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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贤王如来坛城法　
启请　向常诵偈颂

普贤王如来坛城

法　皈依境祈请颂

本来清　无限一体中　普贤王如来父母示现 

智悲双运妙相表法身　法流任运教化大千界
 

为渡轮　六道诸苦众　创立佛法释迦牟尼尊 

无上密法安立於雪域　恩源虹身莲花生祖师
 

以身供师无上大乐母　曼达拉娃垂教示楷模 

为师作传总集密法藏　移喜磋嘉弘传密教恩
 

法　始祖根本上师三　诺那活佛开示大圆满 

贡噶祖师大灌授四印　亲尊师祖灌尽五百尊

本来清　文殊陈祖师　显密圆融弘扬三乘恩 

苦行证德历代所罕见　慈住娑婆但为渡众生
 

金刚莲华观音林上师　深入浅出广阐经论旨 

法行服务教化东西方　法　金法延续一肩担
 

无微不至照拂护法恩　韦驮菩萨提攜一路跟 

前程安排仰赖毗沙门　万事交代多亏海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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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师启请短颂              

本来清　一文殊　度母观音现　珠

无尽慈悲何处寄　止啼黄叶六洲敷

陈祖师祈请颂

本来清　示现文殊师　无尽慈悲令众　证悟

助成证德无限一体中　圆融智悲救渡无止尽

普贤王如来礼　 

法身无相妙有显如来　本　离垢双运融空乐 

最初佛陀智悲无止境　慈悯住世恩光常寂照

具誓铁匠多吉勒巴尊　如护莲师扶持密法根 

忠义关公伽蓝大护法　一本赤忱除障安法　
 

法　安立但为渡苦众　法脈延续唯仰诸尊　 

皈依法　融入菩提心　弘扬法　渡众报宏恩 

法　皈依境启请颂             

本来清　陈祖师　金刚　华林上师

文殊观音正法　　智悲融　传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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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  依

皈依上师，融入慧命法　，永恒依怙。 

皈依佛，回归无限一体，永恒依止。

皈依法，恢复本　念行，永恒依顺。

皈依僧，践履觉　行持，永恒依循。

皈依金刚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南无上师、本尊、空行、护法。

四无量心

愿众具乐及乐因！　愿众离苦及苦因！ 

愿众不离无苦乐！　愿众安住平等　！

供曼达偈

三千世界百亿　，七宝人天富饶满， 

我身受用悉贡献，愿得转法轮王位。 

无上大乐密严　，具五　定五智聚， 

供养云聚难思议，由供获报　受用。

现有清　童瓶身，庄严悲心无灭性， 

持身明点清　　，由供愿住法身界。

林上师启请短颂

弟子林成穗

法界本　金刚总持尊　无限智悲持　花事业

一体圆融化现居士身　求显本面祈请赐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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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请　林上师长住世偈

弟子茶桶空行

本来清　瑜伽士，双　妙化　华生，

空乐大喜无等伦，愿祈师寿恒驻世！

祈请　林上师长久住世永转法轮偈

弟子王浩

　师密法依尊传，文殊慧灯依尊续，

唐密精义依尊明，祈师长寿转法轮！

传承绵延广化偈

弟子绵延

代代相传正法　，承先启後转法轮；

绵延法　圣众守，　照普济无尽灯！

　百 字 明

嗡　班札沙　　沙麻亚　麻努巴拉亚　班札沙　　爹挪巴

底叉　挤左米巴哇　苏多给由米巴哇　苏波给由米巴哇

阿奴拉多米巴哇　沙哇悉地米　渣亚塔　沙哇卡妈苏叉米

气丹喜扬古鲁　　哈哈哈哈火　巴嗄温　沙哇　打他嘎打

班札妈米母叉　班札巴哇　妈哈沙妈亚沙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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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龙王启请颂

龙王龙后慈悲深，推广弘扬理繁琐，

　细靡　周全护，恩　全球德泽长！

大海龙王　              

龙心慈悯比海深，雨露普降润大千；

宝瓶垂纳为菩提，福缘众生咸蒙恩！ 

韦驮菩萨启请颂          

护持佛法大将军　四大天王咸　　

汉地寺宇普供奉　显扬圣教无　力

眷顾行人为亲子　适时鼓励与补给

如护陈师未暂离　恩光及我以利众

祈加持颂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怙　总集观音示现林上师

令我随缘开显贪自性　赐我早日证达明空乐

应机救渡长住虹光身　开示妙法普渡六道众

祈　偈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护　总集文殊示现陈祖师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愿　离苦得乐福慧咸增长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护　总集文殊示现陈祖师

祈加被空行令得安稳　离苦得乐福慧　圆满



普贤王如来坛城法　常诵偈颂及简轨集

7

　　向

愿具德上师长住世，已辞世者早降诞。

愿人类邪说暴行早日停止，佛法弘扬无碍。

愿我及众生精勤佛　，即生即身圆满佛果，永无　转。

愿我及众生慈悲增长，直至圆满佛果，永无　转。

愿我及众生智慧增长，直至圆满佛果，永无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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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课常诵启请短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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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课常诵启请短颂

