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R-eJ-1<-0:A-12-,2?-3R?-3J.-(R$-1A$-28$?-?R, ,
普巴金剛儀軌：無虛善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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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eJ-1<-0-2!:-$+J<-,A-H2-2o.-0<-2&?-0-=-$?R=-2-:.J2?0-2..-:)R3?-hR-eJ:A-\-.L%?-8J?-L-2-28$?-?R, ,
壹、普巴金剛口傳伏藏總遍之傳承祈請文：
降魔金剛之歌

,R$-3:A-3$R/-0R-!/-29%-hR-eJ-:(%-,

,<A$?-s-O$-:,%-=?-GA-.2%-3R-(J, ,

透美 滾波 棍桑 多傑羌

日盎 叉通 雷寄 旺莫切

原始怙主普賢金剛持，

五部飲血、事業大王母，

:R.-GA-\%-0R-hR-eJ-,R.-UJ%-l=,

,SA-3J.-2>J?-$*J/-2..-:.=-2.J-(J/-o=, ,

偉寄 浪波 多傑 推稱匝

直昧 謝年 堵讀 德千甲

釋迦光與金剛顱鬘力，

無垢友與伏魔大樂王，

>A-=-3Q-.0=-IA-3(R.-$/?-3,

,eJ-:2%?-*J<-s-H.-0<-$-/3-:(A3?, ,

希拉 曼殊 巴吉 却內瑪

杰邦 年盎 切巴 納南親

希拉曼殊、吉祥供處母，

君臣廿五特別納南親，

>.-2-<R%-9R3-:#R/-<A$?-2!:-2o.-=, ,$?R=-2-:.J2?-?R-v-2:A-mR%-,R2->R$ ,
秀菩 容宋 昆日 噶舉拉

梭哇 喋叟 大威 宗透秀

秀菩、容宋、昆族口傳派，

虔恭祈請見宗願得證。

(R?-GA-.2%-K$-cR.-GA-wJ3-:U-&/,

,?%?-o?-\A%-0-SA-3J.-hR-eJ:A-82?, ,

卻寄 旺秋 貴寄 等出堅

桑傑 林巴 直昧 多傑夏

法之自在、具雕翎帽飾，

佛陀洲與無垢金剛尊，

<A/-(J/-.0=-29%-<%-PR=-0E-\A%-,

,2..-:.=-/?-w/-:63-\A%-hR-eJ-l=, ,

仁千 巴桑 攘卓 悲瑪林

都讀 努滇 贊林 多傑匝

珍寶賢善、自脫蓮花洲，

具伏魔力、世界金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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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3(R$-I<-\A%-?R$?-$+J<-2o.-=, ,$?R=-2-:.J2?-?R-|R3-0:A-:U%-(R.->R$ ,
惹敦 秋久 林梭 得舉拉

梭哇 喋叟 拱悲 昌却秀

惹敦、殊變洲等伏藏傳，

虔恭祈請修隘願斷除。

k-$*$?-.0=-IA-35/-2o.-$/2?-?R-9<, ,:R-V/-_%?-.%-A-4<-/-<:A-82?, ,
瑪娘 巴吉 參杰

努索宿

偶珍 朗倘 阿匝 努如夏

瑪、娘、吉祥八相、努、索、宿，

偶珍、朗與闍梨努如尊，

=%-=2-L%-hR<-3(R$-$A-aR2-3:A-82?, ,:.<-:K<-<A/-29%-<R$-.J=-$+J<-2.$-\A%-, ,
朗樂 江朵 秋吉 洛美夏

得恰 仁桑 若佳 得大林

朗樂江朵殊勝弟子尊，

得恰、仁桑、若佳、伏主洲，

($?-3J.-82?-?R$?-2!:-22-(R?-2.$-=, ,$?R=-2-:.J2?-?R-,R.-0:A-YR$-9A/->R$ ,
恰美 夏梭 噶巴 却大拉

梭哇 喋叟 覺悲 梭醒秀

恰美尊等受旨之法主，

虔恭祈請行命願受持。

+-:U=-8A-OR-<A$?-:.?-hR-eJ-?J3?,

,$?%-2-!/-IA-2.$-0R-hR-eJ-(R?, ,

久出 息綽 日讀 多傑森

桑哇 棍吉 達波 多傑却

幻化文武總集金剛心，

一切秘密之主金剛法，

:O=-gR$-l.-$&R.-hR-eJ-i3-0<-:)R3?,

,$%-:.=-UA/-=?-$&A$-+-mR$?-0:A-z, ,

出豆 則掘 多傑 那巴炯

港讀 稱列 計度 奏悲拉

斷除迷妄摧破金剛尊，

隨化事業惟一圓滿尊，

(R?-GA-.LA%?-=?-~A%-eJ-OR?-0:A-{,

,2..-:.=-:2<-2-(J/-0R-*3?-2o:A-$<, ,

却寄 因雷 您杰 綽悲固

都讀 巴哇 千波 釀皆噶

法界中起悲心忿怒身，

伏魔大熾域中百舞姿，

.0=-(J/-(J-3(R$-2#-!-3-<,

,.LA%?-;J-9%-:)$-:#R<-=R-o?-:.J2?-;3, ,

巴千 切秋 班雜 固瑪惹

因頁 松究 摳羅 傑得雲

大德最勝金剛「固瑪惹」，

界智雙運輪印圓賜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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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1<-KA/-OR-2&-!%?-.J=-5=,

,O-,2?-|R-Y%-.3-&/-.2%-K$-?R$?, ,

豆倘 帕親 綽究 當甲粗

叉踏 苟松 膽堅 旺秋梭

力與究竟十怒雙身相，

鷹面門衛具誓自在等，

hR-eJ-1<-0:A-.GA=-:#R<-z-5S$?-=,

,$?R=-2-:.J2?-?R-2..-=?-i3-o=->R$ ,

多傑 普悲 今摳 拉措拉

梭哇 喋叟 都雷 那甲秀

普巴金剛壇城尊眾前，

虔恭祈請降魔願得勝。

<%-L%-<A$-0:A-l=-mR$?-3,A%-/$-35S/, ,YR$-$A-$R-<-;J->J?-OR-2R<-><, ,
攘烱 日悲 匝奏 聽那春

梭給 苟如 耶謝 綽窩瑕

自生明力圓滿藍黑色，

命位中現智慧忿怒尊，

H2-2h=-;J->J?-1<-0-(R?-.LA%?-?,

,,J2?-/?-$*A?-:6B/-gR$-5S$?-(R.-0<->R$ ,

洽達 耶謝 普巴 却因速

特內 泥今 豆措 却巴秀

空性本智普巴法界中，

達已二執妄念願斷除。

1%-#3?-$./-$?3-hR-eJ:A-:#R<-=R<-$+3?, ,i3->J?-3R?-V=-2.J-(J/-hR-eJ<-P2, ,
蓬康 滇孫 多傑 摳羅旦

那謝 綴札 德千 多傑住

蘊界位三充滿金剛輪，

識離戲論大樂金剛成，

5.-3J.-~A%-eJ:A-1<-0-:PR-S$-=,

,,J2?-/?-,$?-eJ:A-.J%?-,$-w/-0<->R$ ,

冊昧 您杰 普巴 卓竹拉

特內 突傑 江踏 滇巴秀

無量悲心普巴六道中，

遍已大悲之索願具足。

.R/-g$?-{-.%-;J->J?-3*3-.R<-2?,

,3A-29.-:2<-2:A-OR-2R:C-:.-:UR-&/, ,

敦大 固倘 耶謝 釀久威

米瑟 巴威 綽窩 都綽堅

義徵身與本智結合已，

威猛熾燃怒父集散俱，

L%-(2-?J3?-GA-1<-0-;3-IA-3#<,

,,J2?-/?-Y?-3(R$-3=-0:A-3A/-3R->R$ ,

江去 森寄 普巴 雲吉喀

特內 瑟秋 竹悲 真宙秀

菩提心之普巴佛母界，

達已勝子化雲願馳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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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2&.-hR-eJ-OR-2R<-;R%?-P2-!J,

,.$-$?3-;=-$%-:6B/-/?-3A-$+R%-2:A, ,

細具 多傑 綽窩 永住喋

都孫 由囊 今內 米東威

世間精華成忿怒金剛，

三毒境象執已不釋放，

35/-3-m?-GA-1<-0-$/R.-LJ.-=,

,,J2?-/?-2i$-0:A-$9J<-#-3,<-KA/->R$ ,

參瑪 則寄 普巴 虐結拉

特內 那悲 瑟喀 他青秀

標誌物之普巴於作害，

滅已所受之痛願終結。

1%-0R:C-2..-(R3-i3-(A/-z-<-PR=,

,*R/-3R%?-2..-(R3-2.J-!R%-K$-o?-,J2?, ,

蓬勃 都秋 那明 拉如卓

扭蒙 都秋 德東 洽杰特

破除蘊魔異熟證本尊，

破煩惱魔臻至樂空印，

:(A-2.$-2..-(S3-:(A-3J.-5K-.2%-2fJ?, ,z-2:A-2..-(S3-z/-P2-?-,R2->R$ ,
企大 都秋 企昧 冊旺涅

拉菩 都秋 倫住 薩透秀

破除死魔成無死壽王，

破天子魔任運願登地。

=?-28A-;R/-+/-2o.-0R-M<-:P2-&A%-,

,H.-0<-S$-}$?-3%R/-,R.-3J-.2=-IA?, ,

雷息 圓滇 杰波 扭住今

切巴 札盎 恩覺 美哇吉

四事業與八功德速成，

特是誅咒以誅法火力，

2<-(.-.P-2$J$?-$.$-0:A-~A%-2YJ$?-+J, ,.0=-(J/-O$-:,%-$R-:1%-3(R$-,R2->R$ ,
巴切 札給 毒杯 您瑟碟

巴千 叉通 苟泮 秋透秀

焚毀障礙敵魔凶暴心，

大德飲血勝果願得證。

࿄࿂

&J?-0-:.A:%-*J<-3#R:C-(J.-.->-S-:V$-.$-\A%-.-z-3(R$-:.A-*A.-GA-i=-:LR<-=-3R?-0-=3-LJ.-;R/-+/-o3-5S?-.<-2-.$J=J$?-:1J=,,
如是，此文因所需之故，吉祥九龍寺中，虔修此殊勝本尊瑜伽之行者雍滇甲措所造。賢善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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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R-.!<-$+R<, ,
貳、前行白食子
.!<-$+R<-=?-}$?,
白食子事業咒。

<-2#-AWF+-!0-=A-@-/-@-/->-1B,

GA?-2?%-,

嗡 班雜 阿密大 滾札哩 哈那 哈那 吽 呸

<-J-S-7->:-?j-Kk-J-S-7->:R@@),

除障。

IA?-.%-,

嗡 梭巴瓦 蓄達 薩瓦 達瑪 梭巴瓦 蓄朵 杭

淨化。

!R%-0:A-%%-=?-W&-=?-<A/-0R-(J:A-$R.-.-<-=?-$+R<-3-2..-lA<-I<,
東杯 昂雷 忠雷 仁波切 虐篤 嗡雷 朵瑪 讀計久

從空性中，「忠」化成珍寶器皿，「嗡」化食子甘露矣。

<-A:>,

$?3,

嗡阿吽

三次。

<-TF-,A-7A-.J-7A-=R-!-0-=-?-0-<A-7-<-2#-?-3-6:
嗡 直替偉喋偉 洛嘎巴拉 薩巴日瓦惹 班雜 薩瑪雜

<-TF-,A-7A-.J-7A-=R-!-0-=-?-0-<A-7-<-AA-.)-2-=AB-#-#-#-@A-#-@A,

$?3,

嗡 直替偉喋偉 洛嘎巴拉 薩巴日瓦惹 依當巴林大 卡卡 喀嘿 喀嘿

<-TF-,A-7A-.J-7A-=R-!-0-=-?-0-<A-7-<-A;), 0.), 0P), K-0),
A-=R-!), $kJ, /N-7A-HJ, >9-T-+Ao-J-@,
嗡 直替偉喋偉 洛嘎巴拉 薩巴日瓦惹 阿岡 巴當 布邦 杜邦
阿洛岡 根得 捏尾爹 夏大 札地擦 娑哈
࿂

࿄

5

三次。

>, z-[-$/R.-.A/-o=-0R-$9:-24/-.%-, ,SA-9-P=-23-3A:3-&A-=-?R$?, ,
吽 拉路 虐今 甲波 撒曾倘

直撒 竹布 米昂 計拉梭

「吽」，天龍夜叉王與羅睺妖，

2..-.%-YA/-0R-3-3R-$9J.-(/-.%-,

尋香瓶腹人類或何等，

,.3-.%-,J:-<%-PR%-YA/-:SJ-3R<-2&?, ,

都倘 辛波 瑪摩 瑟門倘

木倘 特攘 忠辛 這莫介

魔與羅剎媽摩承藥鬼，

腫鬼獨腳村妖偕女鬼，

;=-z-$8A-2.$-$/?-2.$-$+J<-2.$-.%-, ,.!R<-2.$-=-?R$?-z-YA/-:L%-0R:C-5S$?, ,
由拉 息大 內大 得大倘

苟大 拉梭 拉辛 烱波措

境神基主地主與伏主，

廟主眾等神鬼部多眾，

2!:-.%-.3-=-$/?-0:A-.$J-2~J/-!/, ,$4%-.<-$+R<-3-$?J<-*J3?-:.A-28J?-=, ,
噶倘 膽拉 內悲 給年棍

曾甲 朵瑪 色健 迪寫拉

一切奉敕守誓之居士，

享此潔淨食子神飲已，

$/R.-&A%-$.$-0:A-2?3-0-<2-8A-/?,

,g$-+-2.$-$A-.$J-2:A-#R%-PR$?-36S., ,

虐今 都悲 桑巴 熱息內

大都 達給 格威 東宙最

息除危害與惡毒之心，

恆常成吾善業之助伴。

;=-<A?-o=-#3?-?-KR$?-:.A-.$-+,

,2.$-$A?-]-3J.-L%-(2-3(R$-12-&A%-, ,

由日 甲康 薩秋 迪大都

達給 喇昧 江去 秋住今

此等鄉土國境與地方，

吾以無上菩提勝修持，

?J3?-&/-i3?-GA-.R/-<2-2lR/-0-=,

,HJ.-i3?-2.$-$A-3,/-nJ/-212-+-$?R=, ,

森間 那寄 敦熱 尊巴拉

切那 達給 吞間 住度梭

精勤饒益一切諸有情，

吾之順緣祈汝眾達成。

?-;A-z-3R-2g/-3-=-?R$?-0:A,

,?-2.$-o=-]R/-:#R<-.%-2&?-0-i3?, ,

薩宜 拉莫 滇瑪 拉梭悲

薩大 甲倫 摳倘 介巴那

地之女神永寧地母等，

地主君臣偕同諸眷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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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3-$?J<-*J3?-:.A-28J?-=, ,2.$-$A?-2?3-0:A-.R/-:.A-212-0-=, ,
曾甲 朵瑪 色健 迪寫拉

