑﹀ ﹀ 
罗毕  兰拉   嘛东  结崩且， 纽得  塔外  仲秀  念麦巴， 

本教师助心非入邪道，           酿麦尊助心速得解脱， 

拜椿︽搬︽粹拜︽车︽撤稗︽惭稗︽绰︽扳︽扳辟稗﹀ ﹀吵罢︽布邦︽叼扳邦︽拜爆罢︽碘邦︽办︽稗拜︽宝邦︽罢吵爸︽﹀ ﹀ 
耶哇  梅哆  真庆  喇嘛庆。  豆爱  森周  吕拉  乃吉东， 

无二恩重上师祈垂念。           五毒扰心身受疾病苦， 

搬扁罢邦︽宝邦︽柄拜︽掂扳︽拜遍︽罢层稗︽卞邦︽伴荡︽搬﹀ ﹀伴闭半︽搬邦︽搬爹邦︽拜爸︽电邦︽半搬︽拜扳稗︽斑︽拜爸︽﹀ ﹀ 
革吉  吉乱  扎宁  吉才哇，  阔伟  绿当  西热  萌巴当， 

恶魔附心受敌友侵害，           遭受轮回引诱智慧弱， 

伴吵︽伴刀邦︽罢抵爸︽得爸︽拜扁︽搬邦扳︽脆︽伴彪搬︽吵邦﹀ ﹀雌︽池︽拜扁︽办︽搏半︽财罢︽搽爸︽糙敌︽冬﹀ ﹀ 
得贼  映香  格三  弥智地，  罗那  格拉  吉久  娘吉拉， 

喧闹放逸善法难修时，           慈悲佛助我心向善法， 

典罢︽斑敌︽办扳︽办︽扳︽罢豺爸︽辩半︽橱爸邦︽惭﹀    ﹀存半︽吵︽败半︽搬半︽澈爸邦︽靛罢︽扳摆扳︽粹拜︽斑﹀ ﹀ 
罗毕  兰拉  玛东  结崩且，  尼得  塔瓦  仲秀  念麦巴， 

本教师助心非入邪道，           酿麦尊助心速得解脱， 

拜椿︽搬︽粹拜︽车︽撤稗︽惭稗︽绰︽扳︽扳辟稗﹀ ﹀ 
耶哇  梅哆  真庆  喇嘛庆。 

无二恩垂上师祈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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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碉扳︽斑︽荡︽脆︽缠罢︽斑︽呈﹀ 

三、人生无常 

 

传︽耻拜︽伴灿罢︽财爸︽稗爸︽搬睬拜︽叼扳邦︽白稗︽敞爸︽﹀ ﹀邦爸邦︽兵邦︽迸︽伴拜邦︽彼︽拜贬︽搬拜罢︽冲伴爸︽伴蚕﹀ ﹀ 
西诺  久江   囊句  三见东， 桑杰  格德  结格  达波嗡齐， 

外器世灭内众有情空，          如来入灭梵天王亦死， 

炒︽搬得稗︽搬拜罢︽饱爸︽驳邦︽斑半︽伴蚕︽拜便邦︽靛爸︽﹀  ﹀稗扳︽伴蚕︽柏︽粹拜︽伴蚕︽霸半︽财邦︽脆︽成爸︽﹀ ﹀ 
德信  达江  恩巴  齐贵香，  南齐  恰梅  齐喀  吉弥东， 

如是我亦必定将死亡，          死期无定死时无助友， 

伴蚕︽搬敌︽吵邦︽搬搬︽伴春爸︽搬︽伴灿罢︽城拜︽荡﹀ ﹀碘邦︽办︽稗︽颁︽叼扳邦︽办︽伴灿罢邦︽蓖罢︽惭﹀ ﹀ 
齐卫  地外  炯哇  久得才，  吕拉  纳擦  三拉  久扎且， 

死亡临头四大融入时，        身体病痛心生大畏惧， 

伴巢︽伴扯敌︽城罢︽搬擦办︽惭稗︽冲邦︽搬拜罢︽扳稗半︽荡﹀  ﹀唱罢邦︽糙敌︽碧搬︽斑︽扳︽残爸︽搽爸︽糙敌︽冬﹀ ﹀ 
迪者  斗啊  庆备  达那才，  头吉  晓巴  嘛穹  娘吉拉， 

我受如此巨大痛苦时，        祈请慈悲佛莫减悲护， 

爸稗︽雕爸︽罢瓣爸︽办︽扳︽罢豺爸︽辩半︽橱爸邦︽惭﹀ ﹀传︽扳敌︽办扳︽池︽澈爸邦︽靛罢︽扳摆扳︽粹拜︽斑﹀ ﹀ 
安松  央拉  嘛东  结崩且，希弥  兰那  忠修  念麦巴， 

本教师莫让我入恶趣，        醉麦尊于往生道接引， 

拜椿︽搬︽粹拜︽车︽撤稗︽惭稗︽绰︽扳︽扳辟稗﹀ ﹀ 
耶哇  梅哆  真庆  喇嘛庆。 

无二恩重上师祈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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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得︽搬︽伴闭半︽搬敌︽层邦︽拜脆罢邦︽呈﹀ 

四、轮回痛苦 

 

搬拜罢︽呈︽蹭稗︽淬爸邦︽吵罢︽罢碉扳︽拜搬爸︽辨半︽斑邦﹀ ﹀传︽扳半︽爸稗︽雕爸︽城罢︽搬擦办︽磋爸︽辨半︽稗﹀ ﹀ 
达尼  念木  抖孙  旺吉贝， 夕嘛  安松  斗受  娘吉那， 

我受烦恼三毒缠绕故，        往生遭受恶趣痛苦时， 

瓣爸︽雕邦︽畅罢︽稗罢︽搬城邦︽伴仓扳邦︽泊︽伴捶拜︽拜爸︽﹀ ﹀泊︽伴捶拜︽惭稗︽冲︽颁︽搬︽颁︽搬︽惭﹀ ﹀ 
央岁  头那  地卷  欧播当， 欧播  庆波  擦哇  擦哇且， 

等活黑绳众合叫号与，        大叫号及烧热极焰热， 

扳稗半︽粹拜︽斑︽拜爸︽层︽伴闭半︽搬睬︽掣罢︽雕罢邦﹀ ﹀彩罢邦︽搬吊罢邦︽罢得︽办︽伴搬半︽搬︽粹邦︽搬吊罢︽财爸︽﹀ ﹀ 
那梅  巴当  聂阔  句周嗦， 加赛  夕拉  巴哇  梅斯江， 

无间近边十六地狱等，         热铁地上火焰中燃烧， 

匙︽罢采拜︽扳档稗︽柏邦︽瓣爸︽瓣爸︽搬绊伴︽搬拆搬︽拜爸︽﹀ ﹀雕罢︽点邦︽罢佃罢︽财爸︽地︽半搬︽搬半︽吵︽罢财半﹀ ﹀ 
那觉  寸且  央央  夏得当， 索类  呼江  日热  瓦得吉， 

锋利刀斧割断身首与，         锯解身休须弥山间春， 

彩罢邦︽搬吊罢邦︽霸爸︽搬︽粹︽伴搬半︽稗爸︽吵︽搬吊罢 ﹀边︽残敌︽背爸︽伴档拜︽罢邦办︽靛爸︽伴搬半︽搬邦︽揣罢邦﹀ ﹀ 
加赛  康瓦  梅巴  囊得赛，   啜起  龙措  索香  巴外普， 

热铁房内火焰中燃烧，         铁汁中煮刀林穿透身。 

粹︽扳半︽瘁半︽卞邦︽贝爸︽碘邦︽罢爸︽第罢︽伴挡罢 ﹀帝︽翠罢︽伴拜扳︽吵︽扳残︽匙稗︽伴吹︽翟邦︽拌﹀ ﹀ 
梅嘛  木吉  冈吕  冈日册， 若酿  旦得  曲暖  布亿萨， 

糖煨之地身触便燃烧，         腐尸泥海虫兽争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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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标敌︽办扳︽传稗︽贝爸︽斑敌︽绊︽蒂邦︽罢采拜﹀ ﹀半办︽标敌︽颁办︽卞邦︽半爸︽碘邦︽颁办︽搬半︽罢绊罢邦﹀ ﹀ 
布直  兰信  刚被  夏日觉，  热直  才吉  让吕  才外夏， 

至刀刃道足断骨肉截，          刀剑林中割截已肢体， 

败办︽颁稗︽残︽捶半︽绊︽蒂邦︽雕︽雕半︽喘﹀    ﹀绊︽扳︽地半︽伴蹈罢︽脆︽败半︽残︽标邦︽罢采拜﹀ ﹀ 
塔参  曲哦  下日  嗦嗦谢，  夏玛  日贼  弥塔  曲直觉， 

热灰河中煮骨肉分，            爬铁剃山遭遇叶刀割， 

伴巢︽伴扯敌︽伴灿罢邦︽斑敌︽嫡办︽吵︽搬拜罢︽冬罢︽荡﹀ ﹀唱罢邦︽糙敌︽罢登罢邦︽斑︽扳︽半办︽搽爸︽糙敌︽冬﹀ ﹀ 
迪扎  吉毕  也得  达拉才，  头吉  色巴  嘛热  娘吉拉， 

我入如此怖畏之地时，          祈请慈悲佛莫减悲时， 

城罢︽搬擦办︽伴巢︽办邦︽碧搬邦︽靛罢︽辩半︽橱爸邦︽惭﹀  ﹀罢稗邦︽爸稗︽伴巢︽办邦︽澈爸邦︽靛罢︽扳摆扳︽粹拜︽斑﹀ ﹀ 
斗阿  德来  觉夕  结崩且，  乃安  德来  仲夕  念麦巴， 

本教师助我离此痛苦，          酿麦尊助我离此恶境， 

拜椿︽搬︽粹拜︽车︽撤稗︽惭稗︽绰︽扳︽扳辟稗﹀   ﹀炒︽搬得稗︽罢爸邦︽从搬邦︽缔爸︽稗罢︽伴党搬︽扳敌︽稗爸︽﹀ ﹀ 
耶哇  梅哆  真庆  喇嘛庆，  德信  刚布  龙那  凑弥囊， 

无二恩垂上师祈垂念，          依次冰雪卷入寒风中， 

半爸︽碘邦︽遍爸︽冬罢邦︽惭稗︽冲邦︽罢登半︽搬敌︽荡﹀ ﹀碘邦︽办︽残︽吹半︽搬晨办︽拜爸︽秤罢︽臂罢︽拌罢 ﹀ 
让吕  长拉  庆贝  斯畏才，  吕拉  曲吾  道当  那差萨， 

已身遭受寒冷痛苦时，          周身生疱裂疱流脓血， 

梆︽残︽报︽谍拜︽翠︽爸稗︽傣︽爸罢︽伴车稗﹀ ﹀泵拜︽伴车稗︽脆︽乘邦︽雕︽罢册邦︽畅扳︽畅扳︽搬帛罢 ﹀ 
阿曲  结喝  酿安  麦昂顿，  该顿  弥奴  嗦尼  腾腾周。 

痛苦呻吟作阿啾啾声，          无力作声上下牙打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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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爸︽碘邦︽恫晃办︽拜爸︽呈︽斑寄︽拜爸︽﹀  ﹀斑寄︽惭︽昌半︽颁办︽搬半︽伴罢邦︽伴辨半︽柴﹀ ﹀ 
让吕  吾巴  当尼  白玛当，  白玛  且达  才外  给究得， 

已身裂犹青莲与红莲，          大红莲等肌肤开裂已， 

遍爸︽搬敌︽城罢︽搬擦办︽靛稗︽拆︽搬凳拜︽拜坝伴︽得爸︽﹀  ﹀册︽荡︽斑︽伴爸︽炒︽搬得稗︽瓣︽爸敌︽罢稗邦﹀ ﹀ 
长卫  抖阿  信得  嗦嘎香，  尼才  巴昂  得信  雅尼乃， 

遭遇寒冷痛苦难堪忍，          孤独地狱亦然苦难堪， 

伴巢︽伴扯敌︽城罢︽搬擦办︽扯罢︽冲邦︽搬拜罢︽扳稗半︽荡﹀  ﹀唱罢邦︽糙敌︽罢登罢邦︽斑︽扳︽半办︽搽爸︽糙敌︽冬﹀ ﹀ 
得智  抖阿  扎贝  达那才，  头吉  斯巴  玛热  娘吉拉， 

我受如此巨大痛苦时，          祈请慈悲佛莫减悲视， 

城罢︽搬擦办︽伴巢︽办邦︽碧搬邦︽靛罢︽辩半︽橱爸邦︽惭﹀   ﹀罢稗邦︽爸稗︽伴巢︽办邦︽澈爸邦︽靛罢︽扳摆扳︽粹拜︽斑﹀ ﹀ 
抖阿  德来  觉秀  结崩且，  乃安  迪来  仲夕  念麦巴， 

本教师助我离此痛苦，         酿麦尊助我离此恶境， 

拜椿︽搬︽粹拜︽车︽撤稗︽惭稗︽绰︽扳︽扳辟稗﹀ ﹀翟︽逗罢邦︽罢稗邦︽稗︽伴吵罢︽拜爸︽扳霸伴︽办︽柄﹀ ﹀ 
耶哇  梅哆  真庆  喇嘛庆。  耶达  乃那  抖当  喀拉吉， 

无二恩垂上师祈垂念。         饿鬼住地以及空中行， 

柄︽掣罢︽伴闭半︽搬︽办︽雕罢邦︽搬杯邦︽鼻扳︽拜爸︽﹀ ﹀碘邦︽办︽碧稗︽柏罢邦︽拌邦︽鼻扳︽霸半︽脆︽败半﹀ ﹀ 
吉周  阔哇  拉嗦  折关当，  吕拉  炯恰  赛关  喀弥塔， 

六因轮回等受饥渴苦，         身体畸形饮食难吞咽， 

叼扳邦︽办︽碧稗︽柏罢邦︽搬拌伴︽搬拆爸︽脆︽罢般爸︽扳超爸︽﹀ ﹀粹︽餐敌︽床爸︽搬︽霸︽稗邦︽伴搬半︽搬︽雕罢邦﹀ ﹀ 
三拉  卷恰  萨冬  弥藏同，  梅杰  常哇  喀乃  巴哇索， 

心念生妄饮食见污垢，         食物入口燃烧火焰等， 

伴灿罢邦︽蓖罢︽瓣︽爸敌︽池爸︽搬︽拜斑罢︽拆︽粹拜﹀ ﹀醇办︽雕爸︽罢稗邦︽稗︽办邦︽宝邦︽蹿爸邦︽斑︽拜爸︽﹀ ﹀ 
吉扎  雅安  囊哇  巴得梅。  小松  乃那  来吉  炯哇当， 

怖畏凄苦之相无有数。         畜生道中业力驱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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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半︽稗︽伴唱扳邦︽拜爸︽扳霸伴︽办︽奔稗︽败半︽雕罢邦﹀ ﹀罢财罢︽编邦︽罢财罢︽拌︽罢惩拜︽财爸︽伴荡︽搬︽拜爸︽﹀ ﹀ 
外那  吞当  夸拉  见塔嗦，  久给  久萨  诺江  才哇当， 

黑暗中住登地行走等，          互相啖食互相咬杀与， 

瘁稗︽斑︽稗罢︽冲︽半搬︽拆︽罢诧搬邦︽斑︽拜爸︽﹀ ﹀罢雕拜︽罢采拜︽搬绊伴︽罢拆搬︽搬辰爸︽搬尘罢︽办︽雕罢邦︽斑敌﹀ ﹀ 
萌巴  那布  热得  度巴当，  嗦觉  夏得  冬黛  拉嗦毕， 

黑暗境地不见有日光，          被杀被割遭受痛打等， 

搬堡办︽锄拜︽爸办︽吵搬︽办邦︽办︽拌拜︽斑︽粹拜﹀ ﹀伴巢︽伴扯敌︽扳︽拜罢︽嫡办︽吵︽搬拜罢︽冬罢︽荡﹀ ﹀ 
郭结  阿得  来拉  赛巴梅， 迪折  玛豆  月德 达拉才， 

奴役劳累业苦无穷尽。          我入如此恶趣之界时， 

唱罢邦︽糙敌︽罢登罢邦︽斑︽扳︽半办︽搽爸︽糙敌︽冬﹀ ﹀城罢︽搬擦办︽伴巢︽办邦︽碧搬邦︽靛罢︽辩半︽橱爸邦︽惭﹀ ﹀ 
头吉  搜巴  玛热  酿洁拉，  抖阿  迪来  叫秀  结崩且， 

祈请慈悲佛匪减悲视，          酿麦尊助我离此恶境， 

罢稗邦︽爸稗︽伴巢︽办邦︽澈爸邦︽靛罢︽扳摆扳︽粹拜︽斑﹀ ﹀拜椿︽搬︽粹拜︽车︽撤稗︽惭稗︽绰︽扳︽扳辟稗﹀ ﹀ 
乃安  迪来  仲秀  念麦巴， 耶哇  梅哆  真庆  喇嘛庆。 

本教师助我离此痛苦，          无二恩垂上师祈垂念。 

 
布︽搬︽扳颁扳邦︽粗半︽柴︽办邦︽宝︽秤扳︽罢扮罢︽呈﹀ 

五、因果业报 

 

脆︽办︽城罢︽搬擦办︽瓣︽搬得︽等爸︽搬兵拜︽兵邦﹀ ﹀冬︽脆稗︽伴败搬︽惮拜︽冬︽办︽班扳︽场爸︽拜爸︽﹀ ﹀ 
弥拉  抖哦  呀玉  松阶杰， 拉门  太作  拉拉  盼东当， 

人间四苦八苦皆炽盛，          非天战斗天有下堕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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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车半︽稗︽伴闭半︽搬敌︽罢稗邦︽地罢邦︽掣罢︽冲︽伴巢半﹀ ﹀罢半︽彼邦︽财︽锤邦︽城罢︽搬擦办︽半爸︽搬得稗︽办邦﹀ ﹀ 
哆那  阔卫  乃肉  周布德，  噶介  吉谢  抖安  让信来， 

盖此六道轮回之诸界，           投生悉皆非离痛苦性， 

罢财罢︽粹拜︽辨半︽搬︽伴巢︽呈︽半搬︽驳邦︽稗邦﹀ ﹀拜︽第邦︽败半︽搬敌︽办扳︽扳惨罢︽舶搬︽斑︽办﹀ ﹀ 
久梅  局巴  迪尼  热哦乃，  达热  塔伟  兰确  智巴拉， 

我今了达轮回痛苦故，           决意此生修习解脱道， 

钓罢︽罢采拜︽扳︽垂稗︽点稗︽拜爸︽脆︽颁爸邦︽楚拜﹀ ﹀导稗︽拜爸︽疮︽扳︽挡罢︽氮搬︽爸罢︽伴敝办︽搬﹀ ﹀ 
嗦角  玛新  连当  梅仓叫，  撙当  查玛  册祖  阿且瓦， 

杀生偷盗以及行邪淫，           妄语恶口以及言绮语， 

扳爸稗︽叼扳邦︽罢惩拜︽叼扳邦︽典罢︽昌︽办︽雕罢邦︽斑敌﹀ ﹀办邦︽拜爸︽蹭稗︽淬爸邦︽扯罢︽冲邦︽搬拜罢︽罢吵爸︽荡﹀ ﹀ 
安三  奴三  罗达  拉嗦贝，  耒当  宁芒  扎贝  达洞才， 

贪与嗔及邪见诸等之，           恶业烦恼缠绕我之时， 

雌︽池︽拜扁︽办︽搏半︽财罢︽罢电稗︽冬︽涤拜﹀ ﹀典罢︽斑敌︽办扳︽办︽扳︽罢豺爸︽辩半︽橱爸邦︽惭﹀ ﹀ 
罗那  格拉  局久  辛拉傲， 罗贝  兰拉  玛洞  洁崩且， 

白光佛助我心向善法，           本教师助心非入邪道， 

败半︽搬敌︽办扳︽办︽澈爸邦︽靛罢︽扳摆扳︽粹拜︽斑﹀ ﹀拜椿︽搬︽粹拜︽车︽撤稗︽惭稗︽绰︽扳︽扳辟稗﹀ ﹀ 
塔传  兰拉  仲秀  念麦巴， 耶哇  梅夺  真庆  喇嘛庆。 

酿麦尊助心入解脱道，           无二恩重上师祈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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掣罢︽斑︽比搬邦︽碉︽伴表︽搬︽呈﹀ 

六、皈  依 

 

扳吵稗︽扳霸半︽叼爸︽避︽斑拜︽册︽邓︽搬敌︽厂爸︽﹀ ﹀胆︽搬敌︽绰︽扳︽典爸邦︽迸敌︽柏邦︽宝邦︽搬兵稗﹀ ﹀ 
顿喀  桑赤  伯尼  达卫当，  杂卫  喇嘛  龙给  且吉尖。 

前空狮子莲日月座上，           根本上师具报身衣饰。 

邦爸邦︽兵邦︽捶稗︽拜爸︽叼扳邦︽拜斑敌︽档罢邦︽秤扳邦︽拜爸︽﹀ ﹀翟︽拜扳︽扳霸伴︽伴表︽掉爸︽扳邦︽搬鼻半︽稗邦︽搬的罢邦﹀ ﹀ 
桑杰  翁当  三回  措南当， 伊旦  夸卓  松梅  郭呢徐。 

周匝佛法勇识诸众与，           本尊空行护法围绕坐。 

罢电稗︽半搬︽绰︽扳︽迸︽罢碉扳︽伴春爸︽罢稗邦︽拜斑办﹀ ﹀吵邦︽罢碉扳︽搬炒半︽罢电罢邦︽伴表︽搬︽底爸邦︽宝︽扳便稗﹀ ﹀ 
先热  喇嘛  格孙  炯乃徊， 地孙  德稀  卓哇  拥吉关， 

辛饶上师三身之源尊，           三世如来有情之怙主， 

迸︽罢等罢邦︽扮办︽鄙稗︽迸︽罢吵爸︽罢碉爸︽半搬︽阐稗﹀ ﹀串罢邦︽搬睬敌︽罢电稗︽半搬︽败半︽办扳︽敞稗︽斑敌︽膊稗﹀ ﹀ 
古搜  写金  格东  松热丹，  修具  先热  塔兰  端毕准， 

身像圣依灵塔经书卷，           十方辛饶解脱道明灯， 

罢稗邦︽搬得半︽椽罢︽伴颁办︽伴表︽雹稗︽比搬邦︽碉︽扳蚕﹀ ﹀ 
乃夕  协才  卓更  加思且。 

四处礼敬众生皆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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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吵稗︽斑︽叼扳邦︽搬彼拜︽斑︽呈﹀ 
七、发  心 

 