　敬礼   上师本尊空行护法海会前

贡师启请颂

虹身光明与雷雹，大德大灌根本师，

饱餐法乳授四印，愿　亲见金刚持。

诺师启请颂

以谁大力大方便，大圆满法最先传，

慈眼独注　师灌，礼　大恩诺师前。

亲师启请颂

德格广宣妙法要，特授不共大灌顶，

灌尽五百多宝尊，学海无尽前顶礼。

大宝法王启请颂

一切师中最高师，一切　定最後定，

　华生与三世智，无二授衣王前礼。

大敬、严定、色卡、根桑四位祖师启请颂

大悲摄受加行满，严密抉择如量持，

身教言教无上智，具恩诸师祈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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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那多吉师启请颂

具德具恩阿  黎，香巴家业之根源，

无死殊胜虹身果，圆证方能报师恩。

萨　派祖师及其他各师启请颂

最初传授卡雀拳，最後传授三红诀，

乃至一灌一见师，圆摄於顶祈加持！

冯大阿　黎启请颂

万里恍如入室然，床头咐嘱许单传，

何时飞杵酬恩去，觉海中流泛普贤？

　华生大士启请颂

乌金西北隅，花茎　胚上，

得胜妙成就，名称　华生；

众空行围绕，我如尊修成，

请降临加持，古鲁白马洗底　！

移喜磋嘉佛母呼　启请颂

梦授三灌大恩母！亲示　宫大恩母！

为师作伴大恩母！现前降临大恩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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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勒日巴祖师启请颂

降生北方洙河畔，不受世间　染污，

难行能行甚希奇，启请最胜密勒尊！

已受离诠大乐位，清　三有手印缚，

盖由烧化契俱生，启请最胜密勒尊！

依甚深粗显细点，加持我得细觉受，

秘密坛城之总主，启请最胜密勒尊！

无漏中　种子现，大悲　取三有　，

勇猛能力示现身，启请最胜密勒尊！

我也不断除轮　，且不趋入涅　　，

密勒空行自在王，祈赐殊胜大成就！

仰米　波祖师启请颂

三世诸佛悲心共显现，虽仅闻名消三有热恼，

无等满愿法王刚布巴，无比加持明行医比丘。

　念庄领札巴即如意，　欲念大宝医王亦　，

　作念月光童子皆成，口传诸师悉以为顶严。

愿福宝尊大悲以摄受，愿大波宝常常垂摄持，

值此五浊恶世诸众生，愿宁贡法王化身救护，

愿得如尊依怙主之位，愿尊教化行者悉增长。

噶马巴祖师启请颂

大悲　师所转生，现比丘仪兮噜噶，

能力神　得自在，礼　噶马巴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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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母祖师启请颂

赐除烦恼赐显俱生智，赐调气　赐证无死果，

赐伏魔军赐摄十法界，礼　现前示现无我母。

毕哇巴祖师启请颂

功德巍巍不可思，师无我母也苏师，

空行秘密集轮主，愿赐如尊大总持！

抽米朗足祖师启请颂

七次辛勤礼西竺，胜法今仅　一　！

祈赐无死长荷担，礼　抽米朗足尊。

宗喀巴祖师启请颂

大悲大智与大力，文殊化身具三德，

妙说缘起救偏空，福慧两足师前礼。

陈祖师启请颂

本来清　一文殊，度母观音现　珠；

无尽慈悲何处寄？止啼黄叶六洲敷！

林上师启请颂

法界本　金刚总持尊，无限智悲持　花事业，

一体圆融化现居士身，求显本面祈请赐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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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手菩萨启请颂

一切如来秘密主，出生兮噜噶宗师，

鉴纳空行誓句者，赐我快成金刚持。

　度母启请颂

敬礼大救度母前，垂赐本来清　禅，

令诸行者离魔障，大乐智慧佛果圆。

韦陀菩萨启请颂

敬礼韦陀大菩萨，令我能神变活泼，

具足金刚持德相，建大法幢传衣  。

多闻天王启请颂

万象繁兴无厌倦，无量诸作祈助办，

曾护文佛之　场，降格从我王前　。

大海龙王启请颂

龙王龙后慈悲深，推广弘扬理繁琐，

　细靡　周全护，恩　全球德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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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咒语及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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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上师口传诸咒　集

