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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喜旋良缘香赞誦

   清净身心，在供香之前，首先要洗手、漱口，端正仪官，身心

寂静安定。在所供奉的佛菩萨、本尊，圣像之前，恭敬合掌，眼

中观光明圣像，思惟佛陀及一切圣众的功德，一心诚敬供养，就

如同佛菩萨现在眼前一般。把香点燃，可以供一柱香或三柱香，

正直的插好，也可点燃线香、熏香或烧香。之後，行三次大礼

拜，然後安坐。接著持诵供香诵如下：

無等上師三寶持明眾   直至圓證菩提敬皈依

見修聞思戒定及資糧   願成幻有有情證菩提

噢m啊吽

自性法界妙生智慧火   燃及一切妙香供養處

幻化五蕴圆满之妙香   遍满一切大地及虚空

無垢無漏清淨潔白身   三世諸佛菩薩頂莊嚴

自在菩薩悲眼視眾生   祈禱大悲觀世音菩薩

一切妙香無垢圓諸戒   止觀攝持真言及手印

殊勝法香供養諸如來   九乘聖者雲聚皆歡喜

迎請三寶怙主功德尊   殊勝見修成就皆圓滿

迎請三界慈母眾有情   慈悲利他圓滿諸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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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滿虛空十方與法界   云聚五大五蘊諸妙香

三寶三身上師三根本   攝受眷眾供養賜悉地

金剛勇士空行護法尊   俱樂意幻法喜吉祥供

攝受雲供障難悉消散   速得成就如意諸所望

六道含識如母有情眾   食香漂泊中陰諸眾生

滿願永離飢渴怖畏苦   速得證悟無上圓滿果

怨親債主妖魔及鬼怪   討債報仇埋怨煩惱眾

償債財理情法盡無餘   宿世怨債菩提中消泯

食聞香客持善仙人等   地水山神護善皆供養

歡喜和合遠離驕嫉疑   成辦良緣利眾之事業

奥m嘛呢叭咪吽（念一串珠子）

埃當熱那曼紮嘎納呀達耶梭哈（七遍）

妙供九如一切有為法   香供諸法生滅乃因緣

行善止惡自淨其意者   如是觀修圓滿意言行

殊勝廣大清淨香供故   智慧諸尊如是入自性

香供財施身心解脫故   世間諸客成熟歸本位

意樂加持供養聖者眾   任運利樂事業無礙生

順緣成就圓滿二資糧   速得廣大功德證菩提

因緣福德圓滿智慧力   願度三苦有情得解脫

晝夜寂靜妙香五蘊供   吉祥獅睡善喜皆迴向

   今日聞得從故鄉製作的龍樹香、本地花香以及佛龕上的燈香而

悅意作此香誦！此香誦作于San Francisco (三藩市)靜室中。

    德薩央瑞智巴於藏歷 2138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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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  课