报︽扳︽霸扳邦︽罢碉扳︽伴闭半︽搬敌︽叼扳邦︽白稗︽秤扳邦﹀ ﹀雹稗︽饱爸︽班︽扳半︽扳︽辨半︽粹拜︽驳邦︽斑邦﹀ ﹀ 
结玛 看孙  阔卫  三见南，   更江  帕玛  嘛局  梅哎贝， 

呜呼三界轮回众有情，          悉皆曾为我之父母故， 

败扳邦︽白拜︽城罢︽搬擦办︽办邦︽表办︽搬炒︽忱稗︽柴﹀ ﹀缠罢︽拆︽搬炒︽鄙拜︽拜斑办︽办︽楚拜︽辨半︽财罢 ﹀ 
谈结  抖哦  来卓  德丹黛，  斗得  德吉  环拉  叫具久， 

愿诸脱离痛苦具大乐，          恒常受尽幸福快乐喜。 

财︽昌半︽兵办︽搬︽伴班罢邦︽斑︽灿︽搬得稗︽吵﹀ ﹀伴巢︽雕罢邦︽吵邦︽罢碉扳︽拜扁︽搬敌︽扳唱︽拜斑办︽卞邦﹀ ﹀ 
结达  嘉哇  帕巴  几信得，  得嗦  地孙  格卫  土徊吉， 

犹如如来胜尊行利生，           此等三世积累善业德， 

叼扳邦︽白稗︽邦爸邦︽兵邦︽超搬︽斑半︽锤︽搬敌︽传半﹀ ﹀搬拜罢︽呈︽锤爸︽残搬︽扳惨罢︽拆︽叼扳邦︽搬彼拜︽车﹀ ﹀ 
三见  桑杰  脱巴  夏卫谢， 达尼  向曲  确得  三结哆。 

令众有情得证正觉果，           为此我发殊胜菩提心。 

 

搬兵拜︽斑︽翟罢︽搬兵敌︽波扳︽搬邓邦︽呈﹀ 
八、修诵百字明咒 

 

半爸︽编︽雏︽罢单罢︽斑拜︽拜坝半︽册︽邓敌︽厂爸︽﹀ ﹀撤稗︽惭稗︽绰︽扳︽罢电稗︽冬敌︽秤扳︽斑︽蒂﹀ ﹀ 
让给  吉责  白嘎  尼黛当，  真庆  喇嘛  先列  南巴日， 

已之头顶白莲日月上，           恩重上师显白光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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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坝半︽罢邦办︽兵稗︽忱稗︽罢底︽粹拜︽搬的罢邦︽斑︽翟﹀ ﹀唱罢邦︽坝︽邓︽厂爸︽搬暖断 扳败半︽翟罢︽搬兵敌︽擦罢邦﹀ ﹀ 
嘎萨  坚丹  月梅  修巴耶，  头嘎  达当  嗦塔  亿杰哦。 

白亮具足衣饰安详坐，           心际月上杰边百字咒（搬啪断） 
罢瓣邦︽碉︽宝︽点半︽伴闭半︽办邦︽抵︽电邦︽宝﹀ ﹀搬吵拜︽旦敌︽柄稗︽搬搬邦︽迸︽拜宝办︽底爸邦︽痹爸邦︽稗邦﹀ ﹀ 
耶思  吉勒  阔耒  益西吉，  得仔  军外 格机  雍坑乃， 

向右绕转降来智慧之，           甘露白液注满其身已， 

雏︽捶︽稗邦︽超稗︽椽罢︽编︽吹扳︽斑半︽的罢邦﹀ ﹀吹扳︽斑敌︽霸︽碘拜︽搬拜罢︽编︽雏︽捶︽翟﹀ ﹀ 
吉哦  乃团  夏格  闻白修， 闻毕  喀噜  达给  吉哦耶， 

头顶溢流注入手中瓶。           宝瓶注满溢流我头顶， 

拜吹︽扳半︽的罢邦︽稗邦︽称罢︽场爸︽搬罢︽柏罢邦︽雹稗﹀ ﹀涤罢︽波︽吵拜︽庇︽秤扳︽斑半︽春爸︽搬︽翟﹀ ﹀ 
哦嘛  修乃  抖东  瓦恰更，  沃果  得课  南巴  雄哇耶， 

注入中脉清除罪障习，           罪下门出呈现烟炭汁， 

办稗︽柏罢邦︽搬拜罢︽冲︽败扳邦︽白拜︽挡扳︽辨半︽稗邦﹀ ﹀半爸︽碘邦︽涤拜︽宝︽揣爸︽冲半︽雕爸︽搬半︽搬邦扳﹀ ﹀ 
兰恰  达波  谈结  层局乃， 让吕  傲杰  彭我  松外三， 

宿业债主悉皆满意已，           已身化为光芒等观想。 

搬暖︽拜瘁︽半︽佰︽帮稗︽盗半︽呈︽炕︽钉稗﹀ 瘁︽馋︽瘁︽馋︽拜瘁︽半︽瘁︽馋﹀  瘁︽抵︽瘁︽抵︽帮︽半︽瘁︽抵﹀ 
瘁︽触邦︽瘁︽触邦︽盗半︽帝︽瘁︽触邦﹀  瘁︽呈︽辩半︽豺﹀  抵︽敝搬︽霸半︽帝﹀  触邦︽搬拜办︽叮︽鼎﹀  
盗半︽呈︽盗半︽典﹀  垫拜︽办︽盗半︽帝﹀  稗︽谍︽佰︽坝  垫滚︽垫滚︽吵︽垫滚︽瓣﹀   邦点︽邦点︽掺︽
邦点︽瓣﹀  邦爸︽驳︽邦爸︽驳︽碉︽邦爸︽驳︽瓣﹀  拜瘁︽半︽佰︽帮稗﹀  避︽郸︽掣爸︽瘁﹀  帮︽帮︽炕︽炕︽
丁︽丁︽抿︽抿﹀  坡︽坡︽班俺︽班俺断 
嗦木热达汗，唯呢准顺，木追木追，木若木追，木耶木耶

哈热木耶，木追木追，唯若木追，木呢介哆，耶乔喀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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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达拾烁。唯呢唯罗，西拉唯若。那诃达嘎。西哆西哆，

得西哆哑。萨勒萨勒，智萨勒呀。桑爱桑爱，思桑爱哑，

木热达汗，吃子仲木，哈哈准准，火火兰兰。哄哄，呸呸。 

炒︽搬得稗︽财︽乘邦︽搬遍爸︽办﹀ 
如此尽力念诵百字明咒 

调半︽瓣爸︽半爸︽碘邦︽涤拜︽罢邦办︽搬吵拜︽旦敌︽柏半﹀ ﹀搬︽橱敌︽吹罢︽波︽稗邦︽伴搬搬︽伴表︽办︽穿罢 ﹀ 
拉样  让吕  傲萨  得孜恰， 瓦比  部果  乃巴  卓拉迫， 

再次已身光明甘露雨，           诸毛孔中流降击众生， 

雹稗︽卞︽称罢︽场爸︽搬罢︽柏罢邦︽拜罢︽稗邦︽碉﹀ ﹀败扳邦︽白拜︽雹稗︽搬拌爸︽迸︽蒂︽辨半︽搬半︽搬邦扳﹀ ﹀ 
更吉  抖东  瓦恰  达乃思，  谈结  更桑  格日  局外三。 

清除众生罪障习气已，           悉皆变成普贤尊之身。 

搬暖︽瘁︽半︽佰︽帮稗：                         伴巢半︽翟罢︽搬兵︽搬遍爸︽办﹀ 
嗦木热达汗，               念诵百字名咒 

搬拜罢︽雕罢邦︽稗扳︽扳霸敌︽扳败伴︽扳摆扳︽伴表︽雹稗︽卞﹀ ﹀超罢︽扳敌︽吵邦︽稗邦︽拜︽昌︽瓣稗︽柏拜︽吵﹀ ﹀ 
达索  南克  塔念  卓更吉，  脱弥  地乃  达达  彦切得， 

所有我等普天有情之，           无始轮回直至今日间， 

脆︽拜扁︽称罢︽斑敌︽办邦︽爸稗︽罢爸︽搬卞邦︽斑﹀ ﹀败扳邦︽白拜︽兵办︽搬敌︽掣爸︽吵︽扳超办︽得爸︽搬绊罢邦﹀ ﹀ 
木给  德贝  来恩  冈吉巴，  谈结  嘉卫  仲得  脱香夏，  

所造罪恶烦恼业障众，           如来佛前悉皆行忏悔。 

锤爸︽得爸︽拜罢︽稗邦︽颁爸邦︽斑︽搬淡办︽吵︽罢雕办﹀ ﹀敝拜︽斑半︽拜堡稗︽扳惨罢︽底稗︽佰稗︽扳︽扳超爸︽拜爸︽﹀ ﹀ 
香香  达乃  仓瓦  杂得嗦。 且白  关确  元丹  玛同当， 

祈请助我诸罪清净尽。           尤其不见三宝功德与， 

楚拜︽办扳︽秤扳︽搬得︽比搬邦︽伴表︽扳︽搬调搬︽斑﹀ ﹀比搬邦︽嫡办︽戴拜︽拜爸︽伴灿罢︽阐稗︽冬︽办︽拜拜﹀ ﹀ 
叫兰南玉  加卓玛拉巴，     叫兰南玉  加卓玛拉巴， 

未曾学四威仪修皈依，           未曾学四威仪修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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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扮稗︽办︽罢惩拜︽锤邦︽典罢︽昌︽白稗︽拜爸︽伴表罢邦﹀ ﹀迸︽罢等罢邦︽瘪罢邦︽搬扳︽扳惭拜︽表罢邦︽脆︽搬雹半︽拜爸︽﹀ ﹀ 
加玉  毛当  久旦  拉拉黛，  格搜  类万  且卓  弥估当， 

毁谤三宝敬信世间神。           身像经书道友非礼敬， 

罢扮稗︽瓣爸︽成扳︽罢碉扳︽摆扳邦︽伴罢办︽败扳邦︽白拜︽搬绊罢邦﹀ ﹀ 
显央  端孙  念改  谈结夏。 

另有破三律仪悉忏悔。 

 

拜贬︽斑︽扳教办︽伴吹办︽搬︽呈﹀ 
九、供曼荼罗 

 

冻︽扳︽伴春爸︽布敌︽厂爸︽吵︽地︽半搬︽地︽搬吵稗︽拜爸︽﹀ ﹀憋爸︽搬得︽憋爸︽疮稗︽传︽稗爸︽伴车拜︽底稗︽搬白邦﹀ ﹀ 
埃玛  炯安  当得  日热  日顿当， 朗玉  朗掺  谢囊  道元结， 

妙哉！五大之上须弥七山与，      四洲中洲内外妙欲及， 

册︽邓邦︽搬兵稗︽斑︽椿︽搬︽疮罢︽搬兵︽伴巢﹀ ﹀搬拜罢︽编︽雌邦︽绰爸︽伴吹办︽典︽搬蹬邦︽碉︽罢雕办﹀ ﹀ 
尼待  坚巴  谢哇  岔嘉德，  达格  略朗  布罗  谢思嗦， 

日月装饰百十万诸众，            我心观设供养祈纳受。 

罢扮稗︽瓣爸︽搬拜罢︽碘邦︽典爸邦︽楚拜︽拜扁︽档罢邦︽搬白邦﹀ ﹀罢爸︽瓣爸︽兵办︽搬敌︽得爸︽吵︽伴吹办︽办罢邦︽宝邦﹀ ﹀ 
显央  达吕  龙交  革措结，  冈央  嘉卫  行得  布喇结， 

另有我身受用善业众，            悉皆供于如来福田故， 

唱罢邦︽糙敌︽垂稗︽卞邦︽掂搬邦︽办︽搬蹬邦︽稗邦︽饱爸︽﹀  ﹀搬拜罢︽雕罢邦︽伴表︽秤扳邦︽档罢邦︽罢册邦︽稻罢邦︽斑半︽佃罢﹀ 
头结  信吉  罗拉  谢乃江，  达嗦  卓南  促你  祖巴秀。 

祈以大悲加被受纳已，            愿我众生二资粮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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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睬︽搬︽绰︽扳敌︽秤扳︽伴醇半︽呈﹀ 

十、上师相应法 

 

冻︽扳︽丁﹀ 
埃玛火。 

妙哉！ 

迸︽罢碉扳︽稻罢邦︽斑敌︽邦爸邦︽兵邦︽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搬炒半︽罢电罢邦︽拜便爸邦︽斑敌︽搬柄拜︽斑︽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 
格孙  佐毕  桑杰拉  嗦哇德，德夕  供毕  局巴拉  嗦哇德， 

祈请三身圆满之如来；            祈请如来心意之传承； 

叼扳邦︽拜斑伴︽搬郴︽翟︽搬柄拜︽斑︽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彪搬︽超搬︽碴稗︽庇爸︽搬柄拜︽斑︽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 
三华  达亿  局巴拉  嗦哇德，哲托  念空  局巴拉  嗦哇德， 

祈请勇识表示之传承；            祈请大德口耳之传承； 

伯︽搬搏半︽典︽婪敌︽搬柄拜︽斑︽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办邦︽伴闯︽罢柴半︽卞︽搬柄拜︽斑︽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 
扎局  罗紫  局巴拉  嗦哇德，列绰  德吉  局巴拉  嗦哇德， 

祈请语译译师之传承；           祈请善缘伏藏之传承； 

颤罢邦︽忱稗︽摆扳邦︽宝︽搬柄拜︽斑︽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撤稗︽惭稗︽胆︽搬敌︽绰︽扳︽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 
哆旦  念吉  局巴拉  嗦哇德，真庆  杂卫  喇嘛拉  嗦哇德， 

祈请觉士经验之传承；           祈请恩重根本大上师； 

炒︽昌半︽但︽罢财罢︽罢雕办︽搬︽搬佰搬︽斑敌︽荡﹀   ﹀绰︽扳敌︽唱罢邦︽办邦︽搬吵拜︽旦敌︽柄稗︽搬搬邦︽稗邦﹀ ﹀ 
叠达  泽久  嗦哇  达比才，  喇密  头来  得孜  近外乃， 

如此一心虔诚祈祷已；           上师心际降来甘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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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拜罢︽雕罢邦︽叼扳邦︽白稗︽底爸邦︽宝︽雏︽捶半︽畅扳﹀   ﹀雹稗︽饱爸︽涤拜︽宝︽揣爸︽冲半︽办扳︽办扳︽辨半﹀ ﹀ 
达嗦  三坚  雍吉  吉我腾，  更江  傲吉  彭我  兰兰局， 

注入我等众生头顶内，           悉皆化作光芒尽闪耀。 

比搬邦︽罢稗邦︽扳︽碘邦︽涤拜︽的︽绰︽扳半︽畅扳﹀   ﹀绰︽扳︽调半︽瓣爸︽搬拜罢︽编︽雏︽捶︽蒂﹀ ﹀ 
加乃  嘛吕  傲徐  喇嘛腾，  喇嘛  拉样  达给  吉哦日， 

皈依境化光入上师身，           上师再于自已之头顶， 

伴彻稗︽斑敌︽炒拜︽拜冲稗︽惭稗︽冲半︽搬的罢邦︽斑半︽辨半﹀ ﹀雏︽罢单罢︽搬炒︽搬︽惭稗︽冲敌︽穿︽唇爸︽吵﹀ ﹀ 
站毕  叠环  庆波  秀白局， 吉走  德哇  庆贝  迫长得， 

化作度化导师安详坐。           头顶微妙大乐胜宫中， 

撤稗︽惭稗︽胆︽搬敌︽绰︽扳︽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邦爸邦︽兵邦︽叼扳邦︽碉︽敞稗︽斑︽地稗︽冲︽惭﹀ ﹀ 
真庆  杂卫  喇嘛拉  嗦哇德，桑杰  三思  端巴  仁波切， 

祈请恩重根本大上师，           指示如来为心如意宝， 

半爸︽捕︽半爸︽编邦︽电邦︽斑半︽垂稗︽卞邦︽掂搬邦﹀   ﹀报︽扳︽撤稗︽惭稗︽绰︽扳︽地稗︽冲︽惭﹀ ﹀ 
让俄  让给  谢巴  幸吉罗。  结玛  真庆  喇嘛  仁波切， 

加被助我了达自性体。           呜呼恩重上师如意宝， 

搬拜罢︽办︽第︽邦︽辟拜︽办邦︽罢扮稗︽粹拜︽斑邦﹀ ﹀罢抵办︽粹拜︽唱罢邦︽糙邦︽罢登罢邦︽靛罢︽搬坝伴︽撤稗︽白稗﹀ ﹀ 
达拉  惹萨  切来  显梅贝， 也梅  头结  搜秀  瓜真尖， 

除尊者外我无依所故，           祈莫离去悲护大恩师， 

搬半︽柏拜︽财罢︽柏半︽雕办︽财罢︽导︽伴幢办︽白稗﹀ ﹀搬拜罢︽伴刀稗︽胆拜︽稗邦︽惨拜︽财罢︽唱罢邦︽糙︽白稗﹀ ﹀ 
瓦切  久切  嗦秀  字尺尖， 达增  哉乃  桥久  头结尖， 

障碍刹时破除神通师，           我执除灭干净大悲师， 

蹭稗︽淬爸邦︽罢诧爸︽稗邦︽惨扳邦︽靛罢︽扳辟稗︽斑︽白稗﹀  ﹀拜捕邦︽彪搬︽拜︽昌︽当办︽财罢︽底稗︽佰稗︽白稗﹀ ﹀ 
念萌  当乃  劝夕  庆巴尖， 欧智  达大  作久  元旦尖， 

烦恼消灭干净大智师，           此刻赐来成就功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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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扳邦︽颤罢邦︽扳捕稗︽吵︽躇半︽得罢︽垂稗︽弟搬邦︽白稗﹀   ﹀伴闭半︽搬︽伴巢︽办邦︽澈爸邦︽靛罢︽乘邦︽胆办︽白稗﹀ ﹀ 
念多  恩得  波秀  信拉尖， 阔哇  得列  仲久  奴杂尖， 

真实助生证觉加祈师，           助我离此轮回威力师， 

搬掸稗︽车爸︽伴巢︽办邦︽超稗︽财罢︽扳唱︽敞搬邦︽白稗﹀ ﹀城罢︽搬擦办︽伴巢︽办邦︽膊办︽财罢︽搽爸︽糙︽白稗﹀ ﹀ 
钻东  得列  端久  土道尖，  抖埃  德来  卓久  娘结尖， 

助我离此魔宅大力师，           助我离此痛苦大悲尊， 

伴灿罢邦︽斑︽伴巢︽办邦︽碧搬邦︽靛罢︽搬但︽惭稗︽搬拜罢    ﹀拜︽稗邦︽锤爸︽残搬︽搽爸︽冲︽扳︽伴超搬︽斑半﹀ ﹀ 
久巴  德来  叫久  则庆达，  达乃  香曲  娘波  玛托外， 

助我离此怖畏大悲尊，           从今直至体证菩提藏， 

搬爹︽粹拜︽撤稗︽惭稗︽绰︽扳敌︽唱罢邦︽糙邦︽搬等爸︽﹀ ﹀ 
禄美  真庆  喇梅  头结松。 

祈请无伪上师悲心摄。 

 

搬睬︽罢财罢︽斑︽拜搬爸︽搬得︽点稗︽斑︽呈﹀ 
十一，接受四灌顶 

 
地罢邦︽雹稗︽伴吵邦︽罢掸︽拜斑办︽忱稗︽绰︽扳︽翟﹀  ﹀罢邦爸︽罢碉扳︽翟罢︽伴纯︽梆︽谴︽泼︽罢碉扳︽办邦﹀ ﹀ 
肉更  地作  华旦  喇嘛耶， 桑孙  右智  啊嗡  哄孙列， 

诸众总集主尊上师之，           密啊嗡哄三咒字中（梆︽谴︽坡） 

涤拜︽瞪半︽拜坝半︽拜扳半︽扳畅爸︽拜爸︽坡断 翟罢︽伴闯邦﹀   ﹀搬拜罢︽编︽雏︽扳标稗︽搽爸︽坝︽︽罢︽稗邦︽畅扳︽斑邦﹀ ﹀ 
傲义  嘎么  堂当  哄右垂。  达给  吉真  娘嘎  乃腾白， 

放射白红蓝光与哄字（坡断）          融入我之顶喉心际已， 

碘邦︽爸罢︽翟拜︽拜爸︽雹稗︽罢得敌︽办邦︽爸稗︽锤爸︽﹀  ﹀胆︽缔爸︽畅罢︽点︽电邦︽锤敌︽帛搬︽斑︽拜罢 ﹀ 
侣奥  耶当  更西  来安祥，  杂龙  头列  希戏  知巴达， 

除身口意阿赖耶业障，           清除气脉明点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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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罢碉爸︽唱罢邦︽拜爸︽抵︽电邦︽垂稗︽弟搬邦︽的罢邦﹀ ﹀吹扳︽罢邦爸︽电邦︽半搬︽车稗︽卞︽拜搬爸︽扳惨罢︽超搬﹀ ﹀ 
格孙  头当  益西  幸拉秀， 闻桑  谢热  端吉  嗡秋托， 

注入身口意智慧加被，           得瓶密智胜义妙灌顶， 

搬彼拜︽搬邓邦︽诧爸︽伴刀稗︽稻罢邦︽惭稗︽耻拜︽吵︽辨半﹀ ﹀地罢︽伴刀稗︽秤扳︽搬得敌︽邦︽捶稗︽柄拜︽办︽超搬邦﹀ ﹀ 
杰黛  当增  佐庆  诺得局， 柔增  南玉  萨翁  具拉托， 

成修诵定大圆满法器，           心中育植四持明胜种， 

迸︽搬得敌︽伴唇邦︽超搬︽泵办︽搬︽白稗︽吵︽辨半﹀ ﹀ 
格玉  斋托  嘎瓦  尖得局， 

成有缘能得四身果者。 

 

 
搬睬︽罢册邦︽斑︽摆办︽霸半︽的︽畅扳︽呈﹀ 

十二、临睡融入 

 

拜斑办︽忱稗︽胆︽搬敌︽绰︽扳︽地稗︽冲︽惭﹀  ﹀搬拜罢︽编︽搽爸︽坝︽斑既敌︽瞪笛︽伴纯︽办﹀ ﹀ 
华旦  杂卫  喇嘛  仁波切， 达给  娘嘎  白梅  色智拉， 

吉尊根本上师如意宝，           于我心际莲花蕊座上， 

锤爸︽残搬︽搬半︽吵︽伴唇办︽粹拜︽搬的罢邦︽稗邦︽饱爸︽﹀  ﹀伴陛办︽搬︽涤拜︽罢邦办︽伴醇爸邦︽斑半︽垂稗︽卞邦︽掂搬邦﹀ ﹀ 
香曲  瓦得  哲梅  秀乃江，  初瓦  伟赛  炯哇  幸吉劳。 

