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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c-R-N@ÈP-UGÈC-Cc“U-ä‰c-c“-xP-R-Z‰c-q-T]Ã-UNÈ-T[÷Cc-cÈ, , 

帕巴 袞秋順 傑素 珍巴 協嘉維 朵 修索 

隨念聖三寶經 

   

   
 

",  ,N‰-Pc-\c-l…-q-T-]H“C-R]Ã-CÈE-Oÿ-NCÈc-R]Ã-N@ÈP-UGÈC-Cc“U-ä‰c--c“-xP-R]Ã-UNÈ-P…, î-C_-̌ N-Oÿ, eÓG-LÛ…-_VÊ-Q÷-µœ-K…-Q,-U-cê-v,                  TÈN-ˇN-Oÿ, ]SCc-R-N@ÈP-UGÈC-Cc“U-ä‰c-c“-xP-R-Z‰c-q-T]Ã-UNÈ, 

 諜內 誰奇 洽哇 周貝 公突 桂貝 袞秋順 傑素 珍貝 朵尼 俠噶 給突 阿利亞地納努密地拿瑪素札    玻給突 帕 巴 袞秋順 傑素 珍巴 協嘉維 朵 

 過堂前當隨念聖三寶經 

 

梵文經名 阿亞 地納 阿努密地南        藏文曰       隨念聖三寶經 

   
MUc-FN-Um‰P-R-`-pC-]W`- È̀, ,]N…-õ_-cEc-îc-TFÈU-úP-]Nc-N‰-P-…N‰-TZ…P-Ca‰Cc-R-Nu-TFÈU-R-^E-NC-R_-íÈCc-R]Ã-cEc-îc-_…C-R-NE-ZTc-c“-úP-R, 

 
湯傑 千巴拉 洽察洛 迪答 桑傑 窘殿諜 諜尼 諜新謝巴 札窘巴 揚答巴 佐貝 桑傑 巴當 俠素 殿巴 

 
頂禮全知者 如是佛陀薄迦梵即是如來 阿羅訶 圓滿正等覺 明行足 

374 

",   ,TN‰-T_-Ca‰Cc-R, ]H…C-å‰P-Um‰P-R, ‰́c-T“-]Oÿ`-T]Ã-B- È̀- „̈_-T, É-P-U‰N-R-, ü-NE-U…-éUc-l…-§ÈP-R, cEc-îc-TFÈU-úP-]Nc-cÈ,  

諜哇謝巴 幾殿 千巴 給布 都維 卡洛 求哇 拉拿美巴 拉 當 密南 奇 敦巴 桑傑 窘殿諜索 

善逝 世間解 調御丈夫 無上士 天人師 佛陀薄迦梵 
 

N‰-TZ…P-Ca‰Cc-R-N‰-P…-TcÈN-PUc-NC-C…-î‡-UM—P-R, NC‰-T]Ã-˛-T-éUc-G”N-U…-\-T, T\ÈN-R-NC-C…c-_T-Lfi-TîP-R, TcÈN-PUc-l…-CK‰_-éUc-l…-CZ…, 

諜新謝巴 諜尼 索南 塔奇 求屯巴 給維 札哇南 曲 密沙哇 守巴 塔奇 杜 建巴 索南 奇 諜南 奇夕 

諸如來功德平等 彼善根無盡 極安忍莊嚴 功德藏根本 *1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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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qN-T\E-RÈ-éUc-l…c-≥c-R, UWP-éUc-l…-U‰-KÈC-îc-R, ≠ÈN- “̂`-_P-R_-UM—P-R, UMÈE-P-U…-UM—P-R-U‰N-R, NN-Rc-UÈc-R-éUc-`-UEÈP-R_-NC]-T, 

貝傑 桑玻 南奇 這巴 稱南奇 美朵 給巴 覺於 連巴 屯巴 通拿 密屯巴 美巴 諜 貝 莫巴 南拉 恩巴 噶哇 

具諸隨形好 大人相韶華 修行境相順 所見無違逆 歡喜信解者 
a‰c-_T-\…`-n…c-U…-CPÈP-R, §ÈTc-éUc-`-Tí…-T-U‰N-R, c‰Uc-FP-MUc-FN-l…-§ÈP-R, qE-G”T-c‰Uc-NR]-éUc-l…-^T, ]SCc-R]Ã-CE-\C-éUc-l…-î`-RÈ, 