1．加 持 咒    
                                                          

奥m

桑巴ra 桑巴ra 波瑪納薩ra 

瑪哈臧巴巴吽帕的所哈

2．八 吉 祥 颂

麥彭仁波切 造      索達吉堪布 譯

任作何事之始，念誦一遍，能順利如願成就，故當銘記。

奥m

現有自性清淨任運成     安住十方吉祥剎土中

諸佛正法僧伽聖者眾     頂禮一切願我等吉祥

燈王佛賢勇義成就佛     慈嚴德佛善名勝德佛

一切義持廣大名稱佛     如須彌山聖力名德佛

垂念一切眾生名德佛     威力吉祥名稱遂願佛

僅聞聖名增德增吉祥     吉祥八大善逝敬頂禮

文殊童子具德金剛手     聖觀自在怙主慈氏尊

地藏菩薩並與除蓋障     聖尊普賢菩薩虛空藏

青蓮金剛白蓮那伽樹     如意摩尼寶劍日月輪

持善標幟吉祥殊勝德     八大菩薩勇士敬頂禮

殊勝寶傘吉祥黃金魚     如意寶瓶悅意妙蓮花

悅音海螺圓滿吉祥結     不朽勝幢自在金輪寶

殊勝標幟八勝吉祥寶     供養十方三世一切佛

僅念嬉女聖眾即增祥     八大吉祥天女敬頂禮

大梵大自在天遍入天     千目帝釋與持國天王

增長天王龍王廣目天     多聞天王各持天寶物

輪三叉戟短槍金剛杵     琵琶寶劍寶塔勝寶幢

三界增上善妙與吉祥     世間八大護法敬頂禮

我等如今所作諸事業     一切障難惱害悉消泯

順緣增長所願如意成     祈願吉祥如意悉圓滿

晨起念誦此日諸願成，臨睡念誦能見善夢境

戰時念誦制勝於諸方，事前念誦倍滿諸所求

常時念誦壽德名財祥，妙善圓滿所欲如意成

淨障與增上生決定勝，諸義成就勝佛所宣說

  藏歷火猴年良辰吉日由蔣巴吉比多傑（文殊喜悅金剛）意海所生之大寶瓔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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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音九尊圣自在摄受众生祈祷文

麥彭仁波切 造      索達吉堪布 譯

奥m啊吽舍

大樂熾燃自在宮殿中     樂空聖妙觀察智慧身

離貪具樂蓮花自性中     金剛日尊大光明威德

法身無量光佛金剛法     世間自在大慈大悲身

駕禦輪迴涅槃蓮花王     摧伏三有雄威黑日嘎

秘密智慧金剛亥母尊     勝樂妙欲之王大樂藏

攝諸眾生心識作明母     勝共手印自在樂空舞

懷柔金剛勇士空行聚     現空廣大平等自性中

金剛身之遊舞震三有     無礙語之笑聲召三界

紅光遍佈輪涅一切處     撼動聚集有寂之精華

依於金剛大欲之意樂     賜予所欲二種勝悉地

施以金剛鐵鉤大絹索     萬有顯現攝縛大樂中

無邊幻網之中游舞者     猶如芝麻莢開而安住

懷柔聖眾浩瀚三根本     至誠恭敬祈請垂加持

一切所欲勝共諸悉地     無礙自在成就祈垂賜

  《自在祈禱文》全稱《觀音九尊勝自在攝受眾生祈禱文》，是麥

彭仁波切在圖伯特時輪歷土兔年七月一日（西元1879）從意伏藏中

掘出，具足息、增、懷、誅所有功 德，特別包含了無量光佛、金剛

持、蓮花生大士、作明佛母、馬頭明王、金剛瑜伽母、勝樂金剛、

勇士、空行、等無邊廣大、不可思議的加持力。任何人等，若修習

此法，或用紅色布料印制經幡，被風吹動，或以火、風作輪轉，或

多念誦，任誰祈禱皆能成就一切懷業，勿庸置疑。

4．大圆满傅承上师祈请文

麥彭仁波切 造      索達吉堪布 譯

唉瑪吙

於離戲論法界之剎土    法性無有三世生滅中

無為任運圓成大樂身    如虛空般大悲無偏私

上師法身我虔敬祈請

大樂任運成就剎土中     身語意及功德事業之

五種智慧具足善逝身     悲之種種類別各自顯

上師圓滿報身我祈請

娑婆世界清淨剎土中    緣大慈悲為利生而來

隨順調伏方便行利生    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之

上師應化身我敬祈請

法身普賢王如來密意    金剛薩垛與極喜金剛

悉利桑哈之傳承加持    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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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圓滿傳承師我祈請