至证菩提非离安坐已，           祈请加被迷妄变光明。 

蹬邦︽斑邦︽绰︽扳︽搽爸︽电办︽拜坝半︽冲敌︽拜吹邦︽碉︽扳半︽锄稗︽扯爸邦︽办﹀ 电邦︽锤︽吹扳︽
罢的罢︽编︽拜脆罢邦︽斑敌︽爸爸︽吵︽罢册拜︽典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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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念诵已，观想迎请上师至心间白色水晶帐房中央，持修

法入瓶定而入睡。 

蹬邦︽才稗︽伴表敌︽爸罢︽伴车稗︽搬调搬︽罢碉扳︽地稗︽惭稗︽伴彻稗︽斑敌︽靛爸︽缠︽蹬邦︽锤︽搬﹀ 搬长稗︽  

罢册邦︽罢邦爸︽擦罢邦︽憋爸︽搬敌︽扮办︽擦︽稗邦︽伴巢︽搬得稗︽窗邦︽靛罢︽编︽搬坝敌︽罢稗爸︽搬︽扳板拜︽搬得稗︽ 

扳霸伴︽办︽伴百伴︽档稗︽汲︽搬︽拜鲍罢︽财爸︽冬敌︽吹︽淬敌︽拜锤爸邦︽碴稗︽伴垂稗︽斑敌︽册稗︽斑半﹀  悄仿︽  

拜搬爸︽淬邦︽佃罢︽拜坝半︽拜半︽卞邦︽北搬邦︽斑︽搬淡办︽稗邦︽搬迸办︽搬︽拜爸︽﹀ 罢扮稗︽瓣爸︽扳惭拜︽表罢邦︽

拜扳︽斑︽伴罢敌︽罢碉爸︽编︽阐稗︽吵︽罢电稗︽卞︽拜扁︽蹿半︽搬︽扳冠敌︽脆爸︽编邦︽淳邦︽斑︽拜扁︽辨半︽财罢    

扳冠抿﹀ ﹀ 

此前行念诵仪轨载运三学珍宝之车，遵丹尼。松阿玲巴之旨。于彩虹铺

天，天女放歌之日，应空行母赐予白纸哈达敦请，以及几位大士道友之请，

由兴饶善行传人扎西名者造写。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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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雹稗︽碧搬︽锤扳邦︽扳敌︽擦罢邦︽搬敞拜︽踩邦︽锤︽搬︽搬的罢邦︽雕﹀ ﹀ 

普右慈母咒赞仪轨 

 

拜扁︽兵邦︽惭稗︽冲邦︽搬拜罢︽办︽拜便爸邦︽碉︽罢雕办︽典﹀ ﹀ 
格界  庆波 达拉 供苏  嗦罗。 

祈请胜大善增垂念我。 

搬拜罢︽拜爸︽扳败伴︽瓣邦︽斑敌︽叼扳邦︽白稗︽败扳邦︽白拜︽宝邦﹀ 
达当  塔耶毕 僧坚  持唐  界吉， 

我与无边众生， 

拜扁︽搬睬敌︽兵办︽搬︽秤扳邦︽宝︽扳板拜︽斑︽灿︽搬得稗︽吵﹀ 
格具  嘉哇  囔几  哉巴  及信度， 

依照十善如来行， 

吵邦︽伴巢︽稗邦︽搬等爸︽厂︽伴唇邦︽吹︽邦爸邦︽兵邦︽宝︽搬半﹀ 
度德乃  松得  哲吾  桑结及  哇， 

从今至证佛果。 

迸︽布︽抵︽电邦︽布︽翟︽扳爸伴︽搬拜罢︽邦爸邦︽兵邦︽办︽比搬邦︽碉︽扳蚕涤﹀ ﹀ 
古啊  益西  阿耶 啊道 桑结拉  加苏  齐哦， 

皈依具足五身五知佛； 

颁拜︽罢碉扳︽搬炒稗︽斑︽罢册邦︽宝︽半爸︽搬得稗︽捶稗︽办︽比搬邦︽碉︽扳蚕涤﹀ ﹀ 
才松  丹巴  宁几 荣信  翁拉 加苏  齐哦， 

皈依三如量二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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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罢碉扳︽初爸︽颤罢邦︽办扳︽卞︽池︽伴彻稗︽叼扳邦︽拜斑伴︽办︽比搬邦︽碉︽扳蚕涤﹀ ﹀ 
萨松  崩哆  朗及 那真  僧华拉  加苏  齐哦。 

皈依三地断证正道导师勇识。 

扯爸︽钓爸︽惭稗︽冲邦︽搬拜罢︽办︽拜便爸邦︽碉︽罢雕办︽典﹀ ﹀ 
仲松  庆波  道拉  供苏  嗦罗， 

祈请胜大仙人垂念交， 

搬拜罢︽呈︽搬泵办︽搬︽伴吹扳︽疮罢︽遍爸邦︽粹拜︽斑敌︽吵邦︽稗邦﹀  
道内  嘎哇  本查  仲梅毕  度乃， 

我从无数十万劫至今， 

拜︽昌︽伴巢︽办︽唱罢︽编︽搬半︽吵﹀  
达大  德拉  土给  哇度， 

现已终生为止。 

称罢︽斑︽脆︽拜扁︽搬敌︽办邦︽财︽搬卞邦︽斑︽败扳邦︽白拜︽锤爸︽搬敌︽败搬邦︽靛罢︽伴颁办︽典﹀ ﹀ 
帝巴 梅给卫  来  几及巴  唐结  雄卫  塔西  擦罗， 

祈赐能灭一切所造罪业之方便法， 

胆︽办罢︽编︽摆扳邦︽柏罢邦︽擦半︽锤邦︽斑︽办︽惩爸邦︽靛爸︽搬绊罢邦︽斑半︽伴颁办︽典﹀ ﹀ 
杂老给  酿求  阿谢  巴拉  农兴  夏巴  擦罗。 

以前破损根本分支戒之罪悉忏悔。 

拜︽昌︽搬卞拜︽斑︽办︽脆︽伴柏搬︽财爸︽伴辫拜︽斑半︽伴颁办︽典﹀ ﹀ 
达大  及巴拉 弥恰金 觉巴  擦罗； 

于今所造诸过不覆皆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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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拜︽柏拜︽饱爸︽脆︽搬卞︽厂︽成扳︽斑半︽伴颁办︽典﹀ ﹀ 
来切炯  弥吉得  端巴  嚓罗； 

未来非造祈助戒诸罪； 

叼扳邦︽拜斑伴︽惭稗︽冲邦︽搬拜罢︽办︽拜便爸邦︽碉︽罢雕办︽典﹀ ﹀ 
僧华  庆杯  达拉  贡苏  嗦罗。 

祈请胜大勇识垂念我。 

罢嫡爸︽掣爸︽编︽邦︽惭稗︽冲︽办︽半搬︽拆︽的罢邦︽斑敌﹀  
雍仲给  萨庆布  拉  饶度  修毕 

依照已登金刚大地， 

叼扳邦︽拜斑伴︽秤扳邦︽宝︽搬表拜︽斑︽灿︽搬得稗︽吵﹀  
三华  南吉  卓巴  及行度， 

诸勇识之行， 

搬拜罢︽拜爸︽扳败伴︽瓣邦︽斑敌︽叼扳邦︽白稗︽败扳邦︽白拜︽宝邦﹀  
达东  塔耶毕  森坚  唐结吉， 

我与无边众生， 

地稗︽冲︽惭敌︽叼扳邦︽伴巢︽底爸邦︽碉︽搬等爸︽稗邦﹀   倡罢︽斑︽便爸︽扳︽办︽楚拜︽财爸︽﹀ 
仁波切  散的  拥苏  松尼，塔巴  贡玛拉 角景， 

持微妙心定，                  奉上乘之行， 

避︽伴班爸︽拜爸︽冲︽办︽颤罢邦︽柴﹀              罢电稗︽半搬︽宝︽办扳︽搬表拜︽斑半︽锤涤﹀ ﹀ 
赤宠  当布拉 多德，       辛饶吉 浪 卓巴  夏沃。 

证首座之智，                  入辛饶正道。 

拜坝半︽冲︽搬罢︽柏罢邦︽粹拜︽斑︽拜爸︽﹀          唱罢邦︽糙︽柄稗︽吵︽的罢邦︽斑︽拜爸︽﹀ 
嘎波 哇恰 梅巴当，        土洁 金度 秀巴当， 

入洁白无习                    恒具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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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爸︽冲︽伴闭半︽搬︽粹拜︽斑︽拜爸︽﹀             拜吹︽扳︽绰︽蒂︽传稗︽斑︽拜爸︽﹀  
仲波 阔哇 梅巴当，        俄玛 拉如 幸巴当， 

正无轮回，                    中道至上之， 

罢电稗︽半搬︽宝︽办扳︽搬表拜︽财爸︽驳邦︽车稗︽波扳︽斑半︽伴颁办︽典﹀ ﹀ 
幸饶吉  浪卓金  呢顿  岗巴  擦罗。 

辛饶正道；修胜义妙法。 

抵︽罢电稗︽惭稗︽冲︽搬拜罢︽办︽拜便爸邦︽碉︽罢雕办︽典﹀ ﹀ 
耶辛  庆布 达拉 贡苏  嗦罗。 

祈请大本初佛垂念我。 

搬拜罢︽拜爸︽扳败伴︽瓣邦︽斑敌︽叼扳邦︽白稗︽败扳邦︽白拜︽宝邦﹀  
达东  塔亿毕  森坚  唐结吉， 

我与无边众生， 

稻罢邦︽斑敌︽邦爸邦︽兵邦︽秤扳邦︽宝︽扳板拜︽斑︽灿︽搬得稗︽吵﹀  
座毕 桑结  南吉 在巴  机信度， 

依照诸佛之行。 

罢嫡爸︽掣爸︽叼扳邦︽拜斑敌︽楚拜︽斑︽拌搬︽淬︽办︽搬调搬︽斑半︽搬卞涤﹀ ﹀ 
雍仲  散会  觉巴  萨姆拉  劳巴  吉哦。 

学深密金刚勇识行为。 

伴闭半︽搬敌︽捶稗︽秤扳邦︽伴闭半︽搬︽办︽罢稗邦︽斑半︽脆︽锤涤﹀ ﹀ 
阔卫  翁南  阔哇拉 尼巴  弥夏沃。 

诸轮回法非住于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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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闭半︽搬敌︽捶稗︽秤扳邦︽办︽伴闭半︽搬︽办︽罢稗邦︽斑半︽脆︽锤涤﹀ ﹀ 
阔卫  翁南拉 阔哇拉 尼巴  弥夏沃。 

令诸轮回法非住于轮回。 

伴闭半︽搬敌︽捶稗︽秤扳邦︽宝邦︽饱爸︽伴闭半︽搬︽办︽罢稗邦︽斑半︽脆︽锤涤﹀ ﹀ 
阔卫  翁南  吉江 阔哇拉 尼巴  弥夏沃。 

令诸轮回法非住于轮回。 

秤扳︽斑半︽锤爸︽搬︽翠︽爸稗︽办邦︽伴拜邦︽稗邦︽瓣爸︽拜罢︽斑敌︽车稗︽办︽楚拜︽财爸︽锄拜︽斑半︽搬卞涤﹀ ﹀ 
囔巴  祥哇 酿安  勒谍乃 央达  毕丹拉 角景  戒巴  杰沃。 

依诸轮回法非住于轮回；奉承菩提涅磐正义。 

扳︽扳惨罢︽吵邦︽罢碉扳︽兵办︽搬敌︽嫡扳︽惭稗︽淬﹀  
玛秋  度松 嘉卫  永庆姆， 

胜母三世佛之母， 

搬炒︽搬半︽罢电罢邦︽斑︽绰︽稗︽粹拜︽斑︽瓣爸︽拜罢︽斑半︽稻罢邦︽斑敌︽邦爸邦︽兵邦︽锤扳邦︽扳︽
惭稗︽淬︽嫡扳︽办︽椽罢︽伴颁办︽典﹀ ﹀ 
德哇  夏巴  喇那   梅巴  央达巴   祖毕   桑结   祥玛  庆姆   

永拉协  擦罗。 

礼敬如来无上正等正觉大慈母。 

谴︽扳︽搬︽扳︽炒︽扳︽迭︽淬︽帮︽冻︽扳︽丁︽扳︽抵︽蒂︽斑︽抵︽佰︽伴吵︽伴吵︽啪︽昂断 

嗡 嘛哇  嘛爹  嘛嘿  莫哈  埃嘛火  嘛耶  汝巴   

耶达  吨吨  嗦哈。 

谴︽呈︽雹稗︽罢邦办︽锤扳邦︽扳︽惭稗︽淬﹀      ﹀败搬邦︽惭稗︽戴稗︽办扳︽唱罢邦︽糙敌︽册︽扳﹀ ﹀ 
嗡尼  兖赛 祥玛  庆姆， 塔庆  萌浪 土结  尼玛， 

嗡（谴）乃普明大慈母，          大方便愿大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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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搬邦︽宝︽锤扳邦︽扳︽迸︽布︽扳惨罢︽编      ﹀兵邦︽斑︽伴吹扳︽搬拜罢︽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道结  祥玛  咕阿  确格， 结巴  崩达 永拉  协擦。 

大力慈母五身之，           十万主母我礼敬。 

扳︽呈︽彼︽粹拜︽罢车拜︽拜罢︽捶稗︽迸﹀       ﹀扯稗︽斑邦︽拜遍︽翟︽伴灿罢邦︽斑︽碧搬︽扳﹀ ﹀ 
嘛乃  结梅  东达  翁古，真见  扎伊 吉巴  教玛， 

嘛（扳）乃慈母五身之，      思想即灭敌畏母， 

雹稗︽敝搬︽邦爸邦︽兵邦︽彼拜︽椿拜︽搬拜罢︽册拜﹀ ﹀伴吹扳︽罢等爸邦︽扳车︽罢碉扳︽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兖恰  桑结 结协  达尼，崩苏  哆松 永拉  协擦。 

遍满能生诸佛尊，            礼敬法咒经三母。 

搬︽呈︽伴罢罢︽粹拜︽捶稗︽迸敌︽胆办︽扳惨罢    ﹀罢郸︽搬敌︽锤拜︽拜爸︽地罢邦︽擦罢邦︽罢采拜︽扳﹀ ﹀ 
哇尼  噶梅  翁咕 在确，  泽卫  写当  日俄  觉玛， 

巴（搬）乃无灭法身力，       害咒明咒能除母， 

雹稗︽忱稗︽嫡扳︽惭稗︽败半︽搬敌︽办扳︽伴彻稗﹀ ﹀迸︽罢碉扳︽车稗︽忱稗︽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兖丹  永庆  塔卫  郎真， 咕松  顿丹  永拉  协擦。 

圆满胜母觉道师，            礼敬具三身义母。 

扳︽扳惨罢︽颁拜︽粹拜︽稻罢邦︽迸︽惭稗︽淬﹀     ﹀吹︽伴车拜︽伴表︽办︽兵办︽地罢邦︽厂半︽扳﹀ ﹀ 
嘛确 才梅  祖古  庆姆，  吾德  卓拉  嘉日  得玛， 

嘛（扳）为无量圆满身，       于求予者赐王子， 

雹稗︽碧搬︽叼扳邦︽白稗︽车稗︽办︽搬但︽扳板拜﹀       ﹀车稗︽罢碉扳︽扳爸伴︽搬拜罢︽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兖角  森尖  顿拉  泽哉， 顿松  啊达  永拉  协擦。 

悲系普度众生业，            礼敬具足三义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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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车稗︽稻罢邦︽迸︽颤罢邦︽斑敌︽抵︽电邦﹀     ﹀扳蹈︽拜爸︽碉罗︽北︽罢车稗︽伴吵办︽扳﹀ ﹀ 
得顿  祖古  哆贝  益西， 则当  苏哑  鲁顿  度玛， 

迪（炒）乃证觉身智慧，       调伏麻风与龙魔， 

雹稗︽膊办︽伴闭半︽搬敌︽城罢︽搬擦办︽得︽椿拜﹀    ﹀秤扳︽罢碉扳︽罢车稗︽伴吵办︽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兖卓  阔卫  度唉  西写，囊松  顿度  永拉  协擦。 

普度能灭轮回苦，            礼敬调伏三魔母。 

扳︽罢财罢︽迸︽翟︽办扳︽伴唇邦︽册拜︽呈﹀     ﹀瘁︽厂罢邦︽班︽帝办︽摈办︽搬敌︽罢电拜︽扳﹀ ﹀ 
嘛久  咕伊  浪者  尼乃，姆迪  帕若  咕卫  西玛， 

嘛（扳）乃胜身之道果，        破除外道之怒母， 

雹稗︽扳辟稗︽败扳邦︽白拜︽嫡扳︽辨半︽仓︽淬﹀       ﹀缠罢邦︽罢碉扳︽敞稗︽扳板拜︽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兖庆  唐戒  永久  觉莫，达孙  顿在  永拉  协擦， 

一切遍知佛之母。             礼敬显三瑞北母， 

迭︽呈︽矗办︽迸︽地罢︽斑敌︽霸扳邦︽册拜﹀  ﹀脆︽罢般爸︽碧稗︽秤扳邦︽伴仓扳邦︽斑半︽扳板拜︽扳﹀ ﹀ 
嘿尼  朱古  日贝  康尼， 弥藏  卷囊  江巴  哉玛， 

喝（迭）乃化身明智界，        除灭一切秽过母， 

雹稗︽碧搬︽罢登︽搬藏拜︽惭︽搬敌︽冬︽淬﹀   ﹀拜罢︽斑︽罢碉扳︽忱稗︽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兖叫  斯杰  切卫  拉姆，达巴  松丹  永拉  协擦。 

普佑庄严大天母，             礼敬具三清净母。 

淬︽呈︽罢底︽粹拜︽捕︽捶︽册拜︽迸﹀        ﹀伴蚕︽搬敌︽伴灿罢邦︽办︽荡︽扳惨罢︽醋稗︽扳﹀ ﹀ 
莫尼  约梅  俄哦  尼咕， 齐卫  吉拉  次确  金玛， 

莫（淬）乃不动本性身，        临死者赐老寿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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雹稗︽地罢︽扳颁扳邦︽蹿半︽唱罢邦︽糙敌︽败搬邦︽扳霸邦﹀   ﹀扳捕稗︽罢碉扳︽池爸︽扳板拜︽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兖日  苍角  土杰  塔开， 恩松  囔哉  永拉  协擦。 

普明大悲善方便，             真实显母我礼敬。 

帮︽呈︽捕︽捶︽册拜︽迸︽惭︽搬﹀           ﹀罢拌伴︽泵半︽橙︽搬兵拜︽扳︽碘邦︽伴吵办︽扳﹀ ﹀ 
哈尼  俄哦  尼古  切哇， 萨嘎  德杰  玛绿  度玛， 

哈（帮）乃本性甚广大，        调伏星辰八部分， 

雹稗︽伴吵办︽扳︽醇稗︽邦爸邦︽兵邦︽彼拜︽椿拜﹀     ﹀罢稗邦︽罢碉扳︽拜罢︽斑敌︽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兖度 玛玄  桑结  谢杰， 乃松  达贝  永拉  协擦。 

普治胜母能生佛，             礼敬三位清净母。 

冻︽呈︽得︽兵邦︽拜搬爸︽扯罢︽胆︽搬﹀        ﹀窗稗︽办邦︽秤扳︽搬得︽拜辩邦︽扳板拜︽册︽扳﹀ ﹀ 
埃尼  析杰  旺智  杂哇，赤来  南西  杰哉  尼玛， 

埃（冻）乃息增怀诛根，        喜施四业广大日， 

冬︽大稗︽扳霸伴︽伴表︽扳︽淬敌︽档罢邦︽搬白邦﹀    ﹀敞搬邦︽搬得︽懂稗︽彪搬︽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拉曼  卡卓  玛梅  措杰，朵西  伦智  永拉  协擦。 

天母空行地母众，             具四力母我礼敬。 

扳︽蹬邦︽绰︽粹拜︽刁拜︽斑敌︽锤扳邦︽惭稗﹀   ﹀抵︽电邦︽搬豹︽靛邦︽池︽档罢邦︽敞稗︽扳﹀ ﹀ 
嘛泄  喇梅  斯贝  先庆，益西  扎西  那措  顿玛， 

嘛（扳）乃无上世大慈，        显诸智慧祥瑞相， 

秤扳︽拜罢︽斑拜︽扳︽罢嫡爸︽掣爸︽背爸︽编邦﹀  ﹀橙︽搬得︽兵邦︽扳板拜︽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南达  白玛  雍仲  弄给， 德西  杰哉  永拉  协擦。 

依靠净莲金刚界，             增四德母我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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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办邦︽传︽稗爸︽罢邦爸︽搬︽瓣爸︽罢邦爸︽﹀       ﹀扳捕稗︽颤罢邦︽败搬邦︽拜爸︽罢稗邦︽拜罢︽办扳︽伴椿拜﹀ ﹀ 
火来  西囔  桑哇  样桑， 哦哆  塔当  乃达  兰劫， 

火（丁）生外内密极密，        开示现观法净道， 

搬睬︽掣罢︽办扳︽伴椿拜︽扳捕稗︽的罢邦︽惭稗︽淬﹀    ﹀波︽搬得︽掉爸︽扳板拜︽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举周  兰劫  哦秀  庆母， 果西  松哉  永拉  协擦。 

十六道明大现入，             护四门母我礼敬。 

扳︽惭稗︽锤扳邦︽惭稗︽搬兵︽拜爸︽胆︽搬兵拜﹀ ﹀伴吹扳︽拜爸︽碘爸︽拜爸︽地罢︽斑敌︽罢稗邦︽扳﹀ ﹀ 
嘛庆  先庆  嘉当  杂杰， 本当  龙当  柔贝  乃玛， 

嘛（扳）乃大慈一百八，        般若教言与诸学， 

扳车︽橙敌︽扳爸伴︽搬拜罢︽柄拜︽宝︽拜搬爸︽伴吹扳﹀ ﹀扳倒拜︽车稗︽扳惨罢︽搬得敌︽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朵德  阿达  居吉  旺本， 佐顿  确析  永拉  协擦。 

经主十万续灌顶，             礼敬四胜库义母。 

抵︽呈︽锤扳邦︽惭稗︽碉扳︽搬兵︽掣罢︽睬﹀   ﹀霸扳邦︽拜爸︽罢稗邦︽拜爸︽地罢︽斑敌︽嫡扳︽办﹀ ﹀ 
耶尼  先庆  松嘉  周句， 康当  乃当  柔贝  永拉， 

