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支供養文 摘自聖普賢行願經 P.1

 ",  ,H…-£‰N-c“-NC-pÈCc-TF“]Ã-]H…C-å‰P-P, ,Oÿc-Cc“U-Ca‰Cc-R-U…-̂ …-c‰E-C‰-AÿP, ,TNC-C…c-U- “̀c-N‰-NC-MUc-FN-`, , “̀c-NE-EC- …̂N-NE-Tc-pC-Tn…]È,  , 

 幾涅 速答 秋周 幾殿拿 答奇 瑪呂 諜? 塔 湯傑拉

 所有一切十方世界中 

杜順 謝巴 密宜 森給袞 

三世諸佛如來人中獅 我以歡喜清淨身語意 

呂當 雅意 當維 洽奇喔

對彼一切遍禮盡無餘 

T\E-RÈ-≠ÈN-R]Ã-©ÈP-`U-§ÈTc-NC-C…c, ,î`-T-MUc-FN- …̂N-l…c-UEÈP-c“U-Oÿ, ,Z…E-C…-çfl`-£‰N- “̀c-_T-TLfiN-R- …̂c, ,î`-T-AÿP-`-_T-Lfi-pC-]W`- È̀,  , 

辛奇 讀涅 呂 度? 巴宜桑玻 覺貝 孟 朗 朵答奇

依此普賢行願威神力 

俠哇 湯傑 意奇 溫順突

心意觀想諸佛真實現 一身復現剎土微塵身 

俠哇 袞拉 讀 洽察洛

一一極敬遍禮剎塵佛 

çfl`-CF…C-§‰E-P-çfl`-£‰N-cEc-îc -éUc, ,cEc-îc-~c-l…-NT“c-P-T[÷Cc-R-NC   ,N‰-õ_-GÈc-l…-Nq…Ec-éUc-U- “̀c-R_, ,MUc-FN-î`-T-NC-C…c-CE-T_-UÈc, 

,讀計 殿拿 杜涅 桑傑南 湯傑 俠哇 塔奇 岡哇莫

於一塵中剎塵之數佛 

桑傑 雪奇 玉拿 蓄 巴塔

各處佛子菩薩眾會中 

諜 答 確奇 英南 瑪呂巴

如是無盡法界塵亦然 深信一切諸佛皆充滿 

N‰-NC-T¢Cc-R-U…-\N-î-UWÍ-éUc,  ,NqEc-l…-^P-`C-î-UWÍ]Ã-±-AÿP-n…c,     ,î`-T-AÿP-n…- È̂P-KP-_T-TäÈN-F…E-,     ,TN‰-T_-Ca‰Cc-R-MUc-FN-TNC-C…c-T§ÈN,  ,

諜 塔 雅巴 彌雪 俠措南

對彼無竭甚深功德海 

央奇 演拉 俠措 札袞奇

普出妙韻分支音聲海 

俠哇 袞奇 永殿  決經

極盡宣頌諸佛之功德 

諜哇 謝巴 湯傑 答奇對

一切諸佛善逝我禮讚 

",  ,U‰-KÈC-NU-R-z‰E-T-NU-R-NE-,  ,c…`-£P-éUc-NE-qŸC-R-COÿCc-UGÈC-NE-,      ,U_-U‰-UGÈC-NE-TOÿC-ßÈc-NU-R- …̂c,     ,î`-T-N‰-NC-`-P…-UGÈN-R_-Tn…, ,-

美朵 當巴 臣哇 當巴當 昔? 念 南   當 秋巴 讀秋當 俠哇 諜? 塔 拉尼 卻 巴奇

以諸最勝妙花及鬘飾 諸般雅樂塗香及傘蓋 

瑪昧 秋當 讀玻 當巴宜

殊勝明燈微妙薰香等 我悉供養敬獻諸如來 

P-T\]-NU-R-éUc-NE-x…-UGÈC-NE-,       ,p‰-U]Ã-S“_-U-_…-_T-UIU-R-NE-,    ,T@ÈN-R-mN-R_-]SCc-R]Ã-UGÈC-AÿP-n…c,    ,î`-T-N‰-NC-`-^E-UGÈN-R_-Tn…, ,