● 　师心咒

嗡阿　　班札古鲁　贝玛　悉地　

Weng A Hong Ban Zha Gu Lu Bei Ma Xi Di Hong

● 陈祖师心咒

嗡阿　　班札古鲁　衣妮吞尊　悉地　

Weng A Hong Ban Zha Gu Lu Yi Ni Tun Zun Xi Di Hong

● 林上师心咒

嗡阿　　班札古鲁　诶旺德栋　悉地　

Weng A Hong Ban Zha Gu Lu Ei Wang Die Dong Xi Di Hong

● 龙王咒

嗡　卓　　卓　　麻哈卓　　

Weng Zhuo Da Zhuo Da Ma Ha Zhuo Da Hong

● 龙王佛咒

嗡　卓　　卓　　麻哈卓　　布　　

Weng Zhuo Da Zhuo Da Ma Ha Zhuo Da Bu Da Hong

● 药师佛心咒

嗡　卑稼走 卑稼走 麻哈卑稼走 揽札沙昧 稼斗 娑哈

Weng Pi Ka Jiu Pi Ka Jiu Ma Ha Pi Ka Jiu Lan Zha Sha Ma 
Ka Die Su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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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母心咒

嗡　搭蕾　督搭蕾　督蕾　娑哈

Weng Da Lei Du Da Lei Du Lei Suo Ha

● 白度母心咒

嗡　搭蕾　督搭蕾　督蕾　妈妈阿於　布令加那　

布金古鲁叶　娑哈

Weng Da Lei Du Da Lei Du Lei Ma Ma A Yu Bu Ling Jia Na 
Bu Jin Gu Lu Ye Suo Ha

● 古鲁古里佛母心咒

嗡　古鲁　古里耶  娑哈

Weng Gu Lu Gu Li Ye Suo Ha

● 　提佛母心咒

嗡　　哩　珠哩　　提也  娑哈

Weng Zhe Li Zhu Li Zhun Ti Ye Suo Ha

● 韦驮菩萨

南无韦驮菩萨               Na Mo Wei Tuo Pu Sa

● 释　牟尼佛心咒

嗡　牟尼  牟尼  麻哈牟尼耶  娑哈

Weng Mu Ni Mu Ni Ma Ha Mu Ni Ye Suo Ha

● 阿弥陀佛心咒

嗡  阿弥答哇  啥

Weng A Mi Da Wa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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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佛心咒

嗡 阿妈那尼 九旺底也 娑哈

Weng A Ma Na Ni Jiu Wang Di Ye Suo Ha

● 金刚手（大势至）菩萨心咒

嗡　班札巴尼　　　呸　Weng Ban Zha Ba Ni Hong Pei

● 文殊菩萨心咒

阿拉巴札那底　　　　　A La Ba Zha Na Di

● 观世音菩萨心咒

嗡妈尼悲咪　　　　　　Weng Ma Ni Bei Mi Hong

● 地藏王菩萨心咒

嗡  炎曼他嗜  娑哈    Weng Yan Man Ta Shi Suo Ha

● 普贤王如来心咒

阿　搭妈搭土  阿　　　A Da Ma Da Tu A

● 大白伞盖佛母心咒

　　妈妈 　　尼 娑哈　Hong Ma Ma Hong Ni Suo Ha

● 百字明

嗡　班札沙　　沙麻亚　麻努巴拉亚　班札沙　　

爹挪巴底叉　挤左米巴哇　苏多给由米巴哇

苏波给由米巴哇　阿奴拉多米巴哇　沙哇悉地米

渣亚塔 沙哇卡妈苏叉米 气丹喜扬古鲁   哈哈哈哈火

巴嗄温　沙哇打他嘎打 班札妈米母叉　班札巴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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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亥母心咒

嗡 班札  毗卢　尼耶　哈勒尼沙　　　　呸　娑哈

Weng Ban Zha Pi Lu Jia Ni Ye Ha Le Ni Sha Hong Hong 
Pei Suo Ha

● 胜乐金刚心咒

嗡　啥　哈　哈　　　　　呸

Weng Xie Ha Ha Hong Hong Pei

● 四臂大黑天心咒

嗡  班札  嘎吾阿  娃巴麻哈卡拉呀　　　　呸  娑哈

Weng Ban Zha Ga Wu A Wa Ba Ma Ha Ka La Ya Hong 
Hong Pei Suo Ha

● 六臂大黑天心咒

嗡　班札麻哈卡拉　亲起札  宾格朗　毗卢亚嘎　 　  

呸　娑哈

Weng Ban Zha Ma Ha Ka La Qin Qi Zha Bin Ge Lang Pi Lu 
Ya Ga Hong Hong Pei Suo Ha

妈哈沙妈亚沙　　阿

Weng, Ban Zha Sha Duo, Sha Ma Ya, Ma Nu Ba La Ya, 
Ban Zha Sha Duo, Die No Ba Di Cha, Ji Zuo Mi Ba Wa, Su 
Duo Kie Yiu Mi Ba Wa, Su Po Kie Yiu Mi Ba Wa, A Nu La 
Duo Mi Ba Wa, Sha Wa Xi Di Mi, Zha Ya Ta, Sha Wa Ka 
Ma Su Cha Mi, Qi Dan Xi Yang Ku Lu Hong, Ha Ha Ha Ha 
Ho, Ba Ga Wen, Sha Wa, Da Ta Ga Ta, Ban Zha Ma Mi 
Mu Cha, Ban Zha Ba Wa, Ma Ha Sha Ma Ya Sha Du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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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音咒

嗡  嘎喀噶噶额 杂叉杂杂倪 杂叉杂杂那 打他打　纳  

把怕拔把嘛　雅惹拉哇  下喀萨哈恰  娑哈

Weng, Ga Ka Ga Ga Nga, Za Cha Za Za Nia, Za Cha Za 
Za Na, Da Ta Da Da Na, Ba Pa Ba Ba Ma, Ya La La Wa, 
Xia Ka Sa Ha Qia, Suo Ha.

