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度母禮讚  P. 1 
", ,T§ÈN-R]Ã-î`-RÈ]Ã-î‡N-pC-]W`-I‰_-CF…C-P…,       <-ä‰-TV“P-U-]SCc-U-±È`-U-`-pC-]W`-`È,  ,pC-]W`-LÛ-_‰-rŸ_-U-NR]-UÈ,  ,LfiQÂ-_- …̂c-]H…Cc-R-c‰`-U,  , 

對貝 俠玻居 洽察 涅計尼         嗡  傑尊瑪 帕瑪 卓瑪拉 洽察洛 洽察 達蕾 紐瑪 巴莫 度達 宜 計巴 雪瑪 

禮讚之王續 二十一禮讚文： 嗡 頂禮至尊聖母救度母  頂禮達蕾速母勇母  度達者除怖畏母 
Lfi-_‰c-NÈP-AÿP-Æ…P-Rc-±È`-U, ,√+-dÔ- …̂-C‰-mÈN-`-]OÿN-NÈ, ,pC-]W`-±È`-U-rŸ_-U-NR]-UÈ, ,≠P-P…-ˇN-F…C-ÇÈC-NE-]x-U, ,]H…C-å‰P-Cc“U-UCÈP-G”-´‰c-Z`-n…, , 

度蕾 敦袞 今貝 卓瑪 梭哈 意給 確拉 杜朵 洽察 卓瑪 紐瑪 巴莫 間尼 給計 洛當 札瑪 幾殿 孫袞 秋給 霞奇 

度蕾施諸義利度母 以梭哈咒字作禮敬 頂禮救度速母勇母 眼如閃電剎那耀母 三域怙主水生之容
C‰-c_-q‰-T-`c-P…-qŸE-U, ,pC-]W`-§ÈP-@]Ã-Ñ-T-AÿP-Lfi, ,CE-T-Tî-P…-T˛‰Cc-R]Ã-Z`-U, ,ˇ_-U-§ÈE-zC-WÍCc-R-éUc-l…c, ,_T-Lfi-p‰-T]Ã-]ÈN-_T-]T_-U,  , 

給薩 傑哇 列尼 瓊瑪 洽察 敦給 達哇 袞杜 康哇 俠尼 這貝 霞瑪 噶瑪 董剎 措巴 南奇 杜 切維 額 巴瑪 

蓮蕊綻放顯現度母 頂禮宛如積疊百輪 圓滿秋月玉容度母 猶如成千繁星聚集 璀璨光華極熾耀母 
pC-]W`-Cc‰_-¢È-G”-Pc-´‰c-l…, ,R+c-pC-P…-éU-R_-TîP-U, ,Æ…P-R-T˛ÈP-]u⁄c-N@]-M—T-Z…-T, ,T\ÈN-R-TcU-CKP-≠ÈN- “̂`-I…N-U,  , 

  洽察 雪吳 秋內 給奇 貝美 洽尼 南巴 建瑪 金巴 尊珠 噶突 息哇 雖巴 桑殿 覺優 尼瑪 

頂禮紫磨金色度母 水生蓮花莊嚴妙手 布施精進難行息滅 安忍禪定行境性母 
", ,pC-]W`-N‰-TZ…P-Ca‰Cc-R]Ã-CV“C-KÈ_, ,UM]-^c-éU-R_-î`-T_-≠ÈN-U, ,U-`“c-S-_È̀ -p…P-R-MÈT-R]Ã,  ,î`-T]Ã-~c-l…c-a…P-Lfi-T§‰P-U,  ,pC-]W`-LfiQÂ-_->- …̂-C‰c, , 

