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四臂觀音 - 齋戒法本 

",    ,M—Cc-ä‰-G‰P-RÈ]Ã-T°ÈU-TÑc-]uÈ-NÈP-UB]-mT-U-T[÷Cc-cÈ,, 

    突傑 千玻 貢諜 佐頓 卡騎瑪 修索 

 大悲至尊普行利生儀軌 

2 
",    ,MÈC-U_-́ Tc-]uÈ-c‰Uc-T ‰́N-P…,  cEc-îc-GÈc-NE-WÍCc-l…-UGÈC-éUc-̀ ,, qE-G”T-T_-Oÿ-TNC-P…-́ Tc-c“-UG…, ,TNC-C…-Æ…P-cÈCc-Tn…c-R]Ã-TcÈN-PUc-l…c,, 

 託瑪 俠佐 森給尼 桑傑 確當 措奇 秋南 拉 蔣秋 巴突 達尼 俠速企 達奇 錦索 奇貝 索南奇 

 首先皈依發心 諸佛正法聖賢僧 直至菩提我皈依 所修布施等功德 

]uÈ-`-SP-p…_-cEc-îc-]u⁄T-R_-aÈC, `P-Cc“U TNC-cÈCc-UB]-mT-c‰Uc-FP-n…, ,≠…-CV“C-RN-N@_-Ñ-T]Ã-§‰E-,   , 

佐拉 遍企 桑傑 竹巴秀 連順 達索 卡騎 森經奇 計祖 柏噶 達威殿 

為利眾生願成佛 三誦 我等虛空無量眾 頭頂白蓮月輪上 
3 
", ,ÄÔ…:`c-]SCc-UGÈC-≠P-_c-C\…Cc, ,N@_-Cc`-]ÈN-\‰_-ò-úP-]zÈ, ,UXÂc-]X“U-M—Cc-ä‰]Ã-≠P-n…c-C\…Cc

,

,pC-TZ…-NE-RÈ-M`-Æ_-UXN, ,]ÈC-CI…c-a‰`-z‰E-RN-N@_-T¶Uc,    , 

啥列 帕秋 間惹西 噶沙 額舍 雅殿措 傑尊 突傑 間奇息 洽息 當玻 塔就則 哦尼 謝天 貝噶南 

啥字化現觀世音 身白放射五智光 莊嚴悲眼視眾生 四臂第一作合十 右持水晶左白蓮 

N_-NE-_…P-G‰P-îP-n…c-≥c, ,_…-ªCc-ùCc-R]Ã-§ÈN-C È̂Cc-CcÈ̀ , ,]ÈN-NRC-U‰N-l…-NT“-TîP-FP, ,ZTc-CI…c-çÈ-ä‰]Ã-́ …̀ -s⁄E-T[÷Cc, ,x…-U‰N-Ñ-T_-îT-Tå‰P-R, ,´Tc-CPc-AÿP-]Oÿc-EÈ-TÈ_-nŸ_,, 

塔當 仁千 建 奇這 達 巴貝 多右索 額巴 昧奇 烏建間 霞尼 多傑 奇重蓄 迪昧 達威 俠殿巴 俠內 袞都 吳喔求 

身著法衣瓔珞嚴 祥麟皮草為裘衣 頂嚴彌陀無量光 雙足金剛跏趺坐 背光無垢淨月輪 汝為眾生皈依處 



2 四臂觀音 - 齋戒法本 
c‰Uc-FP-MUc-FN-l…c-Uu…P-CF…C-Lfi-CcÈ`-T-]N‰Tc-R_-TcUc-`, HÈ-TÈ-´ÈP-n…c-U-CÈc-ˇ‡-UNÈC-N@_, ,íÈCc-cEc-îc-l…-NT“-`-îP, ,M—Cc-ä‰]Ã-FP-n…c-]uÈ-`-C\…Cc, ,≠P-_c-C\…Cc-`-pC-]W`-`È,, 