達給 桑悲 敦迪 竹巴拉

享此潔淨食子神飲已，

達成吾所欲願此事業，

!R-=R%-<-%-U$-.R$-3-36.-0<,

,<A/-(J/-$+J<-IA-?-:.A-)=-.-$?R=, ,

苟隆 如盎 叉豆 瑪則巴

仁千 德吉 薩迪 匝都梭

請勿暴躁懷恨與嫉妒，

珍寶伏藏此地祈賜予，

HJ.-&$-2?3-0-12?-=-<J-2-{R%?,

,2.$-$A-=?-GA-:V?-2-3(A?-0<-36S., ,

切架 桑巴 住拉 熱哇恭

達給 雷寄 這布 企巴最

汝等心想一切事皆成，

達成吾之事業妙善果。

&J?-$+R<-3-KA-<R=-.-:2=,
如是將食子供於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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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R-eJ-1<-0-;%-$?%-]-3J.-GA-$?%-12-o/-IA-UA/-=?-i3-<R=~A%-0R-8J?-L-2-28$?-?R, ,
叁、普巴金剛極密無上之密修常軌：莊嚴心要
3A-$/?-;J->J?-(R?-GA-{, ,YA.-0-hR-eJ<-P2-.J-=, ,2+.-/?-UA/-=?-=3-HJ<-/A, ,$R%-3:A-28J.-0-<2-$?=-L, $+J<-(J/<_-\A%-0:A-1<-0-;%-$?%-]-3J.-GA-$?%-12-(J.-.-L-2:A-{2?-<%-$8%-.%-}-KA:A-9A/-VA?-i3?-GA-.R/-v<-$+J<$8%-?R<-28$-$A-12-,2?-.%-=?-L%-2#J2-.$R?-=, o/-HJ<-.%-, .R/-.2%-$A-.2%-12-?R$?-3R?-0-o?-0-3A-:HR%?0:A-{2?, ?%?-\A%-1<-0:A-UA/-=?-=3-HJ<-2#?-0-=-3%R/-gR$?-5A$?-2&.-($?-3J.-<A/-0R-(J?-*%-%<-24.-0-:.A*A.-!2?-2.J-2<-$%-2?-.J-v<-/,
不住本智之法身，輪迴金剛彼成就，禮敬以事業引道，祖師之見作明釋。
大伏藏師惹那林巴（珍寶州）之普巴極密無上之密修修持作業時，如本文和前後之諸紀錄義理般，
需要伏藏法正本慣例之儀軌和作業儀式。日修和義灌之灌頂儀軌等不延續廣軌繁縟之際，
桑傑林巴（佛陀州）之普巴事業引道簡軌現證偈頌，恰美仁波切加以簡化如是簡便呈現。

,R$-3<-*2?-?J3?-/A,
首先，皈依發心。

/-3R; ]-3-.!R/-3(R$-;A-.3-z;

o=-2-o-35S:C-5S$?-2&?-=;

南無 喇嘛 恭秋 以當拉

甲哇 蔣措 措介拉

「南無」
，上師三寶與本尊，

2.$-.%-:PR-2-?J3?-&/-i3?;

偕同諸佛海會眾，

|R-$?3-$?-0?-*2?-?-3(A;

達倘 卓哇 森間那

苟孫 古悲 架速企

我與眾生諸有情，

三門恭敬虔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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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次。

GJ-3; 2.$-$A?-:PR-!/-21=-L:A-KA<;

UA/-=?-1<-0:A-.GA=-:#R<-.;

嗟瑪 達給 卓棍 札接企

稱列 普悲 今摳都

「嗟瑪」
，我為救度諸眾生，

:#R<-2-.R%-/?-3$-0:A-KA<;

事業普巴壇城中，

5.-3J.-28A-<-?J3?-2*J.-.R;

摳哇 冬內 竹悲企

冊昧 息如 森介朵

永斷輪迴之緣故，

四無量心發起矣。

=/-$?3,
三次。

࿄࿂

353?-$&R.-/A,
結界。

>; <%-28A/-z/-P2-$8=-;?-(J/-0R-=; 2$J$?-.%-=R$-0<-:SJ/-0:A-3A%-;%-3J.;
吽 攘心 倫住 暇頁 千波拉

給倘 洛巴 真悲 名揚昧

「吽」，自然天成大越量宮中，

.J-v<-;J-/?-$?=-2<-<2-gR$?-0?;

亦無魔鬼邪引顛倒名，

353?-GA-.GA=-:#R<-<%-28A/-z/-IA?-P2;

喋得 耶內 撒哇 熱豆悲

燦寄 今摳 攘心 倫吉住

如是本來光明中修證，

界之壇城本然即天成。

2>$?-0-/A,
懺悔。

<; 2h=-H2-!-.$-;%-.$-z/-:L3?-=; 2>$?-.%-2>$?-L:A-35/-3-<%-?<-PR=;
嗡

打恰 噶大 揚大 倫強拉

夏倘 夏接 參瑪 攘薩軸

「嗡」，空性本淨清淨浩瀚中，

能懺所懺之名自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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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3-<A$-$9%-:6B/-:O=-YA.-/;

<%-L%-3=-0:A-z-5S$?-i3?-=-2>$?;

蓊江 瑪日 松今 出細拿

攘炯 竹悲 拉措 那拉夏

然而無明能所二執迷，

自生所化諸尊眾前懺。

?-3-;-A-A:
薩瑪雅阿啊

3(R.-0-LA/-2_2-/A,
加持供品。

$.R.-/?-<%-L%-i3-.$-2..-lA-3(R$;

o.-S$-.LA%?-?-21=-2:A-.3<-(J/-0R;

對內 攘炯 那大 都計秋

居竹 因速 札威 瑪千波

本來自成清淨妙甘露，

六道界中解脫大紅血，

$%-YA.-$8A<-28J%?-3-@-2-=AB;

i3-$?3-:6.-3J.-2&.-(J/-<-A:>;

囊細 息掀 瑪哈 巴林大

那孫 則昧 具千 嗡阿吽

萬象本基所成大食子，

三物無窮大粹「嗡阿吽」。

<-2#-0P); K-0); A-=R-!); $kJ; /N-7A-HJ; >9-A:>;
嗡 班雜 布邦 杜邦 阿洛岡 根得 涅尾爹 夏大 阿 吽

࿄࿂

.3-5B$-0-2*J.-0-/A,
生起誓言尊。

>; $%-2:A-.%R?-0R-$-5S$?-$8=-;?-#%-; 3,A%-/$-P-$?3-:2<-2:A-.GA=-:#R<-/?;
吽 囊威 恩波 那措 暇頁康

聽那 竹孫 巴威 今摳內

「吽」，顯現實物萬象越量宮，

藍黑三角熾燃之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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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o.-GA?-2{R<-2:A-.2?;

;J->J?-3J-.0%-:2<-2:A-[R%-;

都綽 杰寄 苟威玉

耶謝 美崩 巴威隆

八屍陀林環繞中，

本智火團熾燃域，

<%-$%-;J->J?-=?-P2-0:A;

$8=-;?-#%-.2?-0E-.%-;

攘囊 耶謝 雷住悲

暇頁 康玉 悲瑪倘

自顯本智所成之，

越量宮殿中蓮花，

*A-^-2..-28A-2$R=-2:A-!J%-;

3,A%-/$->-$A-:UR-:.-=?;

尼達 堵息 挪威滇

聽那 吽給 綽都雷

日月四魔交錯上，

藍黑「吽」字之散集，

2.$-*A.-3-2&R?-mR$?-0:A-{;

.0=-(J/-hR-eJ-$8R/-/-(J;

達尼 瑪掘 奏悲固

巴千 多傑 宣努切

本尊無整圓滿身，

大德金剛大童子，

3,A%-/$-8=-$?3-K$-S$-0;

82?-28A-I.-GA-:.R<-!2?-21.;

聽那 暇孫 恰竹巴

夏息 節寄 朵大這

藍黑三面六臂尊，

四足力士步伐張，

$;?-.!<-$;R/-.3<-.2?-3,A$-/$;

<A$?-s?-.2<-2o/-,$?-YR$->;

頁噶 淵瑪 玉聽那

日盎 屋堅 突梭吽

右白左紅中藍黑，

五部頂嚴意命「吽」，

,/-.$-#%-3A$-KR$?-2&<-$9A$?;

8=-$.%?-u$?-:SA=-3(J-2-$4B$?;

堅古 當密 秋究息

暇當 夾直 切哇計

九目圓睜觀十方，

開口捲舌露獠牙，

$;?-$*A?-lJ-.$-lJ-s-!J;

$;R/-$*A?-3J-.0%-#->)-:6B/;

頁泥 則古 則盎喋

淵泥 美崩 喀杖今

右二九股五股杵，

左二持火團天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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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A-<2-1<-0-:SA=;

.<-OR.-<2-:)A$?-(?-i3?-mR$?;

他泥 日熱 普巴直

都綽 熱計 切那奏

末二捻須彌普巴，

屍林怖畏裝束圓。

;3-(J/-:#R<-=R-o?-:.J2?-3;

3,A%-*-8=-$&A$-K$-$*A?-+J;

雲千 摳羅 杰喋瑪

聽佳 暇計 恰泥喋

輪印圓賜大佛母，

淺藍一面二臂尊，

$;?-0?-Aa=-3$=-/?-:H.;

$;R/-0?-.%-.3<-;2-=-!R2;

頁悲 烏巴 古內曲

淵悲 東瑪 訝拉豆

右手烏巴拉挽頸，

左以顱血獻父飲。

.T=-2<->-!<-;2-;3-}R;

3PA/-0<-g-3PA/-;2-;3-.3<;

札哇 吽噶 訝雲哦

真巴 當正 訝雲瑪

額頭「吽噶」父母藍，

喉部馬明父母紅，(馬頭明王)

,$?-!<-$>A/-eJ-;2-;3-}R;

vJ-$R%-2..-lA-:HA=-0-;2-;3-u%-?J<;

突噶 辛介 訝雲哦

喋拱 讀計 漆巴 訝雲 江瑟

心間閻王父母藍，

臍上甘露漩明父母綠黃，

vJ-2<-3A-$;R-;2-;3-u%-/$;

$?%-$/?-!R2?-(J/-;2-;3-}R;

喋哇 米由 訝雲 江那

桑內 豆千 訝雲哦

臍部怒明父母綠黑，

密處大力父母藍，

.0%-$;?-i3-o=-;2-;3-.!<;

.0%-$;R/-.L$-}R/-;2-;3-}R;

奔頁 那甲 訝雲噶

奔淵 由恩 訝雲哦

右肩尊勝父母白，

左肩青棍父母藍，

2_-$;?-:.R.-o=-;2-;3-.3<-*;

2_-$;R/-#3?-$?3-;2-;3-?J<-/$;

拉頁 對甲 訝雲 瑪佳

拉淵 康孫 訝雲 瑟那

右腿欲明父母淺紅，

左腿三界父母黃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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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28A<-<A$?-28A-lA2?-2&-=;

OR-2&-;2-;3-9-$?R.-2&?;

秋息 日息 計究拉

綽究 訝雲 撒碎介

四方四部十輻中，

十怒父母偕食殺，

.J-v<-OR-2R-*J<-28A-i3?;

8=-$?3-K$-S$-82?-28A-21.;

喋得 綽窩 捏息那

暇孫 恰竹 夏息這

如彼怒眾二十四，

三面六臂四足張，

hR-eJ:A-$>R$-0-.<-OR.-(?;

<%-g$?-35S/-(-$-5S$?-:6B/;

多傑 休巴 讀綽切

攘大 春恰 那措今

金剛羽翼屍林裝，

自徵各種武器執，

|R-28A<-|R-3-$.R%-&/-28A;

.GA=-:#R<-3-</-#R<-;$-+;

苟息 苟瑪 東堅息

今摳 母仁 摳由度

四門四位守門母。

壇城邊緣之周圍，

Y?-.%-3=-0-2!:-#R.-2&?;

2.$-*A.-I-/-?-2.$-.%-;

瑟倘 竹巴 噶對介

達泥 夏那 薩達倘

佛子化身偕使役，

主宰、夏那與地主，

2?J-t$?-.%-$A-*J?-2:A-5S$?;

$4S-:#R<-;R%?-?-mR$?-0<-2*J.;

瑟架 東給 介布措

鄒摳 永速 奏巴介

犀鐵號之士夫眾，

主眷全體悉生起。

$4S-2R:C-,$?-!<-*A-3:A-!J%-;

?J3?-.0:-5S/-$%-1<-0-:SA=;

鄒窩 突噶 尼美滇

森巴 春港 普巴直

主尊心間日輪上，

勇識一吋捻普巴，

.J-;A-,$?-!<-*A-3:A-!J%-;

$?J<-IA-hR-eJ-/?-:V?-43;

喋宜 突噶 尼美滇

瑟吉 多傑 內這贊

彼之心間日輪上，

金色之杵青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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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哇 吽拉 盎計苟

拉那 攘攘 吉窩嗡

中央「吽」字咒鬘圍。

尊眾各個頭頂「嗡」，

3PA/-0<-A:.%-,$?-!<->;

KR$?-2&:A-o=-2-,3?-&.-GA?;

真巴 阿倘 突噶吽

秋究 甲哇 湯界寄

喉部「阿」和心間「吽」，

十方一切諸佛陀，

.2%-2{<-LA/-IA?-2_2?-0-;A?;

.2%-g$?-.R/-;R.-P2-0?-2o/;

旺古 今吉 臘巴宜

旺大 敦月 住悲堅

賜予灌頂作加持，

不空成就佛頂嚴。

<->-J-A&:@;

3&-=&-3&-0&-+&;

嗡吽娑唵哈

目浪芒棒當

<%-<%-,$?-!:A-:R.-9J<-IA?;

;J->J?-?J3?-.0:-,/-S%?-I<;

攘攘 突給 偉瑟吉

耶謝 森巴 間張久

各自心間之光明，

迎請智慧勇識臨。

<-2#-!A-=A-!A-=-;-?j-?-3-;-6-6: A-7J->-;-A-A:

࿄࿂

2eR.-&A%-,/-:SJ/-=-$8$-$R,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薩瓦 薩瑪雅 雜雜 阿偉夏雅 阿啊

念誦且迎請入壇也。

;J->J?-0-,/-:SJ/-0-/A,
迎請智慧勇識。

>; *J-3J.-i3-.$-(R?-GA-.LA%?-*A.-=?; *J-2:A-(R-:U=-:2<-2:A-{<-!R/-0;
吽 介昧 那大 却寄 因尼雷

介威 秋出 巴威 固敦巴

「吽」，無生清淨法界體性中，

示現生出幻變熾燃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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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J-$8R/-/-:#R<-.%-2&?-0-;%-;

(R?-GA-.LA%?-/?-$/?-:.A<-$>J$?-?-$?R=;

多傑 兄努 摳倘 介巴揚

却寄 因內 餒迪 謝速梭

金剛童子偕同諸眷眾，

祈從法界降臨於此處，

YA.-0-hR-eJ-1<-2-212-0-.%-;

.2%-.%-.%R?-P2-3-=?-)R=-2:A-KA<;

細巴 多傑 普布 住巴倘

旺倘 恩住 瑪呂 鄒威企

輪迴金剛普巴之修持，

灌頂成就無餘賜予故，

;J->J?-OR-o=-:#R<-2&?-$>J$?-/?-G%-; g$?-.%-35/-3-29%-0R-2!/-0-.%-;
耶謝 綽甲 摳介 謝內江

大倘 參瑪 桑波 滇巴倘

智慧怒王偕眷而降臨，

展現吉祥徵兆和預兆，

!A-=-;-;A-.%R?-P2-)R=-2:A-KA<;

;J->J?-OR-o=-:#R<-2&?-$>J$?-?-$?R=;

給拉 雅宜 恩住 鄒威企

耶謝 綽甲 摳介 謝速梭

「給拉雅」之成就賜予故，

智慧怒王偕眷祈降臨。

6:>-2)-@R: 2#-?-3-;-6: ?-3-;-+AN-z/;
雜吽榜厚 班雜 薩瑪雅雜 薩瑪雅 地叉廉

>; YA.-$?3-$.$-0-21=-2-.%-;

%-o=-8J/-0-$8R3-0:A-KA<;

吽 細孫 都巴 札哇倘

盎甲 賢巴 朽悲企

「吽」，三界凶暴消滅與，

hR-eJ-YA/-0R:C-5S$?-2&?-=;

我慢貪欲摧毀故，

lJ-$&A$-$?-0?-K$-:5=-=R;

多傑 辛波 措介拉

則計 古悲 恰擦摟

金剛羅剎尊眾前，

專一恭敬以頂禮。

A-+A-0-@R: T-+Ao-@R:
阿地布厚 札地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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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3(R.-:2=-2-/A,
獻外內密供品。

>; z/-&A$-*J?-.R<-KA-/%-$?%-2!R.-0:A; 3(R.-0-i3-3%-.%R?-:LR<-;A.-3=-0;
吽 廉計 結久 企囊 桑貴悲

却巴 那芒 恩久 意竹巴

「吽」，俱生結合外內密莊嚴，

<%-L%-3=-0:A-z-=-3(R.-0-:2=;

諸多供品實設意化現，

$*A?-3J.-]%-.R<-3J.-0<-28J?-?-$?R=;

攘烱 竹悲 拉拉 却巴菩

尼昧 浪朵 昧巴 寫速梭

自生化身尊前作獻供，

無二亦無取捨祈納受。

<-2#-A;); 0.); 0P); K-0); A-=R-!); $kJ; /N-7A-HJ; >9-T-+Ao-J-@;
嗡 班雜 阿岡 巴當 布邦 杜邦 阿洛岡 根得 涅尾爹 夏大 札地擦 娑哈

