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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c-R-S“E-RÈ-Cc“U-R]Ã-UNÈ-T[÷Cc-cÈ,,

帕巴 朋玻 順貝多 修索

 聖三蘊經

",  ,•…C-R-TaCc-R]Ã-^P-`C-P…, UWUc-U‰N-≠N-R]Ã-•…C-R]E-ÆE-Q÷c-T_-Cc“Ec-Rc, MÈC-U_-UOÿP-Oÿ-cEc-îc-c“U-F“-˛-ò-Cc`-T_--NU…Cc-R]Ã-x⁄E-Oÿ-£…E-MC-R-Pc-•…C-R-TaCc-R]Ã-ÉÈc-CKN-N‰,

 地巴 夏貝 演拉尼 昌昧 傑貝 地巴昂 蔣女巴 松貝 通瑪 頓突 桑傑 順居 札雅 薩哇 密貝 尊突 寧塔 巴內 地巴 夏貝洛 諜朵

 懺悔支 教曰：雖五無間罪亦得清淨 首先 清晰觀想前方顯現三十五佛 於其尊前 攝心專注 由衷懺悔罪業

c‰Uc-FP-MUc-FN-åC-R_-É-U-`-´Tc-c“-UG…]È, ,cEc-îc-`-´Tc-c“-UG…]È, ,GÈc-`-´Tc-c“-UG…]È, ,NC‰-]OÿP-`-´Tc-c“-UG…]È,

森間 湯傑 大巴 喇嘛拉 俠 速企喔 桑傑拉 俠 速企喔  確拉 俠 速企喔 給頓拉 俠 速企喔

一切眾生恆 皈依上師 皈依佛陀 皈依正法 皈依僧寶

", ,TFÈU-òP-]Nc-N‰-TZ…P-Ca‰Cc-R-Nu-TFÈU-R-^E-NC-R_-íÈCc-R]Ã-cEc-îc-b2l-M—T-R-`-pC-]W`-`È, ,çÈ-ä‰-£…E-RÈc-_T-Lfi-]HÈUc-R-`-pC-]W`-`È, ,_…P-G‰P-]ÈN-]zÈÈ-`-pC-]W`-`È,

 炯殿諜 諜 新謝巴 札炯巴 揚達巴 佐貝 桑傑 夏迦 突巴拉 洽察洛 多傑 寧玻 杜 炯巴拉 洽察洛 仁千 額綽拉 洽察洛

 南無薄伽梵 如來 阿羅訶 正等覺釋迦牟尼佛 南無金剛不壞佛 南無寶光佛

Å‡-NTE-C…-î`-RÈ-`-pC-]W`-`È, ,NR]-TÈ]Ã-•‰-`-pC-]W`-`È, ,NR]-Nn‰c-`-pC-]W`-`È, ,_…P-G‰P-U‰-`-pC-]W`-`È, ,_…P-G‰P-Ñ-]ÈN-`-pC-]W`-`È,

路旺奇 俠玻拉 洽察洛 巴喔 爹拉 洽察洛 巴給拉 洽察洛 仁千 昧拉 洽察洛 仁千 達額拉 洽察洛

南無龍尊王佛 南無精進軍佛 南無精進喜佛　 南無寶火佛 南無寶月光佛



 聖三蘊經 P.2

UMÈE-T-NÈP-^ÈN-`-pC-]W`-`È, ,_…P-G‰P-Ñ-T-`-pC-]W`-`È, ,x…-U-U‰N-R-`-pC-]W`-`È, ,NR`-q…P-`-pC-]W`-`È, ,WEc-R-`-pC-]W`-`È,

通哇 敦約拉 洽察洛 仁千 達哇 拉 洽察洛 替瑪 昧巴拉 洽察洛 貝今拉 洽察洛 倉巴拉 洽察洛

南無現無愚佛　 南無寶月佛 南無無垢佛　 南無勇施佛 南無清淨佛
WEc-Rc-q…P-`-pC-]W`-`È, ,G“-ü-`-pC-]W`-`È, ,G”-ü]Ã-ü-`-pC-]W`-`È, ,NR`-T\E-`-pC-]W`-`È, ,VP-NP-NR`-`-pC-]W`-`È,