● 缘起咒

嗡 也打麻 黑睹札巴哇 黑睹得喀 打他嘎　 哈雅哇得

得喀杂约尼若打 诶旺巴地　麻哈夏嘛纳  娑哈

Weng, Ye Da Ma, Hei Du Zha Ba Wa, Hei Du Die Kie, Da 
Ta Ga Duo, Ha Ya Wa Die, Die Kie Za Yue Ni Ruo Da, Ei 
Wang Ba Di, Ma Ha Xia Ma Na, Suo Ha.

● 红观音心咒

嗡阿　啥　嗡妈尼悲咪

Weng A Hong Xie Weng Ma Ni Bei Mi Hong

● 往生咒

南无阿弥多婆耶 多脱且多耶 多地也脱 阿弥里多婆庇

阿弥里多 悉担婆庇　阿弥里多  皮加兰地　阿弥里多  

皮加兰多 恰密尼　恰恰挪　只多茄利　娑婆诃

● 母音咒

嗡　阿阿　以以　乌乌　　利　哩利　果果　我我 

昂阿 娑哈

Weng A A Yi Yi Wu Wu Li Li Li Li Guo Guo Wo Wo Ang A 
Su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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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礼拜咒

嗡 南无曼祖洗尔也  南无苏洗尔也  南无乌打嘛洗尔也 

娑哈

Weng Na Mo Man Zu Xi Er Ye Na Mo Su Xi Er Ye Na Mo 
Wu Da Ma Xi Er Ye Suo Ha

● 供养食残食护法咒

嗡  乌基札  扒林搭  喀喀  喀西  喀西

Weng Wu Ji Zha Pa Lin Da Ka Ka Ka Xi Ka Xi

● 金刚萨　心咒

嗡  班札萨　　（阿）

Weng Ban Zha Sa Duo Hong (A)

● 化甘露咒

嗡  班札  安利他  滚札里 哈拉哈拉　　　呸  娑哈

Weng Ban Zha An Li Ta Gun Zha Li Ha La Ha La Hong Pei 
Suo Ha

● 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

嗡　　罗末　邻陀宁　娑婆诃

Weng Bo Luo Mo Lin Tuo Ning Suo Po He

Na Mo O Mi Duo Po Ye, Duo Tuo Qie Tuo Ye, Duo Di Ye 
Tuo, O Mi Li Duo Po Pi, O Mi Li Duo, Xi Dan Po Pi, O Mi Li 
Duo, Pi Jia Lan Di, O Mi Li Duo, Pi Jia Lan Duo, Qia Mi Ni, 
Qia Qia No, Zhi Duo Qia Li, Suo Po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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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那祖师心咒

嗡阿　　班札古鲁　亲里枪佐　沙哇悉地　

Weng A Hong Ban Zha Gu Lu Qin Li Qiang Zuo Sha Wa Xi 
Di Hong

● 秽　金刚心咒

一乐一　打喜可大　打一乐一大　喜打

Yi Le Yi Da Xi Ke Da Da Yi Le Yi Da Xi Da

● 依陈祖师口传之藏音大悲咒

南无耶拉喳亚亚　南无阿亚嘎拉桑嘎呀　毗卢喳拉

卜哈拉喳亚　　他嘎　亚　南无萨哇　他嘎他悲

阿哈得悲　桑亚嘎桑卜得悲　南无阿亚阿瓦罗鸽悲

虾亚亚　菩提萨　亚  嘛哈萨　亚　嘛哈嘎鲁尼嘎亚

　亚塔　嗡　　拉　拉 地　地　 度卢度卢 以札位札  

杂擂杂擂　杂杂擂杂杂擂　姑诉昧姑诉昧　瓦擂　

以　密　  之地杂拉　马巴拉也　娑哈

● 药叉大将心咒

南无　拉那札亚呀　嗡　僧佳那呀　娑哈

Na Mo La Na Zha Ya Ya Weng Seng Jia Na Ya Suo Ha

● 吉祥天母咒

究　朗母究　朗母究究　朗母罕究　阿背答背　禄禄

罗禄　　究　　叉叉

Jiu, Lang Mu Jiu, Lang Mu Jiu Jiu, Lang Mu Han Jiu, A Bei 
Da Bei, Lu Lu Luo Lu, Hong Jiu Hong, Cha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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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金翅鸟心咒