>; l-2o.-;/-=$-!R%-.<-(/-(J/-.%-; *R/-3R%?-3#:-.LA%?-$?%-2:A-<R-3(R$;
吽 匝杰 顏拉 東夾 門千倘

扭蒙 喀因 桑威 惹大秋

「吽」，八根千支結合良藥材，

煩惱空界秘密之勝血，

2&.-(J/-m?-3(R$-$+R<-3<-2&?-+J-:2=;
具千 則秋 朵瑪 介喋菩

妙味勝物食子皆獻供。

3-@-0O-A-WF-+-<R-2-=AB-#-@A;
瑪哈 班匝 阿密大 惹大 巴林大 喀 嘿

>; $+A-3$->-;A-<%-28A/-<A-v<-2~A=;

:.R.-($?-O$-$A-o-35S-j-[R%-:O$?;
對恰 叉給 甲措 拔隆出

吽 迪木 夏宜 攘興 日得泥

「吽」，愚痴肉之自性聚如山，

貪欲血之大海波濤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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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J-#%-<?-0:A-1%-0R<-2&?-0-i3?;

hR-eJ-YA/-0R-:#R<-.%-2&?-=-:2=;

寫當 如悲 朋波 介巴那

多傑 辛波 摳倘 介拉菩

瞋恨骨之堆積皆俱全，

供養金剛羅剎與眷眾。

<-A:>;
嗡阿吽

࿄࿂

.J-/?-2!R.-0-/A,
復次，讚頌。

>; .0=-(J/-hR-eJ-$8R/-/-OR-2R:C-o=;

(R?-.LA%?-i3-.$-:#R<-=R-o?-:.J2?-;3;

吽 巴千 多傑 兄努 綽窩甲

却因 那大 摳羅 傑德雲

「吽」，大德金剛童子忿怒王，

,2?->J?-{-=?-3=-0:A-OR-2R-2&;

法界清淨輪印圓賜母，

<%-28A/-.LA%?-=?-><-2:A-OR-3R-2&;

踏謝 固雷 竹悲 綽窩究

攘心 因雷 夏威 綽摩究

方便智慧化現十怒尊，

自性界中現出十怒母，

3=-0-=?-=-3%$?-0:A-O-,2?-5S$?;

9-$?R.-3(J-2-!$-$A-3$R-2R-&/;

竹巴 雷拉 盎悲 叉踏措

撒碎 切哇 大給 苟窩堅

化身事業使役鷹面眾，

食殺具獠牙與老虎頭，

.GA=-:#R<-KR$?-28A-*R%-2:A-|R-3-28A;

$?R.-0:A-=?-36.-1<-Y%-2&-$*A?-.%-;

今摳 秋息 炯威 苟瑪息

碎悲 雷則 普松 究泥倘

壇城四方守衛四門母，

殺手使役十二橛守者，

2?J-t$?-.%-$A-*J?-2-=-?R$?-+J;

1<-0:A-Y%-3<-8=-28J?-.3-&/-5S$?;

瑟架 東給 結布 拉梭喋

普悲 松瑪 暇寫 膽堅措

犀鐵號之士夫等諸眾，

普巴護法承諾具誓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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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K$-:5=-2!R.-0<-2IA; HJ.-GA-,$?-eJ:A-,$?-.3-.?-=-22;
摳倘 介拉 恰擦 對巴吉

切寄 突介 突膽 讀拉拔

偕同眷屬尊前作禮讚，

汝之悲心誓言正值時，

3%R/-,R.-S$-0R:C-UA/-=?-:P2-0<-36S.;
恩倔 札波 稱列 住巴最

誅法威猛事業祈成辦。

࿄࿂

60-2^-2-/A,
念咒。

>; .0=-(J/-hR-eJ-$8R/-/-Y?-:#R<-2&?; :#R<-=R-o?-:.J2?-[R%-/?-OR-$<-36.;
吽 巴千 多傑 兄努 瑟摳介

摳羅 結德 隆內 綽噶則

「吽」，大德金剛童子偕子眷，

輪印圓賜域中展怒舞，

P$?-!R%-}$?-GA-60-.L%?-:V$-1-1R$; ,$?-.3-.LA%?-/?-3-:P2-2<-.-212;
札東 盎寄 雜洋 竹札宙

突膽 因內 瑪住 巴都住

聲空持誦咒韻雷音響，

心誓界中修持至成就。

2.$-$A-,$?-YR$-}$?-UJ%-.%-2&?-0-=?-:R.-9J<-KR$?-2&<-:UR?-0?-l-$?3-z:A-,$?-.3-$/.-/?-2{=, {$?%-,$?-GA-LA/-2_2?-,3?-&.-<-.!<-A:.3<->-3,A%-$?3-IA-i3-0<-(<-22-0-v<-LR/, <%-$A-$/?-$?3-.2<-3-(.-0<-,A3, ;%-o=-2-,3?-&.-GA-,$?-eJ:A-LA/-2_2?-/?-0-,3?-&.-hR-eJ-1<-0:A-z-5S$?-GA-{-(J-U-.0$-+3J.-0-?A2-?A2-LR/-+J-<%-=-,A3-0<-3R?-0-.%-, =?-.GA=-IA-z-.%-$8/-;%-l-$/?-GA-z-;2-;3-+A=-$R%-#-LJ-2-v-2i3?-.%-, .GA=-:#R<-0-i3?-GA?-}$?-1-2%-2-5%-8A$-0-v<-2^-2<-3R?-+J,
自己之意命種子字連同咒鬘放光於十方，敦請三根本尊眾之心誓要訣，身語意之加持全部以
白「嗡」紅「阿」藍「吽」三字之形相如雨降臨，於自己之三處不斷地融入。又，一切諸佛
之悲心加持力全部化為普巴金剛尊眾之大小尊身，無量綿密地降臨融入於己作虔想。
身壇之尊與其他脈處之尊佛父母如芝卵般；壇城尊眾誦咒音如蜂窩般作虔觀。

<-2#-!A-=A-!A-=-;-?j-2A//-2&->-1B;

&J?-2^-2-/A-2~J/-0:R,,

嗡 班雜 給哩 給拉雅 薩瓦 畢噶南 榜 吽 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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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念咒也。

}$?-UJ%-=?-:R.-9J<-.%-}$?-UJ%-$*A?-0-:UR?-;2-8=-;3-8=-2o., ;3-IA-:#R<-=R-28A:A-.0:-2R-D-!A-.0$-+-3J.0?-}$?-GA-<%-1-1R$-0?-o.-2{=, ;3-IA-$?%-2-/?-;2-GA-hR-eJ<-8$?, <%-$A-l-$/?-z-;A?-}$?-1-1R$ ,}$?UJ%-,$?-!<-,A3-0-2<-3-(.-.-2|R3-8A%-,
咒鬘放射出光芒與第二圈咒鬘，從父口入母口，通過佛母四輪之無量勇父空行以咒之自音敦祈心續，
復從佛母密處進入佛父之杵。己之脈處尊眾咒音齊響，(第二圈)咒鬘復融入心間，如是不斷地作觀想。

<-2#-!A-=A-!A-=-;; 6:>-2&-@R: !-B)-!-BJ; 6-;J-2A-6-;J; A-6B-+J-A-0-<-6B-+J; 3-<-?J-/;
T-3h-/-;J-?j-2A//-2&->-1B;
嗡 班雜 給哩 給拉雅 雜吽榜厚 噶當 噶遮 匝耶 畢匝耶
阿自喋 阿巴惹自喋 瑪惹色拿 札瑪 達那耶 薩瓦 畢噶南 榜 吽 呸

&J?-2^-12-0-=?-.R<-$&A$-SA=-=R,,
如是誦咒乃同時結合成就與事業也。

3./-2*J.-12-.$R?-0:A-5K-,R$-3-/?-60-#%-.LJ-8A%-:R.-9J<-3RR-2#-?R-?R<-L, }$?-UJ%-8=-/?-,R/, 3./-2*J.GA-8=-.%-vJ-2:3-.R<-353?-2o.-0:A-.R-=A:C-2^?-0-L, 3,<-.J-=?-:R.-9J<-.!<-?J<-.3<-u%-3R?-0?-UA/-=?28A-12-0<-.3A$?-0-/A-=?-=-.R<-2:R, ,,/-3,<-!R%-5B$-,A-v<-L,
若需修對生，於開頭念誦時宮殿分開且光線散集各別作觀。咒鬘由口出進入對生之口通過臍或是交合處
之循環念誦。最後，從彼放出白、黃、紅、綠光成辦四事業之緣觀，乃事業法結合作業也。座末千次文
如同一般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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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AA-AA, A-A, <F-<F, =F-=F, AJ-AN, AR-AW, A)-A: !-#-$-,-%-, 4-5-6-$-*, B-C-D-[-E,
+-,-.-K-/, 0-1-2-S-3, ;-<-=-7, >-F-?-@-e: J-@,
嗡 阿啊 伊咿 烏嗚 日瑞 利唎 唉噯 喔哦 腌阿
尬喀嘎噶盎 匝擦喒咂娘 炸岔札咋那 大踏達打拿 爸帕拔把嘛
牙惹喇瓦 夏卡薩 呵恰 娑哈

<-2#-?Y-?3;3/0=;, 2#-?Y<J/R0+AN, SF[R-3J-S2, ?+RXR-3J-S2-?0RXR-3J-S2, A/<RR3J-S2-?j-?A:AgJ-T;o, ?j-!k?-4-3J-4BX)-XJ;: !-<->, @-@-@-@-@R: S$2/h-?j-+,$+-2#3-3J-3O, 2#B-S2, 3@-?3;-?Y-A:
嗡 班雜薩埵 薩嘛雅 馬努巴拉雅 班雜薩埵 得努把
地叉仄著每把瓦 蘇朵喀喲每把瓦 蘇缽恰喲每把瓦
阿努惹朵每把瓦 薩瓦悉地 每雜雅擦 薩瓦 噶瑪 蘇雜每
吉鐺西養古汝吽 哈哈哈哈火 把噶問 薩瓦大他噶大
班雜嘛美母雜 班自巴瓦 嘛哈薩嘛雅 薩埵 阿

<-;J-Kk-@J+-TS7-@J+)-+JF)-+,$+R-q7.+h-+JF)-4-;R-/A<RK-AJ-7)-7.A-3@-X3E:J-@,
嗡 也達瑪 嘿杜炸巴瓦 嘿敦喋堪 大踏嘎豆 哈亞瓦大
喋堪匝 由尼若打 唉王巴地 瑪哈 夏瑪那 娑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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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J/-1<-2:A-z-5S$?-$>J$?,

,KA-/%-$?%-2:A-3(R.-0-:2=, ,

吽 巴千 普布 拉措謝

企囊 桑威 却巴菩

「吽」，大德普巴尊眾臨，

{-$?%-,$?-;R/-UA/-=?-2!R.,

獻以外內密供品，

,2$-3J.-:$=-:O=-*3?-($-2>$?, ,

固孫 突淵 稱列對

巴昧 噶出 釀恰夏

身語意功事讚揚，

放蕩錯亂犯皆懺，

,$?-eJ?-2lJ<-.$R%?-.%R?-P2-)R=, ,
突傑 則拱 恩住鄒

悲心憫念賜成就。

࿄࿂

eJ?-(R$-3(R.-2!R.-3.R<-2#?-/A,
結行，簡略供讚。

<-XA-2#-!-3-<-?-0-<A-7-<-A;), 0.), 0P), K-0), A-=R-!), $kJ, /N-7A-HJ, >9-T-+Ao-J-@,
嗡 西日 班雜古瑪惹 薩巴日瓦惹 阿岡 巴當 布邦 杜邦
阿洛岡 根得 捏尾爹 夏大 札地擦 娑哈
࿂

࿄

>, KR$?-2&-.?-$?3-?%?-o?-,3?-&.-GA, ,UA/-=?-$&A$-2#?-S$-0R:C-{<-28J%?-0, ,
吽 秋究 讀孫 桑傑 湯界寄

稱列 計讀 札波 古掀巴

「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之，

事業總集掀起忿怒身，

,2..-:.=-1<-0:A-z-=-K$-:5=-2!R., ,

:I<-3J.-Y-2g/-21J?-c.-V=-2:A-{,
久昧 薩滇 這谷 札威固

都讀 普悲 臘拉 恰擦對

不變堅固無衰損之身，

伏魔普巴尊前讚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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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A,
懺罪。

;J-/?-2.$-.%-.LJ<-3J.-.R/-$&A$-G%-, ,3-<A$-:O=-0?-:#R<-2<-:H3?-0:A-5K, ,
耶內 達倘 頁昧 敦計江

瑪日 出悲 摳哇 洽悲冊

本來與己無分義雖同，

無明迷亂輪迴流轉際，

3A-.$J-*3?-($-:$=-:O=-&A-2?$?-0, ,<2-$/R%-:IR.-0:A-?J3?-GA?-3,R=-=R-2>$?, ,
米給 釀恰 噶出 計薩巴

熱濃 覺悲 森寄 透摟夏

所積任何不善違犯過，

極羞懊悔之心發露懺。

<, A-A, AA-AA, A-A, <F-<F, =F-=F, AJ-AN, AR-AW, A)-A: !-#-$-,-%-, 4-5-6-$-*, B-C-D-[-E,
+-,-.-K-/, 0-1-2-S-3, ;-<-=-7, >-F-?-@-e: J-@,
嗡 阿啊 伊咿 烏嗚 日瑞 利唎 唉噯 喔哦 腌阿
尬喀嘎噶盎 匝擦喒咂娘 炸岔札咋那 大踏達打拿 爸帕拔把嘛
牙惹喇瓦 夏卡薩 呵恰 娑哈

<-2#-?Y-?3;3/0=;, 2#-?Y<J/R0+AN, SF[R-3J-S2, ?+RXR-3J-S2-?0RXR-3J-S2, A/<RR3J-S2-?j-?A:AgJ-T;o, ?j-!k?-4-3J-4BX)-XJ;: !-<->, @-@-@-@-@R: S$2/h-?j-+,$+-2#3-3J-3O, 2#B-S2, 3@-?3;-?Y-A:
嗡 班雜薩埵 薩嘛雅 馬努巴拉雅 班雜薩埵 得努把
地叉仄著每把瓦 蘇朵喀喲每把瓦 蘇缽恰喲每把瓦
阿努惹朵每把瓦 薩瓦悉地 每雜雅擦 薩瓦 噶瑪 蘇雜每
吉鐺西養古汝吽 哈哈哈哈火 把噶問 薩瓦大他噶大
班雜嘛美母雜 班自巴瓦 嘛哈薩嘛雅 薩埵 阿

<-;J-Kk-@J+-TS7-@J+)-+JF)-+,$+R-q7.+h-+JF)-4-;R-/A<RK-AJ-7)-7.A-3@-X3E:J-@, ,
嗡 也達瑪 嘿杜炸巴瓦 嘿敦喋堪 大踏嘎豆 哈亞瓦大
喋堪匝 由尼若打 唉王巴地 瑪哈 夏瑪那 娑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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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A$-2o, A-=A-!-=A, gJ/-:VJ=-~A%-0R-=/-$?3-$?3-2eR.-0?-z$-(.-#-{R%-8A%-LA/-_2?-2g/-0<-L, 3./2*J.-gJ/-3J.-/-;J->J?-0-$>J$?-.3-5B$-0-2.$-=-2#-5=-12-#R$-v<-.$R?-G%-.J%-?%-gJ/-3J.-0-3A-:R%-2?-2g/28$?-o?-0-12-#R$-v<-<R,,
如是百字明咒、元音輔音、緣起心咒各念三遍，補足盈缺且加持穩固。
若無對生佛像，則智慧尊請返，誓言尊攝於己般，如同儀規之法本。
近代之做法佛像咸俱，是故圓滿安住做如儀規之法本也。