倉貝 今拉 洽察洛 秋拉拉 洽察洛 秋列 拉拉 洽察洛 巴上拉 洽察洛 珍殿 巴拉 洽察洛

南無清淨施佛 南無娑留那佛　 南無水天佛 南無堅德佛 南無栴檀功德佛

",  ,C\…-Tä…N-UM]-^c-`-pC-]W`-`È, ,]ÈN-NR`-`-pC-]W`-`È, ,r-EP-U‰N-R]Ã-NR`-`-pC-]W`-`È, ,~‰N-U‰N-l…-T“-`-pC-]W`-`È, ,U‰-KÈC-NR`-`-pC-]W`-`È,

 夕級 泰耶拉 洽察洛 額巴拉 洽察洛 釀言 昧貝 巴拉 洽察洛 雪昧 奇菩拉 洽察洛 美朵 巴拉 洽察洛

 南無無量掬光佛 南無光德佛 南無無憂德佛 南無那羅延佛 南無功德花佛

N‰-TZ…P-Ca‰Cc-R-WEc-R]Ã-]ÈN-\‰_-éU-R_-_È`-R-UEÈP-R_-Um‰P-R-`-pC-]W`-`È, ,N‰-TZ…P-Ca‰Cc-R-R+]Ã-]ÈN-\‰_-éU-R_-_È`-R-UEÈP-R_-Um‰P-R-`-pC-]W`-`È,

諜 新謝巴 倉貝 額色 南 巴 若巴 吳巴 千巴拉 洽察洛 諜 新謝巴 貝美 額色 南 巴 若巴 吳巴 千巴拉 洽察洛

南無清淨光遊戲神通佛 南無蓮花光遊戲神通佛

PÈ_-NR`-`-pC-]W`-`È, ,xP-R]Ã-NR`-`-pC-]W`-`È, ,UWP-NR`-a…P-Lfi-^ÈEc-uCc-`-pC-]W`-`È, ,NTE-RÈ]Ã-KÈC-C…-î`-UWP-n…-î`-RÈ-`-pC-]W`-`È,

諾巴拉 洽察洛 稱貝 巴拉 洽察洛 稱巴 信杜 雍札拉 洽察洛 旺 玻 多奇 嘉稱奇 俠玻拉 洽察洛

南無財功德佛 南無德念佛 南無善名稱功德佛 南無紅炎帝幢王佛

a…P-Lfi-éU-R_-CPÈP-R]Ã-NR`-`-pC-]W`-`È, ,C^“`-`c-a…P-Lfi-éU-R_-î`-T-`-pC-]W`-`È, ,éU-R_-CPÈP-Rc-Ca‰Cc-R-`-pC-]W`-`È, ,AÿP-Pc-¶E-T-T@ÈN-R]Ã-NR`-`-pC-]W`- È̀,

信杜 南 巴 嫩貝 巴拉 洽察洛 於 列 信杜 南 巴 俠哇 拉 洽察洛 南 巴 嫩貝 謝巴拉 洽察洛 袞內 囊哇 貴貝 巴拉 洽察洛

南無善遊步功德佛 南無鬥戰勝佛 南無善遊步佛 南無周匝莊嚴功德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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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P-G‰P-R+-éU-R_-CPÈP-R-`-pC-]W`-`È, ,N‰-TZ…P-Ca‰Cc-R-Nu-TFÈU-R-^E-NC-R_-íÈCc-R]Ã-cEc-îc-_…P-RÈ-G‰]Ã-R+-`-_T-Lfi-T[÷Cc-R-_…-NTE-C…-î`-RÈ-`-pC-]W`-`È,

 仁千 貝瑪 南 巴 嫩巴拉 洽察洛 諜 新謝巴 札炯巴 揚達巴 佐貝 桑傑 仁波切 貝瑪拉 杜 蓄巴 旺奇 俠玻拉 洽察洛

 南無寶花遊步佛 南無寶蓮花善住娑羅樹王佛
N‰-NC-`-cÈCc-R-pÈCc-TF“]Ã-]H…C-å‰P-n…-BUc-MUc-FN-P-N‰-TZ…P-Ca‰Cc-R-Nu-TFÈU-R-^E-NC-R_-äÈCc-R]Ã-cEc-îc-TFÈU-úP-]Nc-CE-H…-£‰N-F…C-T[÷Cc-K‰-]WÍ-Z…E-CZ‰c-R]Ã-