森間 湯傑奇 亭計度 索哇 諜巴 桑拉 久喔 窘奇 瑪谷 古多噶 佐桑 傑奇 烏拉建 突傑 見奇 佐拉息 間惹 西拉 洽察洛 

我與眾生齊聲祈求以誦 祖師無垢身白色 阿彌陀佛頂上嚴 慈眼悲憫視眾生 皈命頂禮觀世音 

`P-Cc“U-U'-TOÿP-cÈCc-q]È, ^P-`C-TOÿP-R-P…, ]SCc-R-≠P-_c-C\…Cc-NTE-NE-, ,pÈCc-TF“-Oÿc-Cc“U-T[÷Cc-R-^…, ,î`-T-~c-TFc-MUc-FN-`, ,AÿP-Pc-ªEc-Rc-pC-]W`-`È, 

連順芒 頓索 加喔 演拉 頓巴尼 帕巴 間惹 西旺當 秋周 杜順 蓄巴宜 俠哇 誰傑 湯傑拉 袞內 當維 洽察洛 

三誦或七誦等 七支佛事偈 尊貴觀世音 住十方三世 諸佛聖菩薩 我心淨頂禮 
5 
",  ,U‰-KÈC-TOÿC-ßÈc-U_-U‰-x…, ,Z`-\c-_È`-UÈ-`-cÈCc-R, ,NEÈc-]qÈ_-^…N-l…c-≥„`-Pc-]T“`,

,

,]SCc-R]Ã-WÍCc-l…c-TZ‰c-c“-CcÈ`, ,MÈC-U-U‰N-Pc-N-õ]Ã-T_, ,U…-NC‰-TF“-NE-UWUc-U‰N-ò, 

美朵 讀玻 瑪美迪 夏誰 鑼莫 拉索巴 吳久 意奇 祖內布 帕貝 措奇 協速所 託瑪 昧內 塔得巴 密給 周當 察昧雅 

花香明燈塗 妙食音樂等 實設意緣供 聖眾請納受 無始直至今 十惡五無間 

c‰Uc-P…-IÈP-UÈEc-NTE-nŸ_-Rc, , •…C-R-MUc-FN-TaCc-R_-Tn…, ,IP-MÈc-_E-î`-qE-G”T-c‰Uc, ,cÈ-cÈ-´‰-TÈ-`-cÈCc-Rc, ,Oÿc-Cc“U-NC‰-T-F…-TcCc-R]Ã, ,TcÈN-PUc-`-P…-TNC-^…-_E-, 

森尼 紐孟 旺求貝 地巴 湯傑 夏巴奇 年推 讓俠 蔣秋森 索索 給喔 拉索貝 杜順 給哇 級薩貝 索南 拉尼 達依讓 

心受諸染蓋 我今皆懺悔 聲聞菩薩眾 一切眾生等 三世之善業 功德我隨喜 

c‰Uc-FP-éUc-l…-TcU-R-NE-, ,ÉÈ-̂ …-q‰-{C-H…-õ-T_, ,G‰-G”E-M—P-UÈE-M‰C-R-̂ …, ,GÈc-l…-]BÈ_-̀ È-T È̌_-Oÿ-CcÈ̀ , ,]BÈ_-T-H…-~…N-U-§ÈE-T_, ,r-EP-U…-]N]-M—Cc-ä‰-̂ …c, ,•‡C-T¢ -̀î-UWÍ_-q…E-T-̂ …,, 

森間 南奇 桑巴當 洛依 解札 計達哇 切窘 屯孟 鐵巴宜 確奇 擴洛 郭突索 擴哇 計息 瑪東巴 釀年 密達 突傑宜 讀雅 俠措 今哇宜 

眾生之所願 眾生之根器 大小共同乘 我請轉法輪 直至輪迴盡 慈悲不入滅 苦海輪迴眾 
c‰Uc-FP-éUc-̀ -C\…Cc-c“-CcÈ̀ , ,TNC-C…-TcÈN-PUc-F…-TcCc-R, ,MUc-FN-qE-G”T-î‡_-nŸ_-Pc, ,_…E-RÈ_-U…-MÈCc-]uÈ-T-̂ …,, ,]x‰P-R]Ã-NR -̀Oÿ-TNC-nŸ_-F…C   ? ,CcÈ̀ -T-]N‰Tc-cÈ-É-U-≠P-_c-C\…Cc, 