2#-/,
若簡。

:.A<-/A-gJ/-.%-z/-&A$-+,

,:#R<-2-YA.-.-28$?-/?-G%-, ,

迪尼 滇倘 廉計度

摳哇 細都 休內江

與此尊像俱同時，

雖然住於輪迴際，

/.-3J.-5K-.%-.2%-K$-.%-,

,3(R$-i3?-=J$?-0<-)=-.-$?R=, ,

餒昧 冊倘 旺秋倘

秋那 類巴 匝都梭

無病長壽與自在，

殊勝妙善祈賜予。

<-?-T-+AN-2#-;-J-@,
嗡 蘇札 地叉 班雜耶 娑哈

2#-<A3,
收攝次第。

,$?-eJ-!/-H2-z-5S$?-i3?;

<%-28A/-:R.-s:A-[R%-.-,A3;

突介 棍恰 拉措那

攘心 偉盎 隆都聽

悲心全遍諸尊眾，

融入自性五光中，

:R.-s-=R%?-,R.-mR$?-$?=-2;

$R.-2&.-(R?-{:A-[R%-.:R;

偉盎 隆倔 奏撒哇

虐究 却固 隆都喔

五光報身圓滿明，

情器法身性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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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2-/A,
回向。

2.$-$8/-=?-%$-;A.-$?3-IA?;

.?-$?3-5S$?-$*A?-&A-2?$?-0;

達賢 呂盎 意孫吉

讀孫 措泥 計薩巴

自他身語意三門，

三世所積二資糧，

2+<-mR$?-;%-.$-(J/-0R<-2}R;

%R-2R-$*A?-3J.-:V?-,R2->R$;

久奏 揚大 千波哦

哦窩 尼昧 這透秀

回向變圓大清淨，

願證無二體性果。

2N->A?-/A,
吉祥文。

<; (R?-{-!-.$-z/-:L3?-2N->A?-/A;
嗡 却固 噶大 倫蔣 札西尼

「嗡」，法身本淨浩瀚吉祥呢！

A: =R%?-{-<%-L%-:R.-$?=-%%-.->R$;
阿 隆固 攘炯 偉撒 昂都秀

「阿」，報身自生光明體性喲！

>; 3=-{-$-5S$?-:PR-:.=-2N->A?-/A;
吽 竹固 那措 卓讀 札西尼

「吽」，化身繽紛度眾吉祥呢！

ZA: ,2?-3#?-,$?-eJ-~A%-eJ:A-%%-.->R$;
捨 踏克 突介 您介 昂都秀

「捨」，善巧方便悲心體性喲！

࿄࿂

&J?-2eR.-=-3J-+R$-:,R<-<R,,
如是念誦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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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3J.-<A/-0R-(J?-60h-2^?-;/-(.-36.-%J?-0<-$%-8A%-, .J-KA/-PR%-}$?-0-3A-3#?-0-:S?-{R%-^R$-2#?0<-3A%-.-2+$?-0:A-21A$?-2l3?-/R<-:O=-o-:L3?-&/-.-$%-2?, ,$?-GA-*A%-#:A-$+J<-$8%-.%R?-.%-($?-3J.$?%-;A/-%J?-<_-=$?-GA-$?%-12-o/-HJ<-$4%-3<-2#J2?-+J-.0=-%%?-;%-OR.-.J-2A-!R-BA<-0E-$<-.2%-l=-IA?-VA?0:R, ,2..-:.=-o=-3R:C-$?%-$A-$?J<-29%-=, ,$?%-12-$;-;A-U-5S3-2!<-0-:.A?, ,<A$-:6B/-$8R/-/-36K?-0:A3$=-o/-., ,I<-/?-3(R$-2!/-=%-5S-$?<-28.->R$ ,.$J-=J$?-:1J=,,
此文念誦咒語以前皆是恰美仁波切所著。後來鄉魯術士篡編冠名「酬遮總集」
，當中錯誤百出。
「心意伏藏法」正文與恰美所述確實是「惹那」
（珍寶）派之密修常軌，因此悲瑪噶旺於「八蚌揚綽德威
苟秩」力撰也。伏魔王母良言之純金，密修成此裝飾之璁玉，持明童子做為頸嚴飾，成就勝教韶華願新
啟。賢善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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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LA/-.22, ,
肆 、迎 尊 降 福
12-0-0R-i3?-o/-.%-(?-$R?-GA-2.<-/?, <R=-3R-$-5S$?-0:A-1-1R$-&A%-5B=-(J/-.%-$-$=-2YJ$ ,
b%-\A%-:2., .<-/$-t%-=R-3A-x$?-GA?-$;2-&A%-..-0-3(R$-+-2*J.-=,
諸行者嚴飾裝束已，廣奏樂音並燃大油與安息香，吹骨號，揮動黑旗、長髮、人皮，
並且生起殊勝信心。

]-3-<A$-:6B/-z-.%-3#:-:PR-.3-&/-,3?-&.-/3-3#:-=-}R/-IA-,$?-.3-.2%-$A?-3A/28A/-.-:,A2?-/?-.GA=-:#R<-$/?-.%-i=-:LR<-0-i3?-=-LA/-(J/-:2J2?->A%-,$?-2lJ2-(J/-0R?-.$R%?-0<-I<-0<-.3A$?-=,
喇嘛 日今 拉倘 康卓 膽堅 湯界 那喀拉 恩吉 突當 旺給 真心都 替內 今摳內倘
拿久巴那拉 今千貝新 突則哇 千波 拱巴 久

上師持明本尊空行具誓眾全部，依往昔誓言力悉如雲聚籠罩虛空已，
於壇城處和行者眾賜大加持並且大悲憫念矣。 作觀。
࿂

࿄

.<-2:A-%R?-2YJ$-<R=-3R-.%-2&?-.GA=-:#R<-2{R<-8A%-,
焚俱合香並且奏樂環繞壇城。

>; /3-3#:A-3,:-.%-3*3-0:A-.GA=-:#R<-/?; YA.-0-hR-eJ-1<-0-P2-0:A-z;
吽 那喀 他倘 釀悲 今摳內

細巴 多傑 普巴 住悲拉

「吽」，等同虛空邊際壇城中，

hR-eJ-$8R/-/:A-.GA=-:#R<-3-=?-i3?;

輪迴金剛普巴成就尊，

,$?-eJ-(J/-0R?-1A2-2!R=-3A-36.-&A%-;

多傑 兄努 今摳 瑪呂那

突傑 千波 秩苟 米在今

金剛童子壇城無餘眾，

大悲心令蓋障不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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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hR-eJ:A-.3-5B$-&/;

,$?-eJ-(J/-0R:C-UA/-=?-_2?-0R-(J;

讀雷 米打 多傑 膽企堅

突傑 千波 稱列 拉波切

具足金剛誓言不逾時，

大悲心之事業極宏偉，

]-3J.-12-0:A-.GA=-:#R<-(J/-0R-:.A<;

$?%-2:A-.GA=-:#R<-:.A-=-LA/-(J/-1R2;

喇昧 住悲 今摳 千波迪

桑威 今摳 迪拉 今千魄

於此無上修持大壇城，

秘密壇城此降大加持，

{-$?%-,$?-GA-LA/-(J/-.22-+-$?R=;

;J->J?-s-;A-.2%-3(R$-2{<-.-$?R=;

固松 突寄 今千 瓦都梭

耶謝 盎宜 旺秋 古都梭

祈降身語意之大加持，

五智殊勝灌頂祈賜予。

࿄࿂

<-?j-+-,-$-+-S-$-7/-?-3-;-@R: ?-3-;-=);
嗡

薩瓦

大他噶大

巴噶問

薩瑪雅厚

薩瑪雅棟

>; hR-eJ-1<-0-$?%-2:A-.LA%?-*A.-/?; .2%-2{<-LA/-(J/-.22-0:A-.?-=-22?;
吽 多傑 普巴 桑威 因尼內

旺固 今千 瓦悲 讀拉拔

「吽」，普巴金剛秘密法界中，

}R/-IA-,$?-.3-2&R3-w/-hR-eJ:A-2.$;

垂賜灌頂加持正值時，

hR-eJ:A-.2%-2{<-.3-5B$-]-/-3J.;

恩吉 突膽 炯滇 多傑大

多傑 旺固 膽企 喇拿昧

往昔心誓世尊金剛主，

金剛灌頂誓言最無上，

*2?-=?-3A-$;J=-$;<-.3-$&A$-0:A-z; o=-2-3-=?-i3?-GA-LA/-IA?-_R2?;
架雷 米耶 雅當 計悲拉

甲哇 瑪呂 那寄 今吉臘

救而不怠誓言惟一尊，

垂賜諸佛無餘之加持。

$-<-.J-7-DLA-/A; !A-=A-!A-=-;; ?-3-;->; ?-3-;-6:
古汝德瓦

札給尼

給哩給拉雅

薩瑪雅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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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瑪雅雜

࿄࿂

!, ,$?R=-#, ,
伍、修護法

/-3R, 3(R$-$?3-l-2-$?3-.%-;A-.3-hR-eJ-$8R/-/:A-z-5S$?-2./-&-l-2o.-GA-2.J/-0?$/R.-LJ.-.3-YA-c2-:SJ-,3?-&.->-O$-.3<-IA-$+R<-3-:.A-=-#$-&A$ ,6:>-2)-@R:
南無 秋孫 匝哇孫 倘 以當 多傑兄努以 拉措 敦究匝杰寄 滇悲
虐結 膽細 嘎這 湯界 夏叉 瑪吉多瑪 迪拉 酷 計 雜吽榜厚

「南無」
，三寶三根本與本尊金剛童子七十八位尊眾之真諦力，令作害壞誓
鬼魔全部於此肉血紅食子召進。
࿂ 「雜吽榜厚」

࿄
%R-2R-.P-2$J$?-GA->-O$-=-i3-0-:.R.-;R/-IA-=R%?-,R.-2?3-IA?-3A-H2-0<-I<,
哦窩 札給寄 夏叉拉 那巴 對圓吉 隆倔 桑吉 米恰巴 久

本質乃敵魔之肉血，其形相化成妙欲受用，不可思議。

<-A:>,

=/-$?3,

嗡阿吽

三次。

<%-*A.-.0=-(J/-0R<-$?=-2:A-,$?-!:A->-;A$-=?-L%-2:A-:R.-9J<-IA?-1<-Y%.3-&/-:#R<-.%-2&?-0-?R-?R:C-$/?-/?-,/-S%?-0<-2?3-=,
攘泥 巴 千波 撒威 突給 吽意 雷炯威 偉色吉 普松 膽堅
摳倘介巴 梭梭內 餒 堅張

自明觀成大德尊，心間「吽」字放光明，迎請普巴守者具誓
偕同眷眾各從其處降臨。 作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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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 aR2-.0R/-(J/-0R-0E-,R.-UJ%-$A ,

,/-}<-1<-0:A-Y%-3<-8=-28J?-0:A, ,

糾 洛奔 千波 悲瑪 退稱給

間盎 普悲 松瑪 暇寫悲

「糾」，大阿闍梨蓮花顱鬘之，

I-/-2.$-*A.-?-2.$-2?J-3R-28A, ,

尊前允諾成普巴守者，

I.-(J/-$A%-28A-3-YA%-:2<-3-?R$?, ,

夏那 達尼 薩大 色莫息

結千 根息 瑪心 巴瑪梭

夏那、主宰、地主、犀母四，

力士鬼四母妹焰母等，

.0=-IA-1R-*-P%?-3J.-:#R<-.%-2&?, , .3-5B$-.2%-$A?-$/?-:.A<-$>J$?-?-$?R=, ,
巴吉 魄娘 張昧 摳倘介

膽企 旺給 內迪 謝速梭

吉祥使者無數眷屬俱，

以誓言力祈降臨此處。

࿄࿂

<-2#-!A-=A-!A-=-;-3R-@-,-+-;-3-3->A-3)-!k-!-<-;J-?-0-<A-7-<-2#-?-3-6: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莫哈噶大雅 媽媽西占 噶瑪噶惹耶
薩巴日瓦惹 班雜 薩瑪雜

<-2#-0P), K-0), A-=R-!), $kJ, /N-7A-HJ, >9-T-+Ao-J-@,
嗡 班雜 布邦 杜邦 阿洛岡 根得 涅尾爹

夏大 札地擦 娑哈

࿄࿂

3-@-0O-A-WF-+-#-@A, 3-@-<R-#-@A,
瑪哈 班雜 阿密大 喀嘿

瑪哈 惹大 喀嘿

<-2#-!A-=A-!A-=-;-3R-@-,-+-;-3-3->A-3)-!k-!-<-;J-?-0-<A-7-<-AA-.)-2-=AB-#-#-#-@A-#-@A,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莫哈噶大雅 媽媽西占 噶瑪噶惹耶
薩巴日瓦惹 以當巴林大 卡卡 喀嘿 喀嘿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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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3-&/-2&-$*A?-:#R<-.%-2&?-0-i3?-GA?-3(R.-0-.3-0-:.A-28J?-=-?%?-o?GA-2!/-0-Y%?,
普松 膽間 究泥 摳倘介巴 那寄却巴 膽巴 迪寫拉 桑傑寄 滇巴松

普巴守者具誓十二尊偕同眷眾享此勝妙供品，惟祈守護佛教，

.!R/-3(R$-$A-.2-:1%-2!R., .$J-:./-.%-(R?-GA-o=-YA.-*R%?,
恭秋給 屋泮對

給敦倘 却寄 甲細炯

讚揚三寶地位，保護僧團以及法政，

:)A$-gJ/-IA-c.-0-?R=, ?J3?-&/-IA-1/-2.J-%J=,
吉滇吉 谷巴梭

森間吉 偏德貝

消除世間衰敗，增長有情利樂，

i=-:LR<-0-i3?-GA-!R%-PR$?-36S., }$?-:(%-i3?-GA-UA/-=?-12?,
拿久巴 那寄 東宙最 盎羌那寄 稱列住

成為瑜伽行者助伴，達成諸咒師事業，

#%-2:A-.P-,=, $/R.-0:A-2$J$?-(R3?,
當威札吐 虐杯給窮

滅瞋恨敵，除作害魔。

H.-0<-.3-5B$-:.A<-:.?-0-i3?-GA-KA-/%-$?%-2:A-:$=-nJ/-8A-2-.%-,
切巴 膽企 迪讀巴 那寄 企囊 桑威 嘎間 息哇倘

特別是於此誓言聚眾之外內密違緣悉平息，

3,/-nJ/-(R/-0:A-=J$?-5S$?-,3?-&.-:1J=-8A%-o?-0-.%-,
吞間 門悲 類措 湯界 佩興 傑巴倘

以及增長圓成一切順緣諸祈願，

3(R$-.%-,/-3R%-$A-.%R?-P2-3-=?-0-M<-.-:P2-0:A-UA/-=?-36S.-&A$ ,
秋倘 吞蒙給 恩住 瑪呂巴 扭都 住悲 稱列 最計

並且迅速成辦共與不共之成就無餘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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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J/-O$-:,%-!A-=-;:A,

,2!:-*/-Y%-3-.3-5B$-&/, ,

吽 巴千 叉通 給拉雅

噶年 松瑪 膽企間

「吽」，大德飲血「給拉雅」，

I-/-2.$-*A.-?-2.$-3,

聽命守者具誓言，

,$A%-(J/-3-YA%-1R-*<-2&?, ,

夏那 達尼 薩達瑪

根千 瑪心 魄娘介

夏那主宰地主母，

大鬼母妹偕使役，

d3?-2eA.-.<-OR.-o/-(-&/,

,,R$?-3J.-S$-l=-UA/-=?-2.$ ,

盎計 都綽 間恰堅

透昧 札匝 稱列達

威凜屍林裝束俱，

無阻猛力事業主，

P%?-3J.-:#R<-.%-2&?-=-2!R.,

,2&R=-2:A-=?-i3?-12-0<-36S., ,

張昧 摳倘 介拉對

久威 雷那 住巴最

無量眷眾皆讚頌，

所囑諸事當成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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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S$?-3(R., ,
陸、薈供
5S$?-GA-;R-L.-2..-lA?-V/-=,
薈供品彈以甘露。

<-?j-S-L)-2A-I-K-;->-1B,
嗡 薩瓦 札貝 比休達雅 吽 呸

5S$?-$8R%-<A/-0R-(J:A-3(R.-#R%-:.2-3-!R%-w/-IA-~A%-0R<-5S$?-m?-i3?-*A-^-0E-=-$/?0:A->-3,A%-/$-:2<-2,
措兄 仁波切以 却東 打瑪 東滇吉 您波 措則那 尼達 悲瑪拉 內悲 吽 聽那 巴 哇