些 夕奇 密農巴 朵南 拉 計哇 美巴 森間 湯傑奇 敦巴 蔣秋 森巴 南奇亞 帕貝 扛沙 南奇 俠玻 

智慧無能勝 外力不能屈 諸有情導師 眾菩薩慈父 眾聖者之王 
 

",  ,r-EP-`c-]Nc-R]Ã-uÈE-m‰_-Oÿ-]uÈ-T-éUc-l…-N‰N-NRÈP, ‰̂-a‰c-NRC-Lfi-U‰N-R, ßÈTc-R-TcU-n…-U…-mT-R, Cc“E-éU-R_-NC-R, NqEc-£P-R, 

釀言列 諜貝 中客圖 佐哇 南奇 諜本 耶些 巴度 美巴 玻巴 桑奇 密騎巴 松 南巴 塔巴 揚年巴 

趣涅槃商主 妙智不可量 辯才難思議 言語極清淨 聲音悅和雅 
   

‡̌-qN-Tõ-Tc-GÈC-U…-a‰c-R, ‡̌-UW”Ec-R-U‰N-R, ]NÈN-R-NC-C…c-U-CÈc-R, C\“Cc-NC-C…c-I‰-T_-U-CÈc-R, C\“Cc-U‰N-R-NC-NE-U-]x‰c-R, 

古傑 大維 秋 密謝巴 古 聰巴 美巴 對巴 塔奇 瑪桂巴 入 塔奇 涅哇 瑪桂巴 入美巴 塔當 瑪這巴 

觀彼身無厭  身妙無倫比 不染欲界垢 不染諸色界 不染無色界  
 

•‡C-T¢`-NC-`c-éU-R_-uÈ`-T, S“E-RÈ-NC-`c-_T-Lfi-éU-R_-uÈ`-T, BUc-éUc-NE-U…-úP-R, ‰́-UG‰N-éUc-T•Uc-R, UOÿN-R-éUc-a…P-Lfi-TFN-R, 

讀雅 答列 南巴 卓哇 朋玻 塔列 杜 南巴 卓哇 康南當 密殿巴 給切 南當巴 杜巴南 新度 傑巴 

諸苦盡解脫 超越諸蘊集 *2 不具諸界垢 *3 防護諸入過 *4  永斷諸結使 
   

È̂Ec-c“-COÿE-T-NC-`c-éU-R_-uÈ`-T, ~‰N-T-`c-uÈ`-T, G”-TÈ-`c-Tà`-T, ‰̂-a‰c- È̂Ec-c“-íÈCc-R, ]Nc-R-NE-,    U-qÈP-R-NE-,   N-õ_-qŸE-T]Ã-cEc-îc- 

雍素 頓哇 塔列 南巴 卓哇 誰哇列 卓哇  秋喔列 噶哇 耶些 雍素 佐巴 諜巴當      瑪全巴當 塔答 窘維 桑傑 

解脫盡離苦 遠離諸愛染 超越諸瀑流 *5 妙智圓滿故 安住去來與  現在諸佛 
                                                                               



                                                                                                                             

編號97  隨念三寶經  P.3 

",  ,TFÈU-úP-]Nc-éUc-l…- ‰̂-a‰c-`-CPc-R, r-EP-`c-]Nc-R-`-U…-CPc-R, ^E-NC-R-I…N-l…-UM]-`-CPc-R, c‰Uc-FP-MUc-FN-̀ -C\…Cc-R]Ã-c-̀ -T[÷Cc-R-§‰, 

窘殿諜 南奇 耶些拉 內巴 釀言列 諜巴 密內巴 揚塔巴 尼奇 踏拉 內巴 森間 湯傑拉 夕貝 薩拉 修巴爹 

薄迦梵諸智 不住於涅槃 直至圓滿際 安住遍見一切有情之境 
]N…-NC-P…-cEc-îc-TFÈU-úP-]Nc-l…-̌ ‡-G‰-T]Ã-̂ ÈP-KP-̂ E-NC-R-éUc-cÈ,, NU-R]Ã-GÈc-P…-MÈC-U_-NC‰-T, T_-Oÿ-NC‰-T, M-U_-NC‰-T,   NÈP-T\E-RÈ,  WÀC-]{⁄-T\E-RÈ, 

