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聖吉祥八之偈頌法句願文 P.1

", ,]SCc-R-Ts-a…c-TîN-R]Ã-WÀCc-c“-TFN-R-T[÷Cc-cÈ,  ,

帕巴  札西 給貝 次素 傑巴 修所

神聖吉祥八之偈頌法句願文

", ,`c-CE-Z…C-T˛Uc-R-P-MÈC-U_-]N…-W_-CF…C-TäÈN-P-u⁄T-R-TN‰-T-^…N-TZ…P-Oÿ-q‰N-R_-]nŸ_-Tc-F…-Pc-^…N-`-q]È,

 列岡夕 藏巴那 託瑪 迪 擦計 覺拿 祝巴 諜哇 意新度 傑巴 求威 計內 意拉嘉哦

 行任何事業之始 先誦此一遍 可順利如願成就 故當謹記於心

,<-¶E-~…N-éU-NC-_E-TZ…P-ü‚P-u⁄T-R]Ã, ,Ts-a…c-pÈCc-TF“]Ã-Z…E-P-T[÷Cc-R-^…, ,cEc-îc-GÈc-NE-NC‰-]OÿP-]SCc-R]Ã-WÍCc, AÿP-`-pC-]W`-TNC-FC-Ts-a…c-aÈC ,

唵     囊西 南大 讓新 倫竹貝 札西 秋居 興納 修巴宜 桑傑 確當 給頓 帕貝措 袞拉 洽察 達佳 札西秀

唵 情器清淨本質悉任運 安住吉祥十方剎土中 佛陀正法神聖僧伽眾 對彼頂禮吾等願吉祥

,±ÈP-U‰]Ã-î`-RÈ-˛`-TåP-NÈP-u⁄T-NCÈEc, ,qUc-R]Ã-îP-NR`-NC‰-uCc-NR`-NU-R, ,AÿP-`-NCÈEc-R-î-G‰_-uCc-R-FP, ,ü‚P-RÈ-õ_-]SCc-˛`-uCc-NR`-NE-P…,,

 準美俠玻 札殿敦珠恭 蔣貝建巴 給札巴當巴 袞拉 貢巴 俠切 札巴堅 論玻 達帕 匝札 巴當尼

燈之王佛力堅密意佛 慈嚴祥佛善稱聖德佛 思維一切廣大名聞佛 如須彌山勝力名聞佛

 ,c‰Uc-FP-MUc-FN-`-NCÈEc-uCc-R]Ã-NR`, ,^…N-WÀU-UXN-R-˛`-_T-uCc-NR`-K‰, ,UWP-VU-MÈc-Rc-Ts-a…c-NR`-]S‰`-T, ,TN‰-T_-Ca‰Cc-R-TîN-`-pC-]W`-`È,,

森間 湯傑 拉貢 札貝巴 意欽 則巴 匝 札巴諜 稱藏 推貝 札西 巴佩哇 諜哇 謝巴 給拉 洽察洛

憐憫有情眾生名德佛 滿足所行名稱吉祥佛 僅聞名號吉祥殊增上 對彼八大善逝我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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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R`-CZÈP-Q÷-NR`-úP-çÈ-ä‰-]XÀP, ≠P-_c-C\…Cc-NTE-UCÈP-RÈ-qUc-R]Ã-NR`, ,c-^…-£…E-RÈ-±…T-R-éU-R_-c‰`, ,PU-UB]Ã-£…E-RÈ-]SCc-UGÈC-AÿP-Lfi-T\E-,,

蔣巴 雄努 巴殿 多傑津 堅惹 息旺 袞玻 蔣貝巴 薩宜 寧玻 底巴 南巴雪 南客 寧玻 帕秋 袞杜桑

童子文殊具德金剛手 自在觀音怙主聖彌勒 地藏菩薩除蓋障菩薩 虛空藏與殊勝聖普賢

,e—W`-çÈ-ä‰-RN-N@_-Å‡-a…E-NE-, ,PÈ_-T“-Ñ-T-_`-u…-I…-U-^…, pC-UWP-`‰Cc-T¶Uc-Ts-a…c-NR`-n…-UGÈC ,qE-G”T-c‰Uc-NR]-TîN-`-pC-]W`-`È,,

屋巴 多傑 貝噶 露興當 諾布 答哇 提 尼瑪宜 洽稱 列南 札西 巴奇秋 蔣秋 森巴 給拉 洽察洛

烏巴拉杵白蓮紫檀木 珍寶明月寶劍與日輪 執持法器吉祥殊妙德 八大菩薩御前我頂禮

,_…P-G‰P-COÿCc-UGÈC-Ts-a…c-Cc‰_-n…-I, ,]NÈN-]qŸE-T“U-T\E-^…N-]ÈE-@-U-`, ,£P-uCc-OÿE-NE-S“P-WÍCc-NR`-T‰]“, U…-Q÷T-î`-UWP-NTE-T¨„_-]BÈ_-`È-§‰,,

仁千 杜秋 札西 雪奇釀 堆炯 本桑 意翁 噶瑪拉 年札 董當 彭措 巴貝屋 彌努 俠稱 旺求 擴洛諜

殊妙傘蓋吉祥黃金魚 滿願寶瓶悅意青蓮花 美譽法螺圓滿吉祥結 不敗法幢自在妙法輪

,_…P-G‰P-åCc-UGÈC-TîN-l…-pC-UWP-FP, ,pÈCc-Oÿc-î`-T-UGÈN-F…E-Nn‰c-T´‰N-U, ,°‰C-cÈCc-EÈ-TÈ-xP-R]Ã- NR`-]S‰`-T]Ã, ,Ts-a…c-ü-UÈ-TîN-`-pC-]W`-`È,,