森間 南拉 昔蘇索 達奇 索南 計薩巴 湯傑 蔣秋 求求內 仁波 密託 佐哇宜 等貝 巴突 達求計 索哇 得索 喇嘛 間惹西 

祈請汝眷顧 願我所作善 皆為成佛因 願速對眾生 具足善接引 祈求上師觀世音 



3 四臂觀音 - 齋戒法本 
", ,CcÈ`-T-]N‰Tc-cÈ-^…-NU-≠P-_c-C\…Cc, ,CcÈ`-T-]N‰Tc-cÈ-]SCc-UGÈC-≠P-_c-C\…Cc, ,CcÈ`-T-]N‰Tc-cÈ-´Tc-UCÈP-≠P-_c-C\…Cc, ,CcÈ`-T-]N‰Tc-cÈ-qUc-UCÈP-≠P-_c-C\…Cc, ,

索哇 得索 宜 當 間惹西 索哇 得索 帕秋 間惹西 索哇 得索 俠貢 間惹西 索哇 得索 蔣貢 間惹西 

祈求本尊觀世音 祈求無上觀世音 祈求救主觀世音 祈求悲主觀世音 
M—Cc-ä‰-T\“Ec-a…C-î -̀T-M—Cc-ä‰-FP, ,UM]-U‰N-]BÈ_-T_-uEc-U‰N-]mUc-nŸ_-F…E-, ,T\ÈN-U‰N-•‡C-T¢ -̀rÈE-T]Ã-]uÈ-T-̀ , ,UCÈP-RÈ-m‰N-̀ c-́ Tc-CZP-U-UG…c-cÈ, ,éU-Um‰P-cEc-îc-MÈT-R_-q…P-n…c-ÖÈTc,  , 

突傑 松興 俠哇 突傑間 塔昧 擴哇 常昧 欠求經 索昧 讀雅 紐威 佐哇 拉 貢玻 客列 俠興 瑪契索 南千 桑傑 託巴 今奇洛 

慈悲諸尊悲護我 無盡輪迴無盡時 眾生堪受難忍苦 捨尊誰能捨救度 加持成就大菩提 

MÈC-U‰N-Oÿc-Pc-`c-EP-TcCc-R]Ã-UM—c, ,Z‰-•E-NTE-C…-Nr`-T_-´‰c-nŸ_-K‰, ,W-uEc-•‡C-T¢`-rÈE-T]Ã-c‰Uc-FP-éUc, ,ü-UGÈC-m‰N-l…-x⁄E-Oÿ-´‰-T_-aÈC <-U-j…-R+‰->, 

通昧 杜內 列年 薩貝突 協當 旺奇 娘哇 給求爹 察章 讀雅 紐維 森間浪 拉秋 客奇 充突 給哇秀 翁瑪尼貝美吽 

無始以來諸惡業 皆由嗔恨墮地獄 墮受地獄寒熱苦 願彼受生汝座前 
MÈC-U‰N-Oÿc-Pc-`c-EP-TcCc-R]Ã-UM—c, ,c‰_-¶]Ã-NTE-C…c-^…-ªCc-CPc-c“-´‰c, ,Ts‰c-ˇÈU-•‡C-T¢`-rÈE-T]Ã-c‰Uc-FP-éUc, ,Z…E-UGÈC-RÈ-∫-`-_“-´‰-T_-aÈC <-U-j…-R+‰->, 