迪塔尼 桑傑 窘殿諜奇 古切維 永殿 揚塔巴 南索 當貝 確尼 託瑪 給哇 巴突 給哇 踏瑪 給哇   敦桑玻    次祝 桑玻 

是謂薄迦梵佛身之殊勝圓滿功德 微妙正法具初善 中善 後善     義妙    文巧 
 

U-]x‰c-R,  È̂Ec-c“-íÈCc-R, È̂Ec-c“-NC-R,   È̂Ec-c“-qE-T, TFÈU-úP-]Nc-l…c-GÈc-̀ ‰Cc-R_-Cc“Ec-R-̂ E-NC-R_-UMÈE-T, PN-U‰N-R,    Oÿc-GN-R-U‰N-R,   I‰-T_-CKÈN-R, 

瑪這巴    雍素 佐巴 雍素 塔巴    雍素 江哇    窘殿諜奇 確 列巴 松巴 揚答巴 通哇 內美巴    都切巴 美巴  涅哇 對巴 

無雜染 圓滿  極清淨    極極淨    悉見薄迦梵善演諸法 無諸病*6 無間斷  趣入涅槃*7 
]N…-UMÈE-T-`-NÈP- È̂N-R, UBc-R-éUc-l…c-cÈ-cÈ-_E-C…c-_…C-R_-q-T, TFÈU-úP-]Nc-l…c-Cc“Ec-R]Ã-GÈc-]Oÿ`-T- ‰̀Cc-R_-§ÈP-R, E‰c-R_-]qŸE-T,     íÈCc-R]Ã- 

迪 通哇拉 敦約巴 客巴 南奇 索索 讓奇 巴 洽哇 窘殿諜奇 松貝 確 都哇 列巴 敦巴 硬巴窘哇       佐貝 

見者皆具義 智者自了悟 善顯薄迦梵所說律儀之法 令決定出離 
 

",  ,qE-G”T-Lfi-]uÈ-T_-q‰N-R, U…-UM—P-R-U‰N-F…E-]Oÿc-R-NE-úP-R-Tå‰P-R- È̂N-R, î‡-T-TFN-R]È,  , ,M‰C-R-Cc“U-n…-NC‰-]OÿP-P…- ‰̀Cc-R_-T[÷Cc-R, _…Cc-R_-T[÷Cc-R, 

蔣秋杜 佐哇 傑巴 密屯巴 美巾 都巴當 殿巴 約巴 求哇 傑巴喔 鐵巴 順奇 給頓尼 列巴 修巴 巴 修巴 

趣向正等覺 無諍諸違逆眾所依止 斷輪迴流轉*8 三乘威儀莊嚴聖僧者 行止悉如法 
xE-RÈ_-T[÷Cc-R,    UM—P-R_-T[÷Cc-R, M`-UÈ-Æ_-T]Ã-]Èc-c“-nŸ_-R, pC-q-T]Ã-]Èc-c“-nŸ_-R, TcÈN-PUc-l…-NR`-n…-Z…E- È̂P- È̂Ec-c“-ÆÈE-T-G‰P-RÈ-Æ…P-R]Ã- 

張波 修巴       屯巴 修巴 它摩 甲維 額素 求巴 洽 甲維 額素 求巴 索南奇 巴奇醒 圓 雍素 窘哇 千玻 錦貝 

身直心警覺  和敬故安坐 見他即合十 行所應敬禮 善植福田處  能聚無量德  應供所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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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c“-nŸ_-R, 

 

AÿP-Lfi-^E-Æ…P-R]Ã-CPc-c“-nŸ_-R-G‰P-RÈ]È,  ,]SCc-R-N@ÈP-UGÈC-Cc“U-ä‰c-c“-xP-R-Z‰c-q-T]Ã-UNÈ-íÈCc-cÈ,, T•‡-P, cEc-îc- È̂P-KP-TcU-U…-mT,   , 