諜塔 拉索巴 秋居 幾殿奇 康 湯傑拿 諜 新謝巴 札炯巴 揚達巴 佐貝 桑傑 炯殿諜 扛計涅記 蓄諜 措新 協貝

如是彼等乃至 十方一切世界中 所有如來 阿羅訶 正等覺 薄伽梵世尊 常住在世

cEc-îc-TFÈU-úP-]Nc- N‰-NC-MUc-FN-TNC-`-NCÈEc-c“-CcÈ`, TNC-C…c-´‰-T-]N…-NE-, ´‰-T-MÈC-U-NE-UM]-U-U-UG…c-R-Pc, ]BÈ_-T-P-]BÈ_-T]Ã-´‰-CPc-MUc-FN-Oÿ-

桑傑 炯殿諜 諜達 湯傑 達拉 貢 蘇索 達奇 給哇 迪當 給哇 託瑪當 踏瑪 瑪企巴內 擴哇拿 擴威 給內 湯傑突

是諸佛世尊 祈請眷顧垂聽護念我 弟子今世乃至 無始無終流轉於生死以來 在輪迴中於一切受生處
•…C-R]Ã-`c-Tn…c-R-NE-, Tn…N-Oÿ-™`-R-NE-, Tn…c-R-`-ä‰c-c“-^…-_E-T-]U, ,UGÈN-å‰P-n…-N@È_-_U-NC‰-]OÿP-n…-N@È_-_U, pÈCc-TF“]Ã-NC‰-]OÿP-n…-N@È_-zÈCc-R-NE-,

地貝 列奇 巴當 奇突 札哇 當 奇巴拉 傑速 宜 讓 哇 昂 確殿奇 過讓 給頓奇 過讓 秋居 給頓奇 過 措巴當

所造諸業眾罪 教令他人作 以及見他作惡隨喜 或 強取佛塔物 或強取僧物 乃至劫奪十方僧伽物

", ]zÈC-Lfi-™`-T-NE-, ]zÈC-R-`-ä‰c-c“-^…-_E-T]U, UWUc-U-UG…c-R-ò]Ã-`c-Tn…c-R-NE-, Tn…N-Oÿ-™`-T-NE-, Tn…c-R-`-ä‰c-c“-^…-_E-T]U,

 措杜 札哇 當 措巴拉 傑速 宜 讓 哇 昂 倉瑪企巴 雅宜 列奇巴當 奇突 札哇 當 奇巴拉 傑速 宜 讓 哇 昂

 教令他強取 見強取劫奪隨喜 乃至 自己造作五無間罪之惡業 教令他人作 以及見他作惡隨喜 或
U…-NC‰-T-TF“]Ã-`c-l……-`U-^E-NC-R_-ÉEc-R-`-[÷Cc-R-NE-, ]H“C-Lfi-™`-T-NE-, ]H“C-R-`-ä‰c-c“-^…-_E-T]U, `c-n…-±…T-R-CE-C…c-T±…Tc-Pc,

彌給威 居宜  列奇 朗 揚達巴 朗巴拉 蓄 巴當 周杜 札哇 當 周巴拉 傑速 宜 讓 哇 昂 列奇 替巴 港奇 替內

誤入十不善業道造作惡行罪大惡極 以及 教令他人作 以及見他作惡隨喜等 凡諸業障之所覆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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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C-c‰Uc-FP-Nr`-T_-UG…-T]U, OÿN-]uÈ]Ã-´‰-CPc-c“-UG…-T]U, ^…-ªCc-l…-^“`-Oÿ-UG…-T]U, ^“`-UM]-]BÈT-Lfi-´‰-T]U, Å-ÅÈ_-´‰-T] U, ü-WÂ-_…E-RÈ-éUc-c“-´‰-T]U,