仁千 達秋 給奇 洽稱堅 秋督 嘉哇 確經 給揭瑪 給所 吳喔 陳貝 巴佩維 札西 拉莫 給拉 洽察洛

手持殊勝八吉祥法器 供養方時諸佛令喜悅 思維天女體性增吉祥 八大吉祥天女我頂禮

,WEc-R-G‰P-RÈ-TN‰-]qŸE-~‰N-U‰N-T“, ,U…C-§ÈE-úP-NE-î`-RÈ-^“`-]BÈ_-~⁄E-, ,]SCc-´‰c-RÈ-NE-Å‡-NTE-U…C-U…-T\E-, ,éU-MÈc-~c-K‰-ü-íc-]BÈ_-`È-NE-,,

蒼巴千玻 諜炯 雪美菩 密東殿 當 俠玻優擴松 帕給玻 當 露旺 密彌桑 南推雪 諜 拉則 擴洛當

梵天大自在天遍入天 千目帝釋持國天王與 增長天王龍王廣目天 多聞天王各持妙法寶
 ,v…-bí-`-NE-UOÿE-M—E-çÈ-ä‰-FP,  ,R…-YE-_`-u…-UGÈN-å‰P-î`-UWP-]XÀP, ,c-Cc“U-CPc-c“-NC‰-`‰Cc-Ts-a…cß‰`, ,]H…C-å‰P-´ÈE-T-TîN-`-pC-]W`-`È, ,

締修拉 當 董通 多傑堅 碧旺 提 確殿 俠稱津 薩順 內素 給列 札西貝 幾殿 炯哇 給拉 洽察洛

法輪叉戢短矛金剛杵 琵琶寶劍佛塔尊勝幢 三界增長善妙與吉祥 世間八大護法我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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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C-FC-N‰E-]N…_-q-T-˛ÈUc-R-`, ,TC‰Cc-NE-I‰-T_-]WÂ-T-AÿP-Z…-Z…E-, ,]NÈN-NÈP-NR`-]S‰`-TcU-NÈP-^…N-TZ…P-]u⁄T, ,Ts-a…c-TN‰-`‰Cc-S“P-c“U-WÍCc-R_-aÈC ,

答嘉 殿迪 嘉哇 宗巴拉 給當 涅哇 測哇 袞息興  對敦 巴佩 桑敦 意欣竹  札西 諜列 彭順 措巴秀

我等時地所作諸事業 障礙傷害悉皆盡平息 願望祥盈萬事該如意 吉祥喜樂祈願悉圓滿

,úE-WÂ-TäÈN-P-N‰-I…P-NÈP-AÿP-]u⁄T, ,I`-WÂ-TäÈN-P-ê…-`U-T\E-RÈ-UMÈE-, ,C^“`-Oÿ-]H“C-W‰-TäÈN-P-pÈCc-`c-î`, ,q-T-T˛Uc-Oÿc-TäÈN-P-]NÈN-NÈP-]S‰`, ,

當測 覺納 諜寧 敦袞竹 釀測 覺納 米朗 桑玻通 優突 周測 覺納 秋列俠 嘉哇 藏督 覺納 堆敦佩

晨起念誦是日諸事順 睡前念誦夢境現祥瑞 出征念誦戰勝各地方 行事前誦倍滿諸願求

,î‡P-Oÿ-TäÈN-P-WÂ-NR`-uCc-]qÈ_-a…c, ,TN‰-`‰Cc-S“P-WÍCc-TcU-NÈP-^…N-TZ…P-]u⁄T, ,•…C-±…T-AÿP-qE-UEÈP-UMÈ-E‰c-`‰Cc-l…c, ,NÈP-AÿP-]u⁄T-R-î`-T-UGÈC-C…c-Cc“Ec, ,

郡突 覺納 測巴 札究錫 諜列 彭措 桑敦 意欣竹 底之 袞江 溫託 硬列奇 敦袞 竹巴 俠哇 秋奇松

恆常念誦福祿壽名揚 樂善圓滿所求悉如意 業障盡除增上決定勝 諸事成就此乃佛所說

,_T-WÂc-U‰-≥‰`-Ñ-T-ò-R]Ã-WÂc-Cc“U-C\]-I…-U-NE-î‡-ˇ_-î`-n…-Oÿc-T\E-RÈ]Ã-G-`-]HU-NR`-Nn‰c-R]…-çÈ-ä‰]Ã-^…N-UWÍ-`c-qŸE-T]Ã-PÈ_-T“]Ã-NÈ-a`-G‰P-RÈ-UE-`',  Ts-a…c-aÈC ,,,

測 美哲 達哇 雅貝 測順 薩尼瑪 當 求噶俠奇 督桑玻 洽拉 蔣巴 給貝 多傑 意措列 炯威 諾布 朵謝 千玻 芒噶朗   札西秀

藏曆第十五勝生週火猴年五月初三，太陽與鬼宿之良辰吉日，蔣巴給貝多傑（文殊喜金剛，局彌龐仁波切）從心意之海取出之大牟尼寶瓔珞。願吉祥！

噶瑪噶居寺恭譯  201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