嗡 寸 娑哈

Weng Cun Suo Ha

● 移喜磋嘉佛母心咒

嗡 佳纳 打奇尼 榜 哈惹尼沙 悉地 

Weng Jia Na Da Ki Ni Bang Ha Le Ni Sha Xi Di Hong

● 髑髅咒

嗡　骷髅头　沙哇辛冷　　　呸

Weng Ku Lou Tou Sha Wa Xin Leng Hong Hong Pei

● 给萨王心咒

嗡阿　　班札　麻哈古鲁 妈尼揽札 沙哇悉地 帕拉　

Weng A Hong Ban Zha Ma Ha Gu Lu Ma Ni Lan Zha Sha 
Wa Xi Di Pa La Hong

Na Mo Ye La Zha Ya Ya, Na Mo A Ya Ga La Sang Ga Ya, 
Pi Lu Zha La, Bu Ha La Zha Ya, Da Ta Ga Da Ya, Na Mo 
Sa Wa Da Ta Ga Ta Bei, A Ha Die Bei, Sang Ya Ga Sang 
Bu De Bei, Na Mo A Ya A Wa Lo Ge Bei, Xia Ya Ya, Pu 
Ti Sa Duo Ya, Ma Ha Sa Duo Ya, Ma Ha Ga Lu Ni Ga Ya, 
Da Ya Ta, Weng, Da La Da La, Di Li Di Li, Du Lu Du Lu, Yi 
Zha Wi Zha, Za Lei Za Lei, Za Za Lei Za Za Lei, Ku Su Mei 
Ku Su Mei, Wa Lei, Yi Li Mi Li, Zhi Di Za La, Ma Ba La Ye, 
Su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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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毗沙门天王心咒

嗡 百下哇那也 娑哈

Weng Bai Xia Wa Na Ye Suo Ha

● 毗沙门天王长咒

南无也拉渣雅雅 南无百下哇那雅 麻哈拉札雅 打雅他 

嗡 舍以米 舍以米 舒木 舒木 刹以打 刹以打 沙拉沙

拉 嘎拉嘎拉 给尼给尼 古鲁古鲁 注鲁注鲁 母鲁母鲁 

沙哈阿哈那 马里里那雅 　雅大那 　度也娑哈

Na Mo Ye La Zha Ya Ya, Na Mo Bai Xia Wa Na Ya, Ma Ha 
La Zha Ya, Da Ya Ta, Weng, Xie Yi Mi, Xie Yi Mi, Shu Mu 
Shu Mu, Sha Yi Da Sha Yi Da, Sha La Sha La, Ga La Ga 
La, Gei Ni Gei Ni, Gu Lu Gu Lu, Zhu Lu Zhu Lu, Mu Lu Mu 
Lu, Sha Ha A Ha Na, Ma Li Li Na Ya, Da Ya Da Na, Da Du 
Ye Su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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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诵 经 论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

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　空。空不　色。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

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　。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

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

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　。无智亦无得。以无

所得故。菩提萨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　碍。无

　碍故。无有恐怖。　离颠倒梦想。究竟涅　。三世诸

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

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

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

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

提萨婆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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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波罗蜜多心要

林上师

　　文殊师利菩萨。任　大悲波罗蜜多处。领会五蕴同

体。忍一切苦厄。善财童子。色不　体。体不　色。色

即是体。体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善财童子。

是诸法同体。离有离无。离好离恶。离多离寡。是故同

体容色。容受想行识。容眼耳鼻舌身意。容色声香味触

法。容眼界。乃至容意识界。容无明。亦容无明尽。乃

至容老死。亦容老死尽。容苦集灭　。无慈亦无失。以

无所失故。菩提萨　。依大悲波罗蜜多故。心无　碍。

无　碍故。无有嫌怨。　离颠倒分别。究竟涅　。三世

诸佛。依大悲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知大悲波罗蜜多。是大心咒。是大慈咒。是无分咒。是

无不容咒。能忍一切苦。究竟极乐。故说大悲波罗蜜多

咒。即说咒曰。容忍容忍。无不容忍。无不乐容忍。菩

提娑婆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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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龙王经》摄颂 有序

陈祖师

　　《海龙王经》摄理高深，故能开慧，而　文佛于

此法会调和天、阿修罗，龙、金翅鸟之仇怨；诵之八

部皆大欢喜，故除障力宏。本人曾经天语劝请诵之。

书肆无单行本。末世众好简易，经文甚长，因摄略成

颂。乘船诵此更便。若居家易得《藏经》者，则以恭

诵全经为最妙。
　　

佛在灵鹫会诸圣，空中忽见大宝盖，

众珍杂　垂璎珞，无垢宝珠无量光，

雨诸香花满齐膝，虚空之中大雷鸣，

目连尊者承佛旨，问此瑞应为何由？

佛告龙王将至此。少顷龙王率眷属，

　诸　女供幢幡，绕佛七匝而　　，

谓佛能了善恶趣，能察人根除众　；

谓佛观法无所有，幻化本空缘相与，

曾行无限六度行，诸愿圆成大圣雄。

　已请问菩萨行，如何离恶如何　？

如何得入深要法？乃至如何受佛记？

佛告四事离诸恶：无害大众护十德，

不说人短不轻慢，自省己　不讼彼；

见如来得天眼　，合会说法天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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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伏其心他心　，常习六念宿命　，