耶（抵）乃三百六十慈，        顺界与境及心智， 

常邦︽扳板拜︽伴表︽搬敌︽车稗︽吵︽搬蹬爸邦︽扳﹀  ﹀嫡办︽搬得︽邦爸邦︽兵邦︽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德哉  卓卫  端得  行玛， 玉析  桑结  永拉  协擦。 

为利众生而显身，             礼敬四处成佛母。 

蒂︽呈︽锤扳邦︽凋邦︽布︽敞爸︽布︽搬兵﹀    ﹀抵︽罢电稗︽罢嫡爸︽掣爸︽叼扳邦︽拜斑敌︽嫡扳︽扳﹀ ﹀ 
汝尼  先塞  阿东  阿嘉， 益辛  雍仲  散辉  永玛。 

汝（蒂）乃五千五百子，        初佛废仲勇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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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稗扳︽邦︽刁拜︽斑敌︽捶稗︽罢电稗︽卜︽超罢邦﹀ ﹀瘁︽搬得︽凋邦︽搬彼拜︽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南萨  斯贝  翁辛  阿托， 目析  塞杰  永拉  协擦。 

天地万法师持鼓，             礼敬生生四类子母。 

搬︽呈︽锤扳邦︽疮稗︽伴吹扳︽疮罢︽扳败伴︽瓣邦﹀   ﹀冬︽淬︽大稗︽淬︽扳霸伴︽伴表︽扳︽淬﹀ ﹀ 
哇尼  先产  本差  塔伊，  拉姆  曼姆  卡卓  玛姆， 

巴（斑）乃无量万慈孙，        天母空行母地母， 

池︽档罢邦︽矗办︽迸︽伴表︽车稗︽扳捕稗︽的罢邦﹀      ﹀档罢邦︽搬得︽拜斑罢︽粹拜︽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那措  朱咕  卓端  哦秀，  措西  华梅  永拉  协擦。 

多种化身行利生，             礼敬四部无量母。 

抵︽呈︽兵邦︽斑︽兵︽惭敌︽嫡办︽秤扳邦﹀    ﹀唱罢邦︽宝︽瓣爸︽搽爸︽锤扳邦︽扳半︽伴吵邦︽扳﹀ ﹀ 
耶尼  杰巴  嘉切  永囊， 土吉  杨宁  先嘛  度玛， 

耶（抵）乃广大诸国土，        心要集聚于慈母， 

胆︽搬敌︽擦罢邦︽搬敞拜︽伴巢︽翟邦︽伴彪搬︽扳﹀  ﹀罢邦爸︽罢碉扳︽扳倒拜︽伴刀稗︽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杂卫  哦多  得伊  智玛， 桑松  造增  永拉  协擦， 

依此根本赞成就，             礼敬持三密藏母。 

佰︽呈︽伴灿罢︽阐稗︽罢碉扳︽卞︽拜斑办︽扳便稗﹀  ﹀冬︽北︽罢惩拜︽醋稗︽串罢邦︽碧爸︽伴吵办︽扳﹀ ﹀ 
达尼  久旦  松吉  徊观， 拉鲁  诺金  雪炯  度玛， 

达（佰）乃三世之怙主，        调伏天龙夜叉神， 

橙︽搬兵拜︽雹稗︽办︽扳爸伴︽扳板拜︽惭稗︽淬﹀ ﹀伴表︽掣罢︽膊办︽扳板拜︽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德杰  兖拉  哦哉  庆姆， 卓著  卓哉  永拉  协擦。 

胜大统领八部母，             礼敬度六道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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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吵︽伴吵︽伴闭半︽伴拜邦︽罢册邦︽办︽罢稗邦︽宝﹀    ﹀邦︽搬睬敌︽叼扳邦︽拜斑伴︽秤扳邦︽宝邦︽搬敞拜︽扳﹀ ﹀ 
得得  阔德  尼拉  乃杰， 萨句  散华  南吉  哆玛， 

吨吨（伴吵︽伴吵）住于世寂之，  十地勇识颂赞者， 

邦爸邦︽兵邦︽扳︽碘邦︽雹稗︽卞︽嫡扳︽罢财罢       ﹀邦︽罢碉扳︽伴吵办︽扳板拜︽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桑结  玛吕  兖吉  永久， 萨松  度哉  永拉  协擦。 

一切佛之唯一母，             礼敬度化三地母。 

啪︽翟︽翟︽扁︽稻罢邦︽斑敌︽搬半︽炒半﹀    ﹀雹稗︽罢邦办︽伴吹扳︽布︽霸扳邦︽搬兵拜︽锤扳邦︽扳﹀ ﹀ 
嗦伊  益给  佐贝  哇德， 兖色  本哦  康杰  先玛， 

嗦（啪）之未字念诵已，        普明五经八法母， 

电邦︽拜爸︽电邦︽锤︽扳︽碘邦︽册拜︽车稗﹀   ﹀扳败伴︽罢碉扳︽唇办︽辨半︽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西当  西夏  玛吕  尼顿，塔松  者究  永拉  协擦。 

一切能知所知义，             离三边母我礼敬。 

昂︽呈︽扳车︽翟︽邦爸邦︽兵邦︽嫡扳︽厂﹀     ﹀搬炒︽搬半︽罢电罢邦︽斑︽绰︽稗︽粹拜︽斑﹀ ﹀ 
哈尼  哆伊  桑结  永德，德哇  西巴  喇那  梅巴， 

哈（昂）乃经部诸佛母，        殊胜如来无有上， 

瓣爸︽拜罢︽扳捕稗︽斑半︽稻罢邦︽斑敌︽邦爸邦︽兵邦﹀ ﹀锤扳邦︽扳︽惭稗︽淬︽嫡扳︽办︽椽罢︽伴颁办﹀ ﹀ 
杨达  安巴  佐贝  桑结，  先玛  庆姆  永拉  协擦。 

清净正等正觉佛，             胜大慈母我礼敬。 

谴︽扳︽搬︽扳︽炒︽扳︽迭︽淬︽帮︽冻︽扳︽丁︽扳︽抵︽蒂︽斑︽抵︽佰︽伴吵︽伴吵︽啪︽昂断 
嗡  嘛哇  嘛爹  嘛喝  莫哈  埃嘛火  嘛耶  汝巴  

耶达 德德  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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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罢邦︽宝︽兵办︽捶︽册︽垫︽胆︽罢财罢    ﹀捶稗︽卞︽兵办︽捶︽锤扳邦︽扳敌︽搬敞拜︽斑﹀ ﹀ 
奥吉  嘉波  尼虚  杂吉， 翁结  嘉波  先梅  道巴， 

诸咒之王二十一，             本教法王慈母赞， 

碘爸︽编︽兵办︽捶︽雹稗︽罢邦办︽惭稗︽淬﹀    ﹀搬坝伴︽翟︽兵办︽捶︽敞稗︽斑邦︽罢碉爸邦︽斑﹀ ﹀ 
龙格  嘉布  兖色  切姆，嘎亿  嘉布  端贝  松巴， 

授记之王大普明，             佛说其为教法王， 

层半︽罢财罢︽点笛︽伴闭半︽伴拜邦︽扳︽碘邦﹀ ﹀扳辟稗︽楚拜︽败扳邦︽白拜︽颁爸︽搬︽册拜︽车﹀ ﹀ 
尼机  利阿  阔德  玛绿，庆觉  谈杰  仓哇  尼哆。 

二十一章世寂之，             智行悉皆具圆满。 

伴巢︽搬悲罢︽捶稗︽秤扳邦︽稻罢邦︽斑半︽伴辨半︽柴﹀ ﹀班稗︽底稗︽搬邦扳︽扳败伴︽瓣邦︽斑︽超搬︽捶﹀ ﹀ 
德拉  翁南  佐毕  久代，盼元  三塔  伊巴  托布。 

诵此诸法修圆满，             得来功德离思议。 

胆︽搬敌︽擦罢邦︽搬敞拜︽册︽垫︽胆︽罢财罢 ﹀敞稗︽斑敌︽罢碉爸邦︽斑︽办︽扳捕稗︽斑半︽搬敞拜︽车﹀ ﹀ 
阿卫  阿夺  尼修  杂久，端贝  松巴拉  念巴道哆。 

根本咒赞二十一，             佛祖所说敬颂赞。 

锤扳邦︽扳︽胆︽搬敌︽伴吹扳︽罢等爸邦︽扳车︽罢碉扳︽舶搬︽鼻半︽地罢邦︽扳爸︽冲︽柏︽办罢︽柏︽
奔稗︽拜爸︽搬白邦︽斑︽稻罢邦︽斑敌︽邦爸邦︽兵邦︽敞稗︽斑︽罢电稗︽半搬︽宝邦︽伴闭半︽抵︽罢电稗︽
叼爸︽搬得︽办︽雕罢邦︽罢嫡爸︽掣爸︽叼扳邦︽拜斑伴︽秤扳邦︽办︽罢碉爸邦﹀  炒︽稗邦︽地罢︽伴刀稗︽  
叼扳邦︽拜斑伴︽秤扳邦︽办︽地扳︽斑半︽搬柄拜︽稗邦﹀  第︽得罢︽搬长稗︽斑︽地稗︽冲︽惭︽罢柴半︽ 
吵︽罢电罢邦︽柴﹀    传邦︽边︽颁爸︽伴纯罢︽冬邦︽拌半︽卞︽长罢︽池︽拜爸︽但︽称爸︽瓣爸︽拜冲稗︽
秤扳邦︽稗邦︽罢柴半︽吵︽扯爸邦︽柴︽拜翠办︽敞稗︽罢灯稗︽伴吹扳︽雕罢邦︽办︽罢稗爸︽搬涤﹀ ﹀ 

慈母根本法咒经三之诸多修诵仪轨。由觉佛辛饶导师传给四本

初佛狮等雍仲勇识众。从此次弟传至诸持明勇识。中间一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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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藏法宝。后由措仓殊拉，萨吉道那，资叮央般等。取出赐予良

丹先崩等人。 

迸︽布︽碧搬︽斑︽扳︽搬兵拜︽拜爸︽﹀         ﹀搬睬︽掣罢︽雕︽罢册邦︽布︽搬睬敌︽档罢邦﹀ ﹀ 
格阿  教巴  玛杰当，  句周  索尼  阿拘措， 

五身护佑八母与，          十六三十二五十， 

彼︽斌︽稗︽伴蚕︽伴吵办︽扳板拜︽雕罢邦﹀    ﹀锤扳邦︽惭稗︽兵办︽搬︽凋邦︽拜爸︽搬白邦﹀ ﹀ 
结嘎  那齐  度哉嗦，   先庆  嘉哇  赛当戒， 

破除生老病死等，          慈母佛与佛了众。 

拜遍︽拜爸︽锤拜︽拜爸︽地罢邦︽拜爸︽北﹀    ﹀瘁︽厂罢邦︽碧稗︽标搬︽荡︽钓罢︽罢拌伴﹀ ﹀ 
扎当  协当  肉当鲁，   姆达  贤智  才素萨， 

怨敌恶咒种姓龙，          外道过障寿命曜， 

伴灿罢邦︽斑︽搬兵拜︽办邦︽碧搬︽斑︽拜爸︽﹀  ﹀拜斑办︽拜爸︽伴醇半︽搬敌︽拜捕邦︽彪搬︽当办﹀ ﹀ 
吉巴  结来  教巴当，   徊当  交伟  欧智佐， 

历助脱离八难与，          德财成就祈恩赐， 

稻罢邦︽邦爸邦︽兵邦︽斑半︽扳板拜︽吵︽罢雕办﹀    ﹀败扳邦︽白拜︽搬敞拜︽斑敌︽兵办︽捶︽伴巢︽搬槽拜︽斑邦﹀ ﹀ 
佐桑  结巴  哉德嗦。   谈结  哆毕  嘉布  德觉贝， 

至证佛果祈助力。          诵此众赞王文已， 

电邦︽半搬︽锤扳邦︽扳︽嫡扳︽卞︽拜垂爸邦︽册拜︽吵﹀ ﹀触邦︽唇办︽搬炒︽惭稗︽捶稗︽迸半︽邦爸邦︽兵邦︽佃罢 ﹀ 
西饶  先玛  永吉  英尼德，追窄  德庆  翁格  桑结秀。 

智慧慈母之法界。          愿得离戏乐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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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半爸︽池爸︽秤扳︽斑半︽拜罢︽斑敌︽得爸︽稗﹀ ﹀嫡扳︽惭稗︽唱罢邦︽糙︽锤扳邦︽扳敌︽迸︽办﹀ ﹀ 
拾，让囔  南巴  达毕行那， 永庆  土杰  先梅  格拉， 

拾！（叮）自现清净妙刹土    于胜大悲慈母身， 

椽罢︽伴颁办︽罢雕办︽搬︽搬佰搬︽斑︽般扳︽卞邦﹀   ﹀伴灿罢邦︽搬兵拜︽罢嫡办︽办邦︽兵办︽搬半︽扳倒拜︽财罢 ﹀  
协擦  索哇  达巴  赞吉，吉结  悦来  嘉哇  佐久， 

礼敬诚心祈祷已，           愿助胜过八难敌。 

谴︽扳︽搬︽扳︽炒︽扳︽迭︽淬︽帮︽冻︽扳︽丁︽扳︽抵︽蒂︽斑︽抵︽佰︽伴吵︽伴吵︽啪昂断 
嗡  嘛哇  嘛爹  嘛黑  莫哈  埃嘛火  嘛耶   

汝巴  耶达  度度  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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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办︽搬︽罢电稗︽半搬︽脆︽捶敌︽扳板拜︽斑︽ 

搬睬︽罢册邦︽宝︽搬敞拜︽斑﹀ 
我佛辛饶弥沃十二宏化倾赞文 

 

扮爸︽的爸︽泵拜︽吵﹀  拜瘁︽半︽盗半︽帝︽橱爸邦︽雕︽斑︽佰︽瓣﹀   捶拜︽泵拜︽吵﹀  罢电稗︽兵办︽敞稗︽斑︽办︽椽罢︽伴颁办︽典﹀ ﹀ 
象雄 盖得，姆热 维若 崩嗦 巴达呀，沃盖得，辛嘉 敦巴拉 协擦罗； 

象雄语云：姆热维若崩嗦巴达呀， 吐蕃语云：礼敬辛饶佛导师。 

捶稗︽秤扳︽斑︽败扳邦︽白拜︽扳辟稗︽斑︽瓣爸︽拜罢︽斑半︽稻罢邦︽斑敌︽邦爸邦︽兵邦︽搬长稗︽斑敌︽
罢掸︽捶︽敞稗︽斑︽罢电稗︽半搬︽脆︽捶︽办︽椽罢︽伴颁办︽典﹀ ﹀ 
翁 南巴 谈结  庆巴 样达巴  佐比 桑结  丹贝  

作沃  敦巴 先热 弥沃拉 协擦罗。 

礼敬遍智诸法正等正觉佛教主辛饶弥沃导师。 

稗︽淬︽邦拜︽辩半︽大半︽办︽橱爸邦︽雕︽斑︽佰︽瓣﹀  

那摩！塞结玛拉崩嗦巴达呀。 

才稗︽荡︽矗办︽迸︽搬雕拜︽稗扳邦︽拜搬爸︽掣爸︽吵﹀ ﹀唱罢邦︽扳惨罢︽搬彼拜︽稗邦︽戴稗︽办扳︽惭稗︽冲︽搬佰搬邦﹀ ﹀ 
恩策  智格  索南  旺仲得，  头确  杰乃  毛兰  庆布达。 

从前化身索郎翁仲前，         发微妙心发殊胜大愿。 

搬泵办︽搬︽遍爸邦︽粹拜︽罢碉扳︽吵︽档罢邦︽罢册邦︽搬邦罢邦﹀ ﹀败扳邦︽白拜︽扳辟稗︽辨半︽敞稗︽斑︽绰︽稗︽粹拜﹀ ﹀ 
格瓦  章麦  孙得  措尼撒。   谈结  庆结  端巴  喇那麦， 

三无量劫积累二资粮。          成遍知佛导师无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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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爸邦︽颤罢邦︽扳败半︽传稗︽扳捕稗︽斑半︽邦爸邦︽兵邦︽饱爸︽﹀ ﹀伴表︽办︽秤扳︽搬但︽罢登罢邦︽颁拜︽布︽拜便爸邦︽稗邦﹀ ﹀ 
邦多  它杏  安巴  桑结讲，  卓拉  南则  思才  阿贡乃， 

虽然断证圆满得正觉，          但为利生慧视五端相， 

叼扳邦︽白稗︽伴彻稗︽传半︽拜瘁︽兵办︽超拜︽拜坝半︽凋邦﹀ ﹀彼︽搬︽搬蹬邦︽斑半︽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三见  征西  姆杰  脱噶色，  结哇  协巴  在拉  协擦罗， 

为度众生白顶王之子，            礼敬生为白顶王子尊。 

碉扳︽睬敌︽扳颁稗︽搬拌爸︽搬兵拜︽睬敌︽拜充︽锤拜︽忱稗﹀ ﹀涤拜︽瞪半︽扳败伴︽瓣邦︽扳爸伴︽搬敌︽扮办︽搬长稗︽稗邦﹀ ﹀ 
孙吉  参桑  杰具  会协丹， 沃色  踏也  阿卫  协丹乃， 

具足三十妙相八十好，          显示无量光芒妙相已， 

罢吵办︽锤︽拜爸︽冲敌︽伴闭半︽办︽搬鲍︽扯爸︽编邦﹀ ﹀搬长稗︽斑︽厨办︽搬半︽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得夏  当比  扩拉  直章格， 丹巴  摆哇  在拉  协擦罗。 

传于初聚化机接引法，          礼敬传扬接引教法尊。 

称罢︽白稗︽罢豺︽吹︽车拜︽炒︽拜翠办︽搬半︽场爸︽﹀ ﹀才稗︽搬绊拜︽糙邦︽扯稗︽捶稗︽搬长稗︽泵拜︽财罢︽扳半﹀ ﹀ 
的见  哆务  夺德  聂哇东，恩写  杰暂  翁丹  格久玛， 

罪人哆布代爹堕地狱，          忆从前说刹时信善法， 

锤爸︽残搬︽叼扳邦︽拜斑半︽搬搏半︽稗邦︽败半︽搬半︽扯爸邦﹀ ﹀拜翠办︽霸扳邦︽搬炒︽搬半︽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香曲  僧徊  局乃  它哇章， 聂看  德哇  在拉  协擦罗。 

令其变为菩萨助解脱，          礼敬地狱化为乐土尊。 

柏罢邦︽斑敌︽兵︽扳档半︽垂爸邦︽斑敌︽伴贬︽滇爸︽扳邦﹀ ﹀蝶搬︽拜冲稗︽大拜︽斑敌︽碧稗︽卞邦︽扳蹈︽翟邦︽罢吵爸︽﹀ ﹀ 
恰比  嘉措  行伟  格朗麦， 罗环  麦比  卷及  泽耶东。 

深陷欲海之妇格林麦，          谤师之过身染麻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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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罢邦︽糙︽册︽扳邦︽城罢︽搬擦办︽扳档︽泵扳︽稗邦﹀ ﹀冬︽淬半︽搬搏半︽搬半︽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头杰  尼梅  抖阿  措干乃，  拉姆  局哇  在拉  协擦罗。 

大悲光照除灭痛苦海，          礼敬凡妇助变天母尊。 

伴闭半︽搬敌︽碧稗︽卞邦︽扳︽便邦︽斑拜︽淬︽昌半﹀ ﹀秤扳︽斑半︽拜罢︽饱爸︽罢吵办︽锤敌︽池爸︽捕︽蒂﹀ ﹀ 
阔卫  卷杰  玛给  白莫答，  南巴  达降  得西  侬哦日， 

无有轮回之过犹净莲，          清净但于化机众生前， 

败搬邦︽电邦︽罢册邦︽粹拜︽罢灯稗︽乘敌︽帝办︽但拜︽扳板拜﹀ ﹀抵︽电邦︽兵邦︽斑半︽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搭西  尼麦  玄奴  若泽哉，益西  杰巴  哉拉  协擦罗。 

显示智便无二量童戏相，        礼敬大力增长智慧尊。 

伴表︽搬︽稗拜︽罢车稗︽吵罢︽布邦︽罢登半︽辨半︽搬﹀ ﹀秤扳︽斑半︽搬邦办︽稗邦︽搬炒︽惭稗︽邦半︽伴便拜︽传半﹀ ﹀ 
卓哇  乃端  抖哦  斯局瓦，南巴  色乃  德庆  萨果西， 

众生所受病魔五毒苦，          悉皆除灭度入大乐土， 

迸︽罢碉爸︽唱罢邦︽宝︽涤拜︽瞪半︽凋邦︽矗办︽稗邦﹀ ﹀吵邦︽雹稗︽伴表︽车稗︽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格松  头及  沃色  塞智乃， 地更  卓端  哉拉  协擦罗。 

为此身口意光显化身，          礼敬常行利生事业尊。 

典罢︽档罢邦︽伴蠢办︽搬敌︽脆︽拜贬︽碉扳︽敞爸︽拜扳罢 ﹀爸稗︽雕爸︽场爸︽稗邦︽城罢︽搬擦办︽颁邦︽罢吵爸︽荡﹀ ﹀ 
罗措  者卫  木格  孙东麻，恩松  东乃  抖安  猜东策， 

邪魔为友九人三千兵，          堕入地狱遭受痛苦时， 

唱罢邦︽糙敌︽储稗︽办邦︽垂稗︽弟搬邦︽柏半︽惭稗︽班搬﹀ ﹀搬炒︽惭稗︽搬殿办︽醋稗︽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头杰  真来  幸拉  恰庆啪， 德庆  斯金  哉拉  协擦罗。 

大悲云降加被之大雨，         礼敬恩赐大乐甘露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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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搬︽斑邦︽搬吵拜︽拜扳罢︽吵爸︽船半︽车邦︽伴捣罢︽荡﹀ ﹀搬凳拜︽斑敌︽便︽辫稗︽搽爸︽糙敌︽拜扳罢︽拜炽爸︽搬彼拜﹀ ﹀ 
恰比  得马  东修  堆祖策，索比  果卷  娘杰  嘛红杰， 

乔巴一亿魔兵来袭时，         披忍辱衣放来大悲兵， 

搬吵拜︽憋爸︽班扳︽扳板拜︽典罢︽昌敌︽罢嫡办︽捕︽搬迪罢 ﹀搬炒︽惭稗︽邦半︽伴便拜︽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得朗  盼哉  罗帝  玉哦斗，德庆  萨阁  哉拉  协擦罗。 

破灭魔国除灭邪见敌，         礼敬诸魔度入乐土尊。 

秤扳︽斑半︽兵办︽扳板拜︽兵办︽捶敌︽搬邦扳︽斑︽搬舶搬﹀ ﹀拜斑办︽扳便稗︽椿︽搬︽拜搬爸︽搬城邦︽掉爸︽扳半︽搬鼻邦﹀ ﹀ 
南巴  嘉哉  嘉伟  三巴智，华公  协哇  旺地  松玛贵， 