如是於眼之境顯現之    外內情器一切諸事物

雖顯任於無我執之中    能所皆淨明空本尊身

祈請貪欲自解脫之師

如是於耳之境聽聞之    悅不悅執著之諸音聲

聲空住於離思惟之中    聲空無生無滅乃佛語

虔敬祈請聲空佛之語

如是於意之境放逸之    五毒煩惱妄念如何顯

心不造作不前迎後伺    放逸自地置法身解脫

祈請明智自解脫之師

於外所執之境相清淨    於內能執之心性解脫

於中光明之面目證知    三世一切善逝之大悲

加持令我心續得解脫

5.  至高那爛陀寺十七大班智达
之显明三信祈请文

嘉瓦仁波切 造       阿旺扎西  恭譯

恆念利眾悲心所造作     得勝斷證救護天之天

緣起語令有情度脫者     如日宣說能仁稽首禮

佛母密意離邊真實義     善以甚深緣起理明說

依教明辨大乘中觀軌     龍樹菩薩足下我祈請

其之心子善巧成就尊     達彼內外宗義大海岸

持守龍典諸師頂奇寶     聖天佛子足下我祈請

諸聖密意究竟緣起義     假有唯名甚深扼要處

明辨已登殊勝成就地     佛護論師足下我祈請

遮破實成事物諸生邊     承許正量共顯與外境

創開此宗一切班智達     清辨論師足下我祈請

僅有依此緣起之因緣     盡滅二邊明空中觀理

善授深廣顯密圓滿道     顯明善說月稱我祈請

希有最勝大悲心佛道     依彼深廣理論諸多門

即於有福所化善說者     寂天佛子足下我祈請

隨機創演二空中觀道     善辨中觀釋量諸理論

闡揚佛陀聖教於雪域     靜命論師足下我祈請

離邊中觀見及二止觀     同順顯密善釋修次第

聖教無謬明示雪域中     蓮花戒師足下我祈請

慈氏隨攝遍大乘經藏     善巧弘傳並示廣大道

隨教辨示唯識之車軌     無著菩薩足下我祈請

阿毘七論執持二空軌     有經唯識宗派善顯示

普稱第二遍知大智者     世親菩薩足下我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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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事勢理示佛經論     善巧宣說諸多量理門

施予智慧之眼量理師     陳那論師足下我祈請

內外量理扼要皆通達     有經深廣諸道由理論

令解最勝法理善授者     法稱論師足下我祈請

無著兄弟所傳般若義     猶如遠離二邊中觀軌

燃點顯明莊嚴論義炬     聖解脫軍論師我祈請

得佛授記開演般若義     猶如慈尊怙主其教授

明示三母般若聖教典     闍黎獅子賢足我祈請

善攝萬藏律儀諸密義     隨順有部善說別解脫

無謬善授堅穩勝智者     功德光前我今作祈請

三學功德寶藏得自在    為令無垢律教恆弘揚

善解廣大教義持戒師    戒師釋迦光前我祈請

遍諸能仁言教深廣軌     顯明攝為三種士夫道

傳流勝教雪域具恩者     尊者阿底峽前我祈請

如是南贍莊嚴智者最     希有善說源流處諸尊

堅固清淨意於其祈請     自續成熟解脫祈加持

通達基法道理二諦義     次以四諦證輪迴還滅

正量引生堅穩三寶信     安立解脫道根祈加持

欲求止息苦集解脫者    出離心及欲度諸眾生

遍布十方悲心為根本    加持修成任運菩提心

極大車軌教典一切義    波羅蜜多金剛乘深處

諸道扼要聞思而修持    易獲定解此心祈加持

願能世世善得三學身    說證二教宣講及修持

如斯持守以及令遍布    如諸軌師於教儘奉行

一切集教皆由聞及思    講修如是渡日斷邪命

諸賢成就大師極增長    令茲南贍大地恆莊嚴

願依此趣顯密諸道地    二利任運一切種智位

速疾證得殊勝佛果位    利諸有情乃至虛空盡

   如是，導師世尊善示深廣等法理，由諸上述天竺先賢大

德對彼造作諸多無比善說，能令具慧士夫開啓慧眼。雖至

今已近於（人年）二千五百五十年，然可供聞、思、修之

論典仍未衰退，故念昔諸先賢善巧大師之恩惠，並生起不

動搖信心，願能彷其行。

   近來，世界上科學及物質已臻于巔峰且於極具喧擾世代

之此刻，吾等身為世尊弟子，應於佛法生起正理信心，此

極重要。故要以正直不偏黨之心兼具懷疑且加以觀察 而去

尋求正確理由，而後為起通達道理所生兼慧之信，故於前

了知名稱遍揚之二聖六莊嚴、佛護論師及聖解脫軍等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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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深廣完美著作是不可或缺的。故將原有二 聖六莊嚴畫