內素 求巴 袞杜揚 錦貝 內素 求巴 千玻喔 帕 巴 袞秋順 傑素 珍巴 協嘉維 朵佐索 都拿 桑傑  永殿 桑密騎 

淨業債所緣 恆為廣大供養處 隨念聖三寶經圓滿 總之 佛陀功德難思議 
NU-R]Ã-GÈc-lE-TcU-U…-mT, ,]SCc-R]Ã-NC‰-]OÿP-TcU-U…-mT,  ,TcU-U…-mT-`-NN-qc-Rc, ,éU-R_-©…P-R]E-TcU-U…-mT, ,éU-NC-Z…E-Oÿ- ‰́-T_-aÈC 

當貝 確姜 桑密騎 帕 貝 給頓 桑密騎   桑密 騎拉 諜傑貝 南 巴 明 巴昂 桑密騎 南 塔 新突 給哇 秀 

微妙正法難思議 聖賢僧寶難思議 難思議處生信心 果報亦復難思議 願生極淨佛剎國 
                                                                                                                                                                                                                                          

",   ,Z`-\c-_È-Tî-úP-F…E- …̂N-]zÈC-R, , ‰̀Cc-Æ_-]N…-P…-î`-T-~c-TFc-`,  ,NN-Rc-S“`-Tc-]uÈ-T-]N…-NC-C…c, ,]qÈ_-úP-K…E-]XÀP-\c-`-≠ÈN-R_-aÈC , 

夏誰 若俠 殿今 意催巴 列甲 迪尼 俠哇 誰傑拉 諜貝 普維 佐哇 迪塔奇 就殿 定 淨 誰拉 覺巴秀 

色香味俱美食我供養 諸般珍饈敬獻諸菩薩 我與眾生虔誠行供養 祈願喜悅納受三昧食 
N‰-Pc-T\]-TLfiE-C…-S“N-É-U-NE-N@ÈP-UGÈC-`-]T“`-T-P…, <-Dÿ-_“-T˝-PË-Y…-{-eÓ:>, <-cè-T“t-TÈ-}≥-c-∫-±’-T˝-PË-Y…-{-eÓ:>, <-UNƒ-}Ò…-T˝-PË-Y…-{-eÓ:>, 

諜 內 沙敦奇 普 喇嘛當 袞秋拉 布哇尼 唵 咕嚕 貝札 涅威 諜 阿吽 唵 薩哇 布達 玻地 薩朵 巴有 貝札 涅威 諜 阿吽 唵 曼殊 悉利 貝札 涅威 諜 阿吽 

備妥供養上師三寶之首份飲食 供養上師真言 供養諸佛菩薩真言 供養文殊師利真言 
 

<-A,-U-N‰-Y-U°- ̀ -T -̋PË-Y…-{-eÓ:>, <-}Ò…-}ê-RÓ-`-T˝-PË-Y…-{-eÓ:>, Z‰c-S“`-Pc, <-d-_…-K‰-√,-dÔ,       <-d-_…-K‰-U-dÔ-T˝-^¸…-j…-d-_-d-_-cè-RÓ-R'-^¸…-√,-dÔ, 

唵 噶瑪 諜哇 曼達拉 貝札 涅威 諜 阿吽 唵 悉利 答瑪巴拉 貝札 涅威 諜 阿吽 協普內 唵 哈諜 所哈    唵 哈諜 瑪哈 貝札 亞企尼 哈 哈 薩哇 巴邦 亞企 所哈 

供養欲界天神真言 供養護法真言 如是供養  
<-e-u-R…°-e-a…-±:√,-dÔ,        Z‰c-GE-T“-Cc“U-Æ…P,  dÈ:TNC- “̀c-S“E-BUc- ‰́-UG‰N-P…, ,CNP-Cc“U-WE-T]Ã-EÈ-TÈ-§‰, ,NU-R-_…Cc-Tî]Ã-Nl…`-]BÈ_-Oÿ,   