通昧 杜內 列年 薩貝突 誰內 旺奇 宜達 內蘇給 爹貢 讀雅 紐維 森間南 辛秋 玻達 拉汝 給哇秀 翁瑪尼貝美吽 

無始以來諸惡業 皆由慳吝墮惡鬼 墮受飢餓口渴苦 願彼受生普陀岩 

", ,MÈC-U‰N-Oÿc-Pc-`c-EP-TcCc-R]Ã-UM—c, ,CK…-U—C-NTE-C…-OÿN-]uÈ_-´‰-nŸ_-K‰, ,Ç‰P-ñ‡C-•‡C-T¢`-rÈE-T]Ã-c‰Uc-FP-éUc, ,UCÈP-RÈ]Ã-m‰N-l…-x⁄E-Oÿ-´‰-T_-aÈC <-U-j…-R+‰->, 

通昧 杜內 列年 薩貝突 地木 旺奇 杜措 給求爹 連谷 讀雅 紐維 森間南 貢玻 客奇 充突 給哇秀 翁瑪尼貝美吽 

無始以來諸惡業 皆由愚癡墮畜道 墮受闇啞愚鈍苦 願彼受生汝座前 
MÈC-U‰N-Oÿc-Pc-`c-EP-TcCc-R]Ã-UM—c, ,]NÈN-GCc-NTE-C…-U…-^…-CPc-c“-´‰c,   ,{‰`-SÈE-•‡C-T¢`-rÈE-T]Ã-c‰Uc-FP-éUc, ,Z…E-UGÈC-TN‰-T-FP-Oÿ-´‰c-R_-aÈC <-U-j…-R+‰->, 

通昧 杜內 列年 薩貝突 對洽 旺奇 密宜 內素給 這碰 讀雅 紐威 森間南 興秋 爹哇 見突 給哇秀 翁瑪尼貝美吽 

無始以來諸惡業 皆由貪愛生人道 墮受人道急促苦 願彼受生極樂國 
11 



4 四臂觀音 - 齋戒法本 
MÈC-U‰N-Oÿc-Pc-`c-EP-TcCc-R]Ã-UM—c,   ,zC-NÈC-NTE-C…-ü-U…P-CPc-c“-´‰c, ,]MT-˛ÈN-•‡C-T¢`-rÈE-T]Ã-c‰Uc-FP-éUc, ,RÈ-LÛ-`-^…-Z…E-Oÿ-´‰-T_-aÈC <-U-j…-R+‰->, 

通昧 杜內 列年 薩貝突 察鐸 旺奇 拉名 內蘇給 踏覺 讀雅 紐維 森間南 玻達 拉依 辛突 給哇秀 翁瑪尼貝美吽 

無始以來諸惡業 皆由忌妒墮修羅 墮受修羅爭鬥苦 願彼受生普陀岩 

MÈC-U‰N-Oÿc-Pc-̀ c-EP-TcCc-R]Ã-UM—c, ,E-î -̀NTE-C…-ü-̂ …-CPc-c“-́ ‰c, ,]SÈ-õflE-•‡C-T¢ -̀rÈE-T]Ã-c‰Uc-FP-éU,  RÈ-LÛ-̀ -̂ …-Z…E-Oÿ-́ ‰-T_-aÈC <-U-j…-R+‰->, TNC-P…-́ ‰-Z…E-́ ‰-T-MUc-FN-Oÿ, 

通昧 杜內 列年 薩貝突 雅俠 旺奇 拉以 內蘇給 玻東 讀雅 紐維 森間南 玻達 拉依 辛突 給哇秀 翁瑪尼貝美吽 達尼 給興 給哇 湯傑突 

無始以來諸惡業 皆由傲慢生天道 墮受天福五衰苦 願彼受生普陀岩 願我生生世世之 

",  ,≠P-_c-C\…Cc-NE-UXN-R-UW”Ec-R-̂ …, ,U-NC-Z…E-C…-]uÈ-éUc-±È̀ -T-NE-, ,Cc“E-UGÈC-̂ …C-x⁄C-pÈCc-TF“_-îc-R_-aÈC ,]SCc-UGÈC-m‰N-̀ -CcÈ̀ -T-]N‰Tc-R]Ã-UM—c, , TNC-C…-COÿ̀ -q_-nŸ_-R]Ã-]uÈ-T-éUc,,  

