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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修持包含五個部分：「文殊師利讚」、「傑‧宗喀巴上師
瑜 伽 」 、 「 自 生 為 赫 魯 嘎 」 、 「一般護法的滿願與修復儀
軌」以及「大護法王多傑雄登的滿願與修復儀軌」。其中的
最後一個是最主要的修持。
護法是一位佛陀或菩薩的化身，其主要作用是驅除妨
礙修行者獲得精神證悟的內、外障礙，並為其修行安排好所
有的必要條件。這個時代的眾生與多傑雄登有很深的緣份，
所以他是最能幫助這些眾生的護法。因此，有這樣的說法：
「現在是依止多傑雄登的時代。」多傑雄登對清淨虔誠的修
行者總是賜予加持，增長其智慧、實現其願望，並促成其所
有善行的成功，由此幫助、引導和保護著他們。
有許多簡略的和中等長度的多傑雄登儀軌，例如
《心寶》和《如意寶》。此廣本儀軌在藏語中稱為「康梭」
(Kangso)，其意為「滿願與修復儀軌」，在佛法中心通常
每一個月修持一次。在此共修中，我們獻上廣大的供養，
並進行其他的修持：(1)虔誠地依止護法，視他與上師和本
尊無別，並修持道次第(Lamrim)、修心法(Lojong)和大手印
(Mahamudra)的清淨法教，藉此實現自己的心要誓言；(2)修
復任何我們可能造下的墮戒或違犯的誓言。

2

我們以「文殊師利讚」開始這一修法，藉此憶念上師和
護法實際上是智慧佛的化身。然後我們修持「傑‧宗喀巴上
師瑜伽」，並在將上師融入自己心間後，進行「自生為赫魯
嘎」的修持。然後，在實際開始多傑雄登儀軌之前，我們迎
請一般護法，如馬哈卡拉(Mahakala)、卡拉魯帕(Kalarupa)
和卡林地威(Kalindewi)。「一般護法的滿願與修復儀軌」和
多傑雄登的儀軌是交織在一起的。
關於「傑‧宗喀巴上師瑜伽」和護法多傑雄登的更多內
容可在《心寶》一書中找到，而「自生為赫魯嘎」的更多內
容則可在《金剛乘精要》一書中找到。

格西 格桑嘉措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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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

解脫祈請文
釋迦牟尼佛讚
哦 聖者，釋迦牟尼佛，
珍貴寶藏大悲心，賜予無上內在的安寧，
同等慈愛眾生無分別，一切安樂福德的泉源；
引導眾生進入解脫道。
您的身是如意寶，語是無上淨化甘露水，
心是一切眾生皈依處。
我合掌轉向您，無上恆常的善友，
我自內心深處向您祈求。
請賜給我智慧的光，滅除我心識的黑暗，
並治療我的心相續。
請以您的善德滋養我，讓我以不息地歡喜筵席，
轉而滋養一切有情眾生。
藉由您慈悲的意願、加持與善德，
和我強烈依止您的願望。
願一切苦難快速停息，一切安樂喜悅皆圓滿，
願神聖佛法永遠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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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宗喀巴

十方勝利
妙音鼓
文殊師利讚
我向尊貴的上師護佑者文殊師利致敬。
您 在 心 間 持 有 法 本， 顯 示 您 以 智 慧 看 見 一 切 究 竟 和 世 俗 真
理，驅除兩種障礙的烏雲，並如太陽般光芒照耀。
透過具六十種品質的妙音之語，
您愛護輪迴之牢裡一切被無明的黑暗所困惑
而受痛苦折磨的眾生，
如同自己的獨子一般。
您那獅吼之音，如雷電般雄亮，
把我們從妄念的沉睡中震醒，
脫離鐵鍊般的輪迴。
您高高握著的寶劍，驅散無明的黑暗，
並斷除一切痛苦之根。
您顯現為菩薩相的法王子之身，自始清淨，證得十地，
擁有一切殊勝品質。
哦 以一百一十二種嚴飾莊嚴的文殊師利，我向您頂禮；
您驅除我們內心無明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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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阿拉帕紮那諦
(OM AH RA PA TSA NA DHI)
哦 慈悲之尊，請以您智慧之光，
請驅除我心中迷惑之黑暗，
並以信心和智慧啟發我心，
得以證悟教學、釋義和經文。

傑‧宗喀巴上師瑜伽
皈依
我等與眾生直到成正覺，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3遍）

發菩提心
所作佈施等修持諸功德，
願利益一切眾生而成佛。

（3遍）

迎請傑‧宗喀巴
自喜悅淨土百天尊護佑者心間，
湧下如同新酪白雲之頂端，
遍知一切法王羅桑卓巴，
請與您的法子一同降臨於此處。
七支祈請文
面前空中獅座蓮月上，至尊上師含笑展喜顏。
願我信心無上勝福田，為弘聖教百劫常住世。
無礙智慧遍知於一切，善妙語言莊嚴賢士耳。
名稱晃耀無比端嚴身，弟子禮拜見聞念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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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意淨水、種種鮮花，燃香、明燈以及香水等；
實設意化廣大供雲海，至誠奉獻上師勝福田。
我從無始以來所積集，身語意起諸種不善業，
尤其違犯三種淨律儀，誠心深悔一一別懺除。
於此濁世您精勤於聞修，斷世八法使暇滿具深義，
哦 護佑者，從心底深處，我隨喜您廣大之事業。
法身遍佈慈悲智慧雲，至尊最勝諸位上師尊，
願為此方應機諸弟子，降下廣行深見正法雨。
願以我所積集之功德，利益聖教以及有情眾；
尤願至尊羅桑卓巴師，聖教心要恆時顯光耀。
供養曼達拉
嗡 哇傑 普彌 阿 吽(OM VAJRA BHUMI AH HUM)，
巨大威力黃金地基；
嗡 哇傑 惹克 阿 吽(OM VAJRA REKHE AH HUM)，
鐵欄外圍環圍繞；
中央須彌山王，
周邊圍繞四大洲：
東勝身洲――布哇伊疊阿(Purvavideha)，
南瞻部洲――詹布地巴(Jambudipa)，
西牛貨洲――阿帕拉哥它尼亞(Aparagodaniya)，
北俱盧洲――烏它拉庫如(Uttarakuru)。
各洲又具二小洲：
身洲與勝身洲，貓牛洲與勝貓牛洲，
槄洲與上儀洲，勝邊洲與有勝邊洲。
珠寶山、滿願樹、滿願牛、自長穀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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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寶與珍寶、皇后寶與大臣寶，
象寶與勝馬寶，將軍寶與大寶瓶。
美麗天女與花鬘天女，
妙歌天女與舞蹈天女，
百花天女與薰香天女，
明光天女與塗香天女。
日月與寶傘蓋，
遍及十方尊勝幢。
於其中央為一切人天之寶藏，
如此勝妙聚集無一遺漏。
以此奉獻我慈悲根本上師與傳承諸上師，
汝等神聖光榮諸上師；
請悲憫眾生而受納，
既已受納，出於您等大悲心，
請賜予加持遍及虛空的一切有情眾生。
以花舖蓋塗香之大地，
須彌四洲日月作飾嚴，
觀如佛土虔誠作供養，
願諸有情共享此淨土。
我不帶任何慳貪作供養，
那引發我貪、瞋、痴的對象，
我的朋友、敵人、陌生人、身體及享受物，
請接受這一切，並加持我直接解脫三毒之害。
伊當 古魯 若那 曼達拉岡 尼雅它雅彌
(IDAM GURU RATNA MANDALAKAM NIRYATAY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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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悲頌
宗喀巴 雪國聖賢頂嚴，
觀世音 無緣大悲寶藏，
文殊師利 無垢智慧之王，
金剛手 摧滅諸魔軍眾，
哦 羅桑卓巴，我祈求您賜予加持。
菩提道次第祈請文
正道起於深信心，依止上師是道基，
願祈深明此中意，虔敬隨師作修學。
偶一得此暇滿身，知極難得具大義，
遍諸晝夜無間斷，攝取精華祈加持。
身命動搖如水泡，衰敗死亡頃刻至，
死後業果即現前，如影隨行不離捨。
以此定解不忘失，恆常避免有害行，
勤修一切妙善行，常不放逸祈加持。
輪迴欲樂實欺誑，其中唯苦無適意，
為得圓滿解脫樂，虔誠努力祈加持。
清淨意樂所引發，正念正知不放逸，
聖教根本解脫戒，修為堅實祈加持。
如己沉沒輪迴海，慈母眾生皆如是，
願我速度諸有情，修菩提心祈加持。
發心若不學三戒，當知定不證菩提，
故應勤發大精進，學菩薩戒祈加持。
淨除昏散諸定障，如理觀察真實義，
寂止妙觀雙運道，速當生起祈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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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遍等）

善修共道成法器，乘中最勝金剛乘，
究竟成就勝道階，願速趣入祈加持。
二大成就所依止，謂淨律儀三昧耶，
願獲真實決定解，捨命守護祈加持。
四座瑜伽不放漫，一如聖師所講述，
生圓次第密乘基，願即契入祈加持。
願說如是妙道師，及同修伴皆長壽，
內外一切諸障礙，徹底平息祈加持。
願常獲得圓滿師，受用正法樂充滿，
圓滿道地諸功德，速證勝位金剛持。
接受加持與淨化
從一切聖眾的心中，流瀉出光明與甘露，賜予加持與淨化。
祈求上師的加持
哦 光榮尊貴根本師，請坐我心間蓮月座上。
請以您的大恩關懷我，賜予您身語意之加持。
哦 光榮尊貴根本師，請坐我心間蓮月座上。
請以您的大恩關懷我，賜予共同與無上之成就。
哦 光榮尊貴根本師，請坐我心間蓮月座上。
請以您的大恩關懷我，住我心蓮直到成正覺。
迴向
生生世世宗喀巴，為我大乘之導師。
願於佛讚善妙道，雖剎那頃不離捨。

12

自生為赫魯嘎
祈請傳承諸上師
通過依止偉大秘密的本尊瑜伽，
幸運之士於一生之中即被引至圓融境；
哦 光榮勝上師――赫魯嘎佛父母，
我祈求您，請在此一生中賜予圓融位。
哦 岡它巴(Ghantapa)、魯貝廈(Rubelshab)、
紮朗達惹(Dzalandara)、奎師那帕達(Krishnapada)，
以及此法其他傳承諸上師，
我祈求您們，請在此一生中賜予圓融位。
尤其是我的慈悲根本上師――
格桑嘉措仁波切，
一切勝者慈悲的完美化現，
我祈求您，請在此一生中賜予圓融位。
請賜予我加持，由此我將快速證得
出離心、菩提心、空性正見
以及所有雙運之道諸次第
穩定而任運自如的經驗。
總之，尊貴的上師佛父母，
願我恆常在您的關懷下，與您永不分離。
藉由您的加持之力，
願我迅速完成地與道，
速證赫魯嘎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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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與發菩提心
我當永遠地皈依佛陀、佛法與僧伽。
為了一切眾生的利益，我當成為赫魯嘎。

（3遍）

引死亡入法身之道
從我心間「吽」(HUM)字放出光明，將所有世界和有情融化
為光。這些融入於我，而我自上下逐漸消融，並融入我心間
的「吽」。「吽」字由下往上漸次地融入「那達」(nada)。
「那達」亦變得越來越小，而消融於空性光明中。
引中陰入報身之道
從空性之境中我的心顯現為「那達」之相。
引再生入化身之道
四大元素上立著須彌山，山頂為一蓮花。於蓮花中央，從各
母音與子音字母生起一個白裡透紅的月輪，我――那達，進
入月輪之中央，並漸漸轉為「吽」字。
從「吽」字放出五色光芒，引領所有流離眾生到達勝樂金
剛(Chakrasambara)之境界。同時邀請所有十方佛土的勇父勇
母。他們全部融入光明，並融入「吽」字。而「吽」字變為
俱生喜悅之本質。月輪、母音、子音和「吽」完全轉化，而
整個能依之諸尊與所依之曼達拉瞬間全部生起。
曼達拉（壇城）與其內諸天尊之檢查禪修
現在我即聖者赫魯嘎，具有藍色身相，一面二臂，手持金剛
杵與鈴，擁抱著金剛亥母(Vajravarahi)。我立於蓮花、日輪
上，並腳踏黑怖畏(Bhairawa)和夜時母(Kalar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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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方位的脈瓣上，從東邊逆時針方向站立著達基尼
(Dakini)、 喇 嘛 (Lama)、 堪 達 羅 悉 (Khandarohi)和 魯 毗 尼
(Rupini)。還有方形天宮、護圍和屍林，一切皆具足。
迎請智慧尊與灌頂諸尊
遍(PHAIM)
我的三門以三字作標記。從「吽」字放出光明，即刻迎請來
十方一切諸佛，皆現所觀曼達拉之相，連同諸灌頂尊。
雜 吽 邦 候(DZA HUM BAM HO)
諸智慧尊與誓句尊合一不分。
賜予灌頂及於頂上作飾嚴
諸灌頂尊授予灌頂。佛父頭頂上有金剛薩埵作飾嚴，而佛母
以毗盧遮那佛(Vairochana)為飾嚴。
向自生本尊獻供養與讚頌
供養與讚頌諸天女從我的心間化現出來，並獻供養與讚頌。
外供養
嗡 恰卡桑巴拉 沙帕律哇拉 阿岡 帕諦扎 娑哈
(OM CHAKRASAMBARA SAPARIWARA AHRGHAM
PARTITZA SÖHA)
嗡 恰卡桑巴拉 沙帕律哇拉 帕丹 帕諦扎 娑哈
(OM CHAKRASAMBARA SAPARIWARA PADÄM PARTITZA
SÖHA)
嗡 恰卡桑巴拉 沙帕律哇拉 舖貝 帕諦扎 娑哈
(OM CHAKRASAMBARA SAPARIWARA PUPE PARTITZA
SÖ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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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恰卡桑巴拉 沙帕律哇拉 都貝 帕諦扎 娑哈
(OM CHAKRASAMBARA SAPARIWARA DHUPE PARTITZA
SÖHA)
嗡 恰卡桑巴拉 沙帕律哇拉 地威 帕諦扎 娑哈
(OM CHAKRASAMBARA SAPARIWARA DIWE PARTITZA
SÖHA)
嗡 恰卡桑巴拉 沙帕律哇拉 甘疊 帕諦扎 娑哈
(OM CHAKRASAMBARA SAPARIWARA GÄNDHE PARTITZA
SÖHA)
嗡 恰卡桑巴拉 沙帕律哇拉 尼威地 帕諦扎 娑哈
(OM CHAKRASAMBARA SAPARIWARA NEWIDE
PARTITZA SÖHA)
嗡 恰卡桑巴拉 沙帕律哇拉 夏塔 帕諦扎 娑哈
(OM CHAKRASAMBARA SAPARIWARA SHAPTA
PARTITZA SÖHA)
內供養
嗡 恰卡桑巴拉 沙帕律哇拉 嗡 阿 吽
(OM CHAKRASAMBARA SAPARIWARA OM AH HUM)
秘密供養
佛父佛母行雙運，生起俱生大樂與空性。
讚頌
向您，至尊赫魯嘎佛父母，
一切知識對象之總集，安住俱生大樂之無上境，
並向四方諸悅意母，
以及整個能依所依曼達拉，
我恭敬地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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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持念珠
此念珠成為了金剛語，本質即佩瑪納提師瓦拉
(Pemanarteshvara)。
持誦咒語
佛父佛母心間日輪座上是「吽」字，為咒鬘所圍繞。它們放
出並收攝著光明。
佛父的心咒
嗡 須利 哇傑 嘿 嘿 魯 魯 堪 吽 吽 呸 達基尼 雜拉 桑巴朗 娑
哈