至尊无敌如国王所愿。         调伏百万怙主封护法， 

伴表︽雹稗︽伴彻稗︽传半︽搬兵拜︽避︽搬得︽敞爸︽捶稗﹀ ﹀搬长稗︽斑︽糙邦︽搬扮罢︽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卓更  站西  杰赤  玉东翁， 丹巴  杰夏  哉拉  协擦罗。 

为度众生八万四千法，         自于世间礼敬百法尊。 

糙邦︽伴苍罢︽锤爸︽残搬︽搬炒︽办扳︽搬岔罢邦︽扳板拜︽传半﹀ ﹀伴闭半︽拜爸︽兵办︽刁拜︽典爸邦︽楚拜︽雹稗︽初爸邦︽稗邦﹀ ﹀ 
结久  香曲  叠兰  尼哉西， 阔当  嘉丝  龙觉  更帮乃， 

为令后人入菩提乐道，         舍弃眷属王权受用已， 

秤扳︽拜罢︽半爸︽春爸︽扳惨拜︽阐稗︽搬得︽翟︽掣爸︽﹀ ﹀半搬︽拆︽春爸︽搬半︽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南豆  让雄  确旦  玉伊仲，热得  雄外  哉拉  协擦罗。 

清净四自在之前，             自在出家礼敬出家尊。 

拜罢︽斑︽扯爸︽钓爸︽穿︽淬敌︽伴闭半︽橙︽瓣爸︽﹀ ﹀初爸邦︽稗邦︽罢财罢︽吹半︽脆︽拜爸︽锤︽搐办︽卞邦﹀ ﹀ 
打巴  仲松  坡美  阔德扬，崩乃  久布  木当  夏智吉， 

远离清净男女仙人眷，         独自步入寂地依人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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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档︽搬︽柏︽绊邦︽般扳︽瓣爸︽典︽拜贬︽蒂﹀   ﹀拜坝伴︽搬︽唱搬︽斑半︽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措哇  恰写  赞扬  罗格日， 嘎哇  土巴  哉拉  协擦罗。 

猕猴供养苦修达九年，         礼敬殊胜苦修大士尊。 

兵办︽搬敌︽扳惨罢︽办︽彼︽伴蚕︽脆︽扳爸伴︽瓣爸︽﹀ ﹀缠罢︽斑半︽伴刀稗︽秤扳邦︽碉稗︽船爸︽拜扁︽搬迸办︽传半﹀ ﹀ 
嘉卫  确拉  杰齐  木安样，达巴  增南  孙雄  格瑰西， 

如来圣尊虽无生与死，         但为常见厌世修善法。 

脆︽缠罢︽党办︽搬长稗︽拜便爸邦︽斑︽翠︽爸稗︽伴拜邦﹀   ﹀搬炒︽惭稗︽拜垂爸邦︽罢电罢邦︽扳板拜︽办︽椽罢︽伴颁办︽典﹀ ﹀ 
木道  次丹  贡巴  酿安黛， 德庆  映下  哉拉  协嚓罗， 

显无常相入示灭现涅磐，       礼敬入登大乐法界尊。 

炒︽昌半︽搬长稗︽斑敌︽搬拜罢︽冲︽罢电稗︽兵办︽办﹀ ﹀扳板拜︽斑︽搬睬︽罢册邦︽党办︽吵︽扳车︽般扳︽搬敞拜﹀ ﹀ 
叠达  丹毕  达波  辛嘉拉， 哉巴  句尼  慈得  多赞道， 

于此教法之主辛饶佛，         十二宏化略作颂赞已。 

炒︽翟︽拜扁︽搬邦︽搬拜罢︽雕罢邦︽伴表︽搬︽雹稗﹀ ﹀兵办︽搬︽辟拜︽拜爸︽拜椿半︽粹拜︽存半︽超搬︽佃罢 ﹀ 
叠亿  给外  达索  卓哇更，嘉哇  且当  耶麦  女脱秀， 

所得善业愿我与众生，         速获与佛无二正觉果。 

兵办︽搬︽罢电稗︽半搬︽辟拜︽迸︽财︽伴扯︽搬﹀ ﹀伴闭半︽拜爸︽迸︽荡敌︽颁拜︽拜爸︽得爸︽霸扳邦︽雕罢邦﹀ ﹀ 
嘉哇  先热  且格  吉扎哇， 阔当  格策  才当  香看索， 

如是辛饶佛胜身与，           眷属住世寿命净土及。 

辟拜︽宝︽扳颁稗︽扳惨罢︽搬拌爸︽捶︽财︽伴扯︽搬﹀  ﹀炒︽伴扯︽闭︽稗半︽搬拜罢︽雕罢邦︽辨半︽搬半︽佃罢 ﹀ 
且结  参却  桑波  吉扎哇，叠扎  阔那  达索  局哇秀， 

所具微妙德相等圣物，         悉皆祈愿我等亦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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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拜︽办︽搬敞拜︽财爸︽罢雕办︽搬︽搬佰搬︽斑敌︽扳唱邦﹀ ﹀搬拜罢︽雕罢邦︽罢爸︽吵︽罢稗邦︽斑敌︽邦︽串罢邦︽碉﹀ ﹀ 
且拉  道江  嗦瓦  达毕提，达苏  刚得  乃毕  萨秀思， 

于此颂赞祈请汝之力，         祈助我等有情所在地， 
稗拜︽罢车稗︽拜吹办︽伴穿爸︽伴败搬︽惮拜︽得︽搬︽拜爸︽﹀ ﹀捶稗︽拜爸︽搬豹︽靛邦︽伴川办︽搬半︽扳板拜︽吵︽罢雕办﹀ ﹀ 
乃端  卫朋  塔做  协哇当， 翁当  扎西  佩哇  哉得嗦。 

病魔贫因战乱皆息灭，         善法样瑞恒久大兴隆。 

蹬邦︽秤扳︽扳辟稗︽兵办︽搬︽罢电稗︽半搬︽办︽扳板拜︽斑︽秤扳︽斑︽搬睬︽罢册邦︽宝︽波︽稗邦︽搬敞拜︽斑︽伴︽扮︽

罢邦爸︽唱搬︽宝邦︽揣办︽搬︽稻罢邦︽雕﹀﹀   ﹀﹀   

此遍知辛饶佛十二宏化颂赞文，由哇夏松土敬献。愿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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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邦︽半搬︽待︽搬敌︽叼爸︽扁敌︽扳惨拜︽搬敞拜︽恫晃办︽ 

办敌︽床爸︽搬︽搬的罢邦︽雕﹀ ﹀ 
文殊狮子吼供赞仪轨青莲宝鬟 

 

冻︽扳︽丁﹀ 雹稗︽碧搬邦︽扳唱︽忱稗︽雌︽表邦︽罢柴半︽伴刀稗︽待︽搬敌︽叼爸︽扁︽唱罢邦︽糙︽白稗﹀ ﹀ 
埃玛火！更觉  土丹  罗追  叠增  嘛卫  僧格  头结坚， 

妙哉！具佑众力智慧宝藏狮子吼尊大悲神。 

扳颁稗︽拜充︽半搬︽稻罢邦︽贬半︽贬扳︽扳车罢︽拜扳半︽扮办︽罢财罢︽椽罢︽罢册邦︽伴捣扳︽扳拜爸邦︽忱稗﹀ ﹀ 
参会  饶佐  古庚  夺玛  协机  夏尼  增当丹， 

相好圆满红花色红一头二臂具知容， 

敞爸︽罢碉扳︽雹稗︽遍罢邦︽伯︽兵办︽伴纯罢︽编︽避︽办︽帝办︽搬敌︽伴卞爸︽搬罢︽白稗﹀ ﹀ 
东孙  庚扎  扎嘉  周给  赤拉  若伟  江哇坚。 

声响三千世界金龙宝座上坐甚庄严， 

伴幢办︽惭稗︽翟︽扁︽搬得︽搬睬邦︽半搬︽础邦︽搬豹︽罢邦办︽稗︽搬拌伴︽点罢邦︽斑半︽搬便邦﹀ ﹀ 
赤庆  亿格  西局  热斋  扎萨  那撒  雷巴贵。 

幻化四十字饰艳丽五彩天衣于身披。 

柄拜︽碘爸︽扳稗︽爸罢︽橙︽耻拜︽雹稗︽伴春爸︽罢豺︽翟︽搬坝伴︽膊扳︽半搬︽拆︽伴扁办﹀ ﹀ 
吉龙  蛮噢  叠奴  更炯  哆耶  瓜专  热得改， 

续教秘诀法藏之源持有禳解法宝百。 

椽罢︽罢瓣邦︽才稗︽拜扳半︽电邦︽半搬︽半办︽标邦︽伴陛办︽颤罢︽搬拜罢︽伴刀稗︽胆拜︽稗邦︽罢采拜﹀ ﹀ 
夏耶  安嘛  西热  热智  赤多  达增  哉乃掘， 

右手蓝红智慧福剑斩断迷妄我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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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底稗︽斑邦︽罢邦办︽搬敌︽膊稗︽粹邦︽伴表︽搬︽扳︽地罢︽雌︽瘁稗︽叼办︽搬半︽扳板拜﹀ ﹀ 
元拜  萨卫  转麦  卓哇  嘛日  罗门  色哇哉， 

左手无量光芒明灯除灭众生无明痴， 

罢瓣邦︽罢底稗︽疮罢︽罢册邦︽伴搬半︽搬敌︽册︽邓︽败搬邦︽电邦︽等爸︽伴蠢办︽党办︽吵︽搬藏拜﹀ ﹀ 
耶元  查尼  巴卫  尼达  嗒稀  松智  慈得结。 

左右肩上日月交辉智慧便双运相庄严。 

罢嫡︽翟︽等半︽揣拜︽地罢邦︽宝︽缠罢邦︽雕罢邦︽得︽兵稗︽扳蹈邦︽斑敌︽兵稗︽卞邦︽搬兵稗﹀ ﹀ 
玉亿  苏坡  肉几  打索  西坚  泽毕  坚吉坚， 

松石宝冠五部佛饰寂静文衣悉具足， 

点罢邦︽斑︽雹稗︽伴春爸︽兵办︽拜爸︽兵办︽凋邦︽败扳邦︽白拜︽伴吵邦︽斑敌︽捕︽捶︽册拜﹀ ﹀ 
拉巴  更炯  嘉当  嘉赛  唐结  度毕  哦喔尼， 

众善之源所有佛与佛子总集本体尊， 

扳败伴︽地爸︽伴闭半︽搬敌︽兵︽扳档︽伴巢︽办邦︽层︽搬半︽膊办︽扳板拜︽窗稗︽办邦︽白稗﹀ ﹀ 
塔让  阔卫  加措  德来  捏哇  卓哉  成来坚， 

佑助脱离无边轮回苦海利生事业神， 

碘邦︽爸罢︽翟拜︽罢碉扳︽波︽稗邦︽逗爸︽搬敌︽辟拜︽办︽半搬︽拆︽椽罢︽搬卞邦︽斑邦﹀ ﹀ 
累噢  耶松  果乃  当卫  且拉  让度  协机拜， 

于此身口意三清净礼敬智慧神尊已， 

脆︽班扳︽兵办︽扳板拜︽拜辩邦︽斑敌︽扮搬邦︽斑拜︽搬拜罢︽编︽雏︽捶半︽存半︽吵︽灯罢邦﹀ ﹀ 
梅旁  杰哉  吉毕  夏拜  达给  吉哦  纽度修。 

微妙无败常胜莲足喜悦飞速置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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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扳︽斑︽大拜︽斑敌︽办邦︽秤扳邦︽罢爸︽搬卞邦︽锄稗︽擦半︽搬绊罢邦︽雕︽搬凳拜︽斑半︽罢雕办﹀ ﹀ 
当巴  麦毕  来囊  贡吉  仙阿  夏嗦  所巴嗦。 

所造诽谤神尊恶业于此忏悔祈宽恕。 

揣稗︽档罢邦︽忱稗︽饱爸︽拜捕邦︽伴醇半︽翟拜︽矗办︽扳惨拜︽档罢邦︽伴吹办︽典︽唱罢邦︽糙邦︽搬蹬邦﹀ ﹀ 
彭措  丹炯  恩觉  耶朱  确措  本罗  土洁夕。 

受用虽丰但供食物意化供云祈悲受。 

册稗︽扳颁稗︽雹稗︽拆︽伴吵稗︽斑︽搬邦扳︽饱爸︽拜︽蒂爸︽辟拜︽宝︽唱罢邦︽糙邦︽垫罢邦﹀ ﹀ 
尼澄  兖度  顿巴  桑炯  达荣  且吉  土洁秀， 

我邓日夜祈祷但觉慈悲威力尚不足。 

睬爸︽拌拜︽粹拜︽碴扳︽涤稗︽饱爸︽搬拜罢︽编︽层邦︽斑敌︽碧稗︽卞︽帛搬︽斑︽拌拜﹀ ﹀ 
炯色  梅酿  万炯  道给  捏毕  卷吉  智巴赛， 

此乃定是我等烦恼障垢甚多之过错， 

半搬︽伴锤扳邦︽电邦︽锤敌︽档罢邦︽雹稗︽雹稗︽罢邦办︽雌︽表邦︽搬拜罢︽办︽存半︽吵︽当办﹀ ﹀ 
饶江  谢协  措兖  兖色  罗哲  达拉  纽度佐。 

祈请于我赐来通达无量万法明智慧。 

搬拜罢︽办︽扳便稗︽椿拜︽第︽邦︽辟拜︽办邦︽冬罢︽斑敌︽罢扮稗︽稗︽碉︽粹拜︽斑邦﹀ ﹀ 
达拉  管稀  热萨  且来  拉毕  先那  苏梅拜， 

我无能与神尊相比他方殊胜皈依所， 

吵邦︽稗扳︽雹稗︽拆︽脆︽伴唇办︽辟拜︽宝︽唱罢邦︽糙邦︽搬拜罢︽办︽搬等爸︽吵︽罢雕办﹀ ﹀ 
度囊  兖度  木扎  且结  土结  道拉  松度嗦， 

是故祈请神尊常垂佑我慈悲系于我， 

搬拜罢︽编邦︽罢扮稗︽传半︽搬坝伴︽翟︽伴闭半︽典︽搬鼻半︽得爸︽伴表︽秤扳邦︽存半︽膊办︽佃罢﹀ 
达给  贤稀  嘎耶  阔罗  过行  卓囊  捏卓修， 

愿我为利他人勤转法轮速度众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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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邦︽斑敌︽电邦︽半搬︽待︽搬敌︽叼爸︽扁︽办︽扳惨拜︽斑半︽搬槽拜︽斑敌︽党办︽卞邦︽搬敞拜︽斑﹀  罢电稗︽卞︽

扯爸︽钓爸︽电邦︽半搬︽兵办︽扳颁稗︽卞邦︽拜斑办︽忱稗︽扳霸半︽池敌︽拜便稗︽吵︽粗半︽搬︽拜扁涤﹀ ﹀ 

如此文殊狮吼之，供颂法要礼赞文；由辛氏仙人西绕坚赞写于吉祥喀南寺。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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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扳霸伴︽伴表︽电邦︽半搬︽雌︽伴川办︽扳敌︽扮办︽碘爸︽搬半︽
柏拜︽办扳︽叼办︽搬邦扳︽斑︽懂稗︽彪搬︽搬的罢邦︽雕﹀ ﹀ 

空行增智言教除障如意仪轨 

 

冻︽扳︽丁﹀     
埃玛火！ 

妙哉！ 

才稗︽醇稗︽扯爸︽驳邦︽串罢邦︽搬睬敌︽邦爸邦︽兵邦︽拜爸︽﹀ ﹀拜︽醇稗︽扯爸︽驳邦︽串罢邦︽搬睬敌︽邦爸邦︽兵邦︽拜爸︽﹀ ﹀ 
恩玄  仲恩  修具  桑杰挡， 达玄  仲恩  修具  桑杰挡， 

过去不了了义十方佛，         现在不了了义十方佛， 

调拜︽伴醇稗︽扯爸︽驳邦︽串罢邦︽搬睬敌︽邦爸邦︽兵邦︽拜爸︽﹀ ﹀吵邦︽罢碉扳︽邦爸邦︽兵邦︽雹稗︽伴吵邦︽绰︽扳敌︽唱罢邦﹀ ﹀ 
来卷  仲恩  修具  桑杰挡， 地孙  桑杰  兖地  喇梅头， 

未来不了了义十方佛，         三世诸佛总集上师意， 

比搬邦︽罢稗邦︽雹稗︽伴吵邦︽胆︽搬敌︽绰︽扳︽办﹀ ﹀椽罢︽伴颁办︽称罢︽搬绊罢邦︽扳惨拜︽伴吹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 
加内  兖地  杂卫  喇嘛拉， 协擦  笛夏  确布  嗦哇德， 

皈依总集根本上师前，        祈敬忏罪供养具祈祷， 

搬半︽柏拜︽雹稗︽得︽败半︽搬敌︽办扳︽池︽澈爸邦﹀   ﹀搬邦扳︽斑︽懂稗︽卞邦︽彪搬︽斑半︽垂稗︽卞邦︽掂搬邦﹀ ﹀ 
瓦切  更洗  塔卫  兰那站，  三巴  伦结  智巴  幸结罗。 

助灭障碍引信解脱道，        加被心事如意得成就。 

兵办︽搬︽雹稗︽卞︽拜便爸邦︽斑︽扳捕稗︽绊半︽搬坝伴﹀ ﹀扳︽碘邦︽雹稗︽扳辟稗︽伴班罢邦︽斑︽雹稗︽卞︽碘爸︽﹀ ﹀ 
嘉哇  更吉  贡巴  恩夏瓜， 嘛吕  更庆  帕巴  更吉龙， 

诸佛胜意真生智慧教，        悉皆通达得胜尊授记， 



※常用经文※ 

 48

搬坝伴︽碘爸︽雹稗︽佃爸︽撤︽粹拜︽半爸︽地罢︽耻拜﹀    ﹀颁拜︽罢碉扳︽捶稗︽扳惨罢︽雹稗︽伴吵邦︽绰︽扳敌︽罢碉爸︽﹀ ﹀ 
瓜龙  更雄  执梅  让热诺， 才孙  翁确  更地  喇梅松， 

教记圆满无垢心性器，        三如量法总集上师语， 

比搬邦︽罢稗邦︽雹稗︽伴吵邦︽胆︽搬敌︽绰︽扳︽办﹀ ﹀椽罢︽伴颁办︽称罢︽搬绊罢邦︽扳惨拜︽伴吹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 
加内  更地  杂卫  喇嘛拉，  协擦  的夏  确不  嗦哇德， 

皈依总集根本上师前，        礼敬忏罪供养具祈祷， 

搬半︽柏拜︽雹稗︽得︽败半︽搬敌︽办扳︽池︽澈爸邦﹀ ﹀搬邦扳︽斑︽懂稗︽卞邦︽彪搬︽斑半︽垂稗︽卞邦︽掂搬邦﹀ ﹀ 
瓦且  更洗  塔卫  朗那冲，  三巴  伦吉  智巴  行吉罗。 

助灭障碍引入解脱道，        加被心事如意得成就。 

搬调搬︽斑︽党办︽避扳邦︽忱稗︽斑敌︽拜扁︽伴吵稗︽拜爸︽﹀ ﹀搬调搬︽斑︽诧爸︽伴刀稗︽忱稗︽斑敌︽拜扁︽伴吵稗︽拜爸︽﹀ ﹀ 
拉巴  次成  丹贝  格顿挡， 拉巴  当增  丹贝  格顿挡， 

具足妙学戒律圣僧与，        具足妙学禅定之圣僧， 

搬调搬︽斑︽电邦︽半搬︽忱稗︽斑敌︽拜扁︽伴吵稗︽雕罢邦﹀   ﹀搬调搬︽罢碉扳︽拜扁︽伴吵稗︽雹稗︽伴吵邦︽绰︽扳敌︽迸﹀ ﹀ 
拉巴嘿饶  丹贝  格顿嗦，   拉孙格等  更地  喇梅格， 

具足妙学智慧之圣僧，        三学圣僧总集上师身， 

比搬邦︽罢稗邦︽雹稗︽伴吵邦︽胆︽搬敌︽绰︽扳︽办﹀ ﹀椽罢︽伴颁办︽称罢︽搬绊罢邦︽扳惨拜︽伴吹办︽罢雕办︽搬︽伴炒搬邦﹀  ﹀ 
嘉内  更地  杂卫  喇嘛拉， 协擦  的夏  确布  嗦哇德， 

皈仪总集根本上师前，         礼敬忏罪供养且祈祷， 

搬半︽柏拜︽雹稗︽得︽败半︽搬敌︽办扳︽池︽澈爸邦﹀ ﹀搬邦扳︽斑︽懂稗︽卞邦︽彪搬︽斑半︽垂稗︽卞邦︽掂搬邦﹀ ﹀ 
瓦且  更洗  塔卫  朗那冲，  三巴  伦吉  者巴  幸吉罗。 

助灭障碍引入解脱道，         加被心事如意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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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邦︽罢碉扳︽串罢邦︽搬睬敌︽邦爸邦︽兵邦︽垂稗︽弟搬邦︽拜爸︽﹀ ﹀颁拜︽罢碉扳︽碘爸︽颤罢邦︽捶稗︽卞︽垂稗︽弟搬邦︽拜爸︽﹀ ﹀ 
地孙  雪局   桑结   新拉挡，才孙  龙夺  翁吉  新拉挡， 

三世十方诸佛加被与，         三如量之教证法加被， 

搬调搬︽罢碉扳︽叼扳邦︽拜斑伴︽扳爸︽档罢邦︽垂稗︽弟搬邦︽宝邦﹀   ﹀波︽罢碉扳︽戴稗︽办扳︽罢爸︽搬佰搬邦︽存半︽吵︽伴彪搬﹀ ﹀ 
拉孙  散华  芒措  新拉吉，  果孙木兰  冈待  尼得智， 

三学勇识诸众加被力，         祈助三门发原速成就， 

伴巢︽翟︽扳唱︽敞搬邦︽搬拜罢︽雕罢邦︽罢半︽罢稗邦︽邦半﹀    ﹀稗拜︽瘁罢︽扳档稗︽伴陛罢︽脆︽扳唱稗︽脆爸︽粹拜︽财爸︽﹀ ﹀ 
的伊  吐到  达嗦  噶乃撒， 乃姆  窜伊  弥屯  忙买江， 

依此威力我等所在处，         疾病饥饿刀兵逆缘灭， 

叼扳邦︽白稗︽拜斑办︽伴醇半︽揣稗︽档罢邦︽倡罢︽罢碉扳︽捶稗﹀ ﹀扳霸伴︽敝搬︽邦︽厂爸︽拜半︽兵邦︽嫡稗︽罢稗邦︽佃罢 ﹀ 
散坚  华觉  彭措  皆孙翁， 夸恰  萨当  达杰  永乃修。 