達 森間 娘哇 企哇 昂 塗佐 給內速 企哇 昂 宜達奇 於突 企哇 昂 於 塔 擴杜 給哇 昂 拉羅 給哇 昂 拉測 仁波 南 速 給哇昂

我及眾生或墮地獄 或轉趨畜生受生處 抑或沈淪餓鬼之域 或生化外之邊地 或生為蠻族 抑或受生於彼長壽天
NTE-RÈ-U-WE-T_-]nŸ_-T]U, õ-T-`ÈC-R_-]XÀP-R_-]nŸ_-T]U, cEc-îc-]qŸE-T-`-UI‰c-R_-U…-Tn…N-R_-]nŸ_-T]Ã-`c-l…-±…T-R-CE-`Cc-R-N‰-NC-MUc-FN-cEc-îc-TFÈU-úP-]Nc-

旺 玻 瑪昌巴 求哇 昂 大哇 洛巴 津巴 求哇 昂 桑傑 炯哇 拉 涅巴 彌奇巴求威 列奇 地巴 港拉巴 諜塔 湯傑 桑傑 炯殿諜

抑或諸根殘不俱全 偏執顛倒謬論起邪見 乃至不喜佛陀出現興於世 如是所有一切業障 悉皆以諸佛薄伽梵

", , ^‰-a‰c-c“-nŸ_-R, ≠P-Oÿ-nŸ_-R, NRE-Oÿ-nŸ_-R, WN-U_-nŸ_-R, Um‰P-R,       C\…Cc-R, N‰-NC-C…-≠P-¢_-UMÈ`-`È-]GCc-cÈ, ,U…-]GT-RÈ,      U…-®‰N-NÈ,

耶些速 求巴 間突 求巴 邦突 求巴 切瑪 求巴  千巴  息巴 諜塔奇 間雅 託洛 洽索 彌洽波  彌貝陀

為智 為眼 為證 為量 為知者 為鑒者 ＊1 於彼等尊前發露懺悔 不覆藏 不隱諱
ÜP-GN-lE-CFÈN-F…E-•ÈU-R_-Tn…N-`Cc-cÈ, ,cEc-îc-TFÈU-úP-]Nc-N‰-NC-MUc-FN-TNC-`-NCÈEc-c“-CcÈ`, TNC-C…c-´‰-T-]N…-NE-´‰-T-MÈC-U-NE-UM]-U-U-UG…c-R-Pc,

連間姜 覺今 東巴 奇拉索 桑傑 炯殿諜 諜塔 湯傑 達拉 貢蘇索 達奇 給哇 迪當 給哇 託瑪當 塔瑪 瑪企 巴內

爾后亦戒除斷捨不再犯 諸佛薄伽梵 祈請眷顧垂聽護念我 我今世乃至無始無終流轉於生死以來

]BÈ_-T-P-]BÈ_-T]Ã-´‰-T-CZP-NC-Lfi-Æ…P-R-M-P-OÿN-]uÈ]Ã-´‰-CPc-c“-´‰c-R-`-\c-BU-CF…C-VU-T™`-T]Ã-NC‰-T]Ã-˛-T-CE-`Cc-R-NE-, TNC-C…c-W” -̀t…Uc-T~⁄Ec-R]Ã-NC‰-T]Ã-̨ -T-CE-̀ Cc-R-NE-,

擴哇拿 擴威 給哇 顯達杜 錦巴踏拿 塗佐 給內速 給巴拉 誰堪 計藏 札威 給威 札哇 港拉巴當 達奇 楚亭 宋貝 給威 札哇 港拉巴當

輪迴之其餘諸生中所行布施 乃至僅僅施與畜生道有情一口糧水等所有一切善根 及我持守戒律之所有一切善根
TNC-C…c-WEc-R_-≠ÈN-R-`-CPc-R]Ã-NC‰-T]Ã-˛-T-CE-`Cc-R-NE-, TNC-C…c-c‰Uc-FP-^ÈEc-c“-©…P-R_-Tn…c-R]Ã-NC‰-T]Ã-˛-T-CE-`Cc-R-NE-, TNC-C…c-qE-G”T-UGÈC-Lfi-c‰Uc-T´‰N-R]Ã-

達奇 昌巴 覺巴拉 內貝 給威 札哇 港拉巴當 達奇 森間 雍素 明 巴 奇貝 給威 札哇 港拉巴當 達奇 蔣秋 秋杜 森給貝

及我安住於清淨梵行之所有一切善根 及我圓滿成熟諸眾生之所有一切善根 及我發最勝無上菩提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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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T]Ã-̨ T-CE-`Cc-R-NE-, TNC-C…c-É-P-U‰N-R]Ã-^‰-a‰c-l…-NC‰-T]Ã-˛-T-CE-`Cc-R-N‰-NC-MUc-FN-CF…C-Lfi-T•‡c-a…E-TÑ‡Uc-K‰,