(21、100遍等)

(OM SHRI VAJRA HE HE RU RU KAM HUM HUM PHAT
DAKINI DZALA SHAMBARAM SÖHA)
佛母的心咒
嗡 哇傑 貝洛扎尼耶 吽 吽 呸 娑哈

(21、100遍等)

(OM VAJRA BEROTZANIYE HUM HUM PHAT SÖHA)
加持內供養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揚YAM」生風，從「朗RAM」生火，從
「阿AH」生起三人首灶。其上從「阿AH」現起一廣大珍貴
顱 器 。 器 內 ， 從 「 嗡 OM」 、 「 康 KHAM」 、 「 昂 AM」 、
「幢TRAM」、「吽HUM」生起五甘露；從「浪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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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MAM」、「潘PAM」、「壇TAM」、「邦BAM」生起
五肉。各以諸字作飾嚴。風揚起，火熾燃，顱器內諸物質融
化。其上，從「吽HUM」生起一白色倒懸卡噹嘎，墜入顱器
內融化，器內諸物質即轉為水銀色。其上有疊成三行的母音
與子音，轉化為「嗡 阿 吽OM AH HUM」。它們放光勾攝位
於十方一切如來、勇父與瑜伽母心間無礙智慧之甘露。當此
注入，器中物質增長且轉為廣大浩瀚。
嗡 阿 吽(OM AH HUM)

（3遍）

加持外供養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諸「堪KAMs」現起一寬廣顱器，於其中，
從諸「吽HUMs」生出飲用水、洗足水、嗽口水、鮮花、燃
香、明燈、香水、食物與音樂。本質為空性，它們具有各個
供物之相，且作為六感官之受用對象而賜予殊勝、無雜染之
大樂。
嗡 阿岡 阿 吽(OM AHRGHAM AH HUM)
嗡 帕丹 阿 吽(OM PADÄM AH HUM)
嗡 安扎馬南 阿 吽(OM ÄNTZAMANAM AH HUM)
嗡 哇傑 舖貝 阿 吽(OM VAJRA PUPE AH HUM)
嗡 哇傑 都貝 阿 吽(OM VAJRA DHUPE AH HUM)
嗡 哇傑 地威 阿 吽(OM VAJRA DIWE AH HUM)
嗡 哇傑 甘疊 阿 吽(OM VAJRA GÄNDHE AH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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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哇傑 尼威地 阿 吽(OM VAJRA NEWIDE AH HUM)
嗡 哇傑 夏塔 阿 吽(OM VAJRA SHAPTA AH HUM)
加持朵瑪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揚YAM」生風，從「朗RAM」生火，從
「阿AH」生起三人首灶。其上從「阿AH」現起一廣大珍貴
顱 器 。 器 內 ， 從 「 嗡 OM」 、 「 康 KHAM」 、 「 昂 AM」 、
「幢TRAM」、「吽HUM」生起五甘露；從「浪LAM」、
「芒MAM」、「潘PAM」、「壇TAM」、「邦BAM」生起
五肉。各以諸字作飾嚴。風揚起，火熾燃，顱器內諸物質融
化。其上，從「吽HUM」生起一白色倒懸卡噹嘎，墜入顱器
內融化，器內諸物質即轉為水銀色。其上有疊成三行的母音
與子音，轉化為「嗡 阿 吽OM AH HUM」。它們放光勾攝位
於十方一切如來、勇父與瑜伽母心間無礙智慧之甘露。當此
注入，器中物質增長且轉為廣大浩瀚。
嗡 阿 吽(OM AH HUM)

（3遍）

迎請朵瑪諸賓客
遍(PHAIM)
從我心間「吽HUM」字放光，迎請赫魯嘎曼達拉五尊、連同
方位守護神眾、地域守護神眾、龍族等眷屬和居住在八大屍
林者降臨於我面前虛空中。從諸尊舌上白色「吽」字，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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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色三股金剛杵，他們藉此通過僅如麥粒寬之光管吸取，
享用朵瑪之精華。
獻主朵瑪

供養朵瑪時念誦三遍：
嗡 哇傑 阿 拉 利 候：雜 吽 邦 候： 哇傑 達基尼 撒馬亞 通
垂沙亞 候
(OM VAJRA AH RA LI HO: DZA HUM BAM HO: VAJRA
DAKINI SAMAYA TÖN TRISHAYA HO)
外供養
嗡 沙哇 塔他嘎塔 阿岡 帕諦扎 娑哈
(OM SARWA TATHAGATA AHRGHAM PARTITZA SÖHA)
嗡 沙哇 塔他嘎塔 帕丹 帕諦扎 娑哈
(OM SARWA TATHAGATA PADÄM PARTITZA SÖHA)
嗡 沙哇 塔他嘎塔 安扎馬南 帕諦扎 娑哈
(OM SARWA TATHAGATA ÄNTZAMANAM PARTITZA SÖHA)
嗡 沙哇 塔他嘎塔 舖貝 帕諦扎 娑哈
(OM SARWA TATHAGATA PUPE PARTITZA SÖHA)
嗡 沙哇 塔他嘎塔 都貝 帕諦扎 娑哈
(OM SARWA TATHAGATA DHUPE PARTITZA SÖHA)
嗡 沙哇 塔他嘎塔 地威 帕諦扎 娑哈
(OM SARWA TATHAGATA DIWE PARTITZA SÖHA)
嗡 沙哇 塔他嘎塔 甘疊 帕諦扎 娑哈
(OM SARWA TATHAGATA GÄNDHE PARTITZA SÖHA)
嗡 沙哇 塔他嘎塔 尼威地 帕諦扎 娑哈
(OM SARWA TATHAGATA NEWIDE PARTITZA SÖHA)
嗡 沙哇 塔他嘎塔 夏塔 帕諦扎 娑哈
(OM SARWA TATHAGATA SHAPTA PARTITZA SÖ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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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供養
嗡 須利 哇傑 嘿 嘿 魯 魯 堪 吽 吽 呸 達基尼 雜拉 桑巴朗 娑
哈嗡阿吽
(OM SHRI VAJRA HE HE RU RU KAM HUM HUM PHAT
DAKINI DZALA SHAMBARAM SÖHA OM AH HUM)
嗡 哇傑 貝洛扎尼耶 吽 吽 呸 娑哈 嗡 阿 吽
(OM VAJRA BEROTZANIYE HUM HUM PHAT SÖHA OM AH
HUM)
嗡 達基尼耶 吽 吽 呸 嗡 阿 吽
(OM DAKINIYE HUM HUM PHAT OM AH HUM)
嗡 喇米 吽 吽 呸 嗡 阿 吽
(OM LAME HUM HUM PHAT OM AH HUM)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嗡 阿 吽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OM AH HUM)
嗡 魯毗尼耶 吽 吽 呸 嗡 阿 吽
(OM RUPINIYE HUM HUM PHAT OM AH HUM)
獻父八句讚
嗡 我禮敬聖者――勇父之王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具燦爛光華等同大劫之火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具無盡之頂髻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具可畏之臉孔與獠牙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千手閃耀著光芒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手持斧頭、高舉的套索、矛與卡噹嘎 吽 吽 呸
(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身披虎皮之衣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偉大煙色身相平息諸障礙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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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母八句讚
嗡 我禮敬聖佛母――金剛亥母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無上威力智性母，三界皆不敗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以大金剛摧壞一切魔畏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具自在眼，安住不敗金剛座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以忿怒猛厲相令梵天枯竭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威赫枯竭諸魔，戰勝餘方諸類 吽 吽 呸(HUM HUM
PHAT)
嗡 禮敬您戰勝一切導致昏、僵、愚痴諸擾害者 吽 吽 呸
(HUM HUM PHAT)
嗡 禮敬偉大佛母――金剛亥母，圓滿諸欲空行明妃 吽 吽 呸
(HUM HUM PHAT)
祈求所願皆成就
您將對於輪迴與獨覺寂靜的貪愛一同摧毀，
連同一切的概念思維，
您觀見遍虛空界所有的一切事物；
哦 極具大悲心之護佑者，願我為您的慈悲之水所加持，
願我總是受到諸空行母的關愛攝受。
獻朵瑪給世間諸空行和空行母
方位守護神眾、地域守護神眾、龍族等居住於八大屍林者立
即進入光明，並生起為赫魯嘎佛父佛母相。從諸賓客舌上白
色「吽」字，生起一白色三股金剛杵，他們藉此通過僅如麥
粒寬之光管吸取，享用朵瑪之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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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朵瑪時念誦兩遍：
嗡 卡 卡、卡依 卡依、沙哇 亞卡 瑞卡沙、布塔、垂塔、毗夏
扎、烏那塔、阿帕瑪拉、哇傑 達卡、達基 那達雅、依馬 巴
鈴 葛酣土、撒馬亞 瑞揚土、馬馬 沙哇 悉迪 米措 雅滄土、
雅替潘、雅特壇、布雜塔、皮哇它、基措它、馬替 措瑪塔、
馬馬 沙哇 卡塔雅、撒蘇坎 比蘇打耶、薩哈耶卡 巴萬土、吽
吽 呸 呸 娑哈
(OM KHA KHA, KHAHI KHAHI, SARWA YAKYA
RAKYASA, BHUTA, TRETA, PISHATSA, UNATA,
APAMARA, VAJRA DAKA, DAKI NÄDAYA, IMAM
BALING GRIHANTU, SAMAYA RAKYANTU, MAMA
SARWA SIDDHI METRA YATZANTU, YATIPAM, YATETAM,
BHUDZATA, PIWATA, DZITRATA, MATI TRAMATA,
MAMA SARWA KATAYA, SÄDSUKHAM BISHUDHAYE,
SAHAYEKA BHAWÄNTU, HUM HUM PHAT PHAT SÖHA)
外供養
嗡 阿岡 帕諦扎 娑哈
(OM AHRGHAM PARTITZA SÖHA)
嗡 帕丹 帕諦扎 娑哈
(OM PADÄM PARTITZA SÖHA)
嗡 哇傑 舖貝 阿 吽 娑哈
(OM VAJRA PUPE AH HUM SÖHA)
嗡 哇傑 都貝 阿 吽 娑哈
(OM VAJRA DHUPE AH HUM SÖHA)
嗡 哇傑 地威 阿 吽 娑哈
(OM VAJRA DIWE AH HUM SÖHA)
嗡 哇傑 甘疊 阿 吽 娑哈
(OM VAJRA GÄNDHE AH HUM SÖ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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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哇傑 尼威地 阿 吽 娑哈
(OM VAJRA NEWIDE AH HUM SÖHA)
嗡 哇傑 夏塔 阿 吽 娑哈
(OM VAJRA SHAPTA AH HUM SÖHA)
內供養
獻給方位守護神眾、地域守護神眾、龍族等等以口來享用，
嗡 阿 吽(OM AH HUM)
祈請
您全體天神眾，
全體龍族眾，
全體羅剎眾，
全體食人族，
全體邪靈眾，
全體餓鬼眾，
全體食肉眾，
全體造狂眾，
全體造失憶眾，
全體空行眾，
全體女靈眾，
所有諸眾無一例外，請降臨此處聽我言。
哦 光榮隨從眷屬眾，迅速快捷如心念，
受持誓約與心誓言，護持教法利益有情者，
以怖畏相與無盡忿怒行，降服惡人與摧毀黑暗勢力者，
賜予瑜伽士修行諸成就者，
具不可思議力量與加持者，
對此八部諸賓客，我虔誠作頂禮。
我祈求您連同諸明妃、童子、隨從眾，賜予我一切成就之
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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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請 馬 哈 卡 拉 (Mahakala)、 卡 拉 魯 帕 (Kalarupa)與 卡 林
地 威 (Kalindewi)等 一 般 護 法
吽(HUM)
在我面前虛空中是一廣大現象源，
於其中是浩瀚洶湧的血紅色海洋，
在千瓣蓮花中央的日輪座上
是我們依止的所有尊貴護法眾，
他們被廣大的眷屬會聚所圍繞。
從我心間的「吽」字放出光明迎請諸智慧尊，
從各自所處的不同金剛宮殿瞬間而顯現。
從樂空無礙智的遊戲中，
哦 根本和傳承諸上師，本尊之會聚，
尤其是大威德金剛(Yamantaka)，偉大的忿怒尊連同您的
眷屬，
請無有障礙降臨於此處。
從可懼的清涼屍林悉哇色(Silwa Tsel)，
哦 光榮的智慧護法――六臂馬哈卡拉，
滿願寶旺耶(Wangyel)――生命之護佑者，
欲界眾主、四羅剎眾、
方位守護神眾，以及七十廣大軍眾，
請降臨此處，為修行者作諸善行。
從壽命摧毀者――閻羅(Yama)之城，
哦 威武的卡拉魯帕(Kalarupa)與扎門第(Tzamundi)，
以及八男女忿怒隨從眾，
請迅速降臨此處，消除教法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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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女主尊，三界空行母之首，
哦 帕登拉莫(Palden Lhamo)、卡林地威(Kalindewi)
――歡喜於敏銳而有力的行為，
五長壽天女，以及丹瑪(Denmas)眾，
請與您的護法女眾諸眷屬一同降臨此處。
從色究竟天(Akanishta)、替色(Tise)、那仁扎(Nalendra)
等地，
哦 多傑古(Dorje Gur)、四面馬哈卡拉，
請與聽從您施令的八大忿怒軍眾
迅速降臨此處。
從北方羌那諶(Changlachen)的天宮花園，
偉大的財寶天王(Namtose)賜予欲樂受用之雨，
諸羅剎眾，以及如八大守護眾的諸財神，
請降臨此處，弘揚清淨戒律，驅除苦難。
從東北馬魯悉(Marutse)屍林處，
哦 威武的紅色護法亞卡昌興(Yakya Chamsing)――
生命之主，
以及與背叛者勢不兩立的忿怒眾，
請迅速降臨此處，驅除魔眾及作擾者。
從大樂與空性的宮殿中，
於諸尊善友化身之妙舞中，
哦 偉大的忿怒諸尊，請降臨此處，
護持教法，並如同對您獨子般守護修行者。
澄卡哇(Ching Karwa)，被譽為偉大的聖者涅色(Neser)，
您是眾天尊的精神之友，
他們則是照亮一切的根本與傳承諸上師之隨從，
請與諸眷屬一同降臨此處，享用此悅意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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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為修行者、導師、弟子和他人
提供保護的守護神眾，
地域和本地守護神及諸眷屬，
請降臨於此清淨修行者之地。
嗡 哈耶 亥 哇傑 撒馬亞 雜 | 雜 | 雜 吽 邦 候
卡瑪拉雅 壇
(OM HAYE HI VAJRA SAMAYA DZA | DZA | DZA HUM BAM
HO KAMALAYA TAM)
讚頌與頂禮
吽(HUM)
賜予平息、增長、調伏與忿怒諸事業，
護持教法，如同對獨子般守護修行者，
於諸護法、守護神之會聚前，
我以身、語、意虔誠作禮拜。
外供養
為圓滿誓言，我獻上廣大的供養雲：
兩種淨水、諸近受用物、音樂和五欲之對象，
內供及密供之大樂，
諸超越輪迴與寂靜的實陳與意化之供養。
嗡 古魯 布達 菩提薩瓦 須利 馬哈卡拉 卡拉魯帕 卡林地威
沙哇 達馬帕拉 沙帕律哇啦 阿岡、帕丹、舖貝、都貝、阿洛
克、甘疊、尼威地、夏塔 帕諦扎 娑哈
(OM GURU BUDDHA BODHISATTVA SHRI MAHAKALA
KALARUPA KALINDEWI SARWA DHARMAPALA
SAPARIWARA AHRGHAM,PADÄM,PUPE,DHUPE,ALOKE,
GÄNDHE, NEWIDE,SHAPTA,PARTITZA,SÖ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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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供養
嗡 古魯 布達 菩提薩瓦 須利 馬哈卡拉 卡拉魯帕 卡林地威
沙哇 達馬帕拉 沙帕律哇啦 嗡 阿 吽
(OM GURU BUDDHA BODHISATTVA SHRI MAHAKALA
KALARUPA KALINDEWI SARWA DHARMAPALA
SAPARIWARA OM AH HUM)