薈供珍寶器皿供塔具千蓮瓣中，諸薈供物日月蓮花上，
安住之「吽」藍黑燃耀。

.J-=?-<&-;&-#&-L%-!J-3-.$-0:A-.%R?-0R-,3?-&.-2YJ$?-$+R<-2N?,
喋雷 讓 養 康 炯喋 瑪大悲 恩波 湯界 瑟 朵 住

從彼「讓、養、康」出現，不淨之實物全被燒吹洗。

>-3&, <-=&, J-3&, A&-0&, @-+&,
「吽、目」、「嗡、浪」、「娑、芒」、「唵、棒」、「哈、當」

<A$?-s-;2-;3-IA-.3-5B$-(J/-0R:C-<%-28A/-:.R.-;R/-IA-<R=-3R-&A-;%-:(<-2<-I<,
日盎 訝雲吉 膽企 千波 攘心 對園吉 若莫 計揚 恰哇 久

五部佛父佛母大誓言體性，隨欲化現諸妙欲供品矣。

<-A:>,

=/-$?3,

嗡阿吽

三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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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0:A-1<-2-212-0-.%-;

.2%-.%-.%R?-P2-]%-2:A-KA<;

吽 細悲 普布 住巴倘

旺倘 恩住 朗威企

「吽」，世間普巴修持者，

灌頂成就領受故，

;J->J?-OR-2R-$>J$?-?-$?R=;

;J->J?-OR-2R-$>J$?-/?-G%-;

耶謝 綽窩 謝速梭

耶謝 綽窩 謝內江

智慧怒尊祈降臨，

智慧怒尊降臨已，

g$?-.%-35/-3-2!/-0-.%-;

!A-=-;-;A-.%R?-P2-)R=;

大倘 参瑪 滇巴倘

給拉 雅宜 恩住鄒

徵與兆相和穩固，

「給拉雅」之成就賜。

8J?-,/-S%?,
如是迎請。

<-A:>; KA-/%-$R.-2&.-$?%-2-;R%?-2!R.-0:A; =R%?-,R.-$-E-4N<-LA/-2_2?-0;
嗡啊吽 企囊 虐究 桑哇 永貴悲

隆倔 噶那 匝札 今臘巴

「嗡阿吽」，外內情器秘密全遍之，

豐盛薈供輪中加持力，

.0=-(J/-;2-;3-:#R<-.%-2&?-0-.%-;

OR-2&-;2-;3-1<-Y%-2&?-=-:2=;

巴千 訝雲 摳倘 介巴倘

綽究 訝雲 普松 介拉菩

大德父母偕同眷屬眾，

十怒父母護法咸供養，

,$?-.3-.LA%?-?-2{%-KA<-28J?-?-$?R=;
突當 因速 岡企 謝速梭

心誓性中滿意祈納受。

$-E-4N-3-@-x-/-0-6-@R:
嘎那匝札 瑪哈佳那 布雜 厚

࿄࿂

8J?-5S$?-1.-:2=,
如是獻首份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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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J/-hR-eJ-1<-0:A-{R%-2-2..-:.=-}$?-\A%-3-28$?-?R, ,
大德普巴金剛之酬滿：伏魔咒洲文

>, .0=-(J/-<R=-0:A-5S$?-#%-:.A<,

,$.$-0:A-<-S-21=-2-;A, ,

吽 巴千 若悲 措康迪

讀悲 如札 札哇宜

「吽」，大德化此薈供處，

.<-OR.-o/-IA-2!R.-0?-2eA.,

消滅兇暴之鬼魔，

,KA-3(R.-*J<-,R.-3A/-(J/-$+A2?, ,

都綽 間吉 貴悲計

企却 涅倔 真千地

屍林莊嚴以威懾，

外供供品大雲聚，

/%-3(R.-:.R.-;R/-$&=-.-2N3,

,$?%-3(R.-<A$-3:A-$<-!2?-:I<, ,

囊却 對圓 架都漲

桑却 日美 噶大久

內供妙欲鋪勻稱，

密供明妃舞呈獻。

,/-3R%-$%-YA.-$9$?-2f/-2N,

,H.-0<-k.-L%-.3-5B$-m?, ,

吞蒙 囊細 素年札

切巴 美炯 膽企則

共通萬象形美妙，

奇特稀有誓言物，

3(R$-(J/-3(R$-U/-35/-w/-.%-,

,9-=A-:VA-.%->J=-|R%-=$ ,

秋千 秋稱 參滇倘

撒哩 直倘 寫公露

老少大體具性相，

班駁雌犛黑熊羊，

4-<-<R$-0R-3#:-wA%-3.%?,

,6-$.-.3<-(J/-2-=AB, ,

匝惹 若波 喀丁當

匝給 瑪千 巴林大

黑色山羊鵬光澤，

祭品大紅巴林大(食子)，

$-E-4N:A-;R-L.-/A,

,+A%-%J-:6B/-IA?-.%?-gR$?-&<, ,

噶那 匝札 由結尼

丁恩 今吉 江豆拔

薈供輪之諸供品，

以禪定力淨證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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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A-3,:-.%-3*3-0<-%J=,

,3*3-*A.-.$R%?-0?-LA/-IA?-2_2?, ,

那喀 他倘 釀巴貝

釀泥 拱悲 今吉臘

增廣等同虛空際，

平等意旨作加持，

]-/-3J.-0:A-{R%-m?-:.A?,

,$?%-2.$-=?-GA-.2%-3R-.%-, ,

喇拿 昧悲 拱在迪

桑大 雷寄 旺莫倘

無上酬滿此供品，

密主與事業王母，

T-S-@!A-,R.-UJ%-l=,

,2.J-(J/-o=-3R-3(R$-I<-\A%-, ,

札巴 嘿地 退稱匝

德千 甲莫 秋久林

釋迦光與顱鬘力，

大樂王母殊變洲，

{-$?3-2o.-0-.$-w/-IA,

,1<-2-P2-0:A-<A$-:6B/-i3?, ,

固孫 居巴 古滇吉

普布 住悲 日今那

具足三身九傳承，

修持普巴持明眾，

,$?-.3-$*/-0R-.LA%?-?-2{%-, ,
突當 年波 因速岡

嚴厲心誓法界酬。

<A$?-!/-H2-2.$-hR-eJ-?J3?,

,:2<-2:A-{<-28J%?-.0=-(J/-0R, ,

日棍 恰大 多傑森

巴威 固掀 巴千波

諸部遍主金剛心，

燃耀身起大德尊，

2..-.P-2..-:.=-.3-YA:A-$>J.,

,O$-:,%-hR-eJ-$8R/-/-.%-, ,

都札 都讀 膽細謝

叉通 多傑 兄努倘

仇魔伏魔妖怪敵，

飲血金剛童子尊，

.LA%?-K$-:#R<-=R-o?-:.J2?-3,

,;2-;3-$*A?-3J.-,$?-.3-2{%-, ,

因秋 摳羅 傑喋瑪

訝雲 泥昧 突當岡

法界自在輪印母，

父母無二滿心意。

35

.$J-2&-1-<R=-KA/-2&:A-.%R?,

,KR$?-2&:A-$.R/-:.=-OR-2R:C-o=, ,

給究 帕若 青究恩

秋究 敦讀 綽窩甲

十善乃十度之實，

伏十方魔忿怒王，

;2-;3-3=-0:A-K$-2f/-/A,

,O-,2?-*A->:A-,$?-.3-2{%-, ,

訝雲 竹悲 恰年尼

叉踏 尼休 突當岡

父母化身之僕役，

鷹面二十心滿意。

{-$?%-,$?-=?-K$-o<-28J%?,

,<A$?-GA-3R-2#-3,:-;?-0?, ,

固孫 突雷 恰佳掀

日寄 宙讀 他頁悲

從身語意手印起，

諸部散集無量邊，

$.$-&/-,=-2<-:LA/-36.-0,

,Y?-3(R$-i3?-GA-,$?-.3-2{%-, ,

讀堅 他哇 今在巴

瑟秋 那寄 突當岡

加持消滅惡毒眾，

諸勝子之心滿意。

5.-3J.-i3-0-28A-;A-.%R?,

,UA/-=?-28A-0R-12-36.-&A%-, ,

冊昧 那巴 息以恩

稱列 息波 住則今

四種無量心之實，

圓滿成辦四事業，

:2<-2:A-|R-28A-Y%-2-;A,

,$.R%-&/-28A-;A-,$?-.3-2{%-, ,

巴威 苟息 松哇宜

東間 息宜 突當岡

燃耀四門之守者，

四獸面之心滿意。

hR-eJ-1<-0:A-2!:-Y%-8A%-,

,i=-:LR<-.3-w/-*R%-2:A-PR$?, ,

多傑 普悲 噶松新

拿久 膽滇 烱威軸

普巴金剛守教者，

具誓行者之護友，

.P-.%-2$J$?-GA-$*J/-0R-(J,

,I-/-3-28A:A-,$?-.3-2{%-, ,

札倘 給寄 年波切

夏那 瑪息 突當岡

仇與魔之大天敵，

夏那四母心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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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3-28A:A-,$?-.3-2{%-,

,?-2.$-3-28A:A-,$?-.3-2{%-, ,

達尼 瑪息 突當岡

薩大 瑪息 突當岡

主宰四母心滿意；

地主四母心滿意；

*J?-2-$A%-28A:A-,$?-.3-2{%-,

,.2%-K$-*J<-2o.-,$?-.3-2{%-, ,

傑布 根息 突當岡

旺秋 涅傑 突當岡

士夫四妖心滿意；

自在廿八心滿意；

.$J-2~J/-*J<-$&A$-,$?-.3-2{%-,

,3-;3?-2g/-3:A-,$?-.3-2{%-, ,

給涅 涅計 突當岡

瑪訝 滇美 突當岡

居士廿一心滿意；

永寧地母心滿意。

$4S-:#R<-3=-0:A-5S$?-2&?-GA,

,,$?-.3-$*/-0R-.LA%?-?-2{%-, ,

鄒摳 竹悲 措介寄

突當 年波 因速岡

主眷偕同所化眾，

心誓嚴厲界中酬，

l-2-;/-=$-.3-5B$-$A,

,:$=-:O=-*J?-v%-I<-0-?R$?, ,

匝哇 顏拉 膽企給

噶出 涅東 久巴梭

根本分支誓言之，

違犯罪墮轉化等，

$;<-.3-$*/-0R-?R<-(.-/?,

,=?-28A-P2-0-(J/-0R-2o., ,

牙當 年波 梭曲內

雷息 住巴 千波杰

嚴厲誓言恢復已，

四事業與八大成，

{-$?%-,$?-GA-.LA$-(J/-0R,

,.2%-.%-.%R?-P2-3-=?-)R=, ,

固孫 突寄 意千波

旺倘 恩住 瑪呂鄒

身語意之大珍寶，

灌頂成就賜無餘。

3,:-.3$-.?-:O$?-lR3-0-?R$?,

,2!/-.%-:PR-=-:5K-LJ.-0:A, ,

他瑪 都楚 宗巴梭

滇倘 卓拉 冊結悲

外寇戰爭惹事等，

危害佛教與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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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3A-3A/-2..-GA-#J,

,2R.-#3?-1%-LJ.-:$R%-0R-.%-, ,

米倘 米明 都寄喋，

北康 蓬結 公波倘

人與非人之魔軍，

藏區禍殃和厲鬼，

12-=-2<-$&S.-.3-YA:A-5S$?,

,1<-,/-?J<-2?-h=-.-_R$ ,

住拉 巴倔 膽細措，

普吞 色威 讀都落

修行障礙壞誓眾，

以橛芥雹碎為塵，

:2<-2-8=-IA-@R3-.-2YJ$?,

,h=-U/-3A%-;%-3-3(A?-0<, ,

巴哇 暇吉 洪都色

都稱 名揚 瑪企巴

熾燃鎮魔口中焚，

微塵與名亦無存，

S$->=-<R=-0?-5<-2&.-$?R=, ,
札休 若悲 擦介梭

威猛享用祈消滅。

12-0:A-i=-:LR<-:#R<-2&?-=,

,;J->J?-OR-2R?-LA/-IA?-_R2?, ,

住悲 拿久 摳介拉

耶謝 綽窩 今吉臘

瑜伽行者偕眷屬，

智慧怒父賜加持，

YA.-0-hR-eJ<-P2-0-;A,

,g$?-.%-35/-3-M<-.-!R/, ,

細巴 多傑 住巴宜

大倘 參瑪 紐都敦

輪迴金剛成就之，

徵與兆相速示現，

,=-:LA/-.$R%?-0-3,<-KA/-+J,

,2..-28A-,=-8A%-.P-$?3-?R., ,

他今 公巴 他青喋

都息 凸新 札孫碎

通透密意究竟已，

滅四魔與除三敵，

*J-3J.-.LA%?-?-L%-(2-/?,

,.R/-$*A?-z/-IA?-P2-0<-36S., ,

介昧 因速 江去內

敦泥 倫吉 住巴最

無生法界菩提中，

二利任運自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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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0:%-.0=-2?3-;?-2..-:.=-}$?-0-\A%-.-.?-<A3-.%-:VJ=-2<-$+J<-$?<-hR-eJ-1<-0:A-12-^R$-2IA?-0:A{2?-?, (R?-:.A:A-$R.-<%-.-.2$?-.L%-,R2-0-0E-$<-.2%-]R-PR?-3,:-;?-GA?-$%-><->$?-:L%-.-VA?-0-$8/-=1/-0<-I<-&A$ ,.$J-=J$?-:1J=,,
如是，復於吉祥桑耶伏魔咒師寺中，依寺例修持新伏藏普巴金剛遮阻法之時，
慰得此法之根器者悲瑪噶旺洛卓泰耶隨力撰之，惟願利他。賢善增廣。

>; 2{%-%R-2{=-0<-,$?-.3-2{%-;

$%-2-;2-GA-,$?-.3-2{%-;

吽 岡哦 噶巴 突當岡

囊哇 訝寄 突當岡

「吽」，酬也長劫滿心意，

所顯佛父心滿意，

!R%-0-;3-I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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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巴 雲吉 突當岡

泥昧 若巴 千波岡

空性佛母心滿意，

無二大遊戲以酬。

>; 2.$-/A-;J-/?-<%-L%-<A$-l=-%%-;

:O=-3J.-gR$-V=-*3?-($-<%-?<-PR=;

吽 達尼 耶內 攘烱 日匝昂

出昧 豆札 釀恰 攘薩卓

「吽」，我乃本來自生明力性，

無迷離妄過錯自處息，

$%-?J3?-:6B/-0-8$?-/-.LA%?-?-2>$?;

8J?-2{%-8A%-2>$?,

囊森 今巴 休拿 因素夏

࿄࿂
<-2#-?Y-?3;3/0=;, 2#-?Y<J/R0+AN, SF[R-3J-S2, ?+RXR-3J-S2-?0RXR-3J-S2, A/<RR3J-S2-?j-?A:AgJ-T;o, ?j-!k?-4-3J-4BX)-XJ;: !-<->, @-@-@-@-@R: S$2/h-?j-+,$+-2#3-3J-3O, 2#B-S2, 3@-?3;-?Y-A:
顯心若執法界中懺悔。

如是，酬且懺。

嗡 班雜薩埵 薩嘛雅 馬努巴拉雅 班雜薩埵 得努把
地叉仄著每把瓦 蘇朵喀喲每把瓦 蘇缽恰喲每把瓦
阿努惹朵每把瓦 薩瓦悉地 每雜雅擦 薩瓦 噶瑪 蘇雜每
吉鐺西養古汝吽 哈哈哈哈火 把噶問 薩瓦大他噶大
班雜嘛美母雜 班自巴瓦 嘛哈薩嘛雅 薩埵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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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3-=-.3A$?-+J,
於薈供末份作觀。

/-3R, 3(R$-$?3-l-2-$?3-.%-;A-.3-hR-eJ-$8R/-/:A-z-5S$?-2./-&-l-2o.-GA2.J/-0?-$/R.-LJ.-.3-YA-c2-:SJ-,3?-&.-5S$?-,-3:A-=A;-:.A-=-#$-&A$ ,
南無 秋孫 匝哇孫倘 以當 多傑兄努以 拉措 敦究 匝傑寄
滇悲 虐介 膽細 嘎這 湯界 措他瑪以 林噶迪拉 酷 計