貴巴 客巴 帕? 貝 秋 袞奇 俠哇 諜? 塔 拉揚 卻 巴奇拿薩 當巴 南 當 迪秋當

最勝衣服最勝妙香水 

切美 普瑪   釀巴當

末香香包高等須彌山 併以殊勝上妙諸莊嚴 我悉供養敬獻諸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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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ÈN-R-CE-éUc-É-U‰N-î-G‰-T, ,N‰-NC-î`-T-MUc-FN-`-^E-UÈc, ,T\E-RÈ-≠ÈN-`-NN-R]Ã-§ÈTc-NC-C…c, ,î`-T-AÿP-`-pC-]W`-UGÈN-R_-Tn…,  , 

卻 巴 岡南 拉? 美 俠切哇 諜? 塔 俠哇 湯傑 拉? 央莫  俠哇 袞拉 洽察 卻 巴奇

諸般妙供無上極廣大 如是觀想獻與諸如來 

桑玻 覺拉 諜貝 朵大奇

我以信樂普賢行之力  普遍禮敬供養諸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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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呂當 雅當 諜? 新 意奇姜 諜? 塔 湯傑 答奇 梭梭夏對洽 些當 迪木 旺奇尼 

受制貪瞋癡所役使故 從己身語意等之所生

地巴 答奇 奇巴 計企巴

任何往昔所造諸惡業 一切我今分別作懺悔 

",  ,pÈCc-TF“]Ã-î`-T-AÿP-NE-cEc-îc-~c,  ,_E-î`-éUc-NE-ÜÈT-NE-U…-ÜÈT-NE-, ,]uÈ-T-AÿP-n…-TcÈN-PUc-CE-`-^E-, ,N‰-NC-AÿP-n…-ä‰c-c“-TNC- …̂-_E-, , 

諜? 塔 袞奇 傑素 答宜讓秋居 俠哇 袞當 桑傑雪

十方一切如來與菩薩 

讓俠 南 當 洛當 彌洛當

獨覺聲聞有學及無學

卓哇 袞奇  索南 岡拉揚

乃至諸般眾生之所修 凡彼所有功德我隨喜 

CE-éUc-pÈCc-TF“]Ã-]H…C-å‰P-±ÈP-U-NC  ,qE-G”T-_…U-R_-cEc-îc-U-GCc-Tã‰c,   ,UCÈP-RÈ-N‰-NC-TNC-C…c-MUc-FN-`,  ,]BÈ_- È̀-É-P-U‰N-R_-T È̌_-T_-T ‡̌`, , 

蔣秋 林? 巴 桑傑 瑪洽涅 貢玻 諜? 塔 答奇 湯傑拉 擴洛 拉? 拿 美巴 過哇 古 岡南 秋居 幾殿 準瑪塔

彼等十方所有世間燈 漸次證得菩提佛果位 對彼怙主我今皆勸請 祈求轉於無上妙法輪 

r-EP-]N]-§ÈP-CE-TZ‰N-N‰-NC-`, ,]uÈ-T-AÿP-`-SP-Z…E-TN‰-T]Ã-p…_, ,Tˇ`-R-Z…E-C…-çfl`-£‰N-T[÷Cc-R_-^E-,  ,TNC-C…c-M`-UÈ-_T-Æ_-CcÈ`-T_-Tn…, ,

釀言 答敦 岡協 諜塔拉

諸佛若欲示現入涅槃 

卓哇 袞拉 遍興 爹 維 企

為求利樂一切諸眾生 

噶巴 辛奇 讀涅 蓄巴揚

唯願久住剎塵無量劫 

答奇 他摩 夾 索哇 奇

我悉合掌至誠而勸請 

pC-]W -̀T-NE-UGÈN-F…E-TaCc-R-NE-, ,ä‰c-c“- …̂-_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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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È]È, , 

湯傑 答奇 蔣秋 企吳喔 洽察  哇 當 卻今 夏巴當

頂禮以及供養並懺悔 

傑俗 宜 讓 故形 索哇 宜

隨喜請轉法輪請住世 

給哇 炯雪 答奇 計薩巴

涓滴善德凡我所積聚 一切吾盡迴向證菩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