    洽察 諜新 謝貝 租多     泰耶 南巴 俠哇 覺瑪 瑪呂 帕若 欽巴 託貝 俠威 雪奇 新杜 殿瑪 洽察 度達 吽 宜給 

 頂禮如來頂髻度母 摧伏無量尊勝行母 獲證無餘波羅蜜多 佛子眾所極敬依止 頂禮度達吽文字 

]NÈN-NE-pÈCc-NE-PU-UB]-CE-U,,]H…C-å‰P-TOÿP-RÈ-ZTc-l…c-UPP-K‰, , “̀c-R-U‰N-R_-]DÿCc-R_-Q÷c-U, ,pC-]W`-Tî-q…P-U‰-ü-WEc-R, ,Ö‡E-ü-¶-WÍCc-NTE-pŸC-UGÈN-U, , 

堆當 秋當 南卡 康瑪 幾殿 敦玻 霞奇 年諜 呂巴 美巴 估巴 女瑪 洽察 俠今 美臘 倉巴 隆拉 納措 旺秋 確瑪 

遍滿欲色無色界母 蹈足壓伏鎮七世間 悉能鉤召盡無餘母 頂禮釋梵火神風神 諸部尊主獻供養母 



二十一度母禮讚  P. 2 
]qŸE-RÈ-_È-`Ec-x…-\-éUc-NE-,         ,CPÈN-Æ…P-WÍCc-l…c-UOÿP-Pc-T§ÈN-U,  ,pC-]W`-vN-F‰c-q-NE-Sf-l…c,  ,S-_È`-]t‹`-]BÈ_-_T-Lfi-]HÈUc-U,  , 

炯玻 若朗 提薩 南當      諾金 措奇 敦內 對瑪 洽察 遮傑 甲當 呸奇   帕若 處擴 杜 炯瑪  

部多起屍尋香藥叉  眾會於前禮讚度母  頂禮叱吒遮與呸聲  盡摧敵方幻輪之母 
 C^c-T ‡̌U-C È̂P-TìE-ZTc-l…c-UPP-K‰,       ,U‰-]T_-]t‹C-R-a…P-Lfi-]T_-U,      ,pC-]W`-Lfi-_‰]…-]H…Cc-R-G‰P-UÈc,  ,TOÿN-l…-NR]-TÈ-éU-R_-]HÈUc-U,  ,

耶袞 淵江 霞奇 年諜    美巴 處巴 新度 巴瑪 洽察 度蕾 計巴 千莫 督奇 巴沃 南巴 炯瑪 

雙足右屈左伸鎮踏  烈焰騰湧極熾燃母 頂禮度蕾大怖畏母 摧盡魔羅勇者之母 
 ", ,G”-´‰c-Z`-P…-tÈ-CI‰_-úP-UXN,       ,Nu-TÈ-MUc-FN-U-`“c-CcÈN-U,  ,pC-]W`-N@ÈP-UGÈC-Cc“U-UWÍP-pC-î]Ã,      ,cÈ_-UÈc-M—Cc-@_-éU-R_-TîP-U,  , 

     秋給 霞尼 綽涅 殿這 札沃 湯傑 瑪呂 雖瑪 洽察 袞秋 孫村 洽給 梭莫  圖噶 南巴 建瑪 

 蓮花容顏現怒顰眉 誅滅怨敵無餘之母 頂禮象徵三寶手印 手指當胸善莊嚴母 
U-`“c-pÈCc-l…-]BÈ_-`Èc-TîP-R]Ã,  ,_E-C…-]ÈN-l…-WÍCc-éUc-]t‹C-U,  ,pC-]W`-_T-Lfi-NC]-Tc-Tä…N-R]Ã,  ,NT“-îP-]ÈN-l…-z‰E-Tc-ß‰`-U, ,TZN-R-_T-TZN-LfiQÂ-_- …̂c, , 