「南無」
，三寶三根本與本尊金剛童子七十八尊眾之真諦力，
令作害壞誓鬼魔全部於此薈供末份魔俑召進。
࿂

࿄

<-2#-!A-=A-!A-=-;-.P-2$J$?-$/R.-LJ.-6:>-2&-@R: >A-3)-A/-;->-1B;

&J?-:$$?,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札給 虐介 雜吽榜厚 夕張言雅 吽 呸

>; .3-5B$-(J/-0R:C-.?-=-22?;

3=-0-(J/-0R:C-.?-=-22?;

吽 膽企 千波 讀拉巴

竹巴 千波 讀拉巴

「吽」，大誓語者正值時，

K$-2f/-(J/-0R:C-.?-=-22?;

大化身者正值時，

I-/-3-#:A-.?-=-22?;

恰年 千波 讀拉巴

夏那 母喀 讀拉巴

大僕役者正值時，

夏那啖者正值時，

2.$-*A.-(J/-3R:C-.?-=-22?;

?-2.$-(J/-3R:C-.?-=-22?;

達尼 千莫 讀拉巴

薩大 千莫 讀拉巴

主宰大母正值時，

地主大母正值時，

HR.-GA-.3-5B$-.?-=-22?;

3,-l=-.L%-2:A-.?-=-22?;

却寄 膽企 讀拉巴

突匝 永威 讀拉巴

汝之誓言正值時，

施展技能正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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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作勾召。

L%-(2-3(R$-+-?J3?-2*J.-&A%-;

.?-$?3-o=-2:A-$.%-:5S2-0:A;

江去 秋度 森介今

讀孫 甲威 東措悲

發起殊勝菩提心，

三世諸佛之承繼，

<A$-:6B/-2.$-&$-i3?-=-/A;

$/R.-&A%-$.$-0:A-.P-.%-2$J$?;

日今 達架 那拉尼

虐今 讀悲 札倘給

對於持明我等眾，

施虐作害之敵魔，

2..-.%-2<-.-$&R.-0:A-5S$?;

.%R?-P2-:UR$-&A%-:5K-2-i3?;

讀倘 拔都 倔悲措

恩住 綽今 冊哇那

魔鬼障礙之軍眾，

掠奪成就諸損害，

OR-2R-(J/-0R:C-LA/-_2?-GA?;

;.-43-IA?-/A-:.A<-#$-=;

綽窩 千波 今臘寄

右贊 吉尼 迪酷拉

大怒父之加持力，

瞬間勾召集於此，

3%R/-,R.-5=-28A/-21=-2-.%-;

=?-%$-h=-.-2>A$-/?-G%-;

恩倔 粗新 札哇倘

呂盎 讀都 夕內江

威猛誅法令消滅，

雖然身語滅為塵，

#$-2}=-*3?-?-MR%-2<-36S.;
讀盎 釀速 扭哇最

痛苦覺受盡飽嚐。

࿄࿂

&J?-2{=-8A%-1<-2-?R$?-35R/-IA?-$.2-=,
如是催囑並且施加普巴等武器。

<-2#-!A-=A-!A-=-;-.P-2$J$?-.3-YA-3-<-;->-1B;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札給 膽夕 瑪惹雅 吽 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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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A,
呈啖。

>; .0=-(J/-:#R<-2&?-8=-KJ?->A$;

.P-2$J$?-21=-2:A-s-1%-:.A;

吽 巴千 摳介 暇切細

札給 札威 盎蓬迪

「吽」，大德偕眷請開口，

.0=-(J/-;2-;3-OR-2&-.%-;

消滅敵魔此五蘊，

:#R<-5S$?-3=-0:A-8=-.-!R2;

巴千 訝雲 綽究倘

摳措 竹悲 暇都豆

大德父母十怒眷，

化身眾之口呈入，

#%-.P-$/R.-LJ.-:#R<-2&?-i3?;

h=-U/-43-;%-3J.-0<-<R=;

當札 虐介 摳介那

讀稱 贊揚 昧巴若

瞋敵作害諸眷眾，

塵屑不留請享用。

2#-;e-NR-K-#-#-#-@A-#-@A;
班雜 雅恰卓打 卡卡 喀嘿喀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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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0,
遮阻

2!2-0:A-3,<-=?-hR<-$*A?-.GA=-:#R<-IA-L%-><-.-=%?-+J-#-KA<-I-2-.%-:.?-0-,3?-&.-GA?-5A$?-353?-,=-hJ2L-28A/-.,
呈啖之後，二位事業金剛立於壇城東北方，面向外面，全體修法者於詞句間擊掌。

>; !R%-$?3-!R%-$A-:)A$-gJ/-/;

3,-l=-&/-i3?-.$R%?-?-$?R=;

吽 東孫 東給 吉滇拿

突匝 間那 公速梭

「吽」，三千大千世界中，

.J-v<-2{%?-2{%?-$?R=-$?R=-/?;

具勇力眾祈怙念，

.-/A-2^R$-0:A-UA/-=?-36S.;

喋得 岡岡 搜搜內

達尼 豆悲 稱列最

如彼酬酬祈祈已，

為我承辦遮事業。

i=-:LR<-2.$-&$-:#R<-2&?-=;

;?-GA-2..-.-$;R?-0-2^R$;

拿久 達架 摳介拉

頁寄 讀都 月巴豆

我等修士偕眷屬，

上方之魔搖晃遮，

3?-GA-YA-<-=%?-0-2^R$;

*J-2:A-LR=-$+R-=%?-0-2^R$;

妹寄 夕如 朗巴豆

涅威 久豆 朗巴豆

下方之鬼站立遮，

將逃鬼祟冒出遮。

jR.-$+R%-j.-:SJ-.P-=-2^R$;

1<-#-$+.-OR3-.P-=-2^R$;

北東 北這 札拉豆

普喀 得冲 札拉豆

放蠱遣鬼敵當遮，

咒殃詛軍敵當遮，

O$-9R<-/.-9R<-.P-=-2^R$;

1-5/-o2-:SJ-.P-=-2^R$;

叉索 餒索 札拉豆

帕參 架這 札拉豆

血煞病煞敵當遮，

父系暗鬼敵當遮，

.<-5/-!R%-:SJ-.P-=-2^R$;

$>A/-eJ:A-:O=-:#R<-.P-=-2^R$;

得參 東這 札拉豆

辛介 出摳 札拉豆

壯丁虛鬼敵當遮，

閻羅幻術敵當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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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R:C-.=-;3?-.P-=-2^R$;

2..-GA-OR3-#-.P-=-2^R$;

媽摩 打樣 札拉豆

讀寄 冲卡 札拉豆

媽摩瘟疫敵當遮，

魔鬼軍詛敵當遮，

24/-IA-n=-#-.P-=-2^R$;

?-2.$-$.$-LJ.-.P-=-2^R$;

曾吉 甲卡 札拉豆

薩大 讀介 札拉豆

妖怪囊咒敵當遮，

地主毒暴敵當遮，

o=-0R:C-/R-:SJ-.P-=-2^R$;

$9:-;A-!A%-!%-.P-=-2^R$;

甲波 扭這 札拉豆

撒宜 根岡 札拉豆

國王瘋鬼敵當遮，

鴉頭羅睺敵當遮，

3-!J$?-%/-}$?-.P-=-2^R$;

,J:-<%-YA?-b/-.P-=-2^R$;

木喋 恩盎 札拉豆

特攘 夕棍 札拉豆

外道惡咒敵當遮，

獨腳魅賊敵當遮，

/.-#-<A3?-#-.P-=-2^R$;

=R-{$-^-{$-.P-=-2^R$;

餒卡 任卡 札拉豆

羅噶 達噶 札拉豆

病詛疫詛敵當遮，

年災月難敵當遮，

3R-%/-kA?-v?-%/-0-2^R$;

v?-%/-2o.-&-l-$&A$-2^R$;

莫恩 密得 恩巴豆

喋恩 結究 匝計豆

卜卦惡夢凶兆遮，

凶兆八十一當遮，

;J-:PR$?-?3-2o-S$-&-2^R$;

\R-2<-.$-2&-l-$&A$-2^R$;

耶軸 孫佳 竹究豆

摟布 古究 匝計豆

陰鬼三百六十遮，

驟鬼九十一當遮，

.?-3A/-:(A-2-2&R-2o.-2^R$;

$;?-/-1R-2o?-3.:-:1J/-2^R$;

讀明 企哇 究杰豆

頁拿 魄杰 達偏豆

非時橫死十八遮。

右方百男射箭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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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R-2o?-.$-$;R?-2^R$;

3A-/$-*J-2R:C-;-$-2^R$;

淵拿 摩杰 讀月豆

米那 介窩 雅噶豆

左方百女散毒遮，

黑心人之譏毀遮，

V/-$;R$-%/-0:A-.3R.-3(-2^R$;

.P-=-UR:^R$-21=-.-$?R=;

枕右 恩悲 莫曲豆

札拉 糾豆 札都搜

惡劣僕役詛咒遮，

於敵「糾」遮祈消滅，

2$J$?-=-UR:^R$-h=-.-_R$;

&J?-^R$-0-L,

給拉 糾豆 讀都落。

࿄࿂
<-2#-!A-=A-!A-=-;; 3-<!-3R-;$-3R; !-=-<-0; ~A%-l-=-;)-;); YR$-l-=-;)-;);
於魔「糾」遮碎為塵。

如是作遮阻。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瑪惹莫牙莫 噶拉如巴 呢匝拉養養 梭匝拉養養

~A%-=-UA=-UA=; YR$-=-(3-(3; 4BX-YR$-=-+%-+%; ~A%-O$->.-6: ,3-<A-=A-=A;
呢拉赤赤 梭拉丘丘 計大梭拉東東 呢叉謝雜 吐日里里

~A%-4K$-4K$; :<-:<; >A$->A$; :$=-:$=; M$-M$; ?R.-?R.;
呢則則 巫巫 西西 谷谷 娘娘 碎碎

K-KA-3-3-!k; >A-3)-!-<-;J; 3-<-?J-/-T-3h-/A-;J->-1B;
打的麻麻噶瑪 西占噶惹耶 瑪惹色拿札麻大尼耶 吽 呸

<-2#-!A-=A-!A-=-;->->->; 2..-T-3-<-;-j.-//; #-=-6-3-=A-j.-//;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吽吽吽 毒乍瑪惹雅貝南 喀拉雜瑪哩貝南

<-6-.-=A%->$-j.-//; >A$->A$; .3-.3-j.-//; 5=-0-5=-0-j.-//;
惹匝都林夏貝南 西西 堵堵貝南 擦巴擦巴貝南

OT-OT-UR-j.-//; k$-k$-j.-//; +A<-+A<-j.-//; 5=-.-5=-.-j.-//;
冲沖就貝南 目目貝南 低低貝南 擦都擦都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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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GA-:#R<-=R-2{R<-2-;A?, ,

@J-<-!-;A-.GA=-:#R<-.,
嘿汝 噶宜 今摳都

措寄 摳摟 苟哇宜

嘿汝噶之壇城中，

筵開豐盛薈供輪，

,.GA=-:#R<-$&A$-+-:P2-0<->R$ ,

2.$-$8/-:PR-2-3-=?-0,
達賢 卓哇 瑪呂巴

今摳 計度 住巴秀

自他眾生一無餘，

同此壇城願成就。

5S$?-=-<R=-/?-z$-3,
享薈供已，於殘食。

<-2#-A-WF-+-AoBI-;->-1B;

GA?-LA/-2_2?-=,

嗡 班雜 阿密大 烏企札雅 吽 呸

>; .%-0R-1.-GA?-z-5S$?-3(R.;

作加持。

࿄࿂

2<-.-5S$?-GA?-3(J.-t3-2{%?;

吽 倘波 撲寄 拉措却

拔度 措寄 切將岡

「吽」，首份薈供獻尊眾，

,-3-z$-3:A-$+R<-3-:.A?;

中份薈供酬道友，

$%-=-.2%-2-5B3?-I<-&A$;

他媽 拉美 朵瑪迪

港拉 旺哇 沁久計

以此末份殘食子，

隨其根性令飽嚐。

<-AoBI-Se-#-@A;

8J?-KA<-2+%-,

嗡 烏企札 巴恰 喀嘿

如是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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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A,
催請心誓。

>; 28J%?->A$-28J%?->A$-.LA%?-/?-28J%?; 2{=-=R-2{=-=R-$/.-/?-{=;
吽 掀細 掀細 因內掀

古羅 古羅 餒內古

「吽」，請起請起從界起，

hR-eJ-$8R/-/-:#R<-2&?-i3?;

催也催也催要訣，

8A-o?-.2%-S$-=?-36S.-&A$;

多傑 兄努 摳介那

息傑 旺札 雷最計

金剛童子偕眷眾，

息增懷誅事業成。

࿄࿂

(.-3.R-/A,
誓言食子。

>-UR: :)A$-gJ/-:.?-.%-3-:.?-0:A;

2!:-;A-Y%-3-.3-5B$-&/;

吽糾 吉滇 得倘 瑪得悲

噶宜 松瑪 膽企間

「吽糾」
，世間出與未出之，

}R/-IA-,-5B$-eJ?-.$R%?-=;

佛教護法具誓言，

$+R<-3-=R%?->A$-UA/-=?-36S.;

恩吉 他企 結公拉

朵瑪 隆辛 稱列最

往昔盟誓請隨思，

取用食子辦事業。

࿄࿂

2g/-3-*R%-2-/A,
地母護法。

UR: $%-8A%-YA.-0:A-:)A$-gJ/-/;

$/?-0:A-2g/-*R%-$/?-:.A<-LR/;

糾 囊新 細悲 吉滇拿

內悲 滇炯 內迪涓

「糾」，包羅萬象世界中，

2o/-0:A-$+R<-3-:.A-28J?-=;

所住護法臨此處，

2&R=-2:A-=?-i3?-:P2-0<-36S.;

間悲 朵瑪 迪寫拉

久威 雷那 住巴最

此飾食子請享用，

所囑事業當成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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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R, 3(R$-$?3-l-2-$?3-.%-;A-.3-hR-eJ-$8R/-/:A-z-5S$?-2./-&-l-2o.-GA-2.J/-0?$/R.-LJ.-.3-YA-c2-:SJ-,3?-&.-$+R<-$8R%-<A-<2-:2<-2:A-:R$-+-#$-&A$,
南無 秋孫 匝哇孫倘 以當 多傑兄努以 拉措 敦究匝傑寄 滇悲
虐介 膽夕 嘎這 湯介 朵兄 日熱 巴威偶度 酷 計

「南無」
，三寶三根本與本尊金剛童子七十八尊眾之真諦力，
令作害壞誓鬼魔全部於須彌燃耀食器下召進。
࿂

࿄

6:>-2)-@R:
雜吽榜厚

g-VR-/A,
馬頭明王舞。

>; *R/-3R%?-o-S$-nJ/-28A:A-5S$?;

3-<A$-$A?-2*J.-2$-($?-i3?;

吽 扭蒙 久竹 堅息措

瑪日 給介 拔恰那

「吽」，煩惱六因四緣聚，

<%-L%-<A$-!R%-<A-<2-:R$;

無明所生諸習氣，

$8A-mR$?-2<-353?-3J.-0<-3//;

攘炯 日東 日熱偶

息奏 拔燦 昧巴南

自生明空須彌底，

地基圓廣壓無間。

<-A:>-=)-!d-;-//;
嗡阿吽 浪大巴雅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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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J/, ,
柒、領受灌頂成就
.%R?-P2-2#-2:A-60-.L%?-.$-2&?-0?-aR2-.0R/-.%-o=-,J2?-i3?-.GA=-:#R<-=-2{R<-8A%-><-.-3#R.0?-,$?-.3-2{=-+J-:.R.-0:A-.R/-=-$?R=-2-$.2-0-/A-,=-3R-.<-=,
配合攝集成就之清淨誦韻，上師與尊眷裝束眾環繞壇城並且立於東方，敦祈心誓與願望。合掌。

<-2#-!A-=A-!A-=-;-?j-2A/)-2&->-1B;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薩瓦 畢噶南 榜 吽 呸

!-;-?A:A-<; 7!-?A:A-A: &AX-?A:A->; ?j-?A:A-ZA:
噶雅悉地嗡 瓦噶悉地阿 計大悉地吽 薩瓦悉地捨

>; z$-0:A-;J->J?-hR-eJ-1<-0:A-z;