唵阿察 賓札 阿夕貝 所哈  協 羌布 順錦 或 達呂 朋康 給切尼 殿順 昌維 吳喔爹 當巴 給 經擴突 

                   供三個羌布 吾身諸蘊界處等 三住壇城之本質 *9 神聖百尊壇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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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ÿ`-T È́N-MUc-FN-TN‰-T-G‰, ,çÈ-ä‰]Ã-NU-WÀC-É-P-U‰N, ,qE-G”T-c‰Uc-l…-≥…P-G‰P-RÈ_, ,CI…c-U‰N-UIU-R]Ã-EE-Oÿ-_È`, ,é`-]qÈ_-`U-n…c-WÍCc-íÈCc-K‰,  , 

古橋 湯傑 諜哇 切 多傑 當次 拉拿美 蔣秋 森奇 錦千玻 尼美 釀貝 昂 突若 納究 朗奇 措佐諜 

一切動作成大樂*12 無上金剛三昧耶 廣大菩提心如雲 無二平等心享用 行者依道圓資糧 
\c-l…-±…T-R-U…-]qŸE-T_, ,CKP-R-U‰N-R]Ã-Æ…P-TNC-lE-, ,M‰C-G‰P-]{c-T“_-≠ÈN-R_-aÈC  , ,N‰-Pc-xP-a‰c-TZ…P-TC-^ÈN-NE-úP-Rc-GÈc-NE-UM—P-R_-`ÈEc-≠N-UM_,

誰奇 計巴 密窘哇 殿巴 美貝 錦達姜 鐵千 傑布 覺巴秀 諜內 珍謝新 巴有當 殿貝 確當 屯巴 隆覺踏 

免於食德之蓋障 *12 無遮勝施主亦然 大乘果樂願共享 依正念警覺 認真行此儀軌 至此施食 而後食 

<-cè-eê(¥Y-…R…°-e-a…-±:√,-dÔ, Z‰c-üC-U]Ã-GEc-T“-q…P-`, ^ÈP-ÆÈE-T-P…, TFÈU-úP-]Nc-N‰-TZ…P-Ca‰Cc-R-Nu-TFÈU-R-^E-NC-R_-íÈCc-R]Ã-cEc-îc-AÿP-Pc- 

唵 薩哇 屋計札 賓札 阿夕貝 所哈 協 拉美 羌布 錦拉 圓 窘哇尼 窘殿諜 諜新謝巴 札窘巴 揚答巴 佐貝 桑傑 袞內 

供出所施羌布 清淨惠施 頂禮薄迦梵 如來 阿羅訶 圓滿正等覺 
]ÈN-l…-î`-RÈ-U‰-]ÈN-_T-Lfi-Cc`-T-`-pC-]W`- È̀, 

 

P-U:c-Uê-y-Æ-_Ó-XÓ-^, K-MÓ-C-LÛ-^, eJ-K‰-cr-'-T“tÊ-^, K{-MÓ,      P-UÈ-UNƒ-}Ò…- ‰̂,      Aÿ-UÓ-_-Æ¯-LÛ-^,

額奇 俠玻 美額 杜 薩哇拉 洽察洛 南瑪 薩曼達 札巴 札亞 答踏 噶大亞 阿哈 諜     桑亞 桑布達亞 諜訝他 南 無 曼殊 悉利耶 古瑪 布達亞 

普光王如來火光照耀佛 

",  ,TÈ-}≥-c-∫ˆ-^,      U-dÔ-c-∫ˆ-^, U-dÔ-A,-_“-j…-A,-^, K{-MÓ,     <-P…-_Ó- '̀-Æ–-P…-_Ó-Æ-c‰,           X- ‰̂-X- ‰̂-`¨–,      U-dÔ-U-K‰,    N¸‰-N¸‰-j…-U‰-R-_…-aÈ-}-^-√,-dÔ, 

玻地 薩朵亞  瑪哈 薩朵亞 瑪哈 噶入 尼噶亞 諜訝他 唵 尼 朗貝 尼 巴誰 札耶 札耶 拉爹 瑪哈 瑪諜 答客 答客尼 美巴 秀答亞 所哈 

Z‰c-NE-^T-~c-UH`-T]Ã-UNÈ-`c-Cc“Ec-R]Ã-©ÈP-`U-]N…]E-CNT-R_-q-§‰, CE-C…c-TNC-`-B-\c-q…P-R-N‰-NC-I‰-T_-Z…-T]Ã-TN‰-T-MÈT-R_-nŸ_-F…C CE-C…c-TNC-`- È̌U-É‡N-R-N‰-NC-NE-, 