众生福源三乘本教法，         兴遍天宇愿长住不灭。 

踩邦︽搬半︽柏拜︽办扳︽叼办︽搬邦扳︽斑︽懂稗︽彪搬︽伴巢︽呈﹀  颁半︽罢财罢︽搬豺稗︽斑邦︽典︽
罢财罢︽编︽搬半︽柏拜︽得﹀  颁半︽搬兵︽搬豺稗︽斑邦︽荡︽罢财罢︽编︽搬半︽柏拜︽得﹀  柄稗︽吵︽翟︽
拜扳︽锤邦︽稗﹀   称罢︽帛搬︽扳︽碘邦︽拜罢︽稗邦︽荡︽罢财罢︽办︽邦爸邦︽兵邦﹀    罢扮稗︽瓣爸︽
搬豺稗︽斑︽般扳︽卞邦︽冬︽伴彻︽脆︽罢碉扳︽罢白稗︽罢拌稗︽吵拜︽伴表︽伴春爸︽布︽办︽雕罢邦︽斑敌︽  
伴灿罢邦︽斑︽拜爸︽罢惩拜︽斑︽败扳邦︽白拜︽碧搬︽乘邦︽雕﹀ ﹀稗拜︽罢车稗︽得︽得爸︽淬︽爸稗︽达邦︽
爸稗︽败稗︽爸稗︽昌邦︽爸稗︽败扳邦︽白拜︽搬迪罢︽斑半︽伴辨半﹀  戴稗︽办扳︽搬佰搬︽财爸︽拜捕邦︽  
彪搬︽揣办︽稗﹀ 拌邦︽伴车拜︽斑︽办︽拌邦﹀  便邦︽伴车拜︽斑︽办︽便邦﹀  吹︽伴车拜︽斑︽办︽吹︽办︽
雕罢邦︽扳惨罢︽编︽拜捕邦︽彪搬︽罢爸︽的邦︽底爸︽搬︽倡︽档扳︽粹拜﹀    邦︽扳︽瓣断 兵︽兵︽兵断
捶稗︽迸︽雹稗︽拆︽搬拌爸︽冲邦︽稻罢邦︽迸︽电邦︽半搬︽待︽叼爸︽办︽扳霸伴︽伴表︽电邦︽半搬︽雌︽  
伴川办︽卞邦︽搬拜罢︽办涤﹀ ﹀   拜扁涤﹀  搬豹︽靛邦︽雕﹀ ﹀ 



※常用经文※ 

 50

以上除障如意文。诵一遍能灭一年障碍；诵一百遍能灭一生之障碍；经

常读诵能灭一切罪障。且即生即世成就正果。此外。读诵以上仪轨。可遮灭

天、魔、人三与猛兽、畜生、五大等畏难。可遮灭病魔与凶卜、恶梦、凶兆

诸众。发愿并供奉成就。则求食得食。求衣得衣。求子得子等所求殊胜成就

悉能如愿得来耶。三昧耶。密密密。此乃法身普贤尊传于报身智慧狮子吼。

空行增智传于我耶。善哉。愿吉祥。 

 
 
 

︶︹﹀﹀ 伴罢办︽奔稗︽卞︽搬半︽柏拜︽办扳︽叼办﹀  
息灭逆缘障碍文 

 

拜堡稗︽扳惨罢︽胆︽罢碉扳︽伴吵邦︽斑敌︽捕︽捶﹀ ﹀撤稗︽惭稗︽胆︽搬敌︽绰︽扳︽扳辟稗︽惩﹀ ﹀ 
兖确  杂孙  都贝  俄哦，  真庆  杂卫   喇嘛  庆诺， 

三宝三根总集体。            大恩根本师垂念。 

传︽稗爸︽罢邦爸︽搬敌︽搬半︽柏拜︽叼办︽办﹀ ﹀搬邦扳︽斑敌︽车稗︽雹稗︽伴彪搬︽斑半︽扳倒拜︽财罢 ﹀ 
洗囔  桑卫  瓦且  塞拉，  三贝  顿更  智巴  佐久， 

息灭内外密障碍。            祈助心事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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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爹︽粹拜︽罢佰稗︽卞︽比搬邦︽罢稗邦︽拜堡稗︽扳惨罢︽罢碉扳﹀﹀ 

里麦  丹吉  坚内  关却松， 
搽罢邦︽扳︽布︽搬车敌︽比搬邦︽罢财罢︽瓣搬︽凋邦︽罢碉扳﹀﹀ 

牛玛  阿队  加久  亚塞孙， 
搬长稗︽斑敌︽掉爸︽扳︽扳︽扳惨罢︽刁拜︽斑敌︽兵办唰  

旦贝  宋玛  玛雀  色贝杰， 
兵办︽雹稗︽伴吵邦︽罢掸︽撤稗︽惭稗︽绰︽扳︽扳辟稗﹀﹀ 

结更  地作  珍亲  喇嘛乾。 
但︽罢财罢︽罢雕办︽搬︽搬佰搬邦︽斑敌︽第︽伴唇邦︽碉﹀﹀ 

泽久  索哇  达贝  热者思， 
罢嫡爸︽掣爸︽搬长稗︽斑︽伴刀稗︽斑敌︽彼邦︽吹︽翟邦﹀﹀ 

雍仲  旦巴  增贝  杰吾也， 
搬半︽惨拜︽雹稗︽雕办︽搬邦扳︽车稗︽扳败半︽传稗︽佃罢﹀ 

外巧  更扫  叁端  塔兴秀。 

 
搽爸︽捶︽秤扳︽罢碉扳﹀ 
三 尊 真 言 

 
秤扳︽斑︽败扳邦︽白拜︽邦︽点︽罢邦办︽搬︽翟﹀﹀吵邦︽罢碉扳︽敞稗︽斑敌︽迸︽办︽椽罢︽伴颁办︽典﹀﹀ 
南巴  滩尖  沙来  塞瓦叶，都松  东贝  勾拉  秀才落 
 

谴︽扳︽掺︽瘁︽抵︽邦︽点︽伴吵断（遍爸邦︽碉︽搬邓邦︽斑） 
嗡玛智木耶萨勒都（反复念诵几遍） 

 
帛搬︽斑︽蹿爸︽得爸︽冬︽秤扳邦︽办﹀   ﹀搽爸︽捶︽伴板搬︽宝︽扳惨拜︽斑︽伴吹办﹀﹀ 
智巴江乡拉南拉，娘握  再吉  桥巴布， 
锤爸︽残搬︽叼扳邦︽宝︽伴闯︽伴吵︽翟邦﹀   ﹀罢册邦︽粹拜︽爸爸︽办︽畅扳︽辨半︽财罢﹀  
香气  散吉  超得叶，  尼买  昂拉  同吉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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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闭半︽搬敌︽叼扳邦︽白稗︽败扳邦︽白拜︽唱罢邦︽糙邦︽败半︽搬半︽伴彻稗︽斑敌︽拜斑办﹀﹀ 
考伟  散见  滩见  头杰  塔哇  战贝坏 
罢电稗︽半搬︽敞稗︽斑敌︽迸︽办︽椽罢︽伴颁办︽典﹀﹀  
先热端贝构拉秀财落 

梆︽拜坝半︽梆︽搭拜︽吵︽掺︽碉︽稗罢︽冲︽得︽得︽扳办︽扳办︽啪︽昂断 
啊嘎  阿买  得智思  纳布  协协  买买  嗦哈 

（遍爸邦︽碉︽搬邓邦︽斑）（反复念诵几遍） 

 
梆︽拜坝半︽叼扳邦︽册拜︽秤扳︽斑半︽拜罢  ﹀梆︽搭拜︽抵︽电邦︽涤拜︽吵︽罢邦办﹀﹀ 
啊嘎  散尼  南拜德，     啊买  叶西  傲地寒 
吵︽掺︽碉︽翟邦︽爸稗︽雕爸︽蹿爸︽﹀   ﹀稗罢︽冲︽办邦︽宝︽称罢︽帛罢︽拜罢﹀ 
得智  思叶  安松炯，     纳布  力吉  斗智得 
得︽得︽伴闭半︽搬敌︽城罢︽搬擦办︽得﹀ ﹀扳办︽扳办︽搬炒︽搬敌︽叼扳邦︽拜爸︽忱稗﹀﹀ 
协协  考伟  斗安西，     买买  德伟  松当旦 
啪︽昂︽典罢︽颤罢︽蒂︽搀︽伴仓扳邦﹀﹀ 城罢︽搬擦办︽得︽椿拜︽搽爸︽捶︽伴巢邦﹀﹀ 
嗦哈  娄多  日扎军，     斗安  西先  娘握都 
伴闭半︽搬︽爸稗︽雕爸︽车爸︽矗罢邦︽稗邦﹀﹀ 伴表︽秤扳邦︽捶稗︽册拜︽拜垂爸邦︽碉︽邦爸邦︽兵邦︽佃罢﹀ 
考哇  昂松  当周乃，     着南  温尼  杨事  桑杰秀。 
 
 
雹稗︽拆︽搬拌爸︽冲︽敝搬︽罢拜办︽伴表︽搬︽伴彻稗﹀   ﹀半爸︽地罢︽扳捕稗︽吵︽辨半︽办︽椽罢︽伴颁办︽典﹀﹀ 
更都  桑宝  恰代  卓哇站，让柔  温都  吉拉  秀财老， 
 

梆︽谴︽坡断前︽梆︽拜坝半︽邦︽点︽涤拜︽梆︽卤︽谴︽伴吵缎 
啊嗡哄，啊啊噶  萨勒威  啊雍嗡都 
 

（遍爸邦︽碉︽搬邓邦︽斑）（反复念诵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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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搬︽斑︽蹿爸︽得爸︽冬︽秤扳邦︽办﹀   ﹀搽爸︽捶︽伴板搬︽宝︽扳惨拜︽斑︽伴吹办﹀﹀ 
智巴江乡拉南拉，娘握  再吉  桥巴布， 
锤爸︽残搬︽叼扳邦︽宝︽伴闯︽伴吵︽翟邦﹀   ﹀罢册邦︽粹拜︽爸爸︽办︽畅扳︽辨半︽财罢﹀  
香气  散吉  超得叶，  尼买  昂拉  同吉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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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荡︽舶搬﹀ 
长寿修颂 

 

冻︽扳︽丁﹀ 绰︽扳︽翟︽拜扳︽扳霸伴︽伴表︽罢碉扳︽办︽椽罢︽伴颁办︽典﹀ ﹀ 
埃玛火！喇嘛  伊旦  夸卓  孙拉  祥擦罗。 

妙哉！礼敬上师，本尊，空行三根本胜尊。 

伴巢︽泵拜︽搬拜罢︽编邦︽超邦︽斑敌︽吵邦︽罢财罢︽稗﹀ 
德盖  达给  推贝  地久那， 

如是我闻， 

嫡办︽锤︽地︽罢单罢︽忱稗︽卞︽罢稗邦︽扳惨罢︽稗﹀ ﹀ 
玉  夏日  祖丹吉  乃确那， 

一时夏汝祖旦圣地， 

荡︽拜搬爸︽地罢︽伴刀稗︽惭稗︽冲︽办﹀ ﹀ 
才旺  仁增  庆波拉， 

才旺仁增大持明师， 

伴闭半︽地罢︽伴刀稗︽穿︽淬︽敞爸︽编邦︽搬鼻半︽稗邦︽搬的罢邦︽雕﹀ ﹀ 
阔 仁增  破莫  东给  高乃  修嗦。 

与一千持明父母眷属俱。 

炒敌︽荡︽炒敌︽吵邦︽稗﹀  嫡扳︽惭稗︽唱罢邦︽糙︽雹稗︽表办︽卞邦﹀ 伴表︽搬︽叼扳邦︽白稗︽荡︽
拌拜︽斑︽拜爸︽﹀  荡︽摆扳邦︽斑︽秤扳邦︽办︽唱罢邦︽糙邦︽拜便爸邦︽稗邦﹀  炒︽拜罢︽办︽班稗︽  
罢拜罢邦︽斑敌︽传半﹀  唱罢邦︽糙邦︽瘁稗︽叼办︽翟拜︽搬得稗︽雹稗︽伴春爸︽罢邦爸︽搬敌︽荡︽  
罢等爸邦︽伴巢︽罢碉爸邦︽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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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耶才 德耶度那，永庆 头结  兖卓吉，卓哇  森金才色

巴当，才念巴  南拉  头吉  贡乃，德达拉  盼  达贝协，

头结  门色  伊信  更炯  桑卫  才松德  松嗦。 

尔时，胜母金刚亥姆尊者悲心垂念众生寿终，寿减，为利于诸有情，说出大

悲除黑如意长寿密咒。 

搬暖︽谴︽邦点︽冬稗︽程︽伴吵︽伴吵︽瘁︽抵︽电︽唱稗︽帮︽半︽邦拜︽辩半︽梆︽叮︽荡︽倦︽伴吵﹀ ﹀ 
嗦 嗡 萨勒 兰呢 得得 木耶 协吞 哈热 塞介 阿拾 才准得。 

搬暖︽谴︽邦点︽冬稗︽程︽伴吵︽伴吵︽瘁︽必爸︽虫︽揣拜︽帮︽半︽邦拜︽辩半︽呈︽荡︽倦︽伴吵﹀ ﹀ 
嗦 嗡 萨勒  兰呢  得得  木穷  扎批  哈热  塞介  嗡呢  才准得。 

搬暖︽谴︽邦︽点︽冬稗︽程︽伴吵︽伴吵︽瘁︽呈︽鳖爸︽惭稗︽帮︽半︽邦拜︽辩半︽坡︽板︽荡︽倦︽伴吵﹀ ﹀ 
嗦 嗡 萨勒  兰呢  得得  木呢  郎钦  哈热  塞介  哄咱  才准得。 

搬暖︽谴︽邦︽点︽冬稗︽程︽伴吵︽伴吵︽绿︽板︽创爸︽爸︽帮︽半︽邦拜︽辩半︽梆︽扳︽荡︽倦︽伴吵﹀ ﹀ 
嗦 嗡 萨勒  兰呢  得得  容咱  嗡安  哈热  塞介  阿嘛  才准得。 

搬暖︽谴︽邦︽点︽冬稗︽程︽伴吵︽伴吵︽扳︽扳︽抵︽帮︽半︽邦拜︽辩半︽橱爸邦︽雕︽荡︽倦︽伴吵﹀ ﹀ 
嗦 嗡 萨勒  兰呢  得得  嘛嘛  木耶  哈热  塞介  崩嗦  才准得。 

搬暖︽谴︽邦︽点︽冬稗︽程︽伴吵︽伴吵︽搬︽扳︽程︽柄爸︽帮︽半︽邦拜︽辩半︽层︽典︽底︽荡︽倦︽伴吵﹀ ﹀ 
嗦 嗡 萨勒  兰呢  得得  瓦嘛  内江  哈热  塞介  聂洛约  才准得。 

搬暖︽谴︽邦︽点︽冬稗︽程︽伴吵︽伴吵︽扳︽迭︽掣爸︽瘁︽帮︽半︽邦拜︽辩半︽盗半︽得︽荡︽倦︽伴吵﹀ ﹀ 
嗦 嗡 萨勒  兰呢  得得  嘛嘿  仲木  哈热  塞介  唯秀  才准得。 

罢爸︽得罢︽唱罢邦︽糙敌︽瘁稗︽叼办︽罢邦爸︽搬︽荡︽翟︽搽爸︽冲︽伴巢﹀ ﹀ 
刚秀  头结  门色  桑哇  策伊  娘波得， 

何时大悲除黑之密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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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翟︽吹扳︽斑︽搬采邦︽稗邦︽舶搬︽辨半︽稗﹀ ﹀地罢︽伴刀稗︽扳霸伴︽伴表敌︽拜捕邦︽彪搬︽垫罢邦︽办︽伴炊搬邦﹀ ﹀ 
才伊  崩巴  杰乃  智吉那，    柔增  夸卓  俄智  袖拉白， 

加之长寿宝瓶立修诵，        定获持明空行之成就。 

瓣爸︽稗︽拜扳︽挡罢︽忱稗︽斑敌︽彼邦︽吹︽翟邦﹀  ﹀扳︽搬糙拜︽柄稗︽吵︽翟︽拜扳︽锤邦︽辨半︽稗﹀ ﹀ 
央那  旦册  丹贝  结吾伊，   玛吉  君得  伊旦  谢吉那， 

或具三昧耶戒善男子，        不忘常作本尊立修诵， 

伴蚕︽粹拜︽荡︽翟︽拜捕邦︽彪搬︽超搬︽斑半︽伴辨半﹀ ﹀ 
齐美  才伊  俄智  托巴吉， 

能得不灭长寿妙成就。 

伴表︽搬︽叼扳邦︽白稗︽荡︽拌拜︽斑︽拜爸︽﹀ 摆扳邦︽斑︽秤扳邦︽宝邦﹀  稗爸邦︽斑半︽擦︽淬︽
稗扳︽办爸邦︽斑敌︽吵邦︽碉︽霸︽绊半︽吵︽搬昌邦︽柴︽罢等爸邦︽伴巢︽搬槽拜︽稗邦︽碉﹀ 掉爸︽迸拜︽
拜坝半︽冲︽办︽扳吵拜︽斑︽册︽垫︽胆︽罢财罢︽锤邦︽稗邦︽拜吹︽翟︽罢单罢︽拆︽搬佰罢邦︽稗﹀  班︽  
帝办︽卞︽荡︽拌拜︽斑︽拜爸︽﹀  摆扳邦︽斑︽败扳邦︽白拜︽搬刁爸︽稗邦︽荡︽典︽搬兵︽拜爸︽胆︽搬兵拜︽
伴超搬︽斑半︽伴辨半︽帝﹀ ﹀传︽扳︽办伴爸︽罢嫡爸︽掣爸︽荡︽翟︽兵办︽捶敌︽扮办︽扳超爸︽稗邦︽捶稗︽
册拜︽涤拜︽罢邦办︽卞︽爸爸︽吵︽扳捕稗︽斑半︽锤爸︽残搬︽超搬︽斑半︽伴辨半︽帝﹀ ﹀ 
卓哇  森尖  才 色巴当，年巴  南吉，囔巴  阿莫  南
朗贝  迪思，卡夏得  代得  松德  觉乃思，松格  嘎布
拉  度巴  尼须  杂久  协乃，吾意  走得  达那，爬若
吉  才塞巴当，念巴  谈结  桑乃  才罗  嘉当  杂洁  
托巴  觉若。协玛  拉昂  雍仲  才伊  嘉布  协同乃  
翁尼  沃萨吉  昂德  安巴  雄秋  托巴  吉久   

诸寿终，寿减之有情，黎明起身面向东方，诵此密咒，
白线打二十一结系于头顶，能令寿终，寿减者延年一百零
八岁。往生得见金刚长寿佛。于法性光明之界得菩提正果
耶。愿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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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扳惨拜﹀ 
供三宝颂词 

敞稗︽斑︽绰︽粹拜︽邦爸邦︽兵邦︽地稗︽冲︽惭﹀ ﹀ 

端巴  喇买  桑杰  仁宝切， 

无上祖师觉者如意宝， 

碧搬︽斑︽绰︽粹拜︽搬坝伴︽柄拜︽地稗︽冲︽惭﹀ ﹀ 

觉巴  喇买  嘎举  仁宝切， 

无上道路正法如意宝， 

伴彻稗︽斑︽绰︽粹拜︽叼扳邦︽拜斑伴︽地稗︽冲︽惭﹀ ﹀ 

珍巴  喇买  叁化  仁宝切， 

无上导师僧众如意宝， 

比搬邦︽罢稗邦︽拜堡稗︽扳惨罢︽罢碉扳︽办︽扳惨拜︽斑︽伴吹办﹀ ﹀ 

嘉内  官却  松拉  乔巴布。 

诚心供养无上三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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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拜︽斑︽兵办︽淬﹀ 

世护胜姆酬初具仪轨 

 

搬暖﹀ 罢掸︽扳惨罢︽唱罢邦︽宝︽罢邦爸︽嫡扳︽搬坝伴︽掉爸︽冬︽淬︽呈﹀ ﹀ 
嗦，作却  特吉  桑用  刮松  拉毛呢， 
扮办︽罢碉扳︽椽罢︽掣罢︽彻笛︽拜扳半︽淬︽搬财搬邦﹀﹀ 
先松  秀周  这儿  马毛吉， 
伴闭半︽呈︽得︽兵邦︽拜搬爸︽扯罢︽扳︽淬︽伴吹扳︽卞邦︽搬鼻半﹀﹀ 
考呢  西杰  航周  玛毛  本吉郭， 
才稗︽卞︽败︽挡罢︽扳︽搬岔办︽搬半﹀﹀ 
恩吉  塔走  玛尼瓦， 
伴巢半︽楚稗︽兵稗︽卞︽罢豺半︽扳︽搬蹬邦﹀﹀ 
得圈  江吉  道玛谢， 
罢嫡爸︽掣爸︽捶稗︽卞︽搬长稗︽斑︽掉爸︽﹀﹀ 
雍仲  温吉  旦巴松， 
舶搬︽罢电稗︽搬拜罢︽编︽成爸︽表罢邦︽扳倒拜﹀﹀ 
知先  得给  东周造， 
脆︽扳唱稗︽奔稗︽拜爸︽搬半︽惨拜︽迪罢﹀ 
木吞  尖当  外巧哆， 
拜遍︽搬扁罢邦︽典罢︽伴彻稗︽拜搬爸︽吵︽搬城邦﹀﹀ 
扎构  落占  航得都， 
搬采办︽搬敌︽窗稗︽办邦︽伴彪搬︽斑半︽扳倒拜﹀﹀ 
乔伟  成列  知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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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爸︽冬︽搬邦爸︽﹀ 
嘉  堂  佛 

 

报﹀  敞爸︽惭︽兵︽败爸︽罢车爸︽办︽罢稗邦︽斑敌︽冬﹀ ﹀   
吉，东切  嘉堂  东拉  内贝拉， 

扳畅爸︽才稗︽锄稗︽罢碉扳︽边︽伴捣扳︽罢叼半︽臂搬︽白稗﹀ ﹀   
堂握  坚孙  辍增  赛持坚 

长罢︽柏邦︽半办︽标︽椽半︽稗邦︽吵爸︽缠︽搬财搬邦﹀ ﹀   
打切  热之  谢内  东打际， 
兵︽败爸︽拜炽爸︽绊扳︽倡稗︽距爸︽伴闭半︽搬白邦︽秤扳邦﹀ ﹀   
嘉堂  红先  天王  考界楠， 
伴巢半︽蹿稗︽扳唱稗︽斑敌︽搬邦爸︽扳惨拜︽伴巢︽搬蹬邦︽办﹀ ﹀  
德现  腾贝  桑巧  德谢拉， 
罢雕办︽典︽扳惨拜︽车︽搬采办︽搬敌︽伴窗稗︽办邦︽扳倒拜﹀ ﹀ 
索罗  巧导  教为  称里造。 