<%-28A/-.LA%?-/?-lR=-gR$-3A-3%:-;%-;

吽 拉悲 耶謝 多傑 普悲拉

攘新 因內 鄒豆 米盎揚

「吽」，超勝智慧普巴金剛尊，

}R/-IA-,$?-.3-<%-28A/-LA/-_2?-/A;

雖自性中無勤無妄念，

<A/-(J/-/R<-2-.$R?-:.R.-!/-:L%-v<;

恩吉 突當 攘新 今臘尼

仁千 諾布 軌對 棍炯得

往昔心誓自性之加持，

猶如欲願圓滿摩尼寶。

.?-=?-3A-:.:-,$?-eJ:A-.2%-$A-z;

*2?-=?-3A-$;J=-$;<-.3-$&A$-0:A-%%-;

讀雷 米達 突介 旺給拉

架雷 米耶 雅當 計悲昂

悲心自在之尊不逾時，

全力庇護專一之誓言，

3A-9.-<A/-(J/-o/-IA-:#R<-=R-/?;

3(R$-.%-,/-3R%-.%R?-P2-3-=?-0;

米色 仁千 間吉 摳羅內

秋倘 吞蒙 恩住 瑪呂巴

無盡珍寶莊嚴輪之中，

共與不共成就盡無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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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3?-=-.?-:.A<-)=-.-$?R=;

:(A-3J.-5K-;A-.%R?-P2-)=-.-$?R=;

噶滇 那拉 讀迪 匝都梭

企昧 冊宜 恩住 匝都梭

具緣徒眾現即祈賜予；

無死壽之成就祈賜予，

2o.-:6B/-YA.-GA-.%R?-P2-)=-.-$?R=; :6.-3J.-/R<-IA-.%R?-P2-)=-.-$?R=;
居今 細寄 恩住 匝都梭

則昧 諾吉 恩住 匝都梭

傳承持有成就祈賜予，

無虛財寶成就祈賜予，

3A-9.-$+J<-IA-.%R?-P2-)=-.-$?R=;

3%R/->J?-m-:U=-.%R?-P2-)=-.-$?R=;

米色 得吉 恩住 匝都梭

恩謝 足出 恩住 匝都梭

無盡伏藏成就祈賜予，

神通幻變成就祈賜予，

UA/-=?-i3-28A:A-.%R?-P2-)=-.-$?R=; K$-o-(J/-0R:C-.%R?-P2-)=-.-$?R=;
稱列 那息 恩住 匝都梭

恰佳 千波 恩住 匝都梭

四種事業成就祈賜予，

大手印之成就祈賜予。

&J?-$.%-$A-.L%?-GA?-2{=-/?, z-$/.-=-.22-0-/A-%R?-.%->-(J/-2YJ$ ,<R=-3R-21$ ,
$.%->$?-S$-0R?-0.-!R<-,=-.<-2&?,
如是以悲韻祈已。迎尊降臨者，焚香與大肉、奏樂、渴望深切地雙手轉蓮而合掌。

2~J/-12-,J3?-0?-,R-<%?-><-|R-/?-.%R?-P2-2{=-2-/A,
完成修念當日清晨，於東門敦祈成就。

>; hR-eJ-$8R/-/:A-<A$-:6B/-i3?;
吽

YA.-0-hR-eJ<-P2-36R.-&A$;

多傑 兄努 日今那

細巴 多傑 住最計

「吽」，金剛童子持明眾，

YA.-0-hR-eJ-1<-0:A-z;

輪迴金剛惟願成，

;J->J?-OR-2R-P2-0<-36S.;

細巴 多傑 普悲拉

耶謝 綽窩 住巴最

輪迴金剛普巴尊，

智慧怒尊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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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0R-><;

hR-eJ-YA/-0R:C-/3-;%-=%?;

登桑 甲仁 倘波夏

多傑 辛波 那揚朗

當今曙光初乍現，

金剛羅剎天亮起，

z$-0:A-z-HR.-.$R%?-?-$?R=;

{-$?%-,$?-;R/-UA/-=?-.%-;

拉悲 拉却 公速梭

固孫 突永 稱列倘

勝中尊汝祈憶念，

賜予身語意功德，

3(R$-.%-,/-3R%-.%R?-P2-)R=;

,$?-3(R$-.0=-IA-2J:-/?;

秋倘 吞蒙 恩住鄒

突秋 巴吉 北屋內

事業共不共成就。

從彼勝意吉祥結，

12-3(R$-i=-:LR<-2.$-&$-$A;

;J->J?-$?%-2:A-*A-3-><;
耶謝 桑威 尼瑪夏

住秋 拿久 達架給

現出密智之太陽，

我等勝修瑜伽之，

=?-%$-;A.-=-?A:A-@R:
呂盎 意拉 悉地厚

身語意皆「悉地厚」。

࿄࿂

<-2#-!A-=A-!A-=-;-?j-2A/)-2&->-1B;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薩瓦 畢噶南 榜 吽 呸

!-;-?A:A-<; 7!-?A:A-A: &AX-?A:A->; ?j-?A:A-ZA:
噶雅悉地嗡 瓦噶悉地阿 計大悉地吽 薩瓦悉地捨

8J?-0?-.%R?-P2-]%-%R-,,
如是領受成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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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LA/-_2?, ,
捌、普巴加持
$-$=-IA?-2.$-&A%-,

焚安息香。

<-2#-!A-=A-!A-=-;-?-<-?-<-T-?-<-A-KAA+AN-3$-3$-@-=-@-=-.P-2$J$?-:L%-0R-4BX-M$?-3-<-;->-1B,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蘇如蘇如 札蘇如 阿地
帝叉目目 哈拉哈拉 札給炯波 計大釀 瑪惹雅 吽 呸

;%?-!<-IA?-V2-&A%-,

撒白芥子。

<-2#-!A-=A-!A-=-;-3-$-+-=-3-$-+-=-T-+-=-T-+-=>-+-<-4->-.P-2$J$?-:L%-0R-3-<-;->-1B,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瑪古大拉 瑪古大拉 札大拉 札大拉
夏大惹匝 吽 札給炯波 瑪惹雅 吽 呸

<R?-L$-&A%-,

塗血甘露。

<-2#-!A-=A-!A-=-;-<R-~-=-30=-30=-<e-<e-.P-2$J$?-7->)-!-<-3-<-;->-1B,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惹大 昨拉 曼達拉 曼達拉
惹恰 惹恰 札給 瓦香古如 瑪惹雅 吽 呸

$.$-0-&/-i3?-=-,$?-:O$?->A%-#3?-$?3-IA-:PR-2-=-eJ?-?-($?-0<-I<毒巴 間那拉 突 出辛 康孫吉 卓哇拉 結速 恰巴 久

擾亂毒暴眾惡意圖，變成隨憐愛護三界眾生矣。

0<-2?3?-=-1<-!J$?-?-28$

,

作觀放置普巴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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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0=-(J/-0R<-$?=-2:A-=$-0-$;?-0<-^-2:A-.GA=-:#R<-IA-!J%-.-A-.!<-0R$;R/-0<-*A-3:A-.GA=-:#R<-IA-.2?-?-3)-.3<-0R,
達尼 巴 千波 撒威 拉巴 頁巴 達威 今摳吉 滇都 阿 噶波 淵巴 尼美 今摳吉 玉速 目 瑪波

自明觀成大吉祥尊，於其右手月亮之輪上方「阿」白色，左手太陽之輪的中
央「目」紅色；

$;?-GA-?R<-3R-s-=-^-2:A-.GA=-:#R<-Y/-3-2!?-0-43-s:A-!J%-.-<->-J-A:@,
頁寄 索莫 盎拉 達威 今摳 先瑪 給巴贊盎以 滇都 嗡吽娑阿哈

右之五手指五個月亮輪大小約半剖豆之上方「嗡吽娑阿哈」，

$;R/-IA-?R<-3R-s-=-*A-3:A-.GA=-:#R<-Y/-3-2!?-0-43-s:A-!J%-.-3&-=&-3&-0&-+&,
淵吉 索莫 盎拉 尼美 今摳 先瑪 給巴贊盎以 滇都 目浪芒棒當

左之五手指五個太陽輪大小約半剖豆之上方「目浪芒棒當」，

;A$-:V-i3?-:R.-.-8-2?-K$-35/-s<-I<,
意竹那 偉都休威 恰參盎 久

諸字母化光變成五手幟矣，

.J-=?-<A$?-s-;2-;3-2&<-=3-IA?-$?=-2<-I<,
喋雷 日盎 訝雲究 浪吉 撒哇 久

從彼五方佛十父母立刻明矣。

<-3-@->-w-+-x-/-J-S-7-Ah!R@@),

IA?-1<-2-!R%-0<-.%-,

嗡 瑪哈 休紐大 佳那 梭巴瓦 唉瑪 果 杭

?-3-;-@R:
薩瑪雅 厚

,8J?-;2-i3?-GA?-2{=,
如是諸父尊作敦請。

普巴空性淨化。

?-3-;-=),

,8J?-;3-i3?-GA?-2{=,

薩瑪雅 棟

,=-3R-!-0-+?-1<-2-29%-,

2#-AQ-=A,

合掌持普巴。

班雜 唵雜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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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眾母尊作敦請。

;2-;3-~R3?-0<-8$?-0:A-L%-(2-?J3?-GA-:R.-9J<-IA?-1<-0-.!<-vJ3-IA?-8-/?-;A-$J->3,A%-$<-I<,
訝雲 紐巴 休悲 江去森寄 偉色吉 普巴 噶店吉 休內 意各 吽 聽噶 久

父母完全結合之菩提心光明令普巴泛白融化成深藍「吽」種字矣。

<-2#-!A-=A-!A-=-;->-6: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吽 雜

>-;A$-;R%?-?-I<-0-=?-OR-2R-3,A%-/$-8=-$&A$-K$-$*A?-,/-$?3-0,
吽意 永速 久巴雷 綽窩 聽那 暇計 恰尼 間孫巴

「吽」字完全化現成藍黑忿怒，一面二臂三眼尊，

K$-$;?-1<-2-.%-$;R/-t$?-G-2$3?-0,
恰頁 普布倘 淵 架糾 那巴

右手普巴和左手持鐵鉤，

{-(.-$/3-t$?-GA-1<-0-9<-$?3-iR-.2=-%<-.%-w/-0,
固昧 那架寄 普巴 俗孫 諾瓦 盎倘 滇巴

下身天鐵之普巴三角錐狀極為鋒利，

3$<-IA-?R=-3J-/?-2+R/-0-v-2-3J-;A-D-D-:UR-2,
噶吉 索昧內 敦巴 大布 美宜 擦擦 綽哇

猶如鐵匠取出炭火般火星「焠焠」散射。

.J:A-o-3..-$R%-3-=->-!-<, 2&3-28R$?-2o.-=-OR-2R-2o.,
喋以甲讀 公瑪拉 吽噶惹 棕秀 杰拉 綽窩杰

於彼之環結上方「吽噶惹」
，於八聚條八怒父；

o-3..-:R$-3-=-!R2?-0R-(J-!J-OR-2R-2&-;2-;3-O-,2?-.%-2&?-0,
甲讀 偶瑪拉 豆波切喋 綽窩就 訝雲 叉踏 倘介巴

於環結下方大力士即十忿怒父母尊偕鷹面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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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R$-3:A-=R$?-28A-=-|R-3-28A,
甲讀 偶美 洛息拉 苟瑪息

環結下方四面乃四門母；

(-YA/-IA-:R$-+-*J?-2-$A%-28A-.2=-$?3-=-1<-Y%-2&-$*A?-i3?-$?=-2<-I<,
曲新吉 偶都 結布 根息 瓦孫拉 普松 究尼那 撒哇 久

鰲頭下面四骷鬼；三尖鋒十二普巴守者悉皆明矣。

2.$-.%-Y?-3(R$-$A-2-%:A-2-$-,3?-&.-G%-OR-(%-3,A%-/$-/?-43-0,
達倘 瑟秋給 拔布 布噶 湯界江 綽穹 聽那內 贊巴

自和勝子汗毛毛孔悉皆藍黑小怒尊約青稞大，

8=-$&A$-K$-$*A?-35S/-(-$-5S$?-,R$?->A%-8=-$.%?-3(J-2-$4B$?-0,
暇計 恰尼 春洽 拿措 透辛 暇當 切哇 計巴

一面二臂握著各種武器，張口齜牙咧嘴，

!A-=-;-;A-1-.A-<A-<A-1R$?-0?-2<-353?-3J.-0<-$+3?-0<-I<,
給拉雅以 札 滴日日 宙杯 拔燦 昧巴 旦巴 久

「給拉雅」之聲轟隆隆發響遍滿無有邊際矣。

5=-:.A-1<-0:A-92-$/.-,/-3A/-.-?R%-$>A?-1<-0:A-=?-L%-1=-3R-(J<-.G?-?-3-2g/-$.-.-&?-0:A-.2%-$A?, .?-82
?-GA-3,R%-IJ<-3#/-0R-:$:-;A?-:.A-.R<-.$R?-0<-43-;%-{2?-3-,R2-0<-$%-2?-T-OA.-=?-#R=-.-K%-2<-;A/-0?-1<-0
:A-i=-:LR<-.-_R3-0-.$-$A?-l-2:A-.R/-:.A-.R<-2<-3-LJ.-&A$,
由於此述乃普巴不共甚深要訣，普巴之事業淨治大部分不示於正文而隱於旁側之故，一些常時閱誦之
堪布認為需要將此連結，而又不得其處。此故乃從論註法本中抽示出。盼普巴瑜伽之行者勿捨棄此根
本事項也。

.J-/?-,/-3R%-.-LA/-2_2?-.2%-2{<-L-2-/A,
復次，共通加持灌頂作業。

.GA=-:#R<-$?3-IA-z-5S$?-i3?-GA-.T=-2<-<-.!<-0R,
3PA/-0<-A:.3<-0R, ,$?-!<->-}R/-0R-<J-<J?-35/-0<-I<-0<-2?3?-=,
今摳 孫吉 拉措那寄 札哇 嗡 噶波 真巴 阿 瑪波 突嘎 吽 恩波 惹惹參巴 久

於三輪壇城尊眾之額頭「嗡」白色，喉部「阿」紅色，心間「吽」藍色，
各為標誌矣。 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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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A-<%-28A/-{;

%%-*A.-hR-eJ-(R?-.LA%?-=?;

吽 桑傑 棍吉 攘新固

昂泥 多傑 却因雷

「吽」，一切諸佛自性身，

金剛法界體性中，

{-;A-.LA$-+-2.$-2*J.-&A$;

:2<-2:A-OR-2R-3A-29.-0;
巴威 綽窩 米色巴

固宜 義度 達介計

不馴燃耀之怒父，

本尊身相我生起。

.T=-2:A-<-=?-:R.-9J<-.!<-0R-:UR?,
札威 嗡 雷 偉色 噶波綽

額頭「嗡」字放射出白光，

KR$?-2&:A-o=-2-i3?-GA-{-=-3*J?-0:A-3(R.-0-1=,
秋究 甲哇 那計 固拉 涅悲 却巴菩

供養十方諸佛尊身之歡喜供品，

{:A-,$?-eJ-LA/-2_2?-,3?-&.-<-IA-i3-0<-5<-2#?,
固以 突介 今臘 湯界 嗡吉 那巴 粗讀

身之悲心加持全以「嗡」之形相返集，

.T=-2<-,A3-0?-=?-GA-$9A-LA/-3(R$-+-:2<,
札哇 聽悲 呂寄 洗金 秋度巴

融入額頭，身之光彩殊勝燃，

2.J-2<-$>J$?-0-,3?-&.-GA-{-hR-eJ:A-2.$-*A.-.-I<-0<-2?3-/?,
德哇 謝巴 湯界寄 固多傑以 達泥 都 久

成為一切如來善逝身金剛之體性矣。

作觀。

<-2:-!A-=A-!A-=-;-!-;-2#-//; ~-=-~-=; T-~-=-T-~-=;
嗡 布達 給哩給拉雅 噶雅班雜南 昨拉昨拉 札昨拉札昨拉

c-B-c-B; ?j-/-?-0-/-;J->-1B;