　诸贪浊神足　，　修诸法无漏　；

见身自然法自然，身入於　法皆　，

见身无我法无我，观自身空诸法空；

己身无声法如响，察身寂寞诸法寂，

以我审谛观法谛，以我志妙观法妙，

己身无闻法如聋，吾无所受不取法，

如上十事入深法。四事得佛授记者，

性情和顺　奉法，具足诸行观白法，

慧力能了一切心，了法本　不生灭。

龙王闻此献众宝，价值三千大千界，

愿得无碍佛光明，蒙光之人皆证觉。

龙王复问六度智，佛谓手持慧剑行，

　施已等等於我，吾我已等等於人，

人我已等等诸法，一切施已得佛等；

持戒不依身口意，不依三世无内外，

不依阴盖不依觉，於法无依是持戒；

忍辱不得人与我，不住我不住我所，

　人　我与　见，一切法　是忍辱；

於法无作不起灭，彼虽乱心心无执，

本无之心各无实，观须臾灭真忍辱。

精　观法不　法，亦不　法无积集，

人法彼此不相离，如人自然我自然，

诸法自然佛自然，解自然者无所得，

求无所得真精　；禅定心原不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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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在外识无住，於诸境界禅无著，

等於本无而正受，禅定以智除尘劳，

以禅化众真禅定；智慧观法常淡然，

不见诸法有归趣，有见法而不观者，

不以见法而成观，无求无晓无知见，

悲悯众愚真智慧；诸法法界与本　，

不可言说极深妙，四禅六度皆俗事，

佛无心意识所念，无言无文真佛法，

亦不著有言无言，文字言说亦佛法，

忘於本　得不乱，一切言教不可尽。

佛告龙王总持藏，无尽之教为总持，

分别无尽慧无尽，明知无尽辩无尽；

复有四力无尽藏，忍力忍一切所作，

众恶慧力除众疑，　力见众一切念，

善权力应机说法；复有无畏无尽藏，

不畏恶趣及众会，不畏　疑及失　；

文字缘会无尽藏，诸法惟阴而示现，

蠲除五阴诸苦患，诸法虚空而示现，

广普之法不可尽，文字亦如诸法然，

说时亦无所至到，不说亦不积在内，

诸法缘对说果证，究於本法无果证，

譬如诸法皆因字，诸行皆由于佛　。

佛告龙王身总持，入诸法顶摄心面，

观法咽喉虚无胁，入深门脐次第脊，

心清　母方便父，法自在眷　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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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为食忍庄严，精　成办定饱满，

智度无极　时顺，住此总持入佛　。

佛复为龙说因缘，龙曾作无尽福王，

佛曾为梵首如来，彼时已为说此法，

总持章句六二事，不断色行行无行，

不色生行不色起，不色寂行如谛行，

色如本　行色行，亦不念色本　行，

是为相应总持门。舍利弗闻而问曰：

如此总持为龙说，何以人而未曾闻？

佛曰莫轻视彼龙，　叶佛时皆沙门，

贪利轻戒堕龙中，当来为佛如贤劫，

　土名曰无垢藏。龙问龙族何日增？

佛告破戒比丘多，恶行居士亦复然，

戒律不具当堕狱，不　直见转入龙。

龙子威首乃发愿，愿行总持不忘本。

佛为授记慧见佛，　土之名曰　住。

海龙王请佛赴海，蒙佛嘿许乃　宫。

会集诸龙及诸神，　　帝释及诸天，

变化无量大宫殿，如佛由忉利天下，

变化下海众宝阶，六万龙王皆来　，

十方佛土亦现前，无量天神来　　。

佛为众说十善德，人天二乘佛之本，

除得世间共德外，依如来慧亦证觉。

不杀得佛寿自在，不盗得佛大神　，

不淫得佛马阴藏，不妄语得佛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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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两舌得离魔眷，不恶口得声超梵，