像，加畫剩餘深觀廣行九位傳承上師，而成爲十七那爛陀寺

大班智達之新唐卡。

   吾心誠欲於諸善巧士夫撰寫虔敬祈請文，亦由若干求法心

切法友之殷誠勸請，且因吾於彼等善巧士夫諸善說生起真誠

勝解信而撰此《至高那爛陀寺十七大班智達之顯 明三信祈

請文》。修學諸智者善說但才疏學淺之釋迦比丘丹增嘉措於

上座部派導師圓寂后二千五百四十五年，亦即圖伯特年勝生

（六十年為一勝生）十七鐡蛇年十一月一 日（西元二〇〇一

年十二月十五日）與印度西馬加省崗惹市達蘭沙拉之大乘法

林，圓滿完結。

6．麦彭仁波切祈请文

心顯文殊師利智     勤學普賢行願義

持佛佛子事業者     祈禱文殊上師尊

殊勝佛子佛法大法主     覺空界中早獲智慧藏

如母待兒慈護諸有情     文殊金剛化身前頂禮

覺空文殊童子之加持     密意界中獲證八辯才

教證法藏海洋尊勝主     至誠祈禱麥彭那迦尊

吾等祈願生生世世中     心中蓮花微笑勝墊上

不離麥彭降措歡喜住     善說聖教令滿眾生願

7．金刚七句祈祷文

麥彭仁波切 造      索達吉堪布 譯

吽

鄔金剎土西北隅     蓮莖花胚之座上

稀有殊勝成就者     世稱名號蓮花生

空行眷屬眾圍繞     我隨汝尊而修持

為賜加持祈降臨     格日巴瑪思德吽

8．普获悉地祈祷文

麥彭仁波切 造       索達吉堪布 譯

化現八名蓮花生    八大成就持明者

八大菩薩隨佛子    八大法行本尊眾

祈請賜予勝加持    內外密障悉消除

如意成就諸所望    垂賜共不共悉地

9．皈 依  发  心

乃至菩提之間永皈依    一切殊勝佛法及僧眾

以我觀修念誦之福德    為利眾生願成就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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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忏  悔  文

往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瞋痴

從身語意之所生     今對佛前求懺悔

11．供 养 仪 轨養
儀軌

来自无上法界光明宫     三世诸佛无别之体性

教导开显自心即法身     根本上师尊前我供养

一切人天內外勝資具     妙樂飾鬘美食華衣等

諸佛菩薩願力所化現     祈以普賢雲供作莊嚴

無上導師正覺佛陀寶     無上庇護純真妙法寶

無上引渡聖賢僧伽寶     稀有三寶處之我供養

12．文殊菩萨吉祥胜妙智德赞贊

吉祥智慧功德賢 造      觀空法師 譯

敬禮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

誰之智慧  離二障雲   猶如淨日極明朗

所有諸義  如實觀故   胸間執持般若函

諸有於此  生死牢獄   無明暗覆苦所逼

眾生海中  悲同一子   具足六十韻音語

如大雷震  煩惱睡起   業之鐵索為解脫

無明暗除  苦之苗芽   盡皆為斷揮寶劍

  從本清淨  究竟十地   功德身圓佛子最勝體

  百一十二  相好莊嚴   除我心暗敬禮妙吉祥

13．文殊菩萨吉祥胜妙智德赞

能海上師  譯

祈禱文殊者迅速增長智慧

大悲尊以極遍智光明    盡除我心愚癡諸黑暗

契經及論教典皆證得    願賜智慧辯才咸顯現

14．格萨尔护法供养文

麥彭仁波切 造    索達吉堪布 譯

傑

能滿所願戰神大力士     三部蓮師幻化大獅王

大寶降敵護法使者眾     祈禱供養所願任運成

何人僅於心中作憶念     能賜所欲殊勝諸悉地

祈禱聖眾護法如意寶     我之所願無餘願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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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早 晚 课

15．忆念上师的功德

持明晉美林巴  造

僅是憶念上師一瞬間    便勝過以數百萬年間

持續修為本尊觀修法    向汝上師主尊來祈願

念頌上師名號僅一次    便勝過念誦四部密續

所有本尊之一切名號    向汝上師主尊來祈願

心與上師相融一瞬間    便勝數百年修靜慮定

或修百次圓滿次第法    向汝上師主尊來祈願

16．上师主尊祈祷文

持明晉美林巴  造

生起圓滿二次第    精髓在於虔誠心

所有念誦之精髓    則向上師來祈願

一切修法之精髓    乃與上師心合一

向汝主尊上師來祈請

  麦彭仁波切著作中多处教言道，格萨尔王是佛之化现，
在《颂词事业速成》中说，格萨尔为诸佛一性，本尊静忿
遍主、空行之众主、佛法之主、诸战神之王、财神海 众
之主、四魔之死神。身喜之舞威镇三有；言怒之雷摄收三
界；意光明智“悲增坛城”在《降敌宝贝心滴》颂词中，
对格萨尔的定义为过去持明莲花生、现时雄狮制 敌王、
未来香巴拉武轮王。又道“乌金自生莲花王、化现战神
饰世间、三世佛主事业之使者、万马军中的一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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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伏藏喇嘛扎西彭措住世祈祷文

