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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c-R-TFÈU-úP-]Nc-U-a‰c-_T-l…-S-_È`-Lfi-p…P-R]Ã-£…E-RÈ-T[÷Cc-cÈ,,

       帕巴 窘殿諜瑪  些奇 帕若度 欽貝 寧玻 修索

   尊聖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要 般若心要經

",    ,µ-TcU-TäÈN-U‰N-a‰c-_T-S-_È`-p…P, ,U-´‰c-U…-]CC-PU-UB]Ã-EÈ-TÈ-I…N, ,cÈ-cÈ-_E-_…C-^‰-a‰c-≠ÈN-^“`-T, ,Oÿc-Cc“U-î`-T]Ã-^“U-`-pC-]W`-`È,,

     瑪桑 覺昧 些 帕洛欽 瑪給 密卡 南客 吳喔尼 索索 讓 耶些 覺玉哇 杜順 俠-威 運拉 洽察洛

    離思言詮般若波羅蜜 不生不滅體性如虛空 各別自證智慧受用處 三世諸佛之母我頂禮

", ,î-C_-ˇN-Oÿ, eÓG-ÆC-YLÛ…-y*·-R_-U…LÛ-ÄœN^, TÈN-ˇN-Oÿ, ]SCc-R-TFÈU-úP-]Nc-U-a‰c-_T-l…-S-_È`-Lfi-p…P-R]Ã-£…E-RÈ, TU-RÈ-CF…C-CÈ,

    俠噶 給度 阿亞 巴噶哇地 巴拉騎 巴密達 旭諜 玻給度 帕巴 窘殿諜瑪 些奇 帕若度 欽貝 寧波 邦波計果

   梵語曰 阿亞 巴噶哇地 巴拉騎 巴密達 旭諜 藏語曰 尊聖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要 全一卷
cEc-îc-NE-, qE-G”T-c‰Uc-NR]-MUc-FN-`-pC-]W`-`È, ,]N…-ˇN-TNC-C…c-MÈc-R-Oÿc-CF…C-P, TFÈU-úP-]Nc-î`-RÈ]Ã-BT-P-q-àÈN-S“E-RÈ]Ã-_…-`,

桑傑當 蔣秋 森巴 湯傑拉 洽察洛 迪給 答奇 推巴 突計拿 窘殿諜 俠 玻卡拿 加格 朋玻 拉

頂禮諸佛陀與 一切諸菩提薩埵 這般如是我聞 一時 薄伽梵於王舍城靈鷲山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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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ÜÈE-C…-NC‰‰-]OÿP-G‰P-RÈ-NE-, qE-G”T-c‰Uc-NR]Ã-NC‰-]OÿP- G‰‰P-RÈ-NE-MTc-F…C-Lfi-T[÷Cc-K‰, N‰]Ã-WÂ-TFÈU-úP-]Nc-\T-UÈÈ-¶E-T-Z‰c-q-T]Ã-GÈc-l…-éU-uEc-l…-

給隆奇 給頓 千玻當 蔣秋 森貝 給頓千玻當 塔計度 修諜 諜 宜 測 窘殿諜 薩摩 囊哇 協嘉維 確奇南 張奇

與諸大比丘僧眾及 諸菩薩摩訶薩僧眾  共俱安住一處 爾時 薄伽梵安住於甚深顯現三摩地
K…E-E‰-]XÀP-`-£ÈUc-R_-[÷Cc-cÈ,, ^E-N‰]Ã-WÂ-qE-G”T-c‰Uc-NR]-c‰Uc-NR]-G‰P-RÈ-]SCc-R-≠P-_c-C\…Cc-NTE-pŸC-a‰c-_T-l…-S-_È -̀Lfi-p…P-R-\T-UÈ]Ã-≠ÈN-R_-éU-R_-Tõ-Z…E-,

定 硬淨拉 紐巴 修索 揚 諜 宜 測 蔣秋 森巴森巴 千玻 帕巴 間惹西 旺秋 些奇 帕洛度 欽巴 薩摩 覺巴  南巴 大幸

法之性相 復於彼時 菩提薩埵摩訶薩埵聖觀世音怙主 清晰照見行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S“E-RÈ-ò-RÈ-N‰-NC-̀ -̂ E-EÈ-TÈ-I…N-l…c§ÈE-R_-éU-R_-Tõ]È, N‰-Pc-cEc-îc-l…-UM—c-WÂ-NE-òP-R-bH-_-ª-K…]…-T“c-qE-G”T-c‰Uc-NR]-c‰Uc-NR]-G‰P-RÈ-]SCc-R-≠P-_c-C\…Cc-