多傑雄登儀軌
加持環境和所有受用對象
嗡 沙哇 比 舖拉 舖拉 蘇拉 蘇拉 阿哇它亞 阿哇它亞 候： 哇
傑 帕拉那 康

（3遍）

(OM SARWA BI PURA PURA SURA SURA AHWATAYA
AHWATAYA HO: VAJRA PARANA KHAM)
嗡 哇傑 達馬 拉尼塔、帕拉尼塔、桑帕拉尼塔、沙哇 布達 克
耶措 帕扎拉尼 潘傑 帕拉米塔 那達 娑巴哇 威、哇傑 撒透 會
達亞、桑吐 勘尼 吽 吽 吽 候 候 候 娑哈

（3遍）

(OM VAJRA DHARMA RANITA, PARANITA,
SAMPARANITA, SARWA BUDDHA KHYETRA PATZALANI
PÄNJA PARAMITA NADA SÖBHAWA WI, VAJRA SATTÖ
HRIDAYA, SANTO KHANI HUM HUM HUM HO HO HO
SÖHA)
吽(HUM)
哦 尊貴的羅桑多傑羌，一切三傳承總攝於一體之總集，
連同聖父子傳承中的所有其他聖者，
以大慈悲心，請加持我、此地與所有的供養，
以及所有世界和其中的有情，作為您無礙智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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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廣大的護法、諸本尊天之會聚――諸供養賓客，
藉由全知者羅桑卓巴之威力與啟發加持，
請示現以大勇猛快速圓滿我等一切所願之徵相，
通過行持我們所謙恭祈求的任何四行事業。
從您神聖身曼達拉諸尊放光，
降下五色光明與甘露流，
從所有神聖護法及其眷屬的頭頂入於其身。
他們皆變得光芒赫耀、雄偉而具足大力。
無論何時，我此修行者、我的恩德主或追隨者，
在現在或未來從事任何法行之時，
請守護並眷顧我們，迅速消除一切違緣，
並為我等創造修行成就的一切諸順緣。
加持外供養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諸「堪KAMs」現起一寬廣顱器，於其中，
從 諸 「 吽 HUMs」 生 出 飲 用 水 、 洗 足 水 、 鮮 花 、 燃 香 、 明
燈、香水、食物與音樂。本質為空性，它們具有各個供物之
相，並且作為六感官之受用對象而賜予殊勝、無雜染之大
樂。
嗡 阿岡 阿 吽(OM AHRGHAM AH HUM)
嗡 帕丹 阿 吽(OM PADÄM AH HUM)
嗡 哇傑 舖貝 阿 吽(OM VAJRA PUPE AH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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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傑雄登

嗡 哇傑 都貝 阿 吽(OM VAJRA DHUPE AH HUM)
嗡 哇傑 阿洛克 阿 吽(OM VAJRA ALOKE AH HUM)
嗡 哇傑 甘疊 阿 吽(OM VAJRA GÄNDHE AH HUM)
嗡 哇傑 尼威地 阿 吽(OM VAJRA NEWIDE AH HUM)
嗡 哇傑 夏塔 阿 吽(OM VAJRA SHAPTA AH HUM)
嗡 魯哇 阿 吽(OM RUWA AH HUM)
嗡 夏塔 阿 吽(OM SHAPTA AH HUM)
嗡 甘疊 阿 吽(OM GÄNDHE AH HUM)
嗡 洛色 阿 吽(OM RASE AH HUM)
嗡 帕謝 阿 吽(OM PARSHE AH HUM)
觀想五部多傑雄登連同諸眷屬與曼達拉宮殿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光明空性之境，亦即輪迴與涅槃諸世界所有現象之非真實
存在中，起自無礙智――彼即能知者（我之果位大樂心）與
所知者（法界）不二――的顯相，對佛陀一切教法全無相違
處的證悟顯現為青金石之大地；於其上，作為個人教誡而受
持的佛陀一切教法顯現為一悅意花園。
其內有滿載勝者究竟意願之果的滿願樹，其樹有七枝幹，為
國王七珍寶所莊嚴，象徵正覺之七支。已於空性中淨化的世
間八法是一座具足八種勝妙品質的湖池。類似六地菩薩如夢
般化現的鳥兒和鹿，象徵四聖眾，漫步於寂靜的池塘邊。大
乘四輪及善趣七勝處顯現為宮殿和嫩綠色的牧草地――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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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而富彈性，盛開的花兒五彩繽紛，而聖者七財則顯現為
無盡的、精美陳列的人天諸財寶。
自「如大地菩提心」乃至「如雲菩提心」的妙寶山，遮擋了
諸如極重惡行之業風，令其退卻，於此群山環繞內，是一
珍貴的三層宮殿，象徵三類有情的修行道次第。甘丹教法之
莊嚴顯耀，顯現為三層之金頂，以具足百萬種殊勝特質而顯
不共――這些殊勝處，在「見、修、行」三方面，都無法在
任何印度與西藏無偏頗教義的無垢優越的「教證」體系中找
到。溫薩耳傳派(Ensa Whispered Lineage)教授――藉之可在
短暫一生中即證得佛之三身，顯現為直達報身淨土色究竟天
的頂上飾嚴。通過《入中論》和《集量論釋》的邏輯推理之
道而抵達的完美見解――優勝四類貴為佛弟子中的不凡者、
卻陷入低階見解的有情，顯現為高高揚起、眾皆可見的八
尊勝幢和其他幢幡。傑‧宗喀巴之教法與恩德――遍佈於本
土及周邊國土，乃至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化現為四白傘蓋。
從其細柔光潔的頂部，鐃鈸、細鈴和鐘鳴聲，持續不斷地奏
出：由因明乘三種淨觀察抉擇道而明示的顯密根本要典的決
定義之音。四階梯阻擋了四種墮戒之門。露台回廊為四力之
圓滿，周圍站著諸供養天女，象徵六完善行與四攝的修持善
巧。八大柱子為聖者八正道，而垂掛和半垂掛著的諸飾物是
三十七助道品。整座宮殿由令人無法言喻、怦然心動的諸供
養物所裝點。
於中央是一珍寶飾嚴的廣大寶座，其座由象徵四無畏的威猛
可怖之雄獅所抬舉。寶座覆蓋著珠寶飾物和精美織錦。於其
上有一個「吽」字所標記的「亞」(YA)字。從此處，光芒遍
放上方、下方，遍及四方四隅，向遍佈輪迴與涅槃各處的所
有賓客獻上七支法供養。所有六道眾生真「苦」與真「集」
的一切過失，所有不淨世界及其居住者皆得到淨化；此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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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皆被導向成熟與解脫之道。所有十方魔眾與障礙皆被無礙
智之火所燒盡。光芒收回並全然轉化，生起了本質無別於文
殊師利和大威德金剛(Yamantaka)、示現為傑‧宗喀巴教法之
護佑者之相的大護法王多傑雄登。
他具暗紅色身體，一面二臂；歡喜微笑，唇齒微張，舌頭捲
起。他有三隻因慈悲之力而前凸、目光敏銳的眼睛；鬍子和
眉毛就如火焰一般熾烈。他右手握著金色的智慧之劍直指天
空，左手於心間持著一慈悲之心，表明他已從根本上斷除了
一切問題和障礙。他左臂的彎曲處，持有一隻吐寶鼬，能充
分滿足一切之需與願望，而左臂緊握著金色馴勾，表明他能
降服所有三界。他頭戴圓頂帽，閃耀著來自藏布江(Dzambu
River)的黃金並飾有絲綢的飄帶。他身著出家人三法衣，腳
穿虎皮靴。他的「身」之化身遍佈整個世界，「語」之淨行
護持著教法，「意」之心念具足十力。從他無固定之形卻可
顯現任何之相的身體，於他住所之中央，生起了熊烈之火與
無礙智的巨風。
從主尊的諸蘊、元素、諸根、諸肢放出光芒，在其前方處，
變為毗廬遮那雄登(Vairochana

Shugden)。他具白色身相，帶

著略顯忿怒的微笑。他右手中握著長矛，上繫絲綢並飾有一
面明鏡；左手中則握著套索。他身穿白色的絲綢長袍，戴著
金色頭巾，騎在一匹長鼻的大象上。
主尊右邊是寶生雄登(Ratna