無盡法界無量佛密意     無垢大樂無漏智慧尊

斷證圓滿普賢妙功德     有寂能所無數壇城主

開演三界幻有微妙法     甚深伏藏扎西彭措尊     

寂靜威猛四攝度眾行     祈願勝幢任運久住世

  

  在 整 理 喜 旋 課 誦 集 中 上 師 住 世 祈 請 文 時 ， 甚 念

慈 怙 上 師 扎 西 彭 措 ， 故 此 誠 心 合 掌 頂 禮 與 祈 願 ！                                                                   

伯特年2138年 鐵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三藩市家中  

                                      ──德薩央瑞智巴

18．康萨珠古丹贝旺旭仁波切祈请文

色達五明佛學院晉美彭措法王為丹貝旺旭仁波切所作之祈請文

受用妙音天女莊嚴語   意昇文殊菩薩智慧日

丹貝旺旭金剛總持王   祈請不壞之身永住世

修持事業善妙之光明   誠願圓滿普照於十方

19．德萨˙央瑞智巴长寿祈祷文

法王蔣揚隆多堅贊（阿秋喇嘛） 造        索達吉堪布  譯

無死鄔金蓮師之加持    一切長壽天眾之威力

法界空性妙力所顯現    自成覺性力顯幻化身

猶如前輩聖者事業廣    祈願長久住世遍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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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晚  课

20．前译法流兴盛之愿文
——法王喜悦之言教

麥彭仁波切 造      益西彭措堪布 譯

南無

祈禱十方善逝及佛子    尤其無與倫比釋迦佛

八大菩薩十六聖尊眾    智悲尊主勝眾作垂念

利樂源泉教法如意寶    殊勝本師勇士諸聖眾

歷盡千辛萬苦求覓義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師君堪布應化譯智者    教藏持明傳承諸本尊

三續瑪袞三大護法眾    前譯三根本眾請垂念

佛陀一切顯宗密宗法    以慈憫心引入雪域境

廣弘金剛誓言憶念已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遍時空佛身語意金剛    三部勇士幻化游舞力

從而明現雪域利樂日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佛與佛子諸大聖者眾    隨意幻化住于遊舞相

樹起無垢佛教之寶幢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一切共同不共諸教典    自在無誤翻譯校定故

首啟雪域照耀之大門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善緣所化眾生實修持    顯密法義無需隨他轉

經及注疏諸論皆圓滿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諦語佛教經典大海中    莊嚴甚深法藏如意寶

顯宗密宗匯融之妙道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希奇薩霍堪布之行為    無比具德龍樹之見二

欽定雙融傳承之教規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甚深內續三部密意髓    依靠不共竅訣勝密道

成就虹身法身極希奇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浩翰寂猛遍主八修部    秉承持明各自心要法

總集匯于蓮師一教規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因果顯宗密宗廣大乘    圓滿無誤持明請承教

空行加持暖氣未消散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金剛持之密意甘露要    無數成就口耳相傳授

未被惡劣尋思臆造染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嚴寶黃金為償作勾召    無法得之空行心藏法

慈憫唯傳隨學具緣者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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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本來清淨智慧中    顯現自性自成力現故

超離盲修心之大圓滿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遠離偏袒耽著有無緣    徹底根除邊見執著法

基道果三現空皆雙運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三世佛陀究竟之意趣    深寂離戲光明無為法

覺空不壞金剛之宗派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多聞教法濃雲極密佈    摧毀邪道正理閃電現

竅訣精要甘露融入心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經勝阿底約嘎之捷徑    成就一切佛陀智慧身

遍主勝妙文殊金剛尊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依靠真實三量大吼聲    令住劣見群獸皆驚怖

勝乘獅子妙音遍三地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佛法圓滿妙衣之頂端    光明金剛藏之頂珠嚴

勝伏諸方佛幢高聳豎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我等今至眾生未空際    一切圓滿教法及精華