朋玻 雅玻 諜 答 拉揚 吳喔尼奇 東巴 南 巴 大喔 諜 內 桑傑奇突 測當 典巴 夏大地利菩 蔣秋森巴 森巴千玻 帕巴 間惹西

清晰照見彼等五蘊自性即是空性 復次 承佛威力 夏達地之子具壽行者舍利子 問菩提薩埵摩訶薩埵
NTE-pŸC-̀ -]N…-̌ N-F‰c-µc-cÈ, _…Cc-l…-T“]U, _…Cc-l…-T“-UÈ,CE-̀ -̀ -a‰c-_T-l…-S-_È -̀Lfi-p…P-R-\T-UÈ]Ã-≠ÈN-R-≠N-R_-]NÈN-R-N‰c-H…-õ_-TÜT-R_-q, N‰-̌ N-F‰c-µc-R-NE-,

旺 秋拉 迪給 傑內所 奇普昂 奇普莫 扛拉拉 些奇 帕洛度 欽巴 薩摩 覺巴 傑巴 對巴諜 計大 拉巴洽 諜給介 昧巴當

聖觀世音怙主如是云 若有種性男或種性女等等者 欲應行所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應如何學修 如上作是語已
",,qE-G”T-c‰Uc-NR]-c‰Uc-NR]-G‰P-RÈ-]SCc-R-≠P-_c-C\…Cc-NTE-pŸC-C…c-WÂ-NE-úP-R-bH-_…]Ã-T“-`-]N…-ˇN-F‰c-µc-cÈ, bH-_…]Ã-T“, _…Cc-l…-T“]U, _…Cc-l…-T“-UÈ,

蔣秋森巴 森巴千玻 帕巴 間惹西 旺秋 奇 測當 典巴 夏菩拉 迪給 傑美所 夏普 奇普昂 奇普莫

菩提薩埵摩訶薩埵 聖觀世音怙主答具壽行者舍利子如是言 舍利子 若有種性男種性女
CE-`-`-a‰c-_T-l…-S-_È`-Lfi-p…P-R-\T-UÈ]Ã-≠ÈN-R-≠N-R_-]NÈN-R-N‰‰c-]N…-õ_-éU-R_-Tõ-T_-q-§‰, S“E-RÈ-ò-RÈ-N‰-NC-lE-EÈ-TÈ-I…N-l…c-§ÈE-R_-éU-R_-ä‰c-c“-Tõ]È,

扛拉拉 些奇 帕洛度 欽巴 薩摩 覺巴 傑巴對巴諜 迪大 南巴 大哇 洽諜 朋玻 雅玻 諜 大姜 吳喔尼奇 東巴 南巴 傑素 大喔

彼等等 欲應行所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欲求彼應如是完美地觀照 彼等五種蘊集亦無自性 完美地隨順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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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ÈE-R]È, §ÈE-R-I…N-C\“Cc-cÈ, C\“Cc-̀ c-§ÈE-R-I…N-CZP-U-̂ …P, §ÈE-R-I…N-̀ c-C\“Cc-CZP-U-̂ …P-PÈ, ,N‰-TZ…P-Oÿ-WÍ_-T-NE-, ]Oÿ-a‰c-NE-,

入 東巴喔 東巴尼 入所 素列 東巴尼 賢瑪因 東巴尼列 素賢 瑪因諾 諜 行突 措哇 當 篤 些當

色即是空 空性即是色 於色之外別無空性 於空之外亦別無有他色 如是受蘊以及 想蘊及
]Oÿ-q‰N-éUc-NE-, éU-R_-a‰c-R-éUc-§ÈE-R]È, ¬-_…]Ã-T“,  N‰-õ-Tc-P,   GÈc-MUc-FN-§ÈE-R-I…N-N‰, UWP-I…N-U‰N-R, U-´‰c-R, U-]CC-R, x…-U-U‰N-R,