 

雄踞当车加堂山，青目三只露怒容。 

虎饰金甲舞宝剑，坐下白驹显神威。 

披膊天王加堂神，侍众簇拥莅此地。 

焚香祭祀受供奉，祈福求安功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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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荡︽拜搬爸︽戴稗︽办扳︽车稗︽伴吵邦︽地稗︽惭稗︽床爸︽搬︽搬的罢邦︽雕﹀ ﹀ 

才旺发愿文——摄义宝曼 
 

搬拜罢︽编︽雏︽罢单罢︽册︽邓︽斑拜︽罢拜稗︽厂爸︽﹀ ﹀绰︽扳︽搬炒半︽罢电罢邦︽翟︽拜扳︽扳霸伴︽伴表︽拜爸︽﹀ ﹀ 

达格  吉责  尼达  白旦当，    拉玛  带协  叶旦  夸卓挡， 
我之顶髻日月莲花上，          上师善逝本尊圣众等， 

阐稗︽罢碉扳︽罢电稗︽半搬︽叼扳邦︽拜斑伴︽拜捕邦︽宝︽档罢邦﹀  ﹀涤拜︽拜爸︽涤拜︽迸敌︽党办︽吵︽搬的罢邦︽斑半︽搬波扳﹀ ﹀ 

旦孙  先热  三华  俄吉措，    傲当  傲给  次得  秀拜观， 

三依注辛绕佛与菩萨众，        光身形态安住而修持！ 

冻︽扳︽丁﹀ 

艾玛伙，真稀有 

拜垂爸邦︽册拜︽秤扳︽拜罢︽得爸︽霸扳邦︽半搬︽伴锤扳邦︽稗邦﹀  ﹀  绰︽扳︽搬炒半︽罢电罢邦︽翟︽拜扳︽扳霸伴︽伴表︽拜爸︽﹀ ﹀   

杨尼  南打  香看  热见内，    拉玛  带协  叶旦  夸卓当， 

法性清净浩瀚刹土中，          上师善逝本尊圣众等 

阐稗︽罢碉扳︽罢电稗︽半搬︽邦爸邦︽兵邦︽叼扳邦︽拜斑敌︽档罢邦﹀ ﹀半爸︽搬得稗︽拜垂爸邦︽稗邦︽罢电罢邦︽搬的罢邦︽脆︽扳爸伴︽瓣爸︽﹀﹀   

旦孙  先热  桑杰  三绘措，    让新  杨内  协秀  莫啊杨， 

三依辛绕佛与菩萨众，          自性法界无有来与往 

搬拜罢︽雕罢邦︽伴表︽秤扳邦︽唱罢邦︽糙邦︽搬等爸︽搬敌︽传半﹀﹀   雏︽罢单罢︽斑寄敌︽罢拜稗︽办︽搬的罢邦︽碉︽罢雕办﹀﹀   

打索  卓南  投杰  颂伟希，   吉责  白美  担拉  秀思索， 

但为慈悲摄持我等众，          顶髻莲花垫上请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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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搬邦︽罢稗邦︽扳辟稗︽搬但︽敞搬邦︽忱稗︽辟拜︽秤扳邦︽办﹀ ﹀ 搬拜罢︽雕罢邦︽伴表︽秤扳邦︽贬邦︽斑邦︽椽罢︽伴颁办︽典﹀﹀   

嘉内  乾责  道旦  茄南拉，     达索  卓南  给贝  协格罗， 

皈处具悲智力诸圣尊，           我等诸众恭敬而顶礼！ 

脆︽拜扁︽称罢︽斑敌︽办邦︽秤扳邦︽扳超办︽典︽搬绊罢邦﹀ ﹀传︽稗爸︽耻拜︽搬睬拜︽伴车拜︽底稗︽扳惨拜︽斑︽伴吹办﹀ ﹀   

莫给  豆贝  类南  脱罗协，     西囊  瑙局  导园  桥巴部， 

不善诸罪恶业发露忏，           外内情器妙欲供养献！ 

颤罢︽粹拜︽抵︽电邦︽扳惨罢︽编︽拜捕邦︽彪搬︽当办﹀ ﹀搬拜罢︽编邦︽吵邦︽罢碉扳︽拜扁︽胆︽财︽搬卞邦︽秤扳邦﹀ ﹀   

夺卖  叶谢  巧格  俄智造，     达给  地孙  给杂  吉局南， 

请赐无别智慧胜成就！           我之三世所作一切善， 

扳霸伴︽敝搬︽叼扳邦︽白稗︽车稗︽传半︽底爸邦︽碉︽搬才﹀ ﹀雹稗︽饱爸︽半爸︽叼扳邦︽罢稗邦︽碘罢邦︽颤罢邦︽斑半︽佃罢 ﹀  

夸且  三见  端谢  勇思俄，     更江  让三  内楼  夺摆秀， 

为利遍空有请普回向！           原彼证悟自心之实相！ 

稗︽淬︽拜垂爸邦︽搬的罢邦︽比搬邦︽罢稗邦︽唱罢邦︽糙︽白稗﹀ ﹀扳︽碘邦︽罢邦稗︽财爸︽搬拜罢︽办︽拜便爸邦︽碉︽罢雕办﹀ ﹀   

那莫  杨秀  嘉内  头杰见，     玛律  叁江  达拉  功思索， 

住虚空界皈处具悲智，           全部听闻于我请垂念！ 

搬拜罢︽编邦︽淬邦︽贬邦︽戴稗︽办扳︽伴巢︽昌半︽罢拜搬﹀ ﹀灿︽昌半︽搬邓邦︽搬得稗︽伴彪搬︽斑半︽扳板拜︽吵︽罢雕办﹀ ﹀   

达给  美给  毛兰  德达带，     吉带  得新  智白  哉得索， 

我之信解所作此发愿，           如是所发请皆作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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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拜罢︽呈︽脆︽碘邦︽罢般爸︽扳︽超搬︽吵邦︽伴巢半﹀  ﹀波︽罢碉扳︽拜扁︽楚拜︽扳败伴︽蒂︽传稗︽斑︽拜爸︽﹀ ﹀    

达呐  木里  藏玛  计地得，     果孙  给教  塔日  新巴挡， 

我之洁净人身获得时，           三门行善彻底且究竟。 

秤扳︽颤罢︽雌︽翟︽撤︽扳︽雹稗︽邦爸邦︽稗邦﹀ ﹀颤罢︽粹拜︽抵︽电邦︽柄拜︽办︽伴柏半︽搬半︽佃罢 ﹀  

南夺  罗也  知玛  更桑内，     夺卖  叶谢  吉拉  恰外秀， 

妄念心意污垢遍净后，           无别智慧相续愿生起！ 

奔稗︽爸稗︽拜扁︽搬敌︽搬半︽柏拜︽雹稗︽得︽稗邦﹀ ﹀拜扁︽搬睬︽扳败半︽传稗︽财︽搬邦扳︽伴彪搬︽斑︽拜爸︽﹀ ﹀   

见安  给伟  哇桥  更西内，     给局  塔新  吉参  智巴挡， 

恶缘修善障碍惧息灭，           十善究竟所愿皆能成！ 

搬长稗︽斑︽拜半︽得爸︽迸︽荡︽地爸︽稗邦︽饱爸︽﹀ ﹀伴蠢办︽颁拜︽叼扳邦︽白稗︽雹稗︽办︽班稗︽超罢邦︽佃罢 ﹀   

旦巴  达香  格才  让内江，     宅财  参见  更拉  盼脱秀， 

教法宏扬夺命亦长久，           相关众生普愿皆受益！ 

脆︽缠罢︽吵邦︽惭稗︽碟搬邦︽吵邦︽伴蚕︽霸︽稗﹀ ﹀碘邦︽宝︽稗︽颁︽等罢︽罢瞪半︽得︽搬︽拜爸︽﹀﹀   

莫达  地前  来地  起卡那，     里吉  那擦  色塞  西瓦挡， 

无常时限降临死亡际，           身之诸般病痛愿息灭！ 

垂爸︽答罢邦︽伴畅搬︽斑敌︽池爸︽搬︽雹稗︽邦爸邦︽稗邦﹀ ﹀帛搬︽粹拜︽拌爸︽败办︽地罢︽斑︽罢邦办︽搬半︽佃罢﹀   

香谋  特贝  囊瓦  更桑内，     智买  桑态  肉巴  赛外秀， 

神志昏聩显现成清醒，           无障通彻觉智愿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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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灿罢︽阐稗︽伴巢半︽池爸︽伴陛办︽搬敌︽办邦︽楚拜︽办﹀ ﹀第︽伴车拜︽传半︽伴唇爸︽蹬稗︽柏罢邦︽粹拜︽斑︽拜爸︽﹀﹀  

久旦  得囊  尺伟  娄叫拉，     热道  西樟  先恰  买巴挡， 

世界所显迷幻诸业行，           希忧不随亦无诸贪恋， 

伴灿罢邦︽蓖罢︽城罢︽搬擦办︽蹭稗︽淬爸邦︽半搬︽得︽稗邦﹀ ﹀叼扳邦︽册拜︽罢底︽粹拜︽爸爸︽办︽罢稗邦︽斑半︽佃罢﹀   

久智  豆艾  年忙  热西内，     参尼  要买  昂拉  内拜秀， 

恐惧痛苦烦恼皆静息，           心性不动之中愿安住！ 

搏︽碘邦︽罢等罢邦︽揣爸︽伴春爸︽布︽伴灿罢︽吵邦︽稗﹀﹀  涤拜︽布︽伴陛办︽搬敌︽池爸︽搬︽财︽绊半︽瓣爸︽﹀﹀   

吉里  搜旁  炯阿  久地那，     傲啊  尺伟  囊哇  机夏杨， 

幻身色蕴大种坏灭时，           五光迷乱随其任何显， 

叼扳邦︽宝︽惨︽伴幢办︽半爸︽胆办︽捕︽电邦︽稗邦﹀ ﹀迸︽布︽抵︽电邦︽布︽蒂︽表办︽搬半︽佃罢 ﹀   

参吉  悄池  让在  俄协内，     格阿  叶谢  阿日  招外秀， 

了知心之幻变自力用，           五身五智之中愿解脱！ 

秤扳︽电邦︽丹︽佰敌︽拜吹邦︽碉︽伴吵邦︽斑敌︽荡﹀ ﹀半爸︽池爸︽伴陛办︽搬敌︽伯︽涤拜︽瞪半︽罢碉扳︽秤扳邦﹀ ﹀   

南谢  自地  回思  地伟才，     让囊  尺伟  扎傲  塞僧南， 

神识心脏之中集摄时，           自显迷幻声光线三者 

迸︽罢碉扳︽捕︽电邦︽半爸︽邦半︽表办︽稗邦︽饱爸︽﹀ ﹀伴陛办︽池爸︽搬半︽车敌︽伴疮爸︽办邦︽败半︽搬半︽佃罢 ﹀  

格孙  俄协  让过  时塞  招内江，  尺囊  瓦多  厂里  态外秀， 

了知三身于原地自解，            迷幻中有险关愿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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叼扳邦︽册拜︽捕︽捶︽梆︽翟邦︽扳档稗︽斑︽白稗﹀ ﹀拜吹邦︽扳畅爸︽搬炒︽搬敌︽胆︽办︽办扳︽超稗︽稗邦﹀ ﹀   

三尼  俄沃  啊伊  窜巴见，       回堂  得伟  杂拉兰团内， 

心性本体观阿作标相，            中脉大乐之道而发出， 

雏︽罢单罢︽雹稗︽搬拌爸︽爸爸︽吵︽畅扳︽稗邦︽饱爸︽﹀ ﹀捶稗︽册拜︽拜垂爸邦︽碉︽稻罢邦︽邦爸邦︽兵邦︽斑半︽佃罢 ﹀  

吉责  更桑  昂得  吞内江，       嗡尼  杨思  坐桑  杰外秀， 

顶髻普贤心中而融入，            愿于苯性法界正等觉！ 

罢办︽柴︽办邦︽拜搬爸︽彼︽搬︽点稗︽稗︽瓣爸︽﹀ ﹀拜翠办︽搬︽翟︽逗罢邦︽醇办︽雕爸︽冬︽脆稗︽拜爸︽﹀ ﹀  

该得  类航  杰瓦  兰那杨，      耐瓦  伊达  小送  拉们挡， 

倘若业力牵引而投胎，            地狱恶鬼畜生非天等， 

扳败伴︽伴闭搬︽班扳︽场爸︽罢稗邦︽爸稗︽雹稗︽初爸邦︽稗邦﹀ ﹀栋︽兵办︽伴板扳︽憋爸︽拜吹邦︽碉︽彼︽搬半︽佃罢 ﹀  

塔靠  盼东  内安  更帮内，      罗杰  赞朗  回思  杰外秀， 

边地败堕劣处皆断除，            南瞻胜洲之中愿出生！ 

罢白稗︽罢拌稗︽伴拜搬︽柏罢邦︽醇办︽雕爸︽吵拜︽伴表︽拜爸︽﹀ ﹀唇稗︽拜爸︽吹拜︽粹拜︽拜扳罢︽拜冲稗︽绊稗︽斑︽雕罢邦﹀ ﹀   

见散  带恰  小送  得卓挡，      展挡  翁买  玛环先巴索， 

野兽鸟禽旁生牲畜类，            奴仆女子军官屠夫等。 

彼︽波︽扳︽拜罢︽地罢邦︽爸稗︽雹稗︽初爸邦︽稗邦﹀ ﹀地罢邦︽搬拌爸︽庇爸邦︽搬单稗︽脆︽碘邦︽超搬︽斑半︽佃罢 ﹀   

杰果  玛达  肉安  更棒内，      肉桑  空增  木里讨拜秀， 

生门不净贱种俱断除！            名门望族人生愿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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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捶︽涤稗︽斑︽崩罢邦︽斑︽典爸︽搬︽拜爸︽﹀ ﹀拜搬爸︽捶︽扳︽颁爸︽碘邦︽碉︽脆︽彼︽得爸︽﹀ ﹀  

夏沃  恩巴  沟巴  聋哇挡，       航沃  玛苍  吕思木结香， 

残疾耳聋口哑眼盲等，            根门不全身体亦不生！ 

翟拜︽涤爸︽罢等罢邦︽搬拌爸︽扳颁稗︽拜充︽半搬︽稻罢邦︽稗邦﹀ ﹀伴幢办︽爸罢︽搬炒稗︽斑敌︽耻拜︽吵︽蒂爸︽搬半︽佃罢﹀  

叶嗡  搜桑  参回  热坐内，       尺俄  旦贝  瑙得荣外秀， 

貌美健康相好皆圆具，            幻语圣谛法器愿适宜！ 

伴灿罢︽阐稗︽伴陛办︽楚拜︽脆︽拜扁︽初爸邦︽斑︽拜爸︽﹀ ﹀拜拜︽斑︽罢碉扳︽忱稗︽拜扁︽办︽半搬︽淬邦︽靛爸︽﹀ ﹀  

久旦  尺叫  木给  棒哇当，     待巴  孙旦  给拉热美香， 

世间惑行不善皆断除，            具三信心于善极胜解， 

碉扳︽忱稗︽绰︽扳︽罢财罢︽拜爸︽扳百办︽稗邦︽饱爸︽﹀ ﹀罢灯稗︽乘半︽辨半︽办︽半搬︽拆︽春爸︽搬半︽佃罢 ﹀ 

孙旦  拉玛  久挡  界内江，      选呢  局拉  热得雄外秀， 

三恩上师尽早拜谒后，            孩童之时出家愿为僧！ 

搬吵拜︽拜爸︽伴便爸︽捶︽冬︽刁稗︽橙︽搬兵拜︽秤扳邦﹀ ﹀伴陛办︽叼扳邦︽罢惩拜︽叼扳邦︽罢吵罢︽叼扳邦︽得︽搬︽拜爸︽﹀ ﹀  

得挡  功沃  拉僧  得杰南，     尺三  闹三  斗三西瓦挡， 

邪魔厉鬼天龙八部等，            彼等害心错乱息灭后。 

搬拜罢︽编︽搬坝伴︽摆稗︽唇稗︽吵︽伴闭办︽稗邦︽饱爸︽﹀ ﹀拜扁︽搬敌︽扳唱稗︽奔稗︽揣稗︽碉扳︽档罢邦︽斑半︽佃罢 ﹀ 

达格  挂念  展得  靠内江，     给伟  吞见  碰孙措拜秀， 

听命于我且作仆役使，            善业顺缘一切愿圆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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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办︽吵搬︽粹拜︽斑敌︽搬惮稗︽伴彪邦︽半搬︽搬彼拜︽稗邦﹀ ﹀点︽典︽罢抵爸︽搬敌︽伴吵︽伴刀︽初爸邦︽斑︽拜爸︽﹀ ﹀  

爱得  卖拜  钻智  热杰内，     类罗  杨伟  得自棒瓦挡， 

无有辛劳生起大精进，            懒惰放逸散漫皆断除， 

波︽罢碉扳︽电邦︽柄拜︽捶稗︽办︽粗爸邦︽稗邦︽饱爸︽﹀ ﹀搬调搬︽罢碉扳︽揣办︽传稗︽扳霸邦︽斑半︽伴辨半︽搬半︽佃罢 ﹀   

果孙  谢吉  嗡拉  江内江，       拉孙  普训  溃外局外秀， 

三门心续于法作修炼，            三学优异愿成大智者！ 

炒︽吵邦︽扳霸邦︽斑敌︽爸︽捶︽雹稗︽初爸邦︽稗邦﹀ ﹀挡罢︽传半︽脆︽伴唇爸︽车稗︽办︽撤办︽搬︽拜爸︽﹀ ﹀   

得地  溃贝  俄沃  更棒内，      册西  木长  端拉  智瓦挡， 

此时智者本体亦放弃，            非仅随句意义作归拢 

搬产办︽的罢邦︽敞搬邦︽宝邦︽池爸︽搬︽粗爸邦︽稗邦︽饱爸︽﹀ ﹀倡罢︽惭稗︽拌搬︽淬︽摆扳邦︽碉︽点稗︽斑半︽佃罢 ﹀ 

得秀  道吉  囊瓦  江内江，     塔乾  塞毛  念思兰拜秀， 

禁戒之力显境作练习，            大乘深奥法义愿实践！ 

伴灿罢︽阐稗︽拜遍︽罢层稗︽拌爸︽登爸︽惩半︽岛邦︽办﹀ ﹀柏罢邦︽蹬稗︽伴车拜︽粹拜︽柄拜︽办︽彼︽搬︽拜爸︽﹀ ﹀  

久旦  扎念  桑桑  瑙哉拉，      恰先  道买  局拉杰瓦挡， 

世间敌友财物诸一切，            无有贪恋心续中生起。 

罢等爸︽伴刀稗︽叼半︽池敌︽扳吵拜︽斑︽表办︽稗邦︽饱爸︽﹀ ﹀叼扳邦︽册拜︽伴罢罢︽粹拜︽爸爸︽办︽罢稗邦︽斑半︽佃罢 ﹀   

颂增  塞内  得巴  招内江，      参尼  沟卖  昂拉内拜秀， 

能所吝啬心结亦开解，            心性不动之中愿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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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翟︽档罢邦︽掣罢︽池爸︽搬︽搬炒稗︽粹拜︽办﹀ ﹀爸︽搬拜罢︽罢等爸︽伴刀稗︽半爸︽邦半︽表办︽搬︽拜爸︽﹀ ﹀  

西叶  措周  昂哇  拉美拉，      阿豆  颂增  让塞招瓦挡， 

外境六聚显现无实谛，            我及我所二取本地解！ 

拜捕邦︽冲︽捕邦︽搬等爸︽罢拌伴︽罢佰拜︽唇办︽稗邦︽饱爸︽﹀ ﹀池爸︽搬︽池︽档罢邦︽搏︽扳半︽颤罢邦︽斑半︽佃罢 ﹀  

俄沃  俄颂  撒带  宅内江，      囊瓦  那措  局买  夺拜秀， 

认知实物意向）亦分离，         种种显现愿证皆如幻！ 

稗爸︽编︽秤扳︽颤罢︽雌︽翟︽伴辨︽椿拜︽秤扳邦﹀ ﹀罢得︽粹拜︽坝︽拜罢︽爸爸︽吵︽邦爸邦︽斑︽拜爸︽﹀ ﹀  

囊格  南夺  罗伊  吉谢南，     玉买  尕豆  昂得桑瓦挡， 

内心能散虚妄之意念，           无执本净之中愿清净！ 

波扳︽伴春爸︽伴陛办︽粹拜︽电邦︽半搬︽兵邦︽稗邦︽饱爸︽﹀ ﹀邦爸邦︽兵邦︽拜便爸邦︽斑︽半爸︽办邦︽茶拜︽斑半︽佃罢﹀  

观炯  尺卖  谢热  杰内江，      桑杰  公巴  让类  馁拜秀， 

修生无惑智慧增上后，            佛之密意自身愿获得！ 

垂爸︽答罢邦︽伴闯︽摈拜︽倡︽档扳︽第︽车罢邦︽秤扳邦﹀ ﹀拜椿半︽粹拜︽涤拜︽罢邦办︽爸爸︽吵︽表办︽搬︽拜爸︽﹀ ﹀   

香谋  辍高  芯窜  热朵南，      叶麦  傲塞  昂得  招瓦当， 

昏溃掉举怀疑希忧等，            无别光明之中能解脱。 

迸︽罢碉扳︽扳捕稗︽辨半︽半爸︽捕︽电邦︽稗邦︽饱爸︽﹀ ﹀驳邦︽电邦︽翟拜︽惭邦︽罢诧爸︽稗邦︽彼︽搬半︽佃罢 ﹀   

格孙  俄局  让俄  协内江，      艾谢  伊切  挡内  杰外秀， 

三身现证本面了知后，            信念坚定心底愿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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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稗爸︽罢邦爸︽罢碉扳︽办扳︽卞︽澈拜︽缠罢邦︽办﹀ ﹀唱稗︽淬爸︽拜捕邦︽彪搬︽导︽伴幢办︽扳爸伴︽搬︽拜爸︽﹀ ﹀   