Shugden)，具黃色身相。他以右

手朝向天空持著一金色的壽命寶瓶，其內裝有無死甘露，瓶
口有滿願樹為飾嚴，而他的左手持有一充滿珍寶的珍貴之
缽。他身穿華麗的黃色長袍，以諸寶飾物為嚴飾。他騎在一
匹巴羅米諾(palomino)神駒上，馬上配有美麗的馬籠頭和馬
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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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尊後邊是蓮花部雄登(Pema Shugden)，具血紅色身相，帶著
忿怒而又燦爛的笑容，顯現出詼諧俏皮之相。他以右手朝向
天空持著飾有紅色絲綢的馴勾，表明他能降伏所有的三界，
而他的左手中握著飾有珍寶的套索。像一位顯赫的大臣般，
他身穿飾有紅花的紅色絲袍，騎在一條青綠色的飛龍上。
主尊左邊是羯磨部雄登(Karma Shugden)，具深紅色身相，示
現出忿怒之相。他的右手揮舞著劍，左手捧持著一顆心到嘴
邊，象徵他具足消除諸障礙之大力。他身穿黑色絲袍，騎在
一忿怒金翅鳥上。
圍繞著他們的是內、外、秘密具誓諸眷屬之會聚。首先是侍
奉主尊的九佛母，示現四元素調伏之相，手持五欲對象之供
物。她們以八種珍寶飾物為飾嚴，身著各種絲綢衣裳。這九
位妙麗天女護持行者密法的修行。
接下來的是八出家比丘，他們引導弘揚精嚴戒律(Vinaya)傳
承之法行，諸如修持別解脫戒之淨戒――佛陀教法的根基。
他們皆身著橘黃色僧袍，有的頭戴圓頂帽，有的戴班智達
帽，有的戴黃色帽，有的戴斗笠禪帽。手中或持法杖，或持
缽，或持法本，或持金剛杵和鈴。他們皆展現了對於佛法辯
才無礙的解說。
然後是十位年少忿怒尊，他們為我們提供有力、迅速的保
護，使我們免受來自邪見者的障礙，這些有情因受到錯誤信
條的引導，蔑視或批評清淨顯密教法的學習與修持，並以不
恰當行為迷惑眾生；尤其是免受來自那些惡毒之人與非人的
障礙，他們蔑視或傷害以信敬心依止護佑者文殊師利傑‧宗
喀巴傳承持有者的清淨修行人。諸尊顯現不同的忿怒之相，
有的表情愉悅，有的顯得兇猛可怖。他們身著中式、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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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西藏、喀什米爾和孟加拉的衣服，手持各式各樣的
鋒利兵器。
再者，在周圍空間中，就如陽光中的微塵般的，是多傑雄登
廣大的靈王具誓眷屬眾，諸如「比哈」眾(Behars)、地界魔
眾、「吉瑪」眾(Tsimars)、女靈眾、閻王眾、天神眾、龍族
眾、羅剎眾、財神眾、食肉者眾、食人族眾、夜叉眾、「莊
布」眾(drumbus)、魔眾、「色讓」眾(therangs)、邪靈眾、八
部世間神、四部方位神等等；彼等皆現忿怒之相。
在此眷屬會聚之上，為廣大雲海與彩虹所圍繞的，是兜率
天淨土。於此中，護佑者文殊傑‧宗喀巴及諸眷屬皆清晰顯
現，周圍圍繞著諸天子天女，演奏天樂，並灑下花雨。
在宮殿最上方之上的是阿彌陀佛――無量光佛，而在中間虛
空處的是偉大護佑者――具大威力的「清淨尊」(Pure One)及
諸眷屬。
整個空間和大地佈滿令人歡喜的物品資具，寂靜與忿怒相的
悅意供物自禪定力而生起，遍佈一切處所。
自主尊心間，以及自我心間清晰顯現為本尊相的種子字，放
出光明，即刻迎請大護法王多傑雄登五部諸化身及其眷屬，
從他們各自居住的一切宮殿，如兜率淨土(Tushita)、喀覺淨
土(Keajra)、五臺山(Five-peaked Mountain)和香巴拉(Shambala)
等處，皆前來此禪定力化現的勝妙之地。
哇傑 撒馬亞 雜 雜
(VAJRA SAMAYA DZA D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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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請智慧尊
吽(HUM)
雖然您從未離開法身的寂靜界，
請示現為無盡舞之種種化身，
以任何適宜的身相化現
守護珍貴而無與倫比之佛陀教法。
您是文殊師利金剛心的化現，
請示現法王多贊(Duldzin)之身相，
並與您無量化身之眷屬前來
守護傑‧宗喀巴傳承之心要。
您是文殊師利金剛身的化現，
請示現驅除一切障礙的平息之身相，
並與您無量平息眾眷屬前來
驅除諸疾病、靈魔、不幸和障礙。
您是文殊師利金剛德的化現，
請示現榮耀三界的增長之身相，
並與您無量增長眾眷屬前來
如同新月般增長壽命、福德與財富。
您是文殊師利金剛語的化現，
請示現為一切世界和眾生降服者的調伏之身相，
並與您無量調伏眾眷屬前來
降服遍三界的所有動與不動諸事物。
您是文殊師利金剛行的化現，
請以威嚴忿怒之相，示現為多傑雄登，
並與您無量忿怒眾眷屬前來
消除傑‧宗喀巴教法事業諸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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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九妙麗佛母、八引導比丘、
十位年少忿怒尊等，
以及出世間的高貴眷屬眾，
請與您無量雲集之會聚前來此處。
未忘記您對所有進入羅桑教法之眾生
慈悲和愛的承諾，
請從兜率天淨土
傑‧宗喀巴的獅座中前來此處。
請從二十四和三十二處聖地前來，
從歐地亞那(Odiyana)和北部的香巴拉(Shambala)前來，
從五臺山和名聲赫耀的馱那羯磔迦(Dhanya Kataka)，
以及從木崇(Mug Chung)的薩迦寺(Sakya temple)而前來此處。
請從您所有在西藏和周邊國土的居住地，
以及從所有三千世界中您的住處，
無有障礙地前來此處。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阿 卡 卡亞 雜 雜 | 雜 吽 邦 候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AH KA KAYA DZA
DZA | DZA HUM BAM HO)
他們與誓句尊合一而成為不二。
外供養
吽(HUM)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甘露；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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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阿岡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AHRGHAM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淨水；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帕丹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PADÄM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鮮花；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舖貝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PUPE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燃香；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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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都貝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DHUPE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燈明；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阿洛克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ALOKE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香水；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甘疊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GÄNDHE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妙膳食；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39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尼威地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NEWIDE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音樂；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夏塔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SHAPTA
PARTITZAYE SÖHA)
供養五欲對象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清淨色相；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魯哇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RUWA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清淨聲；
哦 大力護法王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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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夏塔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SHAPTA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清淨香；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甘疊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GÄNDHE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清淨味；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洛色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RASA PARTITZAYE
SÖHA)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之清淨觸；
哦 大力護法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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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帕謝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PARSHA
PARTITZAYE SÖHA)
供養國王七珍寶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
為最尊貴者值得擁有的國王七珍寶；
請行持治理教化一切三界之事業。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馬哈 薩塔 若那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MAHA SAPTA
RATNA PARTITZAYE SÖHA)
供養八吉祥物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
為釋迦牟尼佛所加持的八吉祥物；
請增長遍佈世界之吉祥。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安卓 帕主貝 曼噶拉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ÄNDRA PADRABE
MANGALA PARTITZAYE SÖ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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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八吉祥相
從樂空不二禪定遊戲中，
我獻上遍滿整個虛空
戰勝所有敵對勢力的八吉祥相；
請行持降伏一切魔眾之事業。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安卓 曼噶拉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ÄNDRA MANGALA
PARTITZAYE SÖHA)
內供養
於樂空之廣大顱器內，
是淨化、轉化與增長了的甘露海，
我獻上此供養，以此我們可享受無上樂空之甘露；
請增長無染大樂之受用。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哇
拉 馬哈 潘雜 安利塔 卡 卡 卡依 卡依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MAHA PÄNTSA
AMRITA KHA KHA KHAHI KHAHI)
七支祈請文
僅只是憶念您，您便行持四種事業，
驅除所有外、內、密諸障礙；
哦 護法王五部多傑雄登，
我向您和您的眷屬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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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佛像獻的供養、向佛塔獻的供養、向見與未見諸尊獻的
供養；
成辦的供養、託付的供養、廣大財富與奉獻的供養，
無妄念的供養、如法修行的供養――
哦 五部多傑雄登，我向您獻上這十種供養。
雖已聽受諸多顯密之教言，
可我在見、行兩方面，卻都沒有清淨來修行
上師瑜伽、道次第、諸論典或戒律的教授，
而我現在懺悔自己所有的過失與墮戒。
為調服諸弟子，您行持超越庸常思議之事業，
如戲中演戲般地，示現為天神、靈眾、諸魔或煩惱眾生，
又或示現為男人、女人、殘疾者，甚至癲狂者；
我隨喜您對教法和眾生的極大恩德。
請以適當方式為諸利根弟子轉法輪，
並住於此地過百劫，行持您的事業。
我迴向一切功德――所有凡夫、聖者所積二資糧，
願四魔及妨礙傑‧宗喀巴教法之障礙，悉皆摧滅。
特別懺悔
從我心間「吽」字放出光明，邀請三金剛本尊的會聚來到我
面前的虛空處。從他們的三處生起無量的白、紅、藍色的百
字明咒。這些融入我和大力護法王五部多傑雄登及諸眷屬之
三門。我及其他眾生、我們的施主和追隨者對於五部多傑雄
登連同眷屬之身、語、意所造的一切過失與違犯行為，都得
到了淨除和淨化。
嗡 哇傑 赫魯嘎 撒馬亞，馬奴 帕拉雅，赫魯嘎 替諾 帕替
他，覺多 米 巴哇，蘇凸 嘎有 米 巴哇，蘇普 嘎有 米 巴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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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諾 拉斗 米 巴哇，沙哇 悉地 米 婆亞扎，沙哇 卡馬 蘇扎
米，戚譚 虛揚 枯魯 杭，哈 哈 哈 哈 候 巴嘎王，哇傑 赫魯
嘎 馬 米 夢察，赫魯嘎 巴哇，馬哈 撒馬亞 撒斗 阿 吽 呸
（3、7、21遍等）
(OM VAJRA HERUKA SAMAYA, MANU PALAYA, HERUKA
TENO PATITA,DRIDHO ME BHAWA, SUTO KAYO ME
BHAWA, SUPO KAYO ME BHAWA, ANURAKTO ME
BHAWA, SARWA SIDDHI ME PRAYATZA, SARWA KARMA
SUTZA ME, TZITAM SHRIYAM KURU HUM, HA HA HA
HA HO BHAGAWÄN, VAJRA HERUKA MA ME MUNTSA,
HERUKA BHAWA, MAHA SAMAYA SATTÖ AH HUM
PHAT)
吽(HUM)
哦 寂靜與忿怒相的文殊師利，尊貴的羅桑卓巴，
根本與傳承諸上師，光榮赫魯嘎之會聚，
尤其是大力護法王多傑雄登，
以慈悲心請聽我今之所言。
在極黑暗無明的驅動下而深感無力，
因自心受到貪瞋的幹擾而疏忽放任，
我由此造下諸多惡業、墮戒與過失。
從心深底處我至誠懺悔；請迅速淨化它們。
我違越了在授戒師、長老和僧眾前
所受的別解脫戒。
我違背了在諸佛菩薩前所受的
菩薩戒之修持。
我忽略了上師和曼達拉諸尊
為作見證的密乘淨戒和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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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天然」與「當禁」的惡業、墮戒與過失，
從心深底處我至誠懺悔；請迅速淨化它們。
尤其是，我懺悔
自己曾依止那些輕毀羅桑勝者之教的人，
以及那些違戒者或破戒者；
我亦懺悔自己曾錯誤地給予別人空性的講授。
我懺悔那些尤其有違於您的心意的行為：
雖已遇到圓滿而無誤的教法心要，
我仍將不圓滿或錯誤的教言混雜其中而令其染污，
或是完全將其拒之心外。
哦 偉大主尊，雖然您關愛我如同您的獨子，
我卻沒有定期或不時地向您獻上供養。
總之，從心深底處，我至誠懺悔所有這些過失和錯誤；
請關照我，並賜予慈愛和保護。
在上師、本尊、護法及諸眷屬面前
我懺悔自己出於無明，
即使一切現象全然清淨如虛空，
我仍如在夢中或幻境般的，造作了許多錯誤的行為。
加持成就心願之供養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現起由明點標記的滿願諸物之名字的首字母。
它們皆融化而現起為令諸上師、本尊、忿怒相大力護法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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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多傑雄登及眷屬諸化身歡喜的不可思議誓句物、悅意供物
及各式各樣之供物；皆於他們面前現起並增長。
嗡 沙哇 比 舖拉 舖拉 蘇拉 蘇拉 阿瓦塔亞 阿瓦塔亞 候：
哇傑 帕拉那 康

（3遍）

(OM SARWA BI PURA PURA SURA SURA AHWATAYA
AHWATAYA HO:VAJRA PARANA KHAM)
嗡 哇傑 阿岡 阿 吽(OM VAJRA AHRGHAM AH HUM)
嗡 哇傑 帕丹 阿 吽(OM VAJRA PADÄM AH HUM)
嗡 哇傑 舖貝 阿 吽(OM VAJRA PUPE AH HUM)
嗡 哇傑 都貝 阿 吽(OM VAJRA DHUPE AH HUM)
嗡 哇傑 阿洛克 阿 吽(OM VAJRA ALOKE AH HUM)
嗡 哇傑 甘疊 阿 吽(OM VAJRA GÄNDHE AH HUM)
嗡 哇傑 尼威地 阿 吽(OM VAJRA NEWIDE AH HUM)
嗡 哇傑 夏塔 阿 吽(OM VAJRA SHAPTA AH HUM)
嗡 哇傑 魯哇 阿 吽(OM VAJRA RUWA AH HUM)
嗡 哇傑 夏塔 阿 吽(OM VAJRA SHAPTA AH HUM)
嗡 哇傑 甘疊 阿 吽(OM VAJRA GÄNDHE AH HUM)
嗡 哇傑 洛色 阿 吽(OM VAJRA RASA AH HUM)
嗡 哇傑 帕謝 阿 吽(OM VAJRA PARSHA AH HUM)
嗡 娑巴哇 比蘇打 達馬特 哇傑 悉地 吽
(OM SÖBHAWA BISHUDHE DHARMATE VAJRA SIDDHI
HUM)
那馬 沙哇 塔他嘎塔 巴有 比蘇 目可比 沙哇 得康 烏嘎替
帕拉那 亥 馬 嘎嘎那 堪 娑哈
(NAMA SARWA TATHAGATA BHAYO BISHU MUKHEBE
SARWA DEKANG UGATE PARANA HI MAM GAGANA
KAM SÖ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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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安利塔 吽 呸
(OM AMRITE HUM PHAT)
嗡 阿卡洛目堪 沙哇 達馬南 阿丹奴哇壇 南度 達
(OM AHKAROMUKHAM SARWA DHARMANÄN
ADENUWATEN NADÖ DA)
那馬 沙哇 塔他嘎塔 阿哇洛基替 嗡 桑巴拉 桑巴拉 吽
(NAMA SARWA TATHAGATA AWALOKITE OM
SAMBHARA SAMBHARA HUM)
嗡 魯魯 舖魯 娑拉 地塔 悉地 羅沙尼 沙哇 阿塔 撒達尼 娑哈
(OM RURU PURU SOLA DIKTA SIDDHI LOTSANI SARWA
AHTA SADHANI SÖHA)
藉我意圖之力、
諸佛如來加持力，
以及諸法實相力，
願我所望任何善意願，
皆能毫無阻礙而達成。
加持特殊朵瑪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沙達 撒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揚YAM」生風，從「朗RAM」生火，從
「阿AH」生起三人首灶。其上從「阿AH」現起一廣大珍貴
顱 器 。 器 內 ， 從 「 嗡 OM」 、 「 康 KHAM」 、 「 昂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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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TRAM」、「吽HUM」生起五甘露；從「浪LAM」、
「芒MAM」、「潘PAM」、「壇TAM」、「邦BAM」生起
五肉。各以諸字作飾嚴。風揚起，火熾燃，顱器內諸物質融
化。其上，從「吽HUM」生起一白色倒懸卡噹嘎，墜入顱器
內融化，器內諸物質即轉為水銀色。其上有疊成三行的母音
與子音，轉化為「嗡 阿 吽OM AH HUM」。它們放光勾攝位
於十方一切如來、勇父與瑜伽母心間無礙智慧之甘露。當此
注入，器中物質增長且轉為廣大浩瀚。
嗡 阿 吽(OM AH HUM)