於遍虛空刹中持護增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總之依于賢智聖事蹟    弘法事業周遍虛空界

持教大德遍佈世間界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具德上師長久住世間    教法施主福祿極廣茂

高擎法政不衰之寶幢    祈願蓮生大師教法興

21．文殊大圆满基道果无别发愿文
——觉空金刚自相

麥彭仁波切  造      索達吉堪布  譯

        

十方四時善逝佛子俱     智慧之身無二聖尊相

文殊童子平等自性中     祈願自然成就無作義

本來怙主具德上師尊     以見法身等性之敬心

義傳密意加持入吾心     願得覺性力之大灌頂

本來住故不依勤作修     亦不觀待根基差別等

自心簡易難信之秘密     願以上師竅訣力見之

戲論觀察妄加分別心     尋覓修行自己徒勞因

緣法修習延誤入樊籠     願能斷除戲論痛苦根

遠離言思雖無見何法     亦無未見所剩之餘法

自心深處堅信甚深義     願證難以詮示之真如

戲論本淨之故離有邊     覺相自成之故離無邊

雖說二者分別取式許     願見無別離說平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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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猶如以指標示月     初時雖以言思作詮示

自然法性超離言思境     願見自己本住自性義

於此不見所捨之諸法     亦無建立所修之法故

遠離破立勤作法性中     願能趣入自然安住義

假立所知本基能行道     以及所得果位之諸法

自性界如虛空分次第     願能安住無作自成義

迷亂假立不淨輪迴法     與彼相反清淨之顯現

觀待假立均為戲論法     願見無戲本體不住義

離意法性本來之住相     見修成垢分別為遮障

究竟本性實相離見修     願能安住自然真實義

一切所緣即為見解毒     一切勤作即為修習過

一切取捨行為之險隘     願能現見離苦之法性

未入戲論樊籠覺性相     遠離分別現量見彼性

伺意猶將虛空打疙瘩     願能通達自住真實義

彼時自覺童子瓶佛身     智分自光明顯妙吉祥

願以自然智慧之燈光     摧毀一切極深黑暗障

不改法性本來無為法     無有重新改造修行道

不由因生究竟之果位     願能現見本來自性義

伺察意句糠秕迷亂道     如何宣說不離分別網

不由教生自己所證義     願能以心修持深竅訣

能取所取其性即迷亂     如何執著並非真如性

不由心生自然智慧身     願能成就了義正等覺

覺空覺性界中圓諸法     皆成唯一明點平等性

息滅一切輪涅之希懼     願得不住法身究竟果

此等所現一切身與境     皆如毛髮分別心所現

是以無念大智自相中     願能現前法盡本來界

爾時等同虛空智慧身     饒益十方三時無邊眾

普降一切所欲如意寶     願得究竟離障勝果位

  注： 懼=惧。 

   此願文乃為共稱為加納紮革勒金剛亥母之化身——至尊護樂

智慧自在母，於火狗年三月十二日，供養吉祥哈達、珠寶嚴飾

之白水晶念珠等聖物並作勸請，而為因緣，米滂文殊歡喜或名

光明金剛者，心中頓時顯現此大圓滿不共自宗之術語，並於當

日圓滿所造。以此善業，願諸眾生，獲得本來怙主文殊童子之

果位。

    僅聞亦定得解脫  金剛持讚殊勝道

    思維此理何須說  法性諦力速解脫

    有勤因乘難調時  續云普賢教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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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所讚精藏教  願彼周遍諸世間

    芒嘎藍

22．金 刚 结 愿 文

米吉爾多傑  造     益西彭措堪布  譯

祈請上師本尊眾垂念    今此精進修持之善法

以及三世積累一切善    一同迴向無上大菩提

從今直至菩提果之間    種姓高貴聰慧無我慢

具有大悲恭敬上師尊    願能永住具德金剛乘

灌頂成熟具足誓言戒    究竟念修生圓二次道

無有困難證得持明果    願能順利成就二悉地

一切顯現圓滿幻網輪    一切聲音離說密咒音

一切心念自明無為法    願證無有離合大安樂

毀戒念障本淨不需斷    證外內密無別而酬補

所現自解普賢法界中    願泯惡趣有寂現本性

廣大明點圓滿身剎土    廣大誓言清淨取捨相

廣大周遍解開希憂結    願證大圓滿之法身果

三傳上師加持入心間    心中圓滿幻網秘密道

依靠四種任運之事業    願能救度無邊之眾生

寂猛化身尊眾作授記    一切空行愛護如親子

一切護法遣除諸違緣    願成心中一切所希欲

如來教法興盛且增上    持教大德一切心願成

無餘遣除有情諸逆緣    願令一切圓滿如意成

23．回  向

於您虔誠祈禱力    吾等安住所之處

貧病爭訟悉消散    正法增盛並吉祥

24.吉 祥 偈

本傳上師加持入心間    本尊攝受獲得眾悉地

空行護法如影相伴隨    所欲任運成就願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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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录