間惹 西當 則巴 充巴宜 瑪達 辛奇 佐南 佐哇當 松秋 宜住 秋周 給巴秀 帕秋 客拉 索哇 諜貝突 達奇 突佳 求貝 佐哇南 

所做事業如觀音 解脫穢土諸眾生 願無上語揚十方 虔求尊貴觀音力 願諸眾生為弟子 

`c-]{c-ü‚_-̀ ‰P-NC‰-T]Ã-̀ c-̀ -T Ę̀P, ,]uÈ-T]Ã-NÈP-Oÿ-GÈc-NE-òP-R_-aÈC ,N‰-õ_-̨ ‰-CF…C-CcÈ̀ -TKT-Rc, ,]SCc-R]Ã-̌ ‡-̀ c-]ÈN-\‰_-]zÈc,  ,U-NC-̀ c-¶E-]t‹̀ -a‰c-ÆEc, ,p…-¶ÈN-TN‰-T-FP-n…-Z…E-, , 

列哲 路連 給威 列拉尊 佐維 頓突 確當 殿巴秀 諜達 這計 索達貝 帕貝 古列 額舍催 瑪達 列囊 處歇姜 企虐 爹哇 間奇辛 

深信因果善勤修 唯願眾生皈佛道 因我一心祈求力 至尊觀音放光明 不淨幻相得清淨 娑婆頓成極樂國 

PE-TF“N-´‰-]uÈ]Ã-`“c-EC-c‰Uc, ,≠P-_c-C\…Cc-NTE-ˇ‡-Cc“E-M—Cc, ,¶E-uCc-_…C-§ÈE-Nq‰_-U‰N-nŸ_

,

<-U-j…-R+‰->, 108UM_-]BÈ_-Cc“U-U…-åÈC-R]Ã-_E-EÈ_-UIU-R_-CZC-CÈ, 

囊居 給佐 呂雅森 間惹 西旺 古松突 囊札 東 耶昧求 翁瑪尼貝美吽 踏 擴順 密朵貝 讓吳 釀巴 夏果 

住此眾生身語-意 觀音身語  意三密 見聞覺知無分別 念咒畢 使自心自然住於自心之本體上 在行者 所觀 與其他 三者之間不起任何分別 

TNC-CZP-`“c-¶E-]SCc-R]Ã-ˇ‡, ,±-uCc-^…-C‰-x⁄C-R]Ã-NqEc, ,xP-åÈC- ‰̂-a‰c-G‰P-RÈ]Ã-ÅÈE-, ,NC‰-T-]N…-^…-rŸ_-Oÿ-TNC , ≠P-_c-C\…Cc-NTE-]u⁄T-nŸ_-Pc, ,]uÈ-T-CF…C-lE-U-`“c-R, 

達顯 呂囊 帕貝古 察札 宜給 竹貝揚 恬多 耶些 千玻弄 給哇 爹宜 紐突達 間惹 西旺 竹求內 佐哇 計姜 瑪呂巴 

自身他身觀音身 所聞聲音六字明 諸念皆如觀音智 願我所修諸功德 剎那成就聖觀音 一切眾生盡無餘 



5 四臂觀音 - 齋戒法本 
",  ,N‰-^…-c-`-]CÈN-R_-aÈC    ,]N…-õ_-°ÈU-TÑc-Tn…c-R]Ã-TcÈN-PUc-l…c, ,TNC-NE-TNC-`-]{‰̀ -MÈCc-]uÈ-T-AÿP, ,U…-CVE-`“c-]N…-TÈ_-T_-nŸ_-U-M