（3遍）

實際供養成就心願之供物並祈請
吽(HUM)
從法界(Dharmadhatu)大樂之遊戲
現起廣如虛空般的供雲海。
在五部多傑雄登和眷屬面前，
它們顯現、增長並生出大樂。
三種純淨甘甜妙供之甘露海，
美妙鮮花、芬芳燃香之供雲，
光華閃耀之燈明、散發旃檀妙味之塗香，
妙膳供及妙樂音；
以此諸供養，願我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血紅色的水供養、五器官之鮮花，
薰香雲、酥油燈，
體液之香水、肉骨之供食，
脛骨號角、小鼓與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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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諸供養，願我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堆積如山的極悅意紅色朵瑪，
廣如大海的美酒、茶、牛奶和乳酪，
諸吉祥符和吉祥物、受用之物、七珍寶――
內外諸供養雲遍滿虛空清明處；
以此諸供養，願我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高飛如白雲的雄獅、
眾多威武金翅鳥、天龍、大象、黃天鵝及駿馬，
兇猛野獸和不祥之鳥――
各種可愛諸獸之悅意供；
以此諸供養，願我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莊嚴可畏的珍骨宮殿，
圓頂帽、橘黃色僧袍和披風，
皮、骨及珍寶飾物所成之衣――
所有寂靜和忿怒相的飾品與衣物；
以此諸供養，願我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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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劍、慈悲之心、馴勾及長矛，
花瓶、顱器、一缽珍寶和一隻鼬鼠，
各種寂靜和忿怒相的莊嚴物與法器，
生命之輪及珍寶石――所有外、內及秘密物；
以此諸供養，願我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擁有少欲知足的品德，
以細緻分析和專注討論
並援引無數的經文所言和推理，
如是廣博地學習諸大車軌之主(Charioteers)的經教傳承；
願我以如是之行，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致力於一心專注聽聞、思維、講釋並練習
教法心要菩提道次第，
並培養甘丹傳承之清淨見行――
這些尤其能令您歡喜的供養，哦 偉大的本尊；
願我以如是之行，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外持清淨的別解脫戒，
內修出離心和菩提心，
而秘密中珍視生圓二次第之樂空瑜伽――
此遠離相違處的勝妙圓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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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以如是之行，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勝者羅桑卓巴的究竟意圖，
是道之共與不共諸次第，
以及本尊法二次第的甚深精要。
領悟此意並致力於一心專注地練習，
願我以如是之行，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雖然您的諸蘊、元素、諸根和諸肢，
顯現為五部多傑雄登主尊及眷屬之相，
而實際上他們即是身曼達拉之三十二尊。
對此不可思議奇跡獲得全然確信，
願我以如是之行，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雖然為驅除傑‧宗喀巴教法之障礙，
您顯現為傲慢而可怖之相
本質上您即是文殊師利和大威德金剛本人。
深信於此而以無上至誠依止作祈請，
願我以如是之行，達成五部多傑雄登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實現所有修行者的願望，
護持傑‧宗喀巴的清淨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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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心願之供物的簡略供養與祈請
吽(HUM)
廣大如恆河的血紅色水之供養，
感官之妙麗鮮花、滾滾翻騰之薰香雲，
諸內在香水、厚味之食以及脛骨號角之音――
請歡喜接受此無染甘露海。
五欲之對象、國王七珍寶，
聰慧的馬、象、可怖犛牛、羊和狗，
橘黃色僧袍、堅硬盔甲、盾、矛和劍；
以諸外、內、秘密物
作為出世間、世間之供養雲
以此獻給世界引導者――五部多傑雄登之會聚，
願我圓滿心要誓言並修復墮戒。
尤其是，以羞愧和極大的悔過心，
我懺悔自己受到無明影響所作的
三門的每一個不善業――
哦 偉大的護佑者，這些冒犯了您的心意。
再則，大力護法尊連同您的眷屬，
於不可觀察的三輪之空性中，
所有與我修法、供養和朵瑪相關的墮戒與犯戒，
我亦於尊前作懺悔。

（3遍）

向一般護法獻上成就心願之供養並作祈請
吽(HUM)
我向上師、本尊和護法，
教法守護者及其眷屬，
獻上諸供養雲、誓句物雲、悅意供品之雲
――遍滿樂空不二之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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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供水，廣大浩瀚的血紅色之海；
美麗鮮花，覆蓋大地，遍滿無盡虛空；
具力的黑色熏香，於茫茫翻騰雲海中；
熾燃的巨大供燈，光華耀眼猶如太陽；
以此諸供養，願我達成上師、本尊和護法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令這些誓言圓滿，消除一切諸障礙，
修復破損的誓戒，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最上旃檀所成的無上塗香，
堆積如山的具百味之美食，
悅意動聽的妙樂聲如雷震，
五欲之對象、七珍寶資財，
以此諸供養，願我達成上師、本尊和護法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令這些誓言圓滿，消除一切諸障礙，
修復破損的誓戒，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神奇化現的大力神駒速疾如風，
皮毛厚實的黑犛牛吼聲駭人，
頭頂泛白的黑綿羊遍佈大地，
威武的金翅鳥和黑色飛鳥盤旋於天空，
成群結隊的黑犬吼叫如巨熊；
以此諸供養，願我達成上師、本尊和護法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令這些誓言圓滿，消除一切諸障礙，
修復破損的誓戒，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具大樂之血紅色朵瑪堆積如高山，
戰爭中從未被征服的不可攻陷的宮殿，
各種兵器展現了對諸魔障礙的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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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外、內、密的無與倫比之物；
以此諸供養，願我達成上師、本尊和護法
及諸眷屬的心要誓言。
請令這些誓言圓滿，消除一切諸障礙，
修復破損的誓戒，並賜予一切諸成就。
移除障礙
吽(HUM)
從法身廣大宮殿中
哦 五部多傑雄登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這些適宜的誓句物，
並為我此修行者及其他有情之故，
願他人邪惡之思想與行為皆被止息！
願所有誣咒毒語的加害皆被止息！
願外道導致的障礙皆被止息！
願巫術的惡意運用皆被止息！
願龍族所施的詛咒皆被止息！
願靈眾對財物的盜取皆被止息！
願鬼王引起的神智不清皆被止息！
願八十四種凶兆皆被止息！
願三百六十種障礙皆被止息！
願諸噩夢與惡兆之相皆被止息！
願艱難歲月和日子皆被止息！
願四百零四種疾病皆被止息！
願惡意勢力之擾害皆被止息！
願所有心懷惡意的魔眾和作擾者
皆受到完全徹底之降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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吽(HUM)
哦 威武的多傑雄登，
請於現在、於此處即賜予我們
所有適宜之成就，
弘揚教法、增加追隨者及資源財富。
咒語持誦
我具足本尊清淨相。在我面前是大力護法王五部多傑雄登。
於其心間日輪上各有「吽」字，圍繞相應顏色咒語。我心間
種子字放光觸及這些，由此故，他們的心自動進行我所欲求
的平息、增長、調伏、忿怒四種事業，毫無障礙地完成。
嗡 哇傑 威其 威群那 娑哈

（21、100遍等）

(OM VAJRA WIKI WITRANA SÖHA)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潘收 枯拉
沙哇 夏 幢 馬拉亞 吽 呸

（7、21遍等）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RWA SHA TRUM MARAYA
HUM PHAT)
嗡 哇傑 赫魯嘎 撒馬亞，馬奴 帕拉雅，赫魯嘎 替諾 帕替
他，覺多 米 巴哇，蘇凸 嘎有 米 巴哇，蘇普 嘎有 米 巴哇，
阿諾 拉斗 米 巴哇，沙哇 悉地 米 婆亞扎，沙哇 卡馬 蘇扎
米，戚譚 虛揚 枯魯 杭，哈 哈 哈 哈 候 巴嘎王，哇傑 赫魯
嘎 馬 米 夢察，赫魯嘎 巴哇，馬哈 撒馬亞 撒斗 阿 吽 呸
(OM VAJRA HERUKA SAMAYA, MANU PALAYA, HERUKA
TENO PATITA,DRIDHO ME BHAWA, SUTO KAYO ME
BHAWA, SUPO KAYO ME BHAWA, ANURAKTO ME BHAWA,
SARWA SIDDHI ME PRAYATZA, SARWA KARMA SUT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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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TZITAM SHRIYAM KURU HUM, HA HA HA HA HO
BHAGAWÄN, VAJRA HERUKA MA ME MUNTSA, HERUKA
BHAWA, MAHA SAMAYA SATTÖ AH HUM PHAT)
加持獻給多傑雄登的朵瑪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撒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揚YAM」生風，從「朗RAM」生火，從
「阿AH」生起三人首灶。其上從「阿AH」現起一廣大珍貴
顱 器 。 器 內 ， 從 「 嗡 OM」 、 「 康 KHAM」 、 「 昂 AM」 、
「幢TRAM」、「吽HUM」生起五甘露；從「浪LAM」、
「芒MAM」、「潘PAM」、「壇TAM」、「邦BAM」生起
五肉。各以諸字作飾嚴。風揚起，火熾燃，顱器內諸物質融
化。其上，從「吽HUM」生起一白色倒懸卡噹嘎，墜入顱器
內融化，器內諸物質即轉為水銀色。其上有疊成三行的母音
與子音，轉化為「嗡 阿 吽OM AH HUM」。它們放光勾攝位
於十方一切如來、勇父與瑜伽母心間無礙智慧之甘露。當此
注入，器中物質增長且轉為廣大浩瀚。
嗡 阿 吽(OM AH HUM)

（3遍）

觀想朵瑪諸賓客
在我面前是大力護法王――五部多傑雄登及眷屬。於其舌上
諸「吽」字生出紅色單股金剛杵，他們藉此所具諸光束吸食
朵瑪之一切精華。

57

獻朵瑪給五部多傑雄登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
哇拉 沙哇 比南 夏幢 伊當 巴林塔 卡 卡 卡依 卡依
（3遍）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PÄNTSA KULA SAPARIWARA SARWA BIGNÄN
SHA TRUM IDAM BALINGTA KHA KHA KHAHI KHAHI)
獻朵瑪給諸眷屬
嗡 阿卡羅母堪 沙哇 達馬南 阿諦奴哇騰 南度 答，那馬 娑哇
塔他嘎塔 阿哇洛其得 嗡 桑巴拉 桑巴拉 吽

（3遍）

(OM AHKAROMUKHAM SARWA DHARMANÄN
ADENUWATEN NADÖ DA,NAMA SARWA TATHAGATA
AWALOKITE OM SAMBHARA SAMBHARA HUM)
外供養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
哇拉 阿岡、帕丹、舖貝、都貝、阿洛克、甘疊、尼威地、夏
塔 帕諦扎 吽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AHRGHAM,
PADÄM,PUPE,DHUPE,ALOKE,GÄNDHE,NEWIDE,
SHAPTA PARTITZA HUM SÖHA)
內供養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
律哇拉 嗡 阿 吽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OM AH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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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朵瑪給一般護法
具大樂的血紅色朵瑪，離於墮戒之染，
以及人天百味具足的甜美甘露，
這廣大陳設的朵瑪，淨化、轉化並增長，
哦 為令您歡悅，我敬獻護法眾及諸眷屬。
從諸上師、本尊、空行、空行母、護法與守護神舌上諸
「吽」字生出單股金剛杵之相的紅色光束，他們藉此吸食朵
瑪之一切精華。
嗡 古魯 布達 菩提薩瓦 須利 馬哈卡拉 卡拉魯帕 卡林地威 沙
哇 達馬帕拉 沙帕律哇拉 依當 巴林塔 卡 卡 卡依 卡依
（3遍）
(OM GURU BUDDHA BODHISATTVA SHRI MAHAKALA
KALARUPA KALINDEWI SARWA DHARMAPALA
SAPARIWARA IDAM BALINGTA KHA KHA KHAHI
KHAHI)
外供養
嗡 古魯 布達 菩提薩瓦 須利 馬哈卡拉 卡拉魯帕 卡林地威
沙哇 達馬帕拉 沙帕律哇拉 阿岡 帕丹 舖貝 都貝 阿洛克 甘
疊 尼威地 夏塔 帕諦扎 娑哈
(OM GURU BUDDHA BODHISATTVA SHRI MAHAKALA
KALARUPA KALINDEWI SARWA DHARMAPALA
SAPARIWARA AHRGHAM, PADÄM, PUPE, DHUPE, ALOKE,
GÄNDHE, NEWIDE, SHAPTA PARTITZA SÖ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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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供養
嗡 古魯 布達 菩提薩瓦 須利 馬哈卡拉 卡拉魯帕 卡林地威 沙
哇 達馬帕拉 沙帕律哇拉 嗡 阿 吽
(OM GURU BUDDHA BODHISATTVA SHRI MAHAKALA
KALARUPA KALINDEWI SARWA DHARMAPALA
SAPARIWARA OM AH HUM)
加持朵瑪以供養給四臂馬哈卡拉、四面馬哈卡拉以及
屍陀林主父母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揚YAM」生風，從「朗RAM」生火，從
「阿AH」生起三人首灶。其上從「阿AH」現起一廣大珍貴
顱 器 。 器 內 ， 從 「 嗡 OM」 、 「 康 KHAM」 、 「 昂 AM」 、
「幢TRAM」、「吽HUM」生起五甘露；從「浪LAM」、
「芒MAM」、「潘PAM」、「壇TAM」、「邦BAM」生起
五肉。各以諸字作飾嚴。風揚起，火熾燃，顱器內諸物質融
化。其上，從「吽HUM」生起一白色倒懸卡噹嘎，墜入顱器
內融化，器內諸物質即轉為水銀色。其上有疊成三行的母音
與子音，轉化為「嗡 阿 吽OM AH HUM」。它們放字光勾攝
位於十方一切如來、勇父與瑜伽母心間無礙智慧之甘露。當
此注入，器中物質增長且轉為廣大浩瀚。
嗡 阿 吽(OM AH HUM)

（3遍）

60

獻朵瑪給四臂馬哈卡拉
祈求
吽(HUM)
從喀覺淨土大樂宮殿中，
從蘭那陀寺及其他諸勝地，
哦 光榮的智慧護法佛父母，
請與諸具誓眷屬一同降臨此處。
於我面前虛空中，在蓮座與日輪之上，
足踏諸魔與作擾者的，
是一面四臂威猛相的馬哈卡拉，
手持剝皮刀、盛滿鮮血的顱骨器、利劍和三叉戟，
立於無礙智之大火的中央。
實際供養
外供養覆蓋全部大地、遍滿整個虛空，
內在誓句物和朵瑪堆積如高山，
秘密誓句甘露翻動如大海，
我向您馬哈卡拉連同您的眷屬敬獻此供養。
讚頌
吽(HUM)
遍及一切之主――勝樂金剛的無礙智，
示現忿怒相以降伏邪惡者；
我向您――有著藍寶石山般可懼身相
示現為忿怒身者，至誠頂禮。
以成就四種事業，
您保護佛陀教法及其傳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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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遍）

降伏一切惡意的魔眾和作擾者，
並圓滿瑜伽士、諸師長與弟子的心願。
獻朵瑪給四面馬哈卡拉
祈求
吽(HUM)
從布達拉(Potala)和所有其他您居住的宮殿，
哦 無上本尊馬哈卡拉和四大佛母，
連同八部具誓護法眾，
請降臨此處為修行者行持正覺諸事業。
在我面前虛空處無礙智火焰之中央，
在現象源和翻騰的血紅色之海中，
您於蓮座和日輪上，足踏魔眾與作擾者，
請歡喜留在此處，與您所行諸事業不分離。
獻供養
吽(HUM)
我獻上遍佈十方一切世界
諸外、內、密供養雲――
五欲對象、七大珍寶，
以及諸外、內、密象徵物。
百味具足的佳餚美飲，
精心陳設的具樂朵瑪，
皆任運轉化為無染之甘露，
我向您――偉大忿怒尊連同您的眷屬，敬獻此供養。