協當 亞誰 夾維 朵列 松貝 孟朗 迪昂 答巴 洽諜 扛奇 達拉 卡誰 錦巴 諜塔 涅哇 息維 諜哇 託巴 求計 扛奇 達拉貢 路巴 諜塔當 

以下錄自《父子相會經》之祈願文亦當誦 祈願供養食物者 皆得寂靜之妙樂 惠施與我飲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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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c-TNC-`-_…U-uÈ-qc-R-NE-TAÿ_-§…-qc-R-NE-, T§…-§E-qc-R-NE-, UGÈN-R-qc-R-N‰-NC-MUc-FN-lE-I‰-T_-Z…-T]Ã-TN‰-T-MÈT-R_-nŸ_-F…C 

扛奇 達拉 林卓 傑巴當 古地 傑巴當 地當 傑巴當 卻 巴 傑巴 諜答 湯傑姜 涅哇 息維 爹哇 託巴 求計 

襄助與虔供養者 凡所具信友善者 願彼皆得寂靜樂 
CE-NC-TNC-`-Ca‰-T_-q‰N-R-NE-, U…-TN‰-T_-q‰N-R-NE-,   ç‰C-R-NE-,  UWÍP-n…c-]N‰Tc-R-NE-, éU-R-MUc-FN-Oÿ-~ÈC-CFÈN-R]Ã-T_-Oÿ-q‰N-R-N‰-NC-MUc-FN-lE-qE-G”T-l…- 

扛答 達拉 謝哇 傑巴當 密諜哇 傑巴當  諜 巴當  聰奇 諜巴當 南巴 湯傑突 守覺貝 巴突 傑巴 諜答 湯傑姜 蔣秋奇 

若有對吾不敬者 令我不悅復捶打  抑或持凶器襲擊 乃至殺身害命者  願彼悉證菩提樂 

",  ,TN‰-T-MÈT-F…E-, É-P-U‰N-R-^E-NC-R_-íÈCc-R]Ã-qE-G”T-Lfi-UEÈP-R_-íÈCc-R_-]WE-î-T_-nŸ_-F…C _E- “̀c-î`-T]Ã-Nl…`-]BÈ_-Oÿ, ,T\]-T-S“`-T]Ã-TcÈN-éUc-l…c,, 

爹哇 託今 拉拿美巴 揚答巴 佐貝 蔣秋杜 恩巴 佐巴 昌俠哇 求計 讓呂 俠 威 經擴突 沙哇 普維 索南奇 

志求無上菩提者 願彼證得正等覺 自身佛之壇城中 供養美食之功德 
B-NÈC-§ÈTc-NE-úP-nŸ_-K‰, ,_È-Tî-úP-R]Ã-\c-ã‰N-Pc,  ,TcU-CKP-\c-l…c-]WÍ-T_-aÈC ,TLfiE-T-S“`-T]Ã-TcÈN-PUc-l…c, ,IÈP-UÈEc-Ts‰c- È̌U-Z…-T-NE-, ,

卡陀 朵當 殿求諜 若俠 殿貝 誰涅內 桑殿 誰奇 措哇 秀 敦哇 普維 索南奇 紐孟 這貢 息哇 當 

容顏莊嚴具權威 受用百味餐食後 願以禪定悅為食 供養飲水之功德 願息飢渴諸煩惱 

Æ…P-cÈCc- È̂P-KP-úP-R- …̂, , È̌U-PN-U‰N-R]Ã-CPc-c“- ‰́-T_-aÈC ,CE-C…c-Æ…P-R-CE-`-Æ…P, ,Æ…P-R-H…-õ_-U…-åÈC-R, ,Æ…P-R-UIU-R-N‰-I…N-l…c, , 