瑪呂 秋奇  闊洛 建悲  壤奇 額奇 措南 處瑪 洽察 杜 噶維 計貝 屋建 額奇 稱維 貝瑪 些巴 協 度達 宜 

無餘諸方剎土莊嚴  自身光華紛呈耀母  頂禮極喜威嚴寶冠  光鬘四射周遍之母  最極喜笑以度達 

TOÿN-NE-]H…C-å‰P-NTE-Oÿ-UXN-U,  ,pC-]W`-c-CZ…-´ÈE-T]Ã-WÍCc-éUc, ,MUc-FN-]DÿCc-R_-Q÷c-R-I…N-U, ,tÈ-CI‰_-C È̂-T]Ã- …̂-C‰->-C…c, ,SÈEc-R-MUc-FN-éU-R_-±È`-U, , 

督當 基滇 旺杜 這瑪 洽察 薩息 炯維 措南 湯傑 估巴 女巴 尼瑪 綽涅 優威 宜給 吽奇 朋巴 湯傑 南巴 卓瑪 

攝伏魔與世間度母  頂禮力能鉤召一切  守護大地諸眾度母  顰眉蹙動以吽文字  解脫一切貧困度母 
 pC-]W`-Ñ-T]Ã-OÿU-T“c-NT“-TîP, ,TîP-R-MUc-FN-a…P-Lfi-]T_-U, ,_`-R]Ã-tÈN-P-]ÈN-NRC-U‰N-`c, ,åC-R_-a…P-Lfi-]ÈN-P…-UXN-U, ,pC-]W`-Tˇ`-R]Ã-UM]-U]Ã-U‰-õ_, , 

洽察 達威 敦布 屋建 建巴 湯傑 信度 巴瑪   貝 綽拿 額巴 美列    大巴 新度 額尼 這瑪 洽察 噶貝 踏昧 美達 

頂禮新月嚴飾寶冠  一切妙飾熾耀度母  頂髻中現無量光佛  恆常綻放妙寶光母  頂禮猶如劫末烈火 



二十一度母禮讚  P. 3 
 ",,]T_-T]Ã-z‰E-T]Ã-NT“c-P-CPc-U,  ,C^c-TìE-C È̂P-T ‡̌U-AÿP-Pc-T È̌_-NC],      ,Nu- …̂-NR“E-P…-éU-R_-]HÈUc-U,      ,pC-]W`-c-CZ…]Ã-EÈc-`-pC-C…  , 

   巴威 稱威 玉拿 內瑪     耶江 淵袞 袞內 果噶 札宜 繃尼 南巴 炯瑪  洽察 薩夕 吳拉 洽奇 

 熾燃焰鬘中安住母 右伸左屈喜於普轉 摧滅怨敵諸軍度母 頂禮以手擊地壓伏 
UM…`-n…c-T¶‡P-F…E-ZTc-l…c-TçflE-U,   ,tÈ-CI‰_-FP-UXN- …̂-C‰->-C…c,   ,_…U-R-TOÿP-RÈ-éUc-P…-]C‰Uc-U,   ,pC-]W`-TN‰-U-NC‰-U-Z…-U,   ,r-EP-]Nc-Z…-≠ÈN- “̂`-I…N-U, , 

梯奇 嫩經 霞奇 東瑪 綽涅 間這 宜給 吽奇 仁巴 敦玻 南尼 根瑪 洽察 諜瑪 給瑪 息瑪   釀胭 諜息 覺優 尼瑪 

蹈足鎮踏大地度母  現怒顰眉以吽種字  摧毀地下七重之母  頂禮樂母善母寂母  涅槃寂靜行境性母 

√+-dÔ-<-NE-^E-NC-úP-Rc,   ,•…C-R-G‰P-RÈ-]HÈUc-R-I…N-U,   ,pC-]W`-AÿP-Pc-T È̌_-_T-NC]-T]Ã,   ,Nu- …̂-`“c-P…-_T-Lfi-]C‰Uc-U,    , …̂-C‰-TF“-R]Ã-EC-P…-T@ÈN-R]Ã, ,