不绮语得佛授记，不贪得佛三界供，

不恚得佛觉无厌，不　　得佛果位；

即此十善行六度，疾得圆满菩萨行。

又云三法除罪障，入因缘慧具悦心，

依本　法知本无。龙王复问至超　。

佛曰十事至超　：常念欢悦性清　，

善权方便常精　，观察人物无缘悲，

修德无厌好博闻，行不放　念　场，

得佛慧不　　心。燕居无善神问佛：

菩萨云何意无极？佛云其心极清　，

所住中间无厌倦，志於深法了本空，

如是四事意无极。燕居乃发大志愿，

佛为授记当成佛，其佛名曰帝幡幢。

无焚龙王恭问佛：无人无我谁受记？

佛言如是无所住，了空无我即受记。

如来者了於本无，住本无故而不动，

解了本空即如来，诸法如是本无住，

是为如来等住地。海龙王女号宝锦，

供佛璎珞发　意，自谓来世亦作佛。

　叶则曰女不成。女曰成佛如反掌，

男女之身不可得，身心自然成佛道，

吾即　不以　成。　曰何不转法轮？

女曰现前即法轮，转无著轮空无轮，

转无二轮清　轮，轮既如是何所转？



普贤王如来坛城法　常诵偈颂及简轨集

31

佛称善哉授女记，其名曰普世如来。

帝释白佛请和解，无善神乱忉利天。

佛乃劝告无善神，仁慈之心佛所　，

今世豪贵不久长，常观後世离怨对。

无善神乃发宏誓：永如亲友离斗争。

佛乃三称曰善哉！是为第一供养佛。

龙王　佛及闻　，数次供佛值全球，

佛不为此称善哉，发誓仁慈阿修罗，

佛称第一大供养。时海中有四龙王，

　气大˘气熊罴，及无量色白世尊：

如何软化金翅鸟？佛脱袈裟命分存。

龙王主眷虑不敷，然　所欲皆得分。

海龙王告诸龙族，当敬此衣如塔寺。

佛复为彼诸龙族，一一授记当作佛。

四金翅鸟乃问佛：以後当以何为食？

佛言杀生与劫夺，欺诈冒滥四种食，

皆堕恶趣不得食，除此则可当慎择。

四金翅鸟旋发愿，向龙长行无畏施。

佛为彼等说宿因，金仁佛时为比丘，

其名欣乐大欣乐，上胜上友皆贪供，

以供佛故得免狱；应时四鸟现宿命，

宿作罪福悉现前。佛前忏悔不再犯，

佛为授记得度时，为弥勒佛第一会。

龙族免难因求佛，入海涅　奉舍利。

须菩提闻制止之。诸龙则曰如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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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无极不可限。须因嘿然佛称善，

如来之身无　　。佛教化毕乃出海，

光耀海神求庄校。佛言十善即庄校，

授记彼将转男身，生於无怒佛土国，

蒙彼佛陀得授记。龙王之子名受现，

化作大殿如忉利。送佛　於灵鹫山，

龙王父子问大供，佛告四事为大供：

不　　心植德本，心具大乐集慧品，

建大精　严佛土，入深妙法得法忍。

时王舍城君与臣，皆来山中表欢　，

　问何故水已枯，世间唯见天宫殿？

佛曰如来之自在，令陆见殿海见水。

王问海王有何因？佛曰曾作转轮王，

承事　光照耀佛，梦中忽闻天语偈，

悯众当发菩提心，是为第一供养佛，

当来成佛之佛名，无垢德超诸王佛。

时王乃贺海龙王，龙王答曰法无记，

由佛大悲所示现，乃　习俗示授记；

诸法究竟无法界，亦无授记亦无成；

龙王说此法语时，二万菩萨得法忍。

龙王踊空偈　佛：一切诸法本无心，

亦无有作无无作，罪似有缘无受者，

佛说法因空如响。佛乃以经嘱大士，

二万菩萨一万天，皆誓流　普　　。

慧英幢菩萨白佛：隐省诸法无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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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能彷　持　否？佛云如斯正应持。

乃至无垢光女曰：人法佛法皆不想，

宁能彷　持　否？佛云如斯正应持。

佛乃宣说除障咒，普首天发愿护持，

伏魔化外此经胜。佛复嘱咐於阿难，

末世诵此大吉祥，能胜魔军离障盖，

常得龙天之拥护，疾证无上大菩提，

广度无　诸有情。

　　

　　癸巳七月初一造於北天竺五槐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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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　 （行者用）

陈祖师

敬礼　本师释　牟尼佛

敬礼　护持佛法诸天尊

本师文佛亲口宣　　自兜率天生阎浮

出家降魔转法轮　　诸天　助无厌倦

希有世尊难　　　　最初劝请降诞者

无上大恩是天尊　　伎乐八万四千音

声声劝请佛降生　　勿忘我等可悯众

捧　四天请降生　　佛闻此音乃受请

无上大恩是诸天　　佛生一十二年前

　居天尊先佛来　　示婆罗门宣预言

谓有佛祖当降生　　胜族　择卅二德

智幢天尊所请问　　如白象形下阎浮

胜光天尊所建议　　下时诸天皆会集

四天及释提桓因　　夜摩天兜率陀天

乐变化天他化天　　娑婆界主梵天王

梵众天与梵辅天　　妙光天与少光天

光严天与　居天　　以及阿　尼吒天

摩醯首罗及　天　　　　诸禅三昧乐

从诞乃至於涅　　　常持　心以侍佛

末世福薄圣贤少　　具愿菩萨应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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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如请佛之故事　　速请多请我启请