給威 札哇 港拉巴當 達奇 拉拿 美貝 耶些奇 給威 札哇 港拉巴 諜塔 湯傑 計杜 度幸 敦諜

所有一切善根 及我為求究竟無上智所修之一切善根 如是所聚一切合集 校計籌量

T•ÈUc-Pc-É-P-U-UG…c-R-NE-, CÈE-P-U-UG…c-R-NE-, CÈE-U]Ã-^E-CÈE-U-É-U]Ã-^E-É-U_-^ÈEc-c“-•È-Tc, É-P-U‰N-R-^E-NC-R_-íÈCc-R]Ã-qE-G”T-Lfi-^ÈEc-c“-T¢È-T_-Tn…]È,

東內 拉納 瑪企 巴當 孔拿 瑪企 巴當 孔美揚 孔 瑪 拉 美揚 拉 瑪 雍素 吳威 拉拿 美巴 揚達巴 佐貝 蔣秋杜 雍素 吳哇 奇喔

盡迴向於無有更上 以及無有更勝 乃至迴向於勝中之勝 上之更上故 圓滿迴向於無上最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2

H…-õ_-]Nc-R]Ã-cEc-îc-TFÈU-úP-]Nc-éUc-l…c-^ÈEc-c“-T¢Èc-R-NE-, H…-õ_-U-qÈP-R]Ã-cEc-îc-TFÈU-úP-]Nc-éUc-l…c-^ÈEc-c“-¢È-T_-]nŸ_-T-NE-,

計大 諜貝 桑傑 炯殿諜 南 奇 雍素 吳巴當 計大  瑪全貝 桑傑 炯殿諜 南奇 雍素 吳哇 求哇 當

如同過去諸佛薄伽梵已行之圓滿迴向 如同未降臨之諸佛薄伽梵將行之圓滿迴向 及
H…-õ_-N-õ_-qŸE-T]Ã-cEc-îc-TFÈU-úP-]Nc-éUc-l…c-^ÈEc-c“-¢È-T_-UXN-R-N‰-TZ…P-Oÿ-TNC-C…c-lE-^ÈEc-c“-T¢È-T_-Tn…]È, •…C-R-MUc-FN-P…-cÈ-cÈ_-TaCc-cÈ,

計大 塔大 炯威 桑傑 炯殿諜 南奇 雍素 吳哇 則 巴 諜 新突 達奇姜 雍素 吳哇 奇喔 地巴 湯傑尼 梭梭 夏索

如同現在興於世之諸佛薄伽梵正行之圓滿迴向 如是 我亦當圓滿迴向之 ＊3 一切惡業分別作懺悔

",TcÈN-PUc-MUc-FN-̀ -ä‰c-c“-̂ …-_E-EÈ-, ,cEc-îc-MUc-FN-̀ -T ‡̌ -̀Z…E-CcÈ -̀T-]N‰Tc-cÈ, ,TNC-C…c-É-P-U‰N-R- ‰̂-a‰c-l…-UGÈC-NU-R-MÈT-R_-nŸ_-F…C ,U…-UGÈC-î`-T-CE-NC-N-õ_-T[÷Cc-R-NE-,

索南 湯傑拉 傑素 宜 讓吳 桑傑 湯傑拉 古新 索哇 諜索 達奇 拉拿 美巴 耶些奇 秋當巴 託巴 求計 彌秋 俠 哇 港塔 達大 蓄 巴當

於彼諸般功德盡皆隨喜 祈請諸佛常轉法輪請住世 祈願吾能證得無上殊勝清淨微妙智慧 一切現在住世佛陀人中尊
CE-NC-]Nc-R-NC-NE-N‰-TZ…P-CE-U-qÈP, ,^ÈP-KP-T¢Cc-R-UM]-^c-î-UWÍ-]x-AÿP-`, ,M`-UÈ-Æ_-T_-Tn…c-K‰-´Tc-c“-I‰-T_-UG…]È, ,Z‰c-NE-, `“c-l…-`c-P…-éU-R-Cc“U,