錦索 永殿 殿巴宜 貢內 美貝 內素 給哇 秀 扛奇 錦巴 扛拉錦 錦巴 計答 密朵巴 錦巴 釀巴 諜尼奇 

供養布施諸功德 願生無渴無病處 願彼善行布施者 捨離布施之分別 安住平等而布施 
Æ…P-TNC-N‰-`- È̂Ec-íÈCc-aÈC ,î`-RÈ-Æ…P-CKÈE-I…N-NE-P…, ,c‰Uc-FP-NUP-R-CZP-NC-`, ,WÂ-_…E-PN-U‰N-S“P-c“U-WÍCc, ,åC-Lfi-TN‰-T-MÈT-R_-aÈC 

錦答 諜 拉 永佐秀 俠玻 錦東 尼當尼 森間 面巴 賢達拉 測林 內美 彭順措 大度 爹哇 託巴秀 

祈願檀越悉圓滿 布施施主是國王 乃至其餘庶者眾 祈願長壽恆無病 諸事圓滿喜樂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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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Æ…P-R-î-G‰P-nŸ_-R-]N…- …̂c-UM—c, ,]uÈ-T-éUc-P…-_E-qŸE-cEc-îc-aÈC ,¢ÈP-n…-î`-T-éUc-l…c-U-T±`-T]Ã, , ‰́-]uÈ-WÍCc-éUc-Æ…P-Rc-uÈ`-nŸ_-F…C  , 

錦巴 俠 千 求巴 迪宜 突 佐哇 南尼 讓窘 桑傑秀 恩奇 俠哇 南奇 瑪札維 給佐 措南 錦貝 卓求計 

願依此等廣大布施力 咸令眾生成就自生佛 祈願過去諸佛所未渡 能行眾生皆依施解脫 
TcÈN-PUc-§ÈTc-G‰P-]N…- …̂c-UM—c, ,Æ…P-TNC-]BÈ_-NE-TFc-éUc-`, ,WÂ-]N…_-TcU-R]Ã-NÈP-]u⁄T-F…E-, ,T_-GN-Z…-Pc-Ts-a…c-R,    , 

索南 朵千 迪宜 突 錦答 擴當 傑南 拉 測迪 桑貝 敦竹今 巴切 息內 札西巴 

依此廣大功德力 願諸檀越與眷屬 所願此生臻圓滿 障礙平息盈祥瑞 

TcU-R-GÈc-TZ…P-]u⁄T-R]…-Ts-a…c-aÈC  , ,N‰-Pc-\c-l…-ä‰c-c“-UNÈ-±ÈC-R-P…-\T-UNÈ-õ-T“-UNÈ-CE-_“E-]NÈP-Z…E-,     T•‡-P, CE-C…c-å‰P-F…E-]{‰`-T_]qŸE-, ,]CC-R-U‰N-R- ‰́-U‰N-R,  , 

桑巴 確新 祝貝 札西秀 諜內 誰奇 傑素 朵宙巴尼 沙朵 大布 扛倫 敦新  讀拿 扛奇 殿經 則哇窘 噶巴 昧巴 給昧巴 

如法善願圓滿大吉祥 結齋可加誦任何深奧經文    總之 善說因緣者所教 本來不生亦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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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巴 昧巴 大昧巴 翁哇 昧巴 佐昧巴 塔諜 頓明 頓計明 這巴 涅息 息殿巴 佐貝 桑傑 瑪南奇 

諸法不斷亦不常 究竟不來亦不去 非相異亦非是一 遠離諸般之造作 圓滿佛陀大導師 

",  ,NU-R-N‰-`-pC-]W`- 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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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è-ÖTc-]t‹Cc-R- …̂,  , 

當巴 諜拉 洽察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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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尊者我頂禮 依此功德證佛一切智 摧毀降伏諸般過患敵 生老病死猶如波濤湧 
~…N-R]Ã-UWÍ-`c-]uÈ-T-±È̀ -T_-aÈC , F‰c-TäÈN-NÈ,,            ,, 

昔貝 措列 佐哇 卓哇 秀 傑覺陀 

願度有情出離輪迴海 誦以上 

台灣台南左鎮噶瑪噶居寺 西元2003年12月恭譯印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