梭哈 嗡當 仰大 殿貝 底巴 千玻 炯巴 尼瑪 洽察 袞內 果 噶維      札宜 呂尼 杜 根瑪      宜給 周貝 雅尼 桂貝 

正淨具足梭哈與嗡 摧毀罪大惡極之母 頂禮普轉極其歡喜  徹底擊碎敵身之母  十字真言莊嚴安立 
_…C-R->-`c-±È`-U-I…N-U, ,pC-]W`-Lfi-_‰]Ã-ZTc-P…-TçTc-Rc, ,>-C…-éU-R]Ã-c-TÈP-I…N-U, ,_…-_T-UP-O+-_-NE-]T…Cc-q‰N,    ,]H…C-å‰P-Cc“U-éUc-C È̂-T-I…N-U, ,

巴 吽列 卓瑪 尼瑪 洽察 度蕾 霞尼 大貝 吽奇 南貝 薩本 尼瑪  面達 當 比界 幾殿 順南 幽哇 尼瑪 

明咒吽令度脫之母 頂禮度蕾足蹈鎮踏 吽之形相種字度母 須彌曼陀及賓陀山 撼動諸三世間度母 

 ",,pC-]W`-ü- …̂-UWÍ- …̂-éU-R]Ã,  ,_…-ªCc-åCc-FP-pC-P-T¶Uc-U,  ,LÛ-_-CI…c-TäÈN-Sf-l…- …̂-C‰c, ,OÿC-éUc-U-`“c-R-Q…-c‰̀ -U,  ,pC-]W`-ü- …̂-WÍCc-éUc-î`-RÈ, , 

,     洽察 拉宜 措宜 南貝  大 大間 洽拿 南瑪      達 尼覺 呸奇 宜給 督南 瑪呂 巴尼 雪瑪 洽察 拉宜 措南 俠玻 

 頂禮手持天界海相  具有神獸標誌度母  誦二達而以呸字 滅除諸毒無餘度母 頂禮天界諸眾之王 
ü-NE-U…]U-F…- …̂c-T§‰P-U, ,AÿP-Pc-CÈ-G-NC]-T]Ã-Tä…N-l…c, ,˛ÈN-NE-ê…-`U-EP-R-c‰`-U, 

,

 ,pC-]W`-I…-U-Ñ-T-îc-R]Ã,  ,≠P-CI…c-RÈ-`-]ÈN-_T-Cc`-U, , 

拉當 米昂 計宜 殿瑪 袞內 果洽 噶維 計奇 最當 米朗 彥巴 雪瑪    洽察 尼瑪 達哇 給貝 間尼 玻拉 額 薩瑪 

天與緊那羅所依母 普以鎧甲歡喜威德 遣除諍鬥惡夢度母 頂禮猶如日月圓滿 雙眸光芒極炯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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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CI…c-TäÈN-LfiQÂ-_‰- …̂c,  ,a…P-Lfi-xC-RÈ]Ã-_…Uc-PN-c‰`-U,  ,pC-]W`-N‰-I…N-Cc“U-éUc-T@ÈN-Rc,  ,Z…-T]Ã-UM—-NE-^E-NC-úP-U,  , 

哈 尼覺 度達 蕾宜 新度 札波 仁內 雪瑪 洽察 諜尼 順南 桂貝 息威 圖當 仰大 殿瑪 

誦二哈與度達蕾 滅除凶猛瘟疫度母 頂禮安立三真如性 正具寂滅威力度母 
 CNÈP-NE-_È-`Ec-CPÈN-Æ…P-WÍCc-éUc,         ,]HÈUc-R-Lfi-_‰-_T-UGÈC-I…N-U,  ,˛-T]Ã-¢Cc-l…-T§ÈN-R-]N…-NE-,  ,pC-]W`-T-P…-I…-b÷-˛-CF…C   ,

敦當 若朗 諾金 措南 炯巴 度蕾 秋 尼瑪 匝威 雅奇 對巴 迪當   洽察 哇尼 尼修 匝計 

摧破起屍藥叉魔眾 度蕾最極殊勝性母 此乃根本咒之讚頌  及頂禮文二十一偈 

噶瑪噶居寺恭譯 2022年5月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