25.受持八斋戒仪轨

于三宝所依处前随力供上供品，脱鞋，五支

（两手、两足、脸）沐浴，向三宝及上师顶礼，

两膝著地、合掌，发出离心及菩提心。于上师或

三宝所依处前诵此文：

大德（导师）一心念我，我名______，从此

时起终身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

依僧，众中尊。请大德（导师）从此时起，乃至

明日日出时止，摄我为八斋戒者（诵三遍）。此

乃方便（师说），善哉（自说）。

次诵：愿师（导师）念我，往昔圣者阿罗

汉如何断除杀生而不杀生，如是我名______，亦

从此时起，乃至明日日出时止，断除杀生而不杀

生，我以此第一支，向圣者阿罗汉之学处随修、

随学、随作。

  

此外，往昔圣者阿罗汉如何断除盗取，非

梵行，妄语，谷酒、酒粉、能醉、放逸之物，

歌舞、音乐、华鬘、涂香、饰件、涂色，高广大

床、非时食而不食非时食。

  

如是我名______，亦从此时起，乃至明日日

出时止，不盗，不非梵行，不妄语，不饮谷酒、

酒粉、能醉、放逸之物，不作歌舞、音乐、华

鬘、涂香、装饰、涂色，不坐卧高广大床，不非

时食，我以此八支向圣者阿罗汉之学处随修、随

学、随作（诵一遍）。

此乃方便（师说），善哉（自说）。

   

26.受八关斋戒法

弘一大师曾经根据《佛说八种长养功德

经》，录编一篇〈受八关斋戒法〉，现在照抄介

绍如下：

于三宝所依处前随力供上供品，脱鞋，五支

（两手、两足、脸）沐浴，向三宝及上师顶礼，

两膝著地、合掌，发出离心及菩提心。于上师或

三宝所依处前诵此文：

　（一）发愿　

   归命一切佛，惟愿一切菩萨众，摄受于我。

（一说）

　　 我今归命胜菩提　

　　 最上清净佛法众　

　　 我发广大菩提心　



30 31

　 　自他利益皆成就　

　　 忏除一切不善业　

　 随喜无边众福蕴 

     先当不食一日中　

     后修八种长养法　

 　        （三说）

   (二)三皈　（得戒体）

我弟子______，惟愿阿鬘（音舍）黎（译为

教授师、轨范师），摄受于我，我从今时，发净

信心，乃至坐菩提场，成等正觉。

誓归依佛，两足胜尊

  誓归依法，离欲胜尊。

  誓归依僧，调伏胜尊。

  如是三宝，是所归趣。

（三说）

   注：如果是在家自在佛前受，没有出家众在的

话，“阿鬘黎”就改为“三宝”

　　（三）八戒（戒相）

　　我弟子______　净信优婆塞（夷），（出家

众称净信沙门）惟愿阿鬘黎，忆持护念。我从今

日今时，发起净心，乃至过是夜分（今天夜半）

讫（至）于明旦（明日清晨）日初出时，于其中

间，奉持八戒。

　  所谓：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非梵行、四不妄

语、五不饮酒、六不非时食、七不香水花曼庄严

（装饰）其身，亦不歌舞倡伎、八不坐卧高广大

床。

我今舍离如是等事，誓愿不舍清净禁戒八种

功德。

                              （三说）

　　

  （四）回向

我持戒行，庄严其心，令心喜悦，广修一切

相应胜行，求成佛果，究竟圆满。

（一说）

　 我发无二最上心

　 为诸众生不请友

　 胜菩提行善所行

   成佛世间广利益

　 愿我乘是善业故

　 此世不久成正觉

　 说法饶益于世间

　 解脱众生三有苦     

（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