篤 傑南當 南 巴 些巴南 東巴喔 夏菩 諜 大維納 確湯傑 東巴尼 諜 參尼 昧巴 瑪給巴 瑪噶巴 提瑪 昧巴

諸行蘊與 識蘊亦復皆空性 舍利子 以是之故一切諸法是空性 無有性相 不生 不滅 無有染垢
x…-U-NE-{`-T-U‰N-R, {…-T-U‰N-R, CE-T-U‰N-R] È, ¬-_…]Ã-T“,  N‰-õ-Tc-P-§ÈE-R-I…N-̀ -C\“Cc-U‰N, WÍ_-T-U‰N, ]Oÿ-a‰c-U‰N, ]Oÿ-q‰N-éUc-U‰N,

提瑪 當札哇  昧巴 提哇 昧巴 扛哇 昧巴喔 夏普 諜 大 維拿 東巴尼拉 入昧 措哇  昧 篤 些 昧 篤 傑南  昧

染垢亦無可分離 無有減損 亦無有增加 舍利子 以是之故 空性中無色 無感受 無感知 無心諸作用
éU - R_-a‰c- R-U‰N, U…C-U‰N, é-T-U‰N, ¶-U‰N, ô‰-U‰N, “̀c-U‰N, …̂N-U‰N, C\“Cc-U‰N, ±-U‰N, x…-U‰N, _È-U‰N, _‰C-q-U‰N, GÈc-U‰N-NÈ,

南 巴 些巴 昧 密 昧 拿哇        昧 納昧 介昧 呂 昧 意 昧 入 昧 札 昧 提 昧 洛 昧 瑞洽 昧 確 昧陀

無認知之識 無眼 無耳 無鼻 無舌 無身 無意 無色 無聲 無香 無味 無觸覺 無法等
8

", ,U…C-C…-BUc-U‰N-F…E-, U…C-C…-éU-R_-a‰c-R]Ã-BUc-U‰N-R-Pc-̂ …N-l…-BUc-U‰N- F…E-, ^…N-l…-éU-R_-a‰c-R]Ã-BUc-l…-T_-Oÿ-^E-U‰N-NÈ, U-_…C-R-U‰N-F…E-,

密奇康 昧經 米奇 南巴 謝貝 康美巴內 意奇康美經 意奇 南 巴 些貝 康奇 巴突 揚昧陀 瑪巴 昧經

從無眼根界 亦無眼識界    乃至無意根界 直至意識界亦復無時 從無無明
,U-_…C-R-\N-R-U‰N-R-Pc-à-a…-U‰NF…E-, à-a……-\N-R]Ã-T_-Oÿ-̂ E-U‰N-NÈ, •‡C-T¢ -̀T-NE-, AÿP-]qŸE-T-NE-, ]CÈC-R-NE-,     `U-U‰N, ^‰-a‰c-U‰N, MÈT-R-U‰N,

瑪巴 誰巴 昧巴內 卡息昧 卡息 誰貝 巴突揚 昧陀 讀雅 哇 當 袞窘 哇 當 果巴當            朗昧 耶些昧 託巴 昧

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無苦痛與 無集源與 無滅盡與 無道 無智慧 亦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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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ÈT-R-^E-U‰N-NÈ, bH-_…]Ã-T“,  N‰-õ-Tc-P, qE-G”T-c‰Uc-NR]-éUc-MÈT-R-U‰N-R]Ã-p…_, a‰c-_T-l…-S-_È -̀Lfi-p…P-R-̀ -Tå‰P-Pc--CPc-K‰, c‰Uc-̀ -±…T-R-U‰N-Rc-]H…Cc-R-U‰N-N‰,

瑪託巴揚 昧陀 夏菩 諜 大 維拿 蔣秋 森巴南 託巴 昧貝企 些奇 帕洛度 欽巴拉 殿經 內諜 森拉 替巴 昧貝 計巴 昧諜

亦無無所得故 舍利子 以是之故 諸菩提薩埵無所得故 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安住 心無蓋障罣礙 故無恐怖
p…P-F…-̀ ÈC-̀ c-a…P-Lfi-]Nc-Pc-r-EP-̀ c-]Nc-R]Ã-UM_-p…P-KÈ, Oÿc-Cc“U-Oÿ-éU-R_-T[÷Cc-R]Ã-cEc-îc-MUc-FN-lE-a‰c-_T-l…-S-_È -̀Lfi-p…P-R-̀ -Tå‰P-K‰-É-P-U‰N-R-̂ E-NC-R_-íÈCc-R]Ã-