C

,TN‰-T-FP-Oÿ-Tí’c-K‰-´‰-T_-aÈC   , 

爹宜 薩拉 桂巴秀 迪達 宮爹 奇貝 索南奇 達當 達拉 這託 佐哇袞 密藏 呂迪 破哇 求瑪塔 爹哇 間突 菊爹 給哇秀 

悉皆成就觀世音 觀想念誦功德力 願與具緣者 捨離有染身 化生至極樂 

‰́-U-MC-Lfi-c-TF“-_T-T±ÈN-Pc, ,≥„̀ -R]Ã-pÈCc-TF“_-CZP-NÈP-q‰N-R_-aÈC ,NC‰-T-]N…-̂ …c-́ ‰-TÈ-AÿP, ,TcÈN-PUc-̂ ‰-a‰c-WÍCc-íÈCc-K‰,    ,TcÈN-PUc-̂ ‰-a‰c-̀ c-qŸE-T]Ã, ,NU-R-̌ ‡-CI…c-MÈT-R_-aÈC 

給瑪 塔都 薩周 最內 祖貝 秋周 咸頓 傑巴秀 給哇 迪宜 給哦袞 索南 耶些 措佐爹 索南 耶些 列窘維 當巴 古尼 託巴秀 

剎 那登十地 化身遍十方 藉此功德願眾生 成就福智二資糧 福 德智慧之所生 神聖二果願吾証 

qE-G”T-c‰Uc-UGÈC-_…P-RÈ-G‰, ,U-́ ‰-R-éUc-́ ‰c-nŸ_-F…C , ‰́c-R-IUc-R-U‰N-R-NE-, ,CÈE-Pc-CÈE-Oÿ-]S‰̀ -R_-aÈC, ©ÈP-̀ U-T•‡c-R-P…, e‰-U-dÈ; ,EÈ-UW_-cEc-îc-¶E-T-UM]-̂ c-NE-, 

蔣秋 森秋 仁玻切 瑪給 巴南 給求計 給巴 釀巴 昧巴當 貢內 貢都 配哇秀 孟朗 杜巴尼 噯瑪或 吳察 桑傑 囊哇 泰耶當 

菩提心妙寶 未生者願生 生已不退轉 輾轉益增勝 淨土祈求短文 奧妙哉 西方阿彌陀佛難思議 

C^c-c“-HÈ-TÈ-M—Cc-ä‰-G‰P-RÈ-NE-; C È̂P-Oÿ-c‰Uc-NR]-UM—-G‰P-MÈT-éUc-`; ,cEc-îc-qE-c‰Uc-NRC-U‰N-]BÈ_-n…c-T È̌_; TN‰-́ …N-EÈ-UW_-NRC-Lfi-U‰N-R-̂ …; 

耶素 就喔 突傑 千玻當 永杜 森巴 突千 託南拉 桑傑 蔣森 巴昧 擴奇過 諜奇 吳察 巴杜 昧巴宜 

右脅怙主大悲觀世音 左脅神威大力金剛手 無量佛菩薩聖眾圍繞 具足無量殊勝妙喜樂 
",  ,TN‰-T-FP-Z‰c-q-T]Ã-Z…E-BUc-N‰_; TNC-P…-]N…-Pc-WÂ-]SÈc-nŸ_-U-MC; ‰́-T-CZP-n…c-T_-U-UGÈN-R-_“; ,N‰-_“-́ ‰c-Pc-¶E-UM]Ã-Z -̀UMÈE-aÈC; N‰-̌ N-TNC-C…c-©ÈP-̀ U-TKT-R-]N…; 

諜哇 見協 甲維 辛康諜 達尼 迪內 測配 求瑪踏 給哇 賢奇 巴瑪 卻巴入 諜入 給內 囊鐵 霞通秀 諜給 達奇 孟朗 達巴迪 

彼佛淨土名曰極樂國 願吾世壽命終之剎那 捨此絕不往生至他處 唯願化生極樂謁彌陀 我今既已如是發善願 
49 
pÈCc-TF“]Ã-cEc-îc-qE-c‰Uc-MUc-FN-l…c; ,C‰Cc-U‰N-]u⁄T-R_-q…P-n…c-TÖT-Lfi-CcÈ`; K{-MÓ, RL-x…-^-eÓ-Y-Æ’-}-P- ‰̂-√y-dÔ, F‰c-R-]N…-P…-≥„̀ - ‡̌-U…-]nŸ_-çÈ-ä‰-DÿE- È̀-TF“-Cc“U- 