62

獻朵瑪
嗡 馬哈卡拉 比卡拉 若赤塔 通比尼 闡達利 若恰悉 興嘎利 地
威 沙帕律哇拉 依當 巴林塔 卡 卡 卡依 卡依

（3遍）

(OM MAHAKALA BIKALA RATRITA TOMBINI
CHANDALI RAKYASI SINGALI DEWI SAPARIWARA
IDAM BALINGTA KHA KHA KHAHI KHAHI)
外供養
嗡 扎土 目卡 沙帕律哇拉 阿岡 帕諦扎 吽 娑哈
(OM TZATUR MUKHA SAPARIWARA AHRGHAM
PARTITZA HUM SÖHA)
嗡 扎土 目卡 沙帕律哇拉 帕丹 帕諦扎 吽 娑哈
(OM TZATUR MUKHA SAPARIWARA PADÄM PARTITZA
HUM SÖHA)
嗡 扎土 目卡 沙帕律哇拉 舖貝 帕諦扎 吽 娑哈
(OM TZATUR MUKHA SAPARIWARA PUPE PARTITZA
HUM SÖHA)
嗡 扎土 目卡 沙帕律哇拉 都貝 帕諦扎 吽 娑哈
(OM TZATUR MUKHA SAPARIWARA DHUPE PARTITZA
HUM SÖHA)
嗡 扎土 目卡 沙帕律哇拉 阿洛克 帕諦扎 吽 娑哈
(OM TZATUR MUKHA SAPARIWARA ALOKE PARTITZA
HUM SÖHA)
嗡 扎土 目卡 沙帕律哇拉 甘疊 帕諦扎 吽 娑哈
(OM TZATUR MUKHA SAPARIWARA GÄNDHE PARTITZA
HUM SÖHA)
嗡 扎土 目卡 沙帕律哇拉 尼威地 帕諦扎 吽 娑哈
(OM TZATUR MUKHA SAPARIWARA NEWIDE PARTITZA
HUM SÖ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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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扎土 目卡 沙帕律哇拉 夏塔 帕諦扎 吽 娑哈
(OM TZATUR MUKHA SAPARIWARA SHAPTA PARTITZA
HUM SÖHA)
內供養
嗡 扎土 目卡 沙帕律哇拉 嗡 阿 吽
(OM TZATUR MUKHA SAPARIWARA OM AH HUM)
讚頌
吽(HUM)
哦 一切勝者之秘密無礙智，
於不淨時代為保護佛陀教法，
您以忿怒之舞戰勝所有魔眾和作擾者；
修行者的偉大護佑者，我向您頂禮。
哦 具熾烈忿怒相的大力護法王，
四佛母連同您廣大具誓隨從眷屬，
請於護持佛陀教法恒無動搖，
並恆常作我的護佑者、皈依處、善友及利益者。
尤其請護佑我們的佛法中心、團體、
以及我們所有必要的內、外財富資源，
免於竊賊偷盜和不善勢力，
並恆常創造出利樂之盛宴。
供 養 並 祈 請 屍 陀 林 (Kinkara)主 父 母
吽(HUM)
在我面前虛空處，於不可思議骷髏堆中央，
是蓮花寶座、日輪和月輪，
上有被一「吽」字和「嗡」(OM)字標記的海螺和小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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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全部轉化而顯現出
從烏金(Ogyen)淨土而來的偉大勇士，屍陀林主父母。
他們以一面二臂的骷髏身相顯現，
手持顱骨權杖、盛著鮮血的顱器和花瓶。
雙目圓睜、舌頭捲曲、牙齒裸露，
示現出極其可怕的相貌。
他們的三門由三字標記。
從「吽」字發出光芒，
迎請智慧尊從其住處前來。
雜吽邦候
(DZA HUM BAM HO)
他們與誓句尊融合而無分。
我獻上外、內供物之海，
朵瑪、誓句物和諸悅意供養。
以此成滿心願之供養，我懺悔
所有的錯誤和過失；請賜予寬恕。
吽(HUM)
您沒有血肉之身軀，
以可怖骷髏之相顯現，
圓滿行者一切所需與心願；
偉大的勇士佛父母，我向您頂禮。
哦 光榮赫魯嘎，
和至尊金剛瑜伽母，
我向您祈請和懇求，
請勿捨棄您的承諾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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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我此修行者，
實現一切所希求的善願，
保護我免於所有外、內、密諸障礙，
免於疾病、靈魔和其他危害。
尤其是，對那些欲對我等行傷害或偷盜者，
皆令其所作不能得逞。
總之，請迅速完成任何所祈求的
平息、增長、調伏、忿怒四種事業，
作為我等護法永無懈怠動搖時。
祈請一般護法作「平息、增長、調伏、忿怒」諸事業
哦 護法尊連同您的眷屬，
請享用這廣大陳列的朵瑪供養；
為了我自己、諸師長、弟子和其他人，
請於晝間三時遠處作守護，
夜間三時近處作看護。
平息所有疾病、靈魔和障礙，
增長壽命、威力和受用。
請施展對一切三界的調伏，
驅除每一個惡魔和作擾者，
賜予我們共同和無上諸成就。
總之，請滿足我等諸心願，
達成任何所祈求之善願。
特別懇請多傑雄登
吽(HUM)
宗喀巴傳承之護法――五部多傑雄登並眷屬，請受納悅意朵
瑪。請護佑佛陀教法，尤其是護佑者文殊師利、法王宗喀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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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顯密教授。請增長三寶聲譽、護佑僧伽眾、增長上師壽
量。於我等修行者、諸弟子、施主與他人，請譴除一切修法
違緣與障礙。請建立順緣，以迅速無礙相應行為，即刻降伏
所有叛徒、敵對與妨害者！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潘收 枯拉 沙帕
律哇啦 爪 給 阿 目 卡 馬拉亞 呸！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DRA GEG AH MU KA
MARAYA PHAT!)
獻朵瑪給一般空行和空行母
加持朵瑪
嗡阿吽哈候會

（3遍）

(OM AH HUM HA HO HRIH)
迎請朵瑪諸賓客
遍(PHAIM)
從我心間月輪座上的「吽」字放光，迎請住於八大屍林之方
位守護神眾、地域守護神眾、龍族等。他們降臨八方位的邊
界處，剎那進入光明中，並以佛父佛母之相生起為赫魯嘎諸
尊。他們以金剛光管之舌吸食享用朵瑪。
供養朵瑪

念誦兩遍：
嗡 卡 卡、卡依 卡依、娑哇 亞卡 瑞卡沙、布塔、垂塔、毗
夏扎、烏那塔、阿帕瑪拉、哇傑 達卡、達基 那達雅、依馬
巴鈴 葛酣土、沙馬雅 瑞揚土、馬馬 沙哇 悉地 米措 雅滄
土、雅替潘、雅特壇、布雜塔、皮哇它、基措它、馬替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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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塔、馬馬 沙哇 卡塔雅、撒蘇坎 比蘇打耶、薩哈耶卡 巴萬
土、吽 吽 呸 呸 娑哈
(OM KHA KHA, KHAHI KHAHI, SARWA YAKYA RAKYASA,
BHUTA, TRETA, PISHATSA, UNATA, APAMARA, VAJRA
DAKA, DAKI NÄDAYA, IMAM BALING GRIHANTU,
SAMAYA RAKYANTU, MAMA SARWA SIDDHI METRA
YATZANTU, YATIPAM, YATETAM, BHUDZATA, PIWATA,
DZITRATA, MATI TRAMATA, MAMA SARWA KATAYA,
SÄDSUKHAM BISHUDHAYE, SAHAYEKA BHAWÄNTU,
HUM HUM PHAT PHAT SÖHA)
外供養
嗡 須利 赫魯嘎 沙帕律哇拉 阿岡、帕丹、舖貝、都貝、地
威、甘疊、尼威地、夏塔 帕諦扎 吽 娑哈
(OM SHRI HERUKA SAPARIWARA AHRGHAM, PADÄM,
PUPE, DHUPE, DIWE, GÄNDHE, NEWIDE, SHAPTA
PARTITZA HUM SÖHA)
內供養
獻給方位守護神眾、地域守護神眾、龍族等以口來受用，嗡
阿 吽 (OM AH HUM)
祈請
您全體天神眾，
全體龍族眾，
全體羅剎眾，
全體食人族，
全體邪靈眾，
全體餓鬼眾，
全體食肉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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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造狂眾，
全體造失憶眾，
全體空行眾，
全體女靈眾，
所有諸眾無一例外，請降臨此處聽我言。
哦 光榮隨從眷屬眾，迅速快捷如心念，
受持誓約與心誓言，護持教法利益有情者，
以怖畏相與無盡忿怒行，降服惡人與摧毀黑暗勢力者，
賜予瑜伽士修行諸成就，
具不可思議力量與加持者，
對此八部諸賓客，我虔誠作頂禮。
我祈求您連同諸明妃、童子、隨從眾，
賜予我一切成就之財富。
願我與其他修行者，具有健康、長壽、力量、榮耀、聲譽、
幸運，
以及廣大之受用。
祈請賜予平息、增長、調伏與忿怒諸成就。
哦 守護諸神眾，請時時協助我。
滅除一切非時死、疾病、邪靈侵害與障礙。
消除惡夢、不祥預兆與惡行。
願世間安樂，願歲歲平安，
願作物豐收，願佛法興盛。
願諸善德、幸福恆降臨，
願一切願望皆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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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朵瑪給當地守護神
加持朵瑪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面前「莊」(DHRUM)現起一寬廣寶瓶，於其
中，從「嗡」(OM)現起一朵瑪――廣大無染智慧甘露海。
嗡阿吽

（3遍）

(OM AH HUM)
獻朵瑪
那馬 沙哇 塔他嘎塔 阿哇洛基替 嗡 桑巴拉 桑巴拉 吽
（3遍）
(NAMA SARWA TATHAGATA AWALOKITE OM
SAMBHARA SAMBHARA HUM)
讚頌
敬禮多寶(Rinchen Mang)如來。
敬禮妙色身(Sug Dze Dampa)如來。
敬禮廣博身(Ku Jam Le)如來。
敬禮解脫一切怖畏(Jigpa Tamche Dang Drelwa)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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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請
我以如是朵瑪甘露海――具足五種欲樂對象之勝妙集聚，獻
給大地女神丹瑪(Denma)，以及三千世界一切地域守護神、
五長壽女神、教法守護神、地方守護神、所有大地各處的地
主神，尤其是住於此地者。請接受此供養，並於任何我或我
的施主所行諸事業，皆離嫉妒或惱怒，創造適合我等心意諸
善緣。
藉我意圖之力、
諸佛如來加持力，
以及諸法實相力，
願我所望任何善意願，
皆能毫無阻礙而達成。
供茶
上師即是佛陀，上師即是正法，
上師即是僧伽，
上師即是一切喜樂之泉源；
於一切上師前，我敬獻此供養。
嗡阿吽

（3遍）

(OM AH HUM)
加持薈供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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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性境中，從「揚YAM」生風，從「朗RAM」生火，從
「阿AH」生起三人首灶。其上從「阿AH」現起一廣大珍貴
顱 器 。 器 內 ， 從 「 嗡 OM」 、 「 康 KHAM」 、 「 昂 AM」 、
「幢TRAM」、「吽HUM」生起五甘露；從「浪LAM」、
「芒MAM」、「潘PAM」、「壇TAM」、「邦BAM」生起
五肉。各以諸字作飾嚴。風揚起，火熾燃，顱器內諸物質融
化。其上，從「吽HUM」生起一白色倒懸卡噹嘎，墜入顱器
內融化，器內諸物質即轉為水銀色。其上有疊成三行的母音
與子音，轉化為「嗡 阿 吽OM AH HUM」。它們放光勾攝位
於十方一切如來、勇父與瑜伽母心間無礙智慧之甘露。當此
注入，器中物質增長且轉為廣大浩瀚。
嗡 阿 吽(OM AH HUM)

（3遍）

嗡 沙哇 比 舖拉 舖拉 蘇拉 蘇拉 阿哇它亞 阿哇它亞 候： 哇
傑 帕拉那 康

（3遍）

(OM SARWA BI PURA PURA SURA SURA AHWATAYA
AHWATAYA HO: VAJRA PARANA KHAM)
嗡 娑巴哇 比蘇打 達馬特 哇傑 悉地 吽
(OM SÖBHAWA BISHUDHE DHARMATE VAJRA SIDDHI
HUM)
那馬 沙哇 塔他嘎塔 巴有 比蘇 目可比 沙哇 得康 烏嘎替 帕
拉那 亥 馬 嘎嘎那 堪 娑哈
(NAMA SARWA TATHAGATA BHAYO BISHU MUKHEBE
SARWA DEKANG UGATE PARANA HI MAM GAGANA
KAM SÖHA)
嗡 安利塔 吽 呸
(OM AMRITE HUM P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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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 阿卡洛目堪 沙哇 達馬南 阿丹奴哇壇 南度 達
(OM AHKAROMUKHAM SARWA DHARMANÄN
ADENUWATEN NADÖ DA)
那馬 沙哇 塔他嘎塔 阿哇洛基替 嗡 桑巴拉 桑巴拉 吽
(NAMA SARWA TATHAGATA AWALOKITE OM SAMBHARA
SAMBHARA HUM)
嗡 魯魯 舖魯 娑拉 地塔 悉地 羅沙尼 沙哇 阿塔 撒達尼 娑哈
(OM RURU PURU SOLA DIKTA SIDDHI LOTSANI SARWA
AHTA SADHANI SÖHA)
藉我意圖之力、
諸佛如來加持力，
以及諸法實相力，
願我所望任何善意願，
皆能毫無阻礙而達成。
迎請薈供諸賓客
吽(HUM)
從一味於智慧明點的一切勝者境，
以諸幻化身的妙曼舞姿而調伏諸弟子，
哦 根本與傳承諸上師、本尊和珍貴之三寶，
請作為賓客前來此處，享用此薈供。
您獨自以大雄大力承擔起
延續羅桑教法慧命之責任，
哦 無數大力者皆不能及的至尊多贊(Duldzin)，
偉大法王，請與您的眷屬一同前來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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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具誓護法、勇父、空行母
以及三地守護神之眾會聚，
連同顯現為賓客的所有可憐受苦眾生，
請作為賓客前來此處，享用此薈供。
實際薈供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慈悲的根本上師。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加持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任運實現二利之善願。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赫魯嘎曼達拉諸尊。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引導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不勞任運獲得無上與共同之成就。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74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珍貴之三寶。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賜予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從輪迴和寂靜的恐懼中解脫之成就。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諸空行母與諸護法眾。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幫助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任運圓滿一切之心願。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大護法王多傑雄登。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保護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於晝夜六時之中不間斷。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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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五部多傑雄登。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為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展示迅速、敏銳四事業之相。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四佛母如堅瑪(Chenma)等。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為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展示一切世界及其中有情福樂廣大之相。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五金剛天女如魯帕金剛(Rupavajra)等。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賜予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俱生大樂受用之喜宴。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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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本質為菩薩的八比丘。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賜予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增長佛法講修事業之喜宴。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十位年少相忿怒尊。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為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行持驅除魔眾和作擾者之事業。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隨從使者喀切瑪波(Khache Marpo)。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為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揚善止惡恒時無動搖。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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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以獻供來取悅您，聽隨嘉禪(Gyalchen)指令的忿怒眾。
請接受並弘揚勝者羅桑之教法，
守護我們――諸師長、弟子、施主和他人，
於晝夜六時之中不間斷。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敬獻諸賓客，為令您歡悅，六道的可憐眾生。
願皆享有各自所欲求的任何受用物，
淨化一切諸苦及根源、業力、妄念、惡行和障礙，
並速抵無上大正覺之國度。
簡短薈供
吽(HUM)
我奉上此無染受用之薈供，
獻給全體上師、本尊與三寶、
空行母與具誓護法眾，
尤其是法王多傑雄登，
甘丹教法傳承最勝護法尊，
以及追隨您的全體大眾。
以您受納此勝供養故，
願羅桑勝教傳揚十方。
請為我等所有弟子、施主與他人，
摧滅一切外內密諸障礙，
降服怨敵與妨害者，
並迅速圓滿我等諸心願。