欽計 洛列 信 突 諜 內 釀言 列諜貝 塔欽多 杜順突 南 巴 修貝 桑傑 湯傑姜 些奇 帕洛度 欽巴拉 殿諜 拉拿 美巴 揚答巴 佐貝

徹底超越顛倒 故而超越痛苦至彼岸 安住於三世一切諸佛 亦完美地依般若波羅蜜多
", ,qE-G”T-Lfi-UEÈP-R_-íÈCc-R_-cEc-îc-cÈ, N‰‰-õ-Tc-P,  a‰c-_T-l…-S-_È -̀Lfi-p…P-R]Ã-¢Cc, ,_…C-R-G‰P-RÈ]Ã-¢Cc, É-P-U‰N-R]Ã-¢Cc, U…-UIU-R-NE-UIU-R]Ã-¢Cc,

蔣秋度 恩巴 佐巴 桑傑索 諜 大 維拿 些奇 帕洛度 欽貝雅 巴 千玻雅 拉拿 美貝雅 密釀巴當 釀貝雅

現證無上圓滿的佛果 以是之故 般若波羅蜜多真言 大覺明真言 無上之真言 無相等相等之真言
•‡C-T¢ -̀MUc-FN-_T-Lfi-Z…-T_-q‰N-R]Ã-¢Cc, U…-í’P-Rc-P,  TN‰P-R_-a‰c-R_-q-§‰, a‰c-_T-l…-S-_È -̀Lfi-p…P-R]Ã-¢Cc-µc-R, K{-MÓ,    CK‰-CK‰-RÓ_-CK‰-RÓ_-c'-CK‰-TÈ}‚≥-√H-dÔ,

讀雅 湯傑 篤 息哇 傑貝雅 密尊 貝拿 典巴 些巴 洽爹 些奇 帕洛度 欽貝 雅美巴 諜訝他 噶諜噶諜 巴噶諜 巴桑噶諜 菩提所哈

能徹底平息諸苦之真言 因無虛妄故 應知其真實 宣說般若波羅蜜 多真言
bH-_…]Ã-T“, qE-G”T-c‰Uc-NR]-c‰Uc-NR]-G‰P-RÈc-a‰c-_T-l…-S-_È -̀Lfi-p…P-R-\T-UÈ-̀ -N‰-õ_-TÜT-R_-q]È, N‰-Pc-TFÈU-òP-]Nc-K…E-E‰-]XÀP-N‰-̀ c-TZ‰Ec-K‰, qE-G”T-c‰Uc-NR]-c‰Uc-NR]-

夏菩 蔣秋森巴 森巴千玻  些奇 帕洛度 欽巴 薩摩拉 諜大 拉巴 洽喔 諜 內 窘殿諜 定 硬淨諜列 賢諜 蔣秋森巴 森巴

舍利子 菩提薩埵摩訶薩埵應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 薄伽梵從彼三摩地而起 讚菩提薩埵
G‰P-RÈ-]SCc-R-≠P-_c-C\…Cc-NTE-pŸC-̀ -̀ ‰Cc-cÈ,  Z‰c-q-T-q…P-Pc-̀ ‰Cc-cÈ, `‰Cc-cÈ, _…Cc-l…-T“,    N‰-N‰-TZ…P-PÈ, ,N‰-N‰-TZ…P-K‰, H…-õ_-mÈN-l…c-T§P-R-N‰-TZ…P-Oÿ-a‰c-_T-l…-

千玻 帕巴 間惹西 旺 秋拉 列索         協嘉哇 金內 列索 列索 奇普      諜 諜 新 諾 諜 諜 新 爹 計大 客 奇 殿巴 諜新突 些奇

摩訶薩埵聖觀世音怙主曰善哉 作是語時 善哉 善哉 種性男 誠如是也 誠如是者 如汝所說 應如是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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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_È`-Lfi-p…P-R-\T-UÈ-`-≠N-R_-q-§‰, N‰-TZ…P-Ca‰Cc-R-éUc-lE-ä‰c-c“-^…-_E-E-È, TFÈU-òP-]Nc-l…c-N‰-ˇN-F‰c-T@]-™`-Pc-WÂ-NE-úP-R-bH-_…]Ã-T“-NE-,