秋居 桑傑 蔣森 湯傑奇 給昧 祝巴 今奇 拉杜索 爹訝他 奔札諦訝 阿哇玻達拿耶 所哈 傑巴 迪尼 祖古 彌究多傑 袞洛 周順 

祈請十方諸佛菩薩眾 垂賜加持令無礙成就 祖古彌究多傑於十三歲 



6 四臂觀音 - 齋戒法本 
CcÈ_-]pE-C…-̀ Èc-C-Ñ-T]Ã-WÂc-TOÿP- -̀CVÍ-]BÈ_-Uc-l…c-Z -̀C\…Cc-R]Ã-WÂ-cEc-îc-¶E-T-UM]-̂ c-l…c-NEÈc-c“-Cc“Ec-T]È,, pÈCc-Oÿc-î -̀T-~c-TFc-NCÈEc; WÍCc-CI…c-íÈCc-̀ -ä‰c-̂ …-_E-; 

索羌奇 列噶達威 測敦拉 佐擴美奇 霞夕貝測 桑傑 囊哇 泰耶奇 吳素 松哇喔 秋杜 俠哇 誰傑貢 措尼 佐拉 傑宜讓 

四月初七親見西方三聖降臨 賜予加持 諸佛菩薩憶念我 隨喜圓滿二資糧 
50 
TNC-C…c-Oÿc-Cc“U-NC‰-TcCc-R; ,N@ÈP-UGÈC-Cc“U-̀ -UGÈN-R-]T“̀ ; î -̀T]Ã-T§P-R-]S‰̀ -nŸ_-F…C; NC‰-T-c‰Uc-FP-AÿP-̀ -T¢È; ]uÈ-AÿP-cEc-îc-MÈT-nŸ_-F…C; 

達奇 杜順 給薩巴 袞秋 順拉 卻巴布 俠維 殿巴 配求計 給哇 森間 袞拉吳 卓袞 桑傑 託求計 

三世積聚諸善德 悉皆供養三寶尊 祈願佛法廣弘傳 功德迴向眾含靈 願諸有情皆成佛 

",  , NC‰-˛-MUc-FN-CF…C-T•‡c-K‰; ,TNC-C…-î‡N-`-©…P-nŸ_-F…C; ,±…T-CI…c-NC-Pc-WÍCc-íÈCc-K‰; ,WÂ-_…E-PN-U‰N-IUc-åÈCc-]S‰`; WÂ-]N…_-c-TF“-PÈP-nŸ_-F…C; 

給札 湯傑 計杜諜 達奇 居拉 明求計  計尼 達內 措佐諜 測令 內昧 釀朵配 測迪 薩周 嫩求計 

積聚一切諸善根 祈願我心得成熟 二障清淨功德盈 仁壽康寧證悟增 願吾今生登十地 
PU-Z…C-WÂ-]SÈc-nŸ_-U-MC; ,TN‰-T-FP-Oÿ- ‰́-nŸ_-F…C; ‰́c-Pc-R+-B-q‰-§‰; , “̀c-å‰P-N‰-`-cEc-îc-aÈC; ,qE-G”T-MÈT-Pc-H…-~…N-Oÿ; ≥„`-Rc-]uÈ-T-]x‰P-R_-aÈC;

南息 測配 求瑪踏 諜哇 見突 給求計 給內 貝瑪 卡傑諜 呂殿 諜拉 桑傑秀 蔣秋 託內 計夕突 竹貝 佐哇 殿巴秀 

一旦捨報命終時 隨即往生極樂國 化生蓮花綻放時 當依此身證佛果 直至輪迴苦空盡 願以化身度有情 

c-U-^-î-î-î; F‰c-R-]N…-P…-≥„`- ‡̌-U…-]nŸ_-çÈ-ä‰]Ã-CK‰_-U]È,,   ±„T-T˛ÈP-EC-NTE-_…C-]XÀP-Pc, ,GÈc-Æ…P-p…-UÈ_-T±„T-R]Ã-NC‰c, ,U-àP-GÈc- …́P-∞ÈP-Uc-CVÍc, ,UB]-UIU-]uÈ-T-U-`“c-AÿP, 