&J?-2eR.-0?-{-<-LA/-2_2?,

薩菩札薩菩札 薩瓦 拿薩巴拿耶 吽 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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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誦，得身加持。

&J?-2eR.-0?,
如是念誦。

>; ?%?-o?-!/-IA-<%-28A/-$?%-;

%%-*A.-hR-eJ-(R?-.LA%?-=?;

吽 桑傑 棍吉 攘新孫

昂泥 多傑 却因雷

「吽」，一切諸佛自性語，

金剛法界體性中，

$?%-$A-.LA$-+-2.$-2*J.-&A$;

:2<-2:A-OR-2R-3A-29.-0;
巴威 綽窩 米色巴

孫給 義度 達介計

不馴燃耀之怒父，

本尊語相我生起。

3PA/-0:A-A:=?-:R.-9J<-.3<-0R-:UR?,
真悲 阿 雷 偉色 瑪波綽

喉部「阿」字放射出紅光，

KR$?-2&:A-o=-2-i3?-GA-$?%-=-3*J?-0:A-3(R.-0-1=,
秋究 甲哇 那寄 孫拉 涅悲 却巴菩

供養十方諸佛尊語之歡喜供品，

$?%-$A-LA/-2_2?-,3?-&.-A:;A$-$A-i3-0<-5<-2#?,
孫給 今臘 湯界 阿 意給 那巴 粗讀

語之加持全以「阿」字之形相返集，

3PA/-0:A-A:=-,A3-0?-%$-$A-/?-0-3(R$-+-:2<,
真悲 阿拉 聽悲 盎給 努巴 秋度巴

喉部「阿」字融已，語之能力殊勝燃，

2.J-2<-$>J$?-0-,3?-&.-GA-$?%-hR-eJ:A-2.$-*A.-.-I<-0<-2?3?-/?,
德哇 謝巴 湯界寄 孫多傑以 達泥 都 久

成為一切如來善逝語金剛之體性矣。

作觀。

<-0E-!A-=A-!A-=-;-7!h-2#-//;
嗡 悲瑪 給哩給拉雅 瓦噶班雜南

?j-.I/-ZA: >R-K-/-;J->-1B;

&J?-2eR.-0?-$?%-.-LA/-IA?-2_2?,

薩瓦 都真捨 休達拿耶 吽 呸

如是誦，得語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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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eR.-0?,

如是念誦。

>, ?%?-o?-!/-IA-<%-28A/-,$?;

%%-*A.-hR-eJ-(R?-.LA%?-=?;

吽 桑傑 棍吉 攘新突

昂泥 多傑 却因雷

「吽」，一切諸佛自性意，

金剛法界體性中，

,$?-GA-.LA$-+-2.$-2*J.-&A$;

:2<-2:A-OR-2R-3A-29.-0;
巴威 綽窩 米色巴

突寄 義度 達介計

不馴燃耀之怒父，

本尊意相我生起。

,$?-!:A->-=?-:R.-9J<-}R/-0R-:UR?,
突給 吽雷 偉色 恩波綽

心間「吽」字放射出藍光，

KR$?-2&:A-o=-2-i3?-GA-,$?-=-3*J?-0:A-3(R.-0-1=,
秋究 甲哇 那寄 突拉 涅悲 却巴菩

供養十方諸佛尊意之歡喜供品，

,$?-GA-LA/-2_2?-,3?-&.->-$A-i3-0<-5<-2#?,
突寄 今臘 湯界 吽給 那巴 粗讀

意之加持全以「吽」之形相返集，

~A%-$<-,A3-0?-?J3?-GA-3,-!R2?-3(R$-+-:2<,
您噶 聽悲 森寄 突豆 秋度巴

融入心間，心之證量殊勝燃，

2.J-2<-$>J$?-0-,3?-&.-GA-,$?-hR-eJ:A-2.$-*A.-.-I<-0<-2?3?-=,
德哇 謝巴 湯界寄 突多傑以 達泥 都 久

成為一切如來善逝意金剛之體性矣。

作觀。

<-2#-!A-=A-!A-=-;-&AX-2#-//;
嗡 班雜 給哩給拉雅 計大班雜南

0J-+-=A-3/-K-=-3-$-+-=-T-+-=->-1B;

&J?-2eR.-0?-,$?-?-LA/-2_2?,

貝大力 門達拉 瑪古大拉 札大拉 吽 呸
58

如是誦，得意加持。

&J?-2eR.-0?,

如是念誦。

.J-/?-Y?-3(R$-*A.-$8=-;?-#%-.%-, z, K$-35/-+J->J?-0-$?3-.%-w/-0?-.P-2$J$?-GA-~A%-.!<-/$353?-?-2+2-0<-3R?-+J-AJ:A-$./-=-$8$-0<-L, a<-;%-,
復次虔觀普巴具足勝子體性越量宮與尊神、手幟之三想，插至敵魔心臟白黑(脂、肌)間際，
於「唉」(三角)座安住之。 復又，

.GA=-:#R<-$?3-IA-hR-eJ-$?3-IA-?-2R/-=?-L%-2:A-:R.-GA?-#3?-$?3-=-H2-?J3?-&/,3?-&.-GA-YR$-;J->J?-?-.2%-2{<-2<-2?3,
今摳 孫吉 多傑 孫吉 薩奔雷 炯威 偉寄 康孫拉恰 森間 湯界寄梭 耶謝速 旺 古

三輪壇城之三金剛種子字放光照遍三界，一切有情之命悉得智慧灌頂矣。
作觀。

<A$?-S$-$A-*R/-3R%?-0-$/?-.%?-+J-?-2R/-A-yF-?-QA-TJ-.-S$-+-I<,
日竹給 扭蒙巴 內江喋 薩奔 阿 尼 速 秩 這 都 竹度 久

六道之煩惱處皆淨化變成「阿、尼、速、秩、這、都」六字矣。

.J-S$-0R-;%-:R.-.-8-/?-<-A:>-$?3-.-I<,
喋竹波 揚 偉都 休內 嗡啊吽 孫都 久

彼六字亦化光變成「嗡阿吽」三字矣，

5<-:.?-/?-2.$-.%-Y?-3(R$-$A-$/?-$?3-.-,A3-0?-#3?-$?3-YA.-0-$?3-=-.2%+<-2<-2?3,
粗讀內 達倘 瑟秋給 內孫都 聽悲 康孫 細巴 孫拉 旺 久

返集已，融入自與勝子之三處，於三界三有中自在矣。

<-A:>,

=/-$?3,

嗡阿吽

三次。

?-0-I-<A-?-3-;-6:>-2)-@R:

2eR.-0?-2g/-0<-L,

薩巴 休日 薩瑪雅 雜吽榜厚

念誦令穩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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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想。

.J-/?-;J->J?-s-;A-.2%-2{<-2-/A, hR-eJ-$4$-$+R<-IA-K$-o-2&?-=,
復次五智灌頂，偕同金剛頂髻之手印。

>; ,2?-GA-,R.-0:A-:PR-.R/-.;

L3?-.%-~A%-eJ?-$%-:.=-2;

吽 踏寄 覺悲 卓敦都

蔣倘 您介 港讀哇

「吽」，方便行儀利眾生，

?%?-o?-UA/-=?-mR$?-36.-0:A;

仁慈悲心任調伏，

.2%-.%-.%R?-P2-:.A<-)R=-&A$;

桑傑 稱列 奏在悲

旺倘 恩住 迪鄒計

諸佛事業圓滿之，

灌頂成就賜於此。

c-<-E-1B-GA?-,$?-!:A->-=?-:R.-9J<-KR$?-2&<-:UR?-KR$?-2&:A-o=-2-{-s:A-2.$-*A.:#R<-.%-2&?-0-=-1R$ ,
薩帕惹那呸 寄 突給 吽雷 偉色 秋究綽 秋究以 甲哇 固盎以 達泥 摳倘 介巴拉 魄

「薩帕惹那呸」令心間「吽」字放光遍射十方，照觸十方諸佛
五身之體性偕同眷屬，

,$?-o.-2{=-+J-.2%-2{<-2:A-$?R=-2-2+2-0?-2.J-2<-$>J$?-0-,3?-&.-GA-{-$?%,$?-;R/-+/-UA/-=?-,3?-&.-GA-%R-2R-.0:-2R-:V-s:A-<%-28A/-(<-v<-22,
突居 谷喋 旺固威 梭哇 大悲 德哇謝巴 湯界寄 固 孫 突 永店 稱列 湯界寄 哦喔 巴窩
竹盎以 攘新 洽得 拔

敦請心誓並祈請灌頂，一切善逝之身語意功德事業全部之體性以
勇父五種子字之自性如雨降臨，

?)-@-<-E->-$A?-.J-.$-3$R-2R:C-$/?-s<-:.?-+J-,A3-0-=?-L%-2:A-<->-Q&-ZA:A:
3&-=&-3&-0&-+&-i3?-?-I<,
桑哈惹那吽 給 得大 苟窩 內盎 讀喋 聽巴 雷炯威 嗡吽掌捨阿 目浪芒棒當 那速 久

「桑哈惹那吽」於彼等頭頂之五處攝集融入化現「嗡吽掌捨阿」
，
「目浪芒棒當」諸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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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J-<-!-$4S-:#R<-I<-0:A-<A$?-s-;2-;3-IA-{<-I<-0:A-.R<-353?-/?-2..lA:A-o/-22?-0?-=?-GA-/%-$%-,
喋大雷 噶瑪 嘿汝噶 鄒摳 久悲 日盎 訝雲吉 固 久悲 久燦內 讀計 君爸悲 呂寄 囊港

彼皆從「噶瑪嘿汝噶」主眷所化成之五方佛父母身之交合處流降甘露
充滿身內，

O$-:,%-;2-;3-i3?-,R.-0:A-#%-2<-28$?-0?-.2-2o/-+J-;J->J?-s-;A-.2%-2{<-;R%??-mR$?-0<-I<-0<-2|R3?-=,
叉吞 訝雲那 退杯 康布 休悲 屋間喋 耶謝 盎以 旺固 永速 奏巴 久

飲血父母眾悉安住於顱洞中成為寶冠，五智灌頂完全圓滿矣。

作觀。

二Ｏ一五年吉祥月（薩噶達瓦）行者普舟恭譯全文於貢噶林關房。賢善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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ཟུར་འདེབས།
附錄

5A$-2./-$?R=-:.J2?,
(一) 蓮師七句祈請文

>-ZA: }R/-IA-2{=-0:A-.%-0R-=;

AR-o/-;=-IA-/2-L%-353?;

吽捨 恩吉 嘎悲 倘波拉

鄔金 由吉 怒江燦

「吽捨」
，往昔第一大劫中，

0E-$J-?<-#R%-0R-=;

鄔金境之西北隅，

;-35/-3(R$-$A-.%R?-P2-2fJ?;

悲瑪 給色 東波拉

雅參 秋給 恩住涅

美妙蓮莖花蕊上，

證得稀有勝成就，

0E-:L%-$/?-8J?-?-P$?;

:#R<-.-3#:-:PR-3%-0R?-2{R<;

悲瑪 炯內 寫速札

摳都 康卓 芒波苟

世稱名為蓮花生，

空行眷屬眾圍繞，

HJ.-GA-eJ?-?-2.$-212-GA?;

LA/-IA?-2_2-KA<-$>J$?-?-$?R=;

切寄 結速 達住寄

今吉 拉企 謝速梭

我願追隨汝修行，

賜加持故祈降臨。

1

}$?-GA-l-v%-2&-28A:A-2>$?-0-28$?-?R,
(二) 金剛乘十四根本墮之懺悔文

$%-KA<-hR-eJ-:6B/-0-;A?,

,.%R?-P2-aR2-.0R/-eJ?-:V%-$?%?, ,

港企 多傑 今巴以

恩住 洛奔 傑張松

任何持金剛成就，

謂曰追隨阿闍黎；

.J-2?-.J-=-2f?-0-/A,

,l-2:A-v%-2-.%-0R<-2>., ,

得威 得拉 𣵀巴尼

匝威 東哇 倘波謝

因此輕蔑上師者，

說是第一根本墮。

2.J-$>J$?-2!:-=?-:.?-0-/A,

,v%-2-$*A?-0-;A/-0<-2>., ,

得謝 嘎雷 得巴尼

東哇 膩巴 銀巴謝

違越善逝教法者，

說是第二根本墮。

hR-eJ:A-%/-=-OR?-0-/A,

,*J?-0<-2eR.-0-$?3-0-;A/, ,

多接 綳拉 綽巴尼

涅巴 倔巴 宋巴銀

瞋怒金剛兄弟者，

說是第三墮過失。

?J3?-&/-i3?-=-L3?-0-%R%-,

,28A-0-;A/-0<-o=-2?-$?%?, ,

森間 那拉 蔣巴崩

息巴 銀巴 甲威松

於諸眾生捨慈心，

佛陀說是第四墮。

(R?-GA-l-2-L%-(2-?J3?,

,.J-%R%-2-/A-s-0-;A/, ,

卻寄 匝哇 江去森

得崩 哇尼 盎巴銀

正法之根菩提心，

斷捨者是第五墮。

2

<%-%3-$8/-IA-P2-0: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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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攘盎 賢吉 住悲他

卻拉 莫巴 竹巴銀

自或他之宗派法，

詆毀者是第六墮。

;R%?-?-3-(A/-?J3?-&/-=,

,$?%-2-1R$-0-2./-0-;A/, ,

湧速 麻銘 森間拉

桑哇 晝巴 敦巴銀

於諸未成熟眾生，

宣說密法第七墮。

1%-0R-?%?-o?-s:A-2.$-*A.,

,.J-=-2f?-LJ.-2o.-0-;A/, ,

蓬波 桑傑 盎達尼

得拉 捏結 杰巴銀

蘊乃五佛之主體，

輕蔑者是第八墮。

<%-28A/-.$-0:A-(R?-i3?-=,

,?R3-*A-9-2-.$-0-;A/, ,

攘辛 達悲 卻那拉

送尼 撒哇 谷巴銀

自性清淨之諸法，

猜疑者是第九墮。

$.$-=-g$-+-L3?-w/-0<,

,LJ.-0-.J-/A-2&-0<-:.R., ,

毒拉 大度 蔣滇巴

解巴 得尼 究巴對

於毒恆常具慈心，

允為第十根本墮。

3A%-?R$?-V=-2:A-(R?-i3?-=,

,.J<-gR$-0-/A-2&-$&A$-0, ,

名梭 札威 卻那拉

得豆 巴尼 究計巴

萬法離於諸名相，

作分別者十一墮。

?J3?-&/-..-.%-w/-0-;A,

,?J3?-?/-:LA/-0-2&-$*A?-0, ,

森間 得倘 滇巴宜

森孫 津巴 究膩巴

具足信心之有情，

鄙視者第十二墮。

.3-5B$-=-/A-)A-28A/-fJ.,

,3A-2!J/-0-/A-2&-$?3-0, ,

胆企 拉尼 吉辛涅

米滇 巴尼 究宋巴

任何所得三昧耶，

不依止者十三墮。

3

>J?-<2-<%-28A/-2.-3J.-=,

,(R.-0<-LJ.-0-2&-28A-0, ,

些繞 攘辛 菩妹拉

莫巴 解巴 究息巴

女性乃智慧體性，

詆毀者第十四墮。

}$?-0?-:.A-.$-%%?-/-/A,

,.%R?-P2-%J?-0<-:,R2-0<-:I<, ,

盎悲 迪大 邦拿尼

恩住 嗯巴 透巴久

密乘行者斷此等，

當然決定得成就。

{-$?%-,$?-l-2-.%-;/-=$-$A-.3-5B$-*3?-($-*J?-v%-SA-3:A-5S$?-.%-2&?-0-,3?&.-3,R=-=R-2>$?-?R, ,L%-8A%-.$-0<-LA/-IA?-2_2-+-$?R=, :.A-/A-aR2-.0R/-S-2A-=?-36.-0:R,,
固孫突 匝哇倘 顏拉給 胆企 釀恰 捏東 直每 措倘介巴
湯界 透摟夏搜 江辛 大巴 今吉臘 都 梭

身、語、意根本和支分三昧耶所犯連同近墮諸過失，
悉皆發露懺悔也，並且修正清淨祈加持。 此乃跋毘拉阿闍黎所撰也。
行者普舟於二ＯＯ九年暑月恭譯此懺悔文於美國噶千關房。賢善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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