帕洛 度欽巴 薩摩拉 傑巴 洽諜 諜 新謝巴 南姜 傑素 宜 讓吳 窘殿諜奇 諜給傑 噶札內測當 典巴 夏 普當

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 諸如來亦隨喜之 薄伽梵如上演教后 具壽行者舍利子與
qE-G”T-c‰‰Uc-NR]-]SCc-R-≠P-_c-C\…Cc-NTE-pŸC-NE-, MUc-FN-NE-òP-R]Ã-]BÈ_-N‰-NC-ü-NE-, U…-NE-, ü-U-^…P-NE-, x…-\_-TFc-R]Ã-]H…C-å‰P-^…-_E-§‰,

蔣秋森巴 帕巴 間惹西 旺 秋當 湯傑當 典貝 擴諜 答當 喇當 彌當 拉 瑪引當 提薩 傑貝 幾殿 宜 讓諜

聖觀世音菩薩怙主等一切聖眾 與諸圍繞會眾 一切世間 天 人 阿修羅 乾闥婆等皆大歡喜
14                                                                                     
TFÈU-òP-]Nc-l…c-Cc“Ec-R-̀ -UEÈP-R_-T§ÈN-NÈ,, TFÈU-úP-]Nc-U-a‰c-_T-l…-S-_È -̀Lfi-p…P-R]Ã-£…E-RÈ-Z‰c-q-T-M‰C-R-G‰P-RÈ]Ã-UNÈ-íÈCc-cÈ,  î-C_-n…-UBP-RÈ-T…-U-̀ -U…-v- NE-,  ̀ È-VÓ-T-NC‰-ÜÈE-_…P-G‰P-•‰c-T „̈_-F…E-,

窘殿諜奇 松巴拉 恩巴 對陀 窘殿諜瑪 些奇 帕若度 欽貝寧波 協甲哇 鐵巴 千波 朵佐所      俠噶奇堪玻 比瑪拉米札當  洛札哇 給隆 仁千諜 求金

讚頌稱揚薄伽梵所說 《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要》大乘經圓滿  印度堪布比瑪拉米札（無垢友）以及譯師世間眼比丘寶品所傳譯

[÷-G‰P-n…-`È-VÓ-T-NC‰-ÉÈ-NE-, PU-UB]-`-cÈCc-Rc-[÷c-K‰-CKP-`-ST-R]È, a‰c-_T-£…E-RÈ]Ã-ÑÈC-R-≥È-T_-]NÈN-P-   K{-MÓ,     CK‰-CK‰-RÓ_-CK‰-RÓ_-c'-CK-‰TÈ}‚≥-√H-dÔ,

修千奇 洛札哇 給隆當 南卡拉索貝 修諜 殿拉 帕巴哦 些 寧波 朵巴 宙哇 堆拿   諜訝他 噶諜噶諜 巴噶諜 巴桑噶諜 菩提所哈

主校大譯師世間眼善慧與 虛空等審閱校訂 若欲修般若心要迴遮制勝

", ,F…-Q÷c-TÑc-UM_, P-UÈ-É-U-̀ -pC-]W -̀̀ È, cEc-îc-̀ -pC-]W -̀̀ È, ,GÈc-̀ -pC-]W -̀̀ È, ,NC‰-]OÿP-̀ -pC-]W -̀̀ È, “̂U-G‰P-UÈ-a‰c-_T-l…-S-_È -̀Lfi-p…P-U-̀ -pC-]W -̀̀ È,

計努諜踏 南 無 喇嘛拉 洽察洛  桑傑拉 洽察洛 確拉 洽察洛 給頓拉 洽察洛 運千莫 些奇 帕洛度 欽瑪拉 洽察洛

恆持誦後 頂禮上師 頂禮佛陀 頂禮正法 頂禮僧伽 頂禮 偉大佛母般若波羅蜜多
TNC-C…-TN‰P-R]Ã-WÀC-éUc-]u⁄T-R_-nŸ_-F…C H…-õ_-¢ÈP-ü-̂ …-NTE-RÈ-Tî-q…P-n…c-a‰c-_T-l…-S-_È -̀Lfi-p…P-R]Ã-NÈP-\T-UÈ-̂ …N-̀ -TcUc-a…E-, WÀC-B-KÈP-Oÿ-qc-R-̀ -Tå‰P-Pc-