薩瑪訝俠俠俠 傑巴 迪尼 祖古 彌究多傑  諜 瑪喔 祝眾 雅旺 今內 確津 器莫 祝貝給 瑪建 確今 眾美最 卡釀 佐哇 瑪呂袞 

以上祖古彌究多傑岩藏寶 緣於祝眾雅旺今之所請 以利未來弘法故 迴向慈母確今眾美 與等虛空眾有情 

52 
BUc-Cc“U-~…N-R]Ã-î-UWÍ-̀ c, ,rŸ_-Tà -̀TN‰-G‰P-NC-Z…E-Oÿ, íÈCc-©…P-ÆE-Cc“U-UM_-p…P-Pc, ,]ÈN-NRC-U‰N-R]Ã-CPc-MÈT-aÈC ‰̂-a‰c-_E-uÈ̀ -©ÈP-R-NC‰,   ,

, 

NC‰-]È,,,]HU-NR`-NR]-TÈc-H…-õ_-Um‰P-R-NE-, 

康順 夕貝 俠措列 紐噶 諜千 達新杜 佐明 蔣順 踏親內 額巴 昧貝 內託秀 耶些 讓卓 明巴給 給喔 蔣巴 巴喔 計答 堪巴當 

三界大海速得渡 具足殊勝之喜樂 修證圓滿獲成就 往生阿彌陀淨土 任運成就解脫智 如大勇文殊所見 *34 



7 四臂觀音 - 齋戒法本 
", ,AÿP-Lfi-T\E-RÈ-N‰-^E-N‰-TZ…P-K‰, ,N‰-NC-AÿP-n…-ä‰c-c“-TNC-ÜÈT-F…E-, ,NC‰-T-]N…-NC-MUc-FN-_T-Lfi-T¢È, ,Oÿc-Cc“U-Ca‰Cc-R]…-î`-T-MUc-FN-l…c, ,T¢È-T-CE-`-UGÈC-Lfi-T¢Cc-R-N‰c,  , 

袞度 桑玻 諜揚 諜 新爹 諜 塔 袞奇 傑素 答洛今 給哇 迪塔 湯傑 度吳 杜順 謝貝 俠哇 湯傑奇 吳哇 岡拉 秋度 雅巴諜 

亦如普賢大菩薩 為隨彼等修學故 普皆迴向一切善 一切三世諸如來 於此願文最讚嘆 
TNC-C…-NC‰-T]Ã-˛-T-]N…-AÿP-lE-, ,T\E-RÈ-≠ÈN-p…_-_T-Lfi-T¢È-T_-Tn…, ,TcÈN-PUc-]N…-^…c-MUc-FN-C\…Cc-R-I…N, ,MÈT-Pc-I‰c-R]Ã-Nu-éUc-SU-q‰N-Pc, ,´‰-à -P-]G…]…-è-ÖTc-]t‹Cc-R-^…,  , 

答奇 給維 札哇 迪袞姜 桑玻 覺企 度 吳哇奇 索南 迪宜 湯傑 昔 巴尼 託內 涅貝 札南 旁傑內 給噶 拿企 巴拉 楚巴宜 

吾之一切諸善根 迴向為持彼賢行 以此功德證全知 願吾戰勝煩惱魔 生老病死如波濤 
~…N-R]Ã-UWÍ-`c-]uÈ-T-±È`-T_-aÈC 

昔貝 措列 佐哇 卓哇 秀 

願吾解脫輪迴海 我洛本天津 在喇嘛堪布等協助下完成此儀軌中譯 

願此功德祈願上師長壽 佛法興盛 僧寶輩出 如母有情 究竟解脫 

   藏文依照隆德寺傳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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