（3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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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上師
候(HO)
大勇士，請垂聽，
實於此中無疑惑，
婆羅門、犬與驅逐者，
全無分別請享用。
候(HO)
我即諸勝之主尊，
實即聖者赫魯嘎，
享用智慧甘露海，
為使天眾皆飽足。
阿 候 馬哈 蘇卡
(AH HO MAHA SUKHA)
向五部多傑雄登獻讚頌
吽(HUM)
您說過，「我將如守護一切眾生福德之財一樣，
護持此諸佛教法最勝、無垢之心要。」
哦 勇父文殊師利和大威德金剛，喬裝為忿怒可怖之身相，
具足百萬護法眾之威力；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帶著迷人、璀璨的慈悲笑容，
不論是忿怒、慈愛、平靜或微笑，您都盡顯尊貴之美。
當我們記起您身體未可見之密義，
您即賜予一切所需和願望的滿足；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您手持粉碎輪迴之敵的智慧寶劍，
以及克服寂靜之極端的大樂心。
您展現超出輪迴與寂靜二極端的善巧方便，
哦 無量眾生之榮耀主，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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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多傑雄登

龍樹菩薩所持乃免於二極端之無上見地，
而戒律的無上行持即是佛陀所立的行為規範，
為示現眾生應如是修行，
您頭戴圓頂帽、身著橘黃色僧袍；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您騎乘不同形象之坐騎，
如大力獅子、威武金翅鳥和飛龍，
您示現任何能調伏眾生的形象，遍諸無量之世界，
為利有情從不懈怠；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雖然您示現著令人畏懼的樣貌，
住於猛烈、熾燃火焰之中央，
您卻絲毫未離開過愛與慈悲的安寧之境；
哦 超凡的無上奇蹟，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您是平息之舞中的清淨色蘊，
體態年輕如秋月之主般充滿活力，
手持繫有絲綢之長矛和套索，騎於象王之上；
哦 逆緣與障礙之驅除者，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您是增長之舞中的清淨受蘊，
有著具百萬太陽光芒之高貴身軀，
手持一缽珍寶和一寶瓶，騎於帕羅米諾神駒之上；
哦 財富與順緣的增長者，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您是調伏之舞中的清淨想蘊，
身體熾燃赫耀如壯麗的紅寶石山，
手持馴勾和套索，騎於一青色飛龍之上；
哦 三界之降伏者，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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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忿怒之舞中的清淨行蘊，
身之可怖猛烈猶如暗紅色的火與風，
手持寶劍和一顆心，騎於威武金翅鳥之上；
哦 靈魔和作擾者之制伏者，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四元素和五欲望對象的清淨本質
即是傳承的九位極妙麗佛母，
悅意少女擅於愛藝之技；
哦 輪迴束縛之解脫者，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諸根、脈和節的清淨本質
即是八位引導善行之比丘。
猶如戲中演戲般，您為調服諸弟子，示現任何所需之形象，
猶如對待獨子般保護具誓之行者，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具力忿怒之舞中的清淨諸肢體
即是十位降服邪惡者的忿怒尊。
以種種不同化現守護於十方，
哦 年少相忿怒尊，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對忿怒具誓隨從眷屬如喀切瑪波，
靈王眾、地界魔眾、羅剎眾、財神眾、龍族眾，
諸天眾、食人族眾、諸閻羅王、女靈眾和飛行神眾，
哦 震動三千世界的廣大忿怒眾之會聚，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令人驚歎的美麗珍貴天宮，
可懼的屍林、骨之宮殿，如是等等，
各種所依之曼達拉與能依之諸尊，
無數化現的眾會之陣，我們對您頂禮並獻上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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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般護法獻讚頌
吽(HUM)
哦 大力金剛持佛――體性遍及一切諸傳承，
無別於上師之四身無上境，
諸本尊――所有成就之源，
以及勇父、空行母之會聚，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一切勝者威力總攝於一，
您降伏教法諸障礙，保護行者如自己的獨子一般；
哦 智慧護法，六臂馬哈卡拉，
連同您的廣大眷屬會聚，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哦 生命護持者旺耶(Wangyel)，滿願如意寶，
您賜予我們所渴望的諸需求、資源財富、壽命和事業，
連同三界的勇父、空行母之會聚，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哦 法王卡拉魯帕(Kalarupa)，您善惡分明，
降服不善者而保護虔誠的修行人，
紮門地(Tzamundi)，八位男女隨從眾聚，
以及可怖的諸閻羅王(Yamas)眾，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哦 所有勝者的唯一之母――卡林地威(Kalindewi)，
帕登拉莫(Palden Lhamo)，
歡喜於為清淨修行者行諸具力、敏捷之事業，
五位長壽女神，丹瑪(Denma)護法眾，
連同您的護法女眾諸眷屬，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哦 具大力的昌結(Chamdrel)――來自布瑪青(Burmashing)的
教法之主護法，
男女羅剎眾，
跋陀羅子(Bhadraputra)兄弟與姊妹，如是等等，
連同您廣大的具誓眷屬，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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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四面四臂馬哈卡拉(Mahakala)，一切障礙之摧毀者，
您自大樂無礙智之遊戲而現起，
四佛母、二十一忿怒尊，
以及八部隨從眷屬眾，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哦 忿怒之舞中的光榮赫魯嘎，
光榮智慧護法具四臂之相，
昌結列登(Chamdrel Legden)、森東(Seng Dong)、
嘉東(Ja Dong)，
八部隨從女眾連同諸眷屬，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哦 僅僅憶念您即賜予我們
所有共同與無上的成就，
偉大的財寶天王(Namtose)，財神塔達結(Tadagye)，
羅剎眾連同諸眷屬，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哦 偉大具力之尊，修行者的保護者，
紅色身相的壽命之主護法亞卡昌興(Yakya Chamsing)，
八位事業敏捷之尊、二十一位忿怒尊，
連同您的廣大眷屬會聚，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哦 人天之護佑者，從您放出之光明，
種種化身現起而遍佈十方，
向一切眾生示現如何安住於「取」與「捨」；
向您――具無礙神奇化現者，我們獻上讚頌。
哦 來自於各種化身戲舞中的觀世音心間之使者，
護持法輪之常轉，
看護修行者就如獨子一般，
偉大的護法諸尊，我們向您獻上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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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般護法作特別祈求
吽(HUM)
哦 我所長期依止與供養的
諸大力護法和守護神，
從今起直到我證得正覺之心要，
請一直作我的皈依處和護佑者，與我永不分離。
請去除所有障礙和逆緣，
不勞任運地成就
一切修持神聖佛法諸順緣，
並驅除一切有害之魔與作擾者。
哦 您們所有偉大具力的護法，
當我依止您，請勿遠離我心，
當我祈求您，請勿遲緩所行，
當我祈求您息怒，請勿僅示微少力。
為了我此修行者、諸師長和弟子，
請在此刻即迅速止息所有
心懷仇恨或惡意的惡魔和作擾者，
以及艱難之年月日、凶兆和不祥；
請迅速無有障礙地完成
任何我所祈求諸事業。
加持給靈眾的剩餘薈供物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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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性境中，從「揚YAM」生風，從「朗RAM」生火，從
「阿AH」生起三人首灶。其上從「阿AH」現起一廣大珍貴
顱器。器內為薈供剩餘供物，其本質為五肉五甘露。它們被
淨化、轉化、增長，轉成廣大無染智慧甘露海。
嗡阿吽

（3遍）

(OM AH HUM)
實際供養靈眾
吽(HUM)
藉我心間放出的勾招之光，
所有餘供之賓客、方位神和地域守護神，
八部忿怒眾及其他具金剛誓句者，
皆速前來此處享用餘供之朵瑪。
吽(HUM)
外、內、密誓句物之雲，
以及血紅色的具大樂薈供朵瑪，
經大樂與空性、咒語、手印作加持，
作為具格的無染甘露之薈供，
我獻給跟隨金剛指令和誓句者，
及諸可享用餘供而非第一口之賓客，
請歡喜滿足地享用，
並迅速圓滿行者諸心願。
候(HO)
哦 剩餘供物之賓客和眷屬，
請享用此剩餘薈供之海，
願傳揚珍貴教法者，
教法持有者、施主及他人，
尤其是我與其他修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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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健康、長壽、威力、
榮耀、聲譽、幸運以及廣大之享用。
祈請賜予平息、增長、調伏、忿怒諸成就。
哦 守護者，請恆常幫助我。
拔除一切非時死、疾病、
邪靈侵害及障礙。
滅除惡夢、凶兆與惡行。
願世間安樂，願歲歲平安，
願作物豐收，願佛法興盛。
願諸善德、幸福恆降臨，
願一切心願皆圓滿。
以此廣大佈施力，
願為利益眾生而成佛；
並願藉此慷慨行，
我當解脫所有未被過去諸佛解脫者。
加 持 金 色 甘 露 (serkyem)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阿AH」現起一廣大浩瀚顱器。器內為金
色甘露，其本質為五肉與五甘露。它們由三字清淨、轉化、
增長，並轉成廣大無染智慧甘露海。
嗡阿吽

（3遍）

(OM AH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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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養 金 色 甘 露 (serkyem)
吽(HUM)
上師所作二事業，降下殊勝加持雨，
本尊賜予共與不共諸成就，
我奉獻賜予喜悅勝甘露，
懇請受納並迅速圓滿行者諸心願。
三地諸勇父空行母，
以及大力具誓護法眾，
我奉獻賜予喜悅勝甘露，
懇請受納並迅速圓滿行者諸心願。
尤其是傳承無上出世護法尊，
迅速、威猛、忿怒多傑雄登，
我奉獻賜予喜悅勝甘露，
懇請受納並迅速圓滿行者諸心願。
化現五部多傑雄登，
無礙賜予無數平息、增長、調伏、忿怒諸事業，
我奉獻賜予喜悅勝甘露，
懇請受納並迅速圓滿行者諸心願。
九妙麗佛母、八引導比丘，
十位年少忿怒相助手等，
我奉獻賜予喜悅勝甘露，
懇請受納並迅速圓滿行者諸心願。
對極忿怒相之喀切瑪波，
嚴厲懲戒背棄佛法之可怖侍者，
我奉獻賜予喜悅勝甘露，
懇請受納並迅速圓滿行者諸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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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一切化身與超越思維諸化現，
以及遍佈三千世界隨從與天眾，
我奉獻賜予喜悅勝甘露，
懇請受納並迅速圓滿行者諸心願。
以我供養祈請力，
請以四種事業六時恆守護，
關愛護佑如父愛其子，
剎那間亦不懈怠。
願您與威嚴隨從眷屬，
恆常憶念對至尊多贊之莊嚴誓言，
毫無懈怠迅速成辦我所祈請諸事業。
迎請多傑雄登與諸眷屬
吽(HUM)
我具足本尊清淨相，在面前紅黑火風的中央，
蓮座與日輪、踐踏魔眾與作擾者，
是一威猛雄獅，具足敏捷與力量。
其上端坐法王多傑雄登，護法眾中無上心寶，
頭戴黃色圓頂帽，身披僧袍，手執利劍與慈悲心。
追隨法教清淨者他現歡喜相，
斥退魔怨障礙現忿怒相。
他為廣大隨從而圍繞，如喀切瑪波等諸眷屬。
從我心間放出光明，即刻招請諸位智慧尊，
從本性處及諸方宮殿，與誓句尊融合不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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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供養與祈請
吽(HUM)
我以身、語、意虔誠作禮拜，
廣設內外供養、悅意朵瑪、美酒、香茶、糕餅、牛奶及
乳酪，
實設與意化遍及一切虛空處。
誓句、圓滿、依止、適意物，內外密供，
美妙、清淨供品，遍及一切虛空處，
我以此奉獻集會的聖眾，願圓滿心誓戒並令損毀誓句還淨。
一切有害心念和行為，違反大力護法的心意；
我從心深處至誠懺悔，願迅速淨化，並關愛我如母待其子。
我誠心向您祈求，無上聖本尊，
請護佑宗喀巴傳承遠大弘揚，
增長至尊上師的壽量和事業，
以及僧伽眾的學習和修行。
請如影隨行看護我，恆常給予關照與保護，
摧滅一切障礙與違緣，增長善緣成就心中願。
示現威猛神力正逢時，四種事業迅速銳利而無礙，
以此速依行者諸心願，圓滿殊勝深切之渴求。
闡明因果不虛妄，正逢時，
昭雪冤屈無辜者，正逢時，
護佑弱小無依者，正逢時，
守護修行者如子，正逢時。
總之，從今乃至成正覺，
我尊您為上師、本尊與護法。
請於晝夜六時恆守護，於我護法事業無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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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請所願皆成就
吽(HUM)
無論何時守誓追隨者，祈請您任何四種事業：
迅速、敏捷、示現眾人皆能見，成辦我所祈求諸事業。
清淨日輪法王宗喀巴，輝映輪迴涅槃之上空，
消除低劣邪道的黑暗，光明普照眾生願吉祥。
持有傳承吉祥諸上師，壽命堅固如同尊勝幢；
降澍弟子所願事業雨，傑‧宗喀巴教法廣弘揚。
清淨持戒明慧僧伽眾，持此傳承法教僧團中，
增長學修淨戒與和合，甘丹法教增長如新月。
由諸事業祈請善滿足，持此勝幢行者心中願；
虔心修持顯密道次第，一切所聞教授之心要。
大地眾生所行諸事業，如法非法苦樂諸因果；
護法善巧阻止與攝受，引領眾生究竟安樂道。
尤其為我及其他行者，摧滅所有障礙與違緣，
增益福德壽命與資糧，動與不動諸物盡享用。
如影隨行恆常伴隨我，惠助看護猶如親友伴，
迅速成就任何所囑託，以及所有祈請諸事業。
受教唆瞋害善慧法教者，尤其試圖損害修行者；
請勿延遲一年或一月，迅速消除所有諸障礙。
祈請常住福樂圍繞處，受用朵瑪以及諸供養，
人財、受用信賴託付您，晝夜六時看護願無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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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請 寶 生 雄 登 (Ratna Shugden)
吽(HUM)
從樂空不二幻化之舞中
種種化身遊戲而現起，
哦 增長之尊，三界之榮耀主，
請與九佛母、護法眾及諸財神一同降臨此處。
我獻上廣大外、內、密供養雲，
諸吉祥符和吉祥物、近受用供養、七珍寶，
美酒、香茶、糕餅、牛奶、乳酪、薰香和朵瑪等；
哦 增長之尊，大護法王及諸眷屬，願您受用而歡喜。
作為虔誠修行者，我從心底深處祈求您
去除所有違緣、障礙和魔擾，
增長壽量、善德、資財、福運，
教證、聽聞和聲望諸功德。
請恆時於全世界廣大弘揚
教法之心要――羅桑無上耳傳派之講解與修持，
哦 全然清淨安樂者，有著無上的光明之身，
請遍諸世界各地行持您的事業。
祈請移除諸障礙
吽(HUM)
哦 五部忿怒多傑雄登連同您的眷屬，
請接受這些誓句物、供養和朵瑪；
並藉由您的力量、神通和威神力，
願妨礙尊貴上師長壽的一切障礙皆被止息！
願妨礙佛法尤其是傑‧宗喀巴教法傳揚和增長的
一切障礙皆被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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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法持有者，尤其是我們的佛法中心，
願所有外、內、密障礙和逆緣皆被止息！
對我等及施主、一切人類、牲畜和其他眾生，
願所有疾病、靈魔、障礙及其業力之因皆被止息！
願所有自四百零四種妄念所產生的致命疾病皆被止息！
願各種各樣的誣咒、詛咒和巫術，
有毒物和損害身心之符咒皆被止息！
願鬼神靈眾的上下亂動，
艱難的年月日和所有惡靈之害皆被止息！
願惡夢、不幸、凶兆，
以及諸來自靈魔、作擾者和魔眾的擾害皆被止息！
願所有突發險情、強烈貪執、恐慌焦慮，
以及所有的處罰、口舌之爭和矛盾衝突皆被止息！
願所有來自地界靈眾和龍族的傷害，
以及由靈王和女靈眾導致的心神錯亂皆被止息！
願由靈眾呼吸所引起的傳染病，
以及各種各樣的一切魔行皆被止息！
願閻羅王之轉輪
以及各種魔眾和惡靈的傷害皆被止息！
總之，為了我等、施主和他人之故，
願惡意敵對者皆被徹底降伏！
願一切邪惡的化現皆被徹底降伏！
願一切心懷惡意的魔眾和作擾者皆被徹底降伏！
哦 五部多傑雄登以及您的眷屬，
請行諸事業而令這一切悉皆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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吽(HUM)
哦 威武的多傑雄登，
請於現在、於此處即賜予我們
所有適宜之成就，
弘揚教法、增加追隨者及資源財富。
加持承諾朵瑪和送別朵瑪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揚YAM」生風，從「朗RAM」生火，從
「阿AH」生起三人首灶。其上從「阿AH」現起一廣大珍貴
顱 器 。 器 內 ， 從 「 嗡 OM」 、 「 康 KHAM」 、 「 昂 AM」 、
「幢TRAM」、「吽HUM」生起五甘露；從「浪LAM」、
「芒MAM」、「潘PAM」、「壇TAM」、「邦BAM」生起
五肉。各以諸字作飾嚴。風揚起，火熾燃，顱器內諸物質融
化。其上，從「吽HUM」生起一白色倒懸卡噹嘎，墜入顱器
內融化，器內諸物質即轉為水銀色。其上有疊成三行的母音
與子音，轉化為「嗡 阿 吽OM AH HUM」。它們放光勾攝位
於十方一切如來、勇父與瑜伽母心間無礙智慧之甘露。當此
注入，器中物質增長且轉為廣大浩瀚。
嗡 阿 吽(OM AH HUM)