答奇 典貝 次南 竹巴 求計 計大恩　拉　宜 旺　玻 俠今奇 些奇 帕洛度 欽貝 頓薩摩 意拉 桑興 次 卡敦突 傑巴拉 殿內

依真實語之力 祈吾諸願當成就 如同往昔天王帝釋 彼依思惟般若波羅蜜多之深義 諷誦經文 盡皆制勝惡魔等



    德格版心經 P.6
TOÿN-¢…C-FP-̀ -cÈCc-R-U…-UM—P-R]Ã -pÈCc-MUc-FN-p…_-TÑÈC-R-N‰-TZ…P-Oÿ, TNC-C…c-lE-a‰c-_T-l…-S-_È -̀Lfi-p…P-R]Ã-NÈP-\T-UÈ-̂ …N-̀ - TcUc-a…E-WÀC-B-KÈP-Oÿ-qc-R-̀ -Tå‰P-Pc-TOÿN-•…C-FP-

杜 地間 拉索巴 密屯貝 秋湯傑 企多巴　諜新突 答奇姜 些奇 帕洛度 欽貝 敦薩摩　意拉桑信 次卡　敦突 傑巴拉　殿內 杜 地間　

一切違逆諸敵障 願吾亦如彼 依思惟般若波羅蜜多之深義諷誦經文 盡皆制勝
-̀cÈCc-R-U…-UM—P-R]Ã-pÈCc-MUc-FN-p…_-TÑÈC-R_-nŸ_-F…C ,U‰N-R_-nŸ_-F…C ,Z…-T_-nŸ_-F…C _T-Lfi-Z…-T_-nŸ_-F…C ,CE-C…c-å‰P-F…E-]{‰ -̀T_-]qŸE-, ,]CC-R-U‰N-R-́ ‰-U‰N-R,

拉索巴密吞貝 秋湯傑 企多巴 求計 昧巴 求計 息哇 　求計 度 息哇 求計 扛奇 殿經 則哇窘 噶巴 昧巴 給昧巴

惡魔等一切違逆諸敵障 願令消滅 願令平息 願令極寂滅 誰云緣起之所生 無有滅時亦無生
17

", ,GN-R-U‰‰N-R-åC-U‰N-R, ,]ÈE-T-U‰N-R-]uÈ-U‰N-R, ,M-NN-NÈP-U…P-NÈP-CF…C-U…P, ,≥Èc-R-I‰_-Z…-Z…-T§P-R, ,íÈCc-R]Ã-cEc-îc-µ-éUc-l…, ,NU-R-N‰-̀ -pC-]W -̀̀ È,

切巴 昧巴 大昧巴 翁哇 昧巴 卓昧巴 塔諜 頓明 頓計敏 宙巴 涅息 息殿巴 佐貝 桑傑 瑪南奇 當巴 諜拉 洽察洛

既非是斷亦非常 是為不來亦不去 不是異義亦非一 寂滅戲論善演說 圓滿佛陀語之王 對彼聖者我頂禮
,TC‰Cc-_…Cc-§ÈE-zC-TîN-F“-Z…-T-NE-, ,U…-UM—P-CPÈN-R]Ã-ì‰P-NE-{ -̀T-NE-, ,UM—P-R_-nŸ_-F…E-S“P-c“U-WÍCc-R-̂ …, ,Ts-a…c-N‰c-lE-N‰E-]N…_-TN‰-̀ ‰Cc-aÈC NC‰]È,,   UE-̀ ',,

給 東札 給久 息哇 當 密屯 虐貝 建 當 札哇 當 屯巴 求今 彭順 措巴宜 札西 諜姜 典迪 諜-列秀 給喔   芒噶朗

八萬邪魔障礙皆平息 遠離違逆損害之惡緣 和合相順圓滿且吉祥 承彼此時此地樂善臨 善哉

2012年4月台灣台南左鎮噶瑪噶居寺恭譯敬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