港塔 諜巴 塔當 諜 新 港瑪全 永殿 雅巴 泰耶 俠 措 札袞拉 它摩 夾哇 奇諜 俠 速 涅哇 企喔 謝 當 呂奇 列尼 南 巴順

所有過去以及未來降世佛 讚歎諸佛功德無量如瀚海 對彼合掌禮敬皈依求庇護 以上 復次 身業種類云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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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éU-R-TZ…-NC-NE-, ,CE-^E-^…N-l…-éU-Cc“U-RÈ, ,U…-NC‰-TF“-RÈ-cÈ-cÈ_-TaCc, ,MÈC-U-U‰N-Pc-N-õ]Ã-T_, ,U…-NC‰-TF“-NE-UWUc-U‰N-ò, c‰Uc-P…-IÈP-UÈEc-NTE-nŸ_-R]Ã,

雅奇 南 巴 西塔當 港揚 意 奇 南 順玻 彌給 周玻 索索夏 託瑪 昧內 達爹巴 彌給 周當 倉昧雅 森尼 紐孟 旺 求貝

口業種類云有四 意業種類三者等 十不善業逐一懺 無始以來迄於今 十不善業五無間 心為煩惱所役之

•…C-R-MUc-FN-TaCc-R_-Tn…, ]NÈN-GCc-Z‰-•E-CK…-U—C-NTE-C…c-P…, , “̀c-NE-EC-NE-N‰-TZ…P- …̂N-l…c-lE-, ,•…C-R-TNC-C…c-Tn…c-R-F…-UG…c-R, ,N‰-NC-MUc-FN-TNC-C…c-cÈ-cÈ_-TaCc,,

地巴 湯傑 夏巴奇 對洽 協當 地木 旺奇尼 呂當 雅當 諜 新 意奇姜 地巴 達奇 奇巴 計企巴 諜達 湯傑 達奇 索索夏

一切惡業皆懺悔 我因貪執瞋恨愚癡故 從己身語意等之所生 凡我所造一切諸惡業 對彼分別逐一作懺悔

", ,UWUc-U‰N-ò-RÈ-TNC-C…-•…C-R-éUc, ,CE-C…c-U…-a‰c-NTE-C…c-qc-R-NC ,N‰-^…c-õflE-T-TaCc-R-]N…-TKÈP-Rc, ,N‰-NC-U-`“c-^ÈEc-c“-qE-T_-nŸ_,

昌昧 雅玻 達奇 地巴南 港奇 彌謝 旺奇 傑巴塔 諜 宜 頓哇 夏巴 迪敦貝 諜塔 瑪呂 雍素 蔣哇 求

我等五無間罪諸惡業 其皆緣由無明所造作 彼依誦此懺罪文之故 諸般罪業清淨盡無餘
TNC-NE-c‰Uc-FP-AÿP-n…-•…C-R]Ã-`c, ,I‰c-R_-nŸ_-CE-UMÈ`-Z…E-TaCc-R_-Tn…, ,Ü P-GN-PU-^E-Tn…N-R_-U-nŸ_-F…C ,`c-l…-±…T-R]E-CKP-Oÿ-\N-q‰N-aÈC

達當 森間 袞奇 迪貝列 涅巴 求扛 託興 夏巴奇 連切 南揚 奇巴 瑪求計 列奇 替巴昂 殿突 誰傑秀

我及一切眾生之惡業 所有罪過發露並懺悔 誠願往後永遠不再犯 祈願業障亦得 永消除

pC-]W`-T-NE-UGÈN-F…E-TaCc-R-NE-, ä‰c-c“-^…-_E-Tˇ‡`-Z…E-CcÈ`-T-^…, NC‰-T-F“E-\N-TNC-C…c-F…-TcCc-R, MUc-FN-TNC-C…c-qE-G”T-p…_-T¢È]È,

洽察? 哇 當 卻今 夏巴當 傑素 宜 讓 故形 索哇 宜 給哇 瓊社 答奇 計薩巴 湯傑 答奇 蔣秋 企吳喔

頂禮以及供養並懺悔 隨喜請轉法輪請住世 涓滴善德凡我所積聚 一切吾盡迴向證菩提

噶瑪噶居寺恭譯  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