西囊  桑孙  兰吉  招达拉，      吞忙  俄智  自尺  阿瓦挡， 

外内密三道之暖标志，            共同成就拥有诸神变。 

邦︽办扳︽雌︽翟︽地扳︽斑︽稻罢邦︽稗邦︽饱爸︽﹀ ﹀叼扳邦︽册拜︽帝︽差扳邦︽搬拜罢︽扮办︽扳超爸︽搬半︽佃罢 ﹀  

撒兰  罗伊  仁巴  坐内江，     参尼  若暖  达协  通外秀， 

地道心中次第圆满后，            心性等味本面愿亲见！ 

车稗︽拜扳︽扳败伴︽蒂︽传稗︽斑敌︽澈拜︽缠罢邦︽办﹀ ﹀颤罢︽粹拜︽抵︽电邦︽伴吵︽伴唇办︽粹拜︽斑︽拜爸︽﹀ ﹀   

端担  塔日  新贝  招豆拉，     夺麦  叶谢  得宅  麦巴挡， 

胜义究竟暖位标志等，            无别智慧无离亦无合； 

摆扳邦︽颤罢邦︽捕︽捶︽帝︽拜爸︽唇办︽稗邦︽饱爸︽﹀ ﹀扳惨罢︽编︽拜捕邦︽彪搬︽秤扳︽扳辟稗︽伴超搬︽斑半︽佃罢 ﹀   

念夺  俄沃  若挡  宅内江，      确格  俄智  南乾  桃拜秀， 

验证本体之味亦分离，            殊胜成就遍智愿证得！ 

池爸︽刁拜︽传︽稗爸︽伴闭半︽伴拜邦︽捶稗︽秤扳邦︽雹稗﹀ ﹀抵︽敞爸︽胆︽唇办︽爸爸︽吵︽扳摆扳︽斑︽拜爸︽﹀﹀   

囊思  西囊  靠得  嗡南更，      也东  杂宅  昂得  念巴当， 

万有外内轮涅一切法，            本空离根之中而平等， 

池︽档罢邦︽吵︽扳︽罢财罢︽拆︽稻罢邦︽稗邦︽饱爸︽﹀ ﹀搬槽拜︽粹拜︽捶稗︽迸敌︽邦︽办︽传稗︽斑半︽佃罢 ﹀   

那措  得玛  久得  坐内江，     教麦  嗡给  萨拉  新拜秀， 

行色各样于一亦圆具，            离戏苯身佛地愿达至！ 

 



◎柄稗︽扳闭敌︽捶稗︽楚拜﹀◎ 

 69

唱罢邦︽册拜︽爸爸︽办邦︽颁拜︽粹拜︽搬得︽绊半︽稗邦﹀ ﹀叼扳邦︽白稗︽雌︽翟︽瘁稗︽斑︽搬邦办︽搬︽拜爸︽﹀ ﹀    

头尼  昂类  财麦  玉协内，       参见  罗伊  们巴  塞瓦挡， 

心性之中生起四无量，            众生心意痴暗皆消除。 

伴表︽搬︽雹稗︽卞邦︽拜拜︽财爸︽淬邦︽稗邦︽饱爸︽﹀ ﹀罢嫡爸︽掣爸︽捶稗︽卞︽伴闭半︽典︽搬鼻半︽搬半︽佃罢 ﹀   

卓瓦  更吉  带江  美内江，       雍仲  嗡吉  靠罗  高外秀， 

一切有情信仰亦胜解，            雍仲苯教法轮愿常传！ 

罢吵办︽锤︽搬长稗︽斑︽拜半︽得爸︽半搬︽兵邦︽稗邦﹀ ﹀班︽帝办︽罢扮稗︽池爸︽登办︽卞邦︽罢惩稗︽斑︽拜爸︽﹀ ﹀   

得夏  旦巴  达香  热杰内，     爬绕  先囊  思吉 暖巴挡 

徒众教法宏扬且光大，            亦能胜伏一切诸外道！ 

雹稗︽卞︽扳便稗︽比搬邦︽第︽罢稗邦︽辨半︽稗邦︽饱爸︽﹀ ﹀搬拜罢︽册拜︽唱罢邦︽糙︽搬得︽拜爸︽忱稗︽斑半︽佃罢 ﹀   

更吉  关杰  热内  局内江，      达尼  头杰  玉挡  担拜秀， 

成为诸众依怙寄望处，            自身四种慈悲愿具足！ 

搽爸︽糙︽惭︽得爸︽败搬邦︽办︽扳霸邦︽稗邦︽饱爸︽﹀ ﹀叼扳邦︽白稗︽车稗︽办︽碧︽爸办︽粹拜︽斑︽拜爸︽﹀ ﹀   

酿杰  切香  态拉  溃内江，      参见  端拉  教爱  麦巴挡， 

慈悲广大善巧亦精通，            为利众生无有忧劳苦。 

扳霸伴︽敝搬︽伴表︽掣罢︽叼扳邦︽白稗︽扳︽碘邦︽雹稗﹀ ﹀搬拜罢︽册拜︽唱罢邦︽糙邦︽存半︽吵︽伴彻稗︽斑半︽佃罢 ﹀   

夸切  卓周  参见  玛吕更，      达尼  头杰  钕得  仲外秀， 

遍空六道有情无余众，            我以大悲速捷作引领！ 

 



※常用经文※ 

 70

比搬邦︽罢稗邦︽扳辟稗︽忱稗︽唱罢邦︽糙敌︽垂稗︽弟搬邦︽拜爸︽﹀ ﹀搬拜罢︽编︽波︽罢碉扳︽淬邦︽贬邦︽乘邦︽扳唱︽翟邦﹀ ﹀   

嘉内  乾旦  头杰  新来挡，      达格  果孙  美给  内特也， 

皈处悲智大慈加被力，            我之三门信解威德力。 

戴稗︽办扳︽秤扳︽拜罢︽存半︽吵︽半搬︽伴彪搬︽稗邦﹀ ﹀伴闭半︽搬︽扳︽碘邦︽车爸︽稗邦︽矗罢邦︽斑半︽佃罢﹀   

毛兰  南达  钕得  热智内，      靠瓦  玛吕  东内  周拜秀， 

所发清净之愿成功后，            轮回无余从根愿拔除！ 

比搬邦︽罢稗邦︽搬炒半︽罢电罢邦︽传︽稗爸︽冬︽档罢邦︽拜爸︽﹀﹀搬拜罢︽雕罢邦︽扳霸伴︽扳摆扳︽伴表︽掣罢︽叼扳邦︽白稗︽秤扳邦﹀﹀   

嘉内  带协  西囊  拉措挡，      达索  夸念  卓周  参见南， 

皈处善逝外内圣众尊，            我与等空六道诸有情。 

吵︽扳︽帝︽罢财罢︽爸爸︽办︽扳摆扳︽稗邦︽饱爸︽﹀ ﹀搬槽拜︽粹拜︽捶稗︽册拜︽拜垂爸邦︽碉︽畅扳︽斑半︽佃罢 ﹀   

得玛  若久  昂拉  念内江，      教麦  嗡尼  杨思  桑杰秀， 

众多一味之中愿平等，            离戏法性界中愿成佛！ 

梆︽谴︽泼﹀  前︽梆︽拜坝半︽邦︽点︽涤拜︽避︽吵半︽蒂︽搀︽稗罢︽冲︽得︽得︽啪昂断 

啊嗡玛轰，啊啊格  萨类傲  赤得  日扎  那波  西西  索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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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爸邦︽兵邦︽宝︽搬长稗︽斑︽兵邦︽斑敌︽戴稗︽办扳﹀ ﹀ 

正教昌盛发愿文 

 

稗︽淬︽搬爹︽粹拜︽比搬邦︽扳惨罢︽秤扳邦︽宝︽垂稗︽弟搬邦︽拜爸︽﹀ ﹀秤扳︽拜坝半︽拜扁︽档罢邦︽彪搬︽斑敌︽乘邦︽扳唱︽拜爸︽﹀ ﹀ 
那莫！鲁梅  加确  南吉  幸拉当，  南嘎  格措  智毕  内特当， 

南无！依靠不虚怙主加被与，      积修白法善业之威力。 

捶稗︽册拜︽秤扳︽斑半︽拜罢︽斑敌︽搬炒稗︽敞搬邦︽宝邦﹀ ﹀财︽昌半︽戴稗︽斑敌︽车稗︽雹稗︽伴彪搬︽辨半︽财罢 ﹀ 
翁宁  囔巴  达毕  丹道吉，       结达  毛毕  端更  智吉久！ 

法性清净真谛威力众，            愿诸发愿悉皆得成就。 

搬长稗︽斑敌︽搽爸︽冲︽邦爸邦︽兵邦︽罢嫡爸︽掣爸︽捶稗﹀ ﹀搬长稗︽伴刀稗︽拜冲稗︽蝶搬︽搬绊拜︽舶搬︽伴川办︽搬︽拜爸︽﹀ ﹀ 
丹毕  娘波  桑杰  雍仲翁，       丹增  环罗  谢智  佩哇当， 

教法之藏如来雍仲本，            传人学子讲修大兴修， 

搬长稗︽醋稗︽扳爸伴︽败爸︽典爸邦︽楚拜︽兵邦︽斑︽拜爸︽﹀ ﹀搬长稗︽斑︽刁拜︽扳败敌︽搬半︽吵︽罢稗邦︽辨半︽财罢 ﹀ 
丹近  啊唐  龙角  结巴当，       丹巴  斯替  外得  乃吉久！ 

施主福禄受用悉增长，            祈愿教法住至轮回灭。 

敝拜︽斑半︽糙︽搬单稗︽扳摆扳︽粹拜︽绰︽扳︽翟﹀ ﹀地爸︽碘罢邦︽伴陛办︽粹拜︽罢电稗︽搬长稗︽大稗︽地︽搬敌﹀ ﹀ 
且巴  结尊  念梅  喇嘛亿，       让楼  尺梅  辛丹  曼日卫， 

殊胜至尊酿麦上师之，            不虚教理本教曼汝宗， 

扳车︽擦罢邦︽册︽邓︽等爸︽伴蠢办︽搬长稗︽斑敌︽扳惨罢   ﹀吵邦︽雹稗︽摆扳邦︽粹拜︽嫡稗︽地爸︽罢稗邦︽辨半︽财罢 ﹀ 
多啊  尼达  送宅  丹毕确，       地更  念梅  运让  乃吉久！ 

显密日月双运微妙法。            祈愿恒久不败长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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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册拜︽伴刀稗︽碧爸︽厨办︽搬敌︽钓办︽伴刀稗︽斑敌﹀ ﹀扳党爸邦︽粹拜︽绰︽扳敌︽扮搬邦︽斑拜︽搬缠稗︽斑︽拜爸︽﹀ ﹀ 
叠尼  增炯  白卫  嗦增毕，       聪梅  喇梅  协巴  丹巴当， 

继承弘扬其教之传人。            无二上师莲足长在世， 

秤扳︽拜罢︽伴吵邦︽橙︽拜半︽得爸︽兵邦︽斑︽拜爸︽﹀ ﹀碴稗︽斑敌︽遍罢邦︽惭稗︽邦︽厂爸︽敝搬︽辨半︽财罢 
南达  地黛  达信  结巴当，       念毕  扎庆  萨当  恰吉久！ 

清净僧众庙宇广兴隆，            祈愿美名赞誉遍大地。 

炒︽办︽搬阐稗︽稗邦︽扳霸伴︽扳摆扳︽伴表︽搬︽雹稗﹀ ﹀稗拜︽瘁罢︽伴陛罢︽惮拜︽半搬︽拆︽得︽稗邦︽饱爸︽﹀ ﹀ 
叠拉  丹乃  夸念  卓哇更，       乃某  抽佐  热得  夕乃江， 

依胜教之普天众有情，            疾病饥饿战乱悉灭已， 

班稗︽搬炒︽鄙拜︽斑敌︽册︽扳︽伴吹扳︽绊半︽稗邦﹀ ﹀扳败半︽唱罢︽稻罢邦︽邦爸邦︽兵邦︽斑敌︽搬豹︽靛邦︽佃罢 ﹀ 
盘德  吉毕  尼嘛  崩夏乃，       塔头  做桑  杰毕  扎西秀！ 

利乐幸福日光周遍照，            祈愿最终成佛得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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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才︽戴稗﹀ 
   回  向  文： 

 

 

波︽罢碉扳︽拜罢︽斑敌︽拜扁︽搬︽罢爸︽搬卞邦︽斑﹀ ﹀ 

郭松  达贝  给哇  刚吉巴 

三门清净所修善业众。 

霸扳邦︽罢碉扳︽叼扳邦︽白稗︽秤扳邦︽宝︽车稗︽吵︽搬才﹀ ﹀ 

康松  撒尖  南吉  顿都哦 

为利三界有情而回向。 

吵罢︽罢碉扳︽搬邦罢邦︽斑敌︽办邦︽帛搬︽雹稗︽锤爸︽稗邦﹀ ﹀ 

度松  色贝  列智  更秀乃 

清除三世积累诸障已。 

迸︽罢碉扳︽稻罢邦︽斑敌︽邦爸邦︽兵邦︽存半︽超搬︽佃罢 ﹀ 

构松  坐贝  桑杰  尼托秀 

愿速得证三身圆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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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柄稗︽卞︽扳惨拜︽斑︽扳半︽粹︽拜爸︽底稗︽柏搬︽伴吹办︽长爸邦︽呈﹀ 
 

扳半︽粹︽呈︽柄︽罢叼半︽拌爸邦︽宝邦︽搬凳邦︽斑敌︽拜垂搬邦︽点罢邦︽扳颁稗︽拜爸︽忱稗︽斑︽
办﹀  拜半︽拜爸︽佃罢︽吹︽罢爸︽蒂爸︽编邦︽垂︽车半︽点罢邦︽斑半︽锤邦︽柴﹀  扳惨拜︽粹︽成爸︽吹︽
半搬︽翟稗︽稗︽罢叼半︽拜爸︽拜泊办︽办︽锤邦︽斑︽拜爸︽﹀ 炒︽脆稗︽般稗︽拜稗︽拜爸︽垫罢︽斑︽财︽  
地罢邦︽办︽搬采邦︽柴﹀  胆︽搬︽搬邦扳︽罢佰稗︽扳档稗︽椿拜︽吵︽睬爸︽拌拜︽凑扳︽斑︽拜爸︽﹀  但︽
淬︽电邦︽半搬︽宝︽柏︽锤拜︽吵︽匙︽搬﹀ 冬拜︽扳︽伴彻邦︽斑敌︽扳半︽庇︽罢般爸︽得爸︽伴弊办︽搬︽   
醋稗︽斑︽扳档稗︽椿拜︽拜爸︽﹀ 扳︽淬罢︽罢底稗︽搬鼻半︽吵︽办稗︽罢碉扳︽拜鲍︽搬︽呈︽党办︽避扳邦︽秤扳︽
斑半︽拜罢︽斑︽拜爸︽﹀ 搬凳拜︽斑半︽乘邦︽斑敌︽拜坝伴︽唱搬﹀  缠罢︽拆︽罢稗邦︽斑敌︽搬惮稗︽  
伴彪邦︽搬白邦︽宝︽扳档稗︽椿拜︽翟稗︽斑邦﹀  扳车半︽稗︽柄︽拜罢︽橱邦︽罢般爸︽拜爸︽叼半︽池邦︽
扳︽搬白爸邦︽斑邦︽扳半︽粹︽点罢邦︽斑半︽揣办︽稗﹀  雌︽瘁稗︽叼办︽得爸︽电邦︽半搬︽宝︽锄稗︽  
拜爸︽忱稗︽斑﹀  城罢︽搬擦办︽叼办︽得爸︽搬炒︽鄙拜︽宝︽拜斑办︽办︽帝办︽搬﹀ 瘁稗︽搬泵办︽柏拜︽
财爸︽膊稗︽搬泵办︽卞︽池爸︽搬邦︽敝搬︽斑﹀  败搬邦︽惭稗︽班︽帝办︽拆︽传稗︽斑︽掣罢︽编︽档罢邦︽
惭稗︽地扳︽卞邦︽稻罢邦︽柴︽邦爸邦︽兵邦︽宝︽便︽伴班爸︽扳捕稗︽吵︽椿拜︽斑敌︽班稗︽乘邦︽兵︽  
惭稗︽冲︽底拜︽车﹀ ﹀  
底稗︽柏搬︽呈﹀  扳惨拜︽厂罢邦︽差扳邦︽冲半︽罢稗邦︽斑敌︽阐稗︽吵﹀  地稗︽惭稗︽吵爸︽  

穿半︽搬吵稗︽稗扳︽层半︽罢财罢︽雕罢邦︽罢爸︽蒂爸︽编︽遍爸邦︽办﹀  瓣︽底︽拜爸︽伴壁罢︽罢等半︽
粹拜︽斑半︽罢瓣邦︽稗邦︽扯爸︽败拜︽吵︽搬绊扳邦﹀  雕︽雕半︽搬半︽扳︽伴彻邦︽斑︽稗邦︽伴纯︽般扳︽ 
卞︽颁拜︽喘邦︽柴﹀  残︽罢般爸︽办︽搬拌爸︽掣罢︽粗半︽稗邦︽拜吹办︽搬涤﹀﹀  搬绊扳邦︽斑敌︽泵搬邦︽碉︽
比搬邦︽伴表︽伴扳︽扳惨拜︽斑敌︽爸罢︽伴车稗︽财︽地罢邦︽搬槽拜︽办﹀  搬绊罢邦︽斑敌︽吵邦︽碉︽
罢底稗︽稗邦︽罢瓣邦︽碉︽翟︽扁︽搬兵︽搬敌︽擦罢邦︽搬邓︽搬得稗︽地扳︽卞邦︽搬城︽搬︽翟稗﹀  扳惨拜︽ 
伴吹办︽卞︽班稗︽底稗︽搬邦扳︽卞邦︽脆︽敝搬︽财爸︽﹀ 搬杯邦︽鼻扳邦︽宝︽城罢︽搬擦办︽叼办︽得爸︽
颁︽遍爸︽编︽稗拜︽地罢邦︽得︽搬︽拜爸︽﹀  柏半︽残︽伴川办︽得爸︽典︽豺罢︽办︽伴唇邦︽搬拌爸︽呆稗︽
斑﹀  点罢邦︽斑敌︽底稗︽佰稗︽残︽捶敌︽柄稗︽搬得稗︽地爸︽搬﹀  兵办︽搬︽伴班罢邦︽扳惨罢︽秤扳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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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邦︽唱罢邦︽搬但︽搬邦︽糙邦︽碉︽搬等爸︽厂︽搬邦扳︽斑敌︽车稗︽拜爸︽拜扁︽搬敌︽戴稗︽斑︽败扳邦︽
白拜︽伴搬拜︽粹拜︽懂稗︽彪搬︽拆︽伴超搬︽斑敌︽拜扁︽搬︽搬邦扳︽扳败伴︽瓣邦︽斑︽底拜︽车﹀﹀ 
扳车半︽稗︽扳惨拜︽醋稗︽拜爸︽档罢邦︽搬邦罢邦︽宝︽地扳︽斑︽册稗︽扳颁稗︽吵邦︽掣罢︽罢扳︽

吵邦︽搬得︽办︽揣办︽搬伴扳﹀  瓣爸︽稗︽册稗︽第半︽柏罢邦︽粹拜︽吵︽椿拜︽斑︽罢办︽惭︽瓣爸︽﹀    
拌爸︽登爸︽拜爸︽秤扳︽罢抵爸︽编︽拜搬爸︽编邦︽柄稗︽吵︽扳︽乘邦︽稗﹀  邓︽搬︽罢爸︽蒂爸︽编︽荡邦︽
罢财罢︽拜爸︽搬兵拜﹀  搬睬︽搬得﹀  搬采︽布﹀  搬睬︽掣罢  层半︽罢册邦﹀  层半︽拜贬﹀   罢稗扳︽ 
罢爸︽秤扳邦︽碉︽揣办︽稗︽吵邦︽伴辨半︽卞︽扳惨拜︽靛稗︽拆︽惭︽搬︽翟稗︽惩﹀ ﹀ 
日常供奉酥油灯和净水的方法是: 

酥油灯材质由金或铜制成，灯形外观要美观，并合乎标准。

做清洁时，可用绸缎或纸擦拭。灯芯用金或银做成的是上品，其

次也可用檀香或松木制作。灯芯根部较粗，象征禅定；顶端则尖

细，象征智慧。灯盏内盛满纯净无暇的酥油象征布施。棉花从左

向右缠绕三圈表示持戒清净、忍辱苦行、精进永恒。简言之，心

诚无杂念，不为吝啬之绳所束缚，虔心供奉酥油灯，则能消除蒙

昧之心，获得智慧之目，解除痛苦，得到幸福。纾除无佛劫，迎

来光明劫，最终达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之彼岸，获

得佛之圆满。 

净水要摆放在平整的供案上，由七只或二十一只宝铜小碗组

成。摆放时从右向左直线排列，碗与碗间隔为一颗麦粒大小。所

盛之水要纯净、清澈，如配有肉蔻、竹黄、红花、丁香、豆蔻、

砂仁等六种良药则更佳。供奉时默诵皈依经或其他供奉口诵，收

水时则默诵百字密咒，从左向右依次回收。供奉的益处可谓功德

无量，解饥渴之苦，消寒热之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殊胜之

功德似涓涓溪流源远流长，连绵不断，佛陀菩萨等诸圣慈悲摄受，

宽厚接纳，心想之事能圆满成就，善良之愿能如愿以偿。 

总之，供施和积福要昼夜六时或四时依次供奉，或者每天坚

持不断非常重要。缭乱烦冗或疏懒懈怠之因不能按时坚持者，也

可在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二、二十九、三

十日供奉，其功德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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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敬群：法名，金巴南杰，1959 年出生于北京，1975

年八月份参加工作。 

1977 年先后扶助贵南塔哇村的两三户贫困家庭，

1996年至2000年这五年期间一直为贵德县当车藏文学校

的师生们给予生活和学费上的帮助才使得一年级到六年

级有困难的十三名学生在生活和学费上的困难一一解决。  

2000 年转业从事了企业工作。 

2003 年担任琼毛寺管会的名誉主任。逐次加入原始

佛教雍仲本教派，通达并归依从皈依开始念诵皈依经、三

尊真言和白字真吉等，跟随原始佛教和圣者菩萨，上三宝

当众意识供侍和下贫困百姓的赐予，为寺院佛塔和佛像的

修建费资助，还为琼毛寺讲修院和下属琼毛慈善学校的生

活方面给予的大量的资助，伙食方面，肉、面、米、蔬菜

等开支几万元都是由他来资助的。除此外他还承蒙给一名

孤儿一辈子全方面的帮助。像他这种菩萨的心肠，助人为

乐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的敬尊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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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經功德殊腾行 

無邊騰福皆回向 

普原沈溺諸有情 

速往無量光佛釗 

 
助印善上

 

庞敬群                  100 本 

玛  智                  200 本 

刁旭东                  200 本 

张  月                  200 本 

德吉措                  100 本 

孙青轩                  50 本 

尕  藏                  100 本 

索南嘉措                50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