（3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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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朵瑪而祈請多傑雄登圓滿諸承諾
吽(HUM)
久遠以前，在色究竟天法身淨土中，
作為勇父文殊師利慈悲的一個化身，
您現起為大力多傑雄登，
您承諾驅除十方惡魔和作擾者，
您承諾保護法輪之恆轉，
您承諾為修行者行諸正覺事業；
哦 請接受這些朵瑪和供養，
並如您所承諾的那樣行持您的事業。
後來，在甘丹之山的無上清淨地，
於第二佛陀――護佑者文殊師利前，
您現起為一位護持甘丹教法的護法尊，
您承諾驅除十方惡魔和作擾者，
您承諾保護法輪之恆轉，
您承諾為修行者行諸正覺事業；
哦 請接受這些朵瑪和供養，
並如您所承諾的那樣行持您的事業。
後來，作為那曲‧卓巴堅贊(Ngatrul Dragpa Gyaltsen)，
您廣受尊敬並被譽為
溫薩耳傳派(Ensa Whispered Lineage)之護佑者，
而您現起為此無上身相之多傑雄登，
您承諾驅除十方惡魔和作擾者，
您承諾保護法輪之恆轉，
您承諾為修行者行諸正覺事業；
哦 請接受這些朵瑪和供養，
並如您所承諾的那樣行持您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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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於僅只是顯相的觀想曼達拉中，
當金剛上師和弟子之會聚
勸請您以大威力行持您的事業，
您承諾驅除十方惡魔和作擾者，
您承諾保護法輪之恆轉，
您承諾為修行者行諸正覺事業；
哦 請接受這些朵瑪和供養，
並如您所承諾的那樣行持您的事業。
獻送別朵瑪給多傑雄登
吽(HUM)
哦 所有大力諸尊之主尊，
一切勝者體性文殊師利護佑者傑‧宗喀巴教法之保護者，
全然威猛忿怒的偉大多傑雄登，
五部之會聚――四種事業成就之寶藏，
連同您的隨從如比哈(Behars)、地界魔眾、
八類忿怒尊、諸閻羅王和護法女眾，
以及地主神和當地守護神如魯準(Rudren)等，
誠如您對令您歡悅者所作的承諾，
請享用此精美嚴飾的送別朵瑪，
請享用此具大樂的血紅色朵瑪，
請享用此南瞻部洲(Jambudiva)的美食供養，
請享用此美酒之藥甘露，
請享用此香茶之藥甘露，
請享用此全然清淨之金色甘露。
我們真誠感謝您在過去滿足我們的諸祈求，
現在亦為您持續護持我們而真誠獻上供養。
請護佑我們，消除所有逆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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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降服一切魔眾和作擾者，
並賜予一切我們所需之資財。
祈求不共之保護
吽(HUM)
了知一切顯相、聲音和心識
即是本尊、咒語和法身之顯現，
哦 無上聖本尊，我等修行者及諸追隨者
尊重您為不了義與了義之金剛持。
您即是講授斷捨與修持之甚深道的上師，
即是賜予共同和無上諸成就的本尊，
即是以四事業助佑我們的護法，
我們尊重您為上師、本尊與護法之化現。
我等致力弘揚甘丹教法傳承
具足八種大力者，
尊重您為護法尊，
能夠幫助我們輕鬆地達成
任何所望與所行之事業。
守護佛陀教法而依止您的諸上師，
尊重您為無上圓滿之尊――
能夠增長他們的壽命、資財、諸威力，
賜予他們廣大的羅桑教法事業之成功。
任何護持甘丹傳承而依止您、
向您獻供並守持清淨戒律的團體，
他們對受持為個人教誡之教法
廣泛的學習、講解與修持，即得增長；
我們尊重您為清淨見行傳承之護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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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以所需的一切誓句諸物修持儀軌
而令嘉禪(Gyalchen)之心歡喜，並圓滿心誓言，
我等的家族、影響力、資財和眷屬即增長興盛；
我們尊重您為財富之神――滿願之如意寶。
哦 無上聖本尊，當您僅只是放光，
八部靈眾、地主神和當地守護神，
即迅速圓滿一切四種事業，
我們因此尊重您為一切護法尊之化現。
既然我等尊重您為護法，向您託付我們自己、
我們的師長、弟子、眷屬和一切外內資財，
故從今起直到我等成正覺，
請於行持四種事業恒時無倦怠。
加持感謝供養
嗡 堪達羅悉 吽 吽 呸
(OM KHANDAROHI HUM HUM PHAT)
嗡 娑巴哇 虛達 沙哇 達馬 娑巴哇 虛朵 杭
(OM SÖBHAWA SHUDDHA SARWA DHARMA SÖBHAWA
SHUDDHO HAM)
一切化為空性。
從空性境中，從諸「堪KAMs」現起一寬廣顱器，於其中，
從 諸 「 吽 HUMs」 生 出 飲 用 水 、 洗 足 水 、 鮮 花 、 燃 香 、 明
燈、香水、食物與音樂。本質為空性，它們具有各個供物之
相，並且作為六感官之受用對象而賜予殊勝、無雜染之大
樂。

98

嗡 阿岡 阿 吽(OM AHRGHAM AH HUM)
嗡 帕丹 阿 吽(OM PADÄM AH HUM)
嗡 哇傑 舖貝 阿 吽(OM VAJRA PUPE AH HUM)
嗡 哇傑 都貝 阿 吽(OM VAJRA DHUPE AH HUM)
嗡 哇傑 阿洛克 阿 吽(OM VAJRA ALOKE AH HUM)
嗡 哇傑 甘疊 阿 吽(OM VAJRA GÄNDHE AH HUM)
嗡 哇傑 尼威地 阿 吽(OM VAJRA NEWIDE AH HUM)
嗡 哇傑 夏塔 阿 吽(OM VAJRA SHAPTA AH HUM)
實際獻上感謝供養
外供養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
哇拉 阿岡、帕丹、舖貝、都貝、阿洛克、甘疊、尼威地、夏
塔 帕諦扎耶 娑哈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AHRGHAM,
PADÄM,PUPE,DHUPE,ALOKE,GÄNDHE,NEWIDE,
SHAPTA PARTITZAYE SÖHA)
內供養
嗡 達馬帕拉 馬哈 拉雜 哇傑 貝岡彎 路卓 潘收 枯拉 沙帕律
哇拉 嗡 阿 吽
(OM DHARMAPALA MAHA RADZA VAJRA BEGAWÄN
RUDRA PÄNTSA KULA SAPARIWARA OM AH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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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讚頌與迴向
僅只是憶念您，您便行持四種事業，
驅除一切外、內、密諸障礙；
哦 偉大的護法尊連同您的眷屬，
大力五部多傑雄登，我向您頂禮。
以我淨修諸功德，
願諸眾生永不離，
寂靜威猛文殊尊，
恆常為其所攝受。
願我證得具足七種最勝功德之雙運境，
如虛空般永恆的五身之體性；
而後不勞任運，於剎那間，
引領一切諸有情抵達此境地。
祈請寬恕
嗡 哇傑 赫魯嘎 撒馬亞，馬奴 帕拉亞，赫魯嘎 替諾 帕替
他，覺多 米 巴哇，蘇凸 嘎有 米 巴哇，蘇普 嘎有 米 巴哇，
阿諾 拉斗 米 巴哇，沙哇 悉達 米 婆亞扎，沙哇 卡馬 蘇扎
米，戚譚 虛揚 枯魯 杭，哈 哈 哈 哈 候 巴嘎王，哇傑 赫魯
嘎 馬 米 夢察，赫魯嘎 巴哇，馬哈 撒馬亞 撒斗 阿 吽 呸
(OM VAJRA HERUKA SAMAYA, MANU PALAYA, HERUKA
TENO PATITA,DRIDHO ME BHAWA, SUTO KAYO ME
BHAWA, SUPO KAYO ME BHAWA, ANURAKTO ME BHAWA,
SARWA SIDDHI ME PRAYATZA, SARWA KARMA SUTZA
ME, TZITAM SHRIYAM KURU HUM, HA HA HA HA HO
BHAGAWÄN, VAJRA HERUKA MA ME MUNTSA, HERUKA
BHAWA, MAHA SAMAYA SATTÖ AH HUM P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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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未覺或不知，
或因氣力有不逮，
所造任何過失處，
惟願護法悉容恕。
融入
為了一切眾生之利益，
請長住此處，與此聖像不分離；
請賜予我等長壽、健康與繁榮的生命，
並祈賜予無上之成就。
嗡 蘇帕 替查 哇傑 耶 娑哈
(OM SUPRA TIKTRA VAJRE YE SÖHA)
嗡 哇傑 木(OM VAJRA MU)
世間諸賓客，皆返回其各自之來處。
嗡 優嘎 虛達 沙哇 達馬 優嘎 虛朵 杭
(OM YOGA SHUDDHA SARWA DHARMA YOGA SHUDDHO
HAM)
曼達拉諸尊融入於我。
天宮和佛母融入於我。
吉祥讚與迴向
願得諸根本、傳承上師之大吉祥常在，
願得諸天眾、本尊之大吉祥常在，
願得諸勇父、空行母之大吉祥常在，
願得諸護法眾之大吉祥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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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父文殊與普賢，
已證諸法之實相，
我今迴向諸善德，
願諸修持悉同彼。
三世諸佛給予最高讚，
以此而作迴向最殊勝，
我今如是悉數迴向諸善德，
為證殊勝、無上之成就。
善傳承祈請文
聖教法王宗喀巴，所傳法義極盛揚，
一切魔障俱止息，順緣無餘皆具足。
祈以自他三世中，所集一切二資糧，
羅桑卓巴勝者教，願其長時盛不衰。
九行緣悲頌
宗喀巴 雪國聖賢頂嚴，
您是釋迦牟尼佛與金剛持，
一切成就的泉源，
觀世音 無緣大悲寶藏，
文殊師利 無垢智慧之王，
金剛手 摧滅諸魔軍眾，
哦 尊貴的上師佛，三寶之總持，
我以身語意，虔誠向您祈求：
請賜予加持，成熟並解脫我與眾生，
並賜予共同與無上之成就。

（3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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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02年，尊貴的格西 格桑嘉措仁波切在其忠誠弟子的祈求下，
依據傳統法本為虔誠的修行者編著了此儀軌。

願一切吉祥如意！
《解脫祈請文》是由尊貴的格西 格桑嘉措仁波切所著，
全球噶當巴佛教中心在進行教學、禪修及儀軌的開始時所唱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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