末世纵有圣贤生　　染污缘多难清　

愿如侍佛之故事　　密密将护我启请

佛既入胎　居天　　於佛父王现半身

说偈为报希有事　　夜摩天等现妙宫

以为圣后之所居　　佛既诞已诸天女

各捧妙油浴圣母　　供佛天衣与宝具

梵王帝释乃变化　　极端正摩那婆身

演吉祥微妙　词　　摩　首罗与　居

设大供养来庆贺　　佛由生处入宫中

天女或持孔雀伞　　或洒香水　路中

或执宝花或璎珞　　各类各五十万女

色界诸天持宝幡　　欲界诸天持宝盖

如云布满於虚空　　佛配妃後处深宫

诸天说偈劝出家　　兜率天名应出家

飞至殿上诵妙偈　　　　出家胜功德

　感宫中诸乐器　　不奏自鸣劝出家

佛　四门以观察　　　居天尊於东门

化作老人以感佛　　於南化作多病人

於西化作已死人　　於北化作大比丘

为佛正说出家法　　佛乃告父求出家

父王简练勇猛士　　昼夜戒备於内外

重门一响惊十里　　无天之助何能越

药叉大将二十八　　毗沙门宫共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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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天尊施神力　　令诸勇士悉昏睡

庄严　戏天尊者　　令诸象马皆寂眠

严慧天尊施神力　　於虚空界　宝路

法行天尊施神力　　令彼宫女变坏相

开发天尊施神力　　令佛中夜忽独醒

释提桓因示　路　　弗沙星与月合时

佛於中夜果醒起　　安详而出合掌立

正念十方一切佛　　四天各领天众来

释提桓因立虚空　　诸天同时大声请

此正是时　出家　　车匿既牵乾陟到

　虚而行六震动　　宫内外众皆不知

夜　经行六由旬　　既至仙人苦行林

别车匿与乾陟後　　孤身远离华贵地

空林唯天最可亲　　当时谁人解事佛

替人事佛谢诸天　　知佛嫌衣骄奢耶

　居天尊供袈裟　　佛乃自称真出家

末世善根难培养　　贪著五欲难出离

或以浅根希深行　　冒充菩萨不出离

或虽出家入於庙　　统众大早不修行

如是离家复离庙　　双重出离胜妙器

愿诸天尊嘿护佑　　如护文佛真出家

佛六年苦修禅定　　日食一米一麻耳

常为天众所护持　　波旬伺　不可得

善生女欲供梵志　　　居天　梵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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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生唯见文佛在　　供吉祥相之乳糜

赴菩提场金刚座　　十六天尊守此场

其名曰转　天尊　　无胜天尊施与天

爱敬天尊勇力天　　善住天尊持地天

作光天尊无垢天　　法自在天法幢天

行吉祥天无碍天　　大庄严天　戒天

　花光明十六天　　皆曾得不　转位

常时竭诚护　场　　帝释复化作刈人

供吉祥草为佛垫　　大梵天王广陈供

珍宝无量　虚空　　佛既入座发宏誓

六欲诸天东南住　　防护障难恭而谨

四维上下皆有天　　围绕恭敬以防护

波旬统率魔男女　　威　媚诱　所能

　居天尊申警诫　　无数诸天散天花

　　佛不为魔动　　既成正觉现瑞相

诸天欢喜献众宝　　天女各唱　美词

　居　後　光　　　梵天　後他化　

化乐　後兜率　　　帝释　後四天　

并申无量广大供　　末世修行障难多

行者多欲魔得便　　邪说王难攻其外

苦病疑心攻其内　　五阴炽盛不易除

证量渊微不易　　　修者如毛成如角

诸天见之宁不悯　　如护文佛圆满果

愿诸天尊勤将护　　令诸行者离魔障

生圆次第疾证成　　六　十力皆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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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金刚　果德

佛证果後嘿然住　　波旬竟敢劝涅　

螺髻梵王娑婆主　　为我苦众劝请佛

三劝三请转法轮　　当日懵懂之人类

谁解如天王劝请　　於今人间有佛法

饮水思源谢天恩　　佛既许可转法轮

菩提树守者四天　　受法光明与乐法

法行四天复请问　　当於何处初转轮

欲色二界诸天众　　各将宝幢与宝盖

为佛严　鹿野苑　　八万四千宝狮座

佛合为一坐传法　　佛度比丘五尊已

为度　叶十八变　　帝释听经显光明

佛受供已欲澡洗　　帝释指地而成池

佛欲浣衣帝释知　　为取四方大好石

佛欲晒衣帝释知　　复取六方石备用

其後各处转法轮　　或上於天或下海

乃至涅　於双林　　诸天无时无方所

不为文佛之侍卫　　末世魔军势力强

处处　场多障碍　　国王宰官多邪见

博学之士偶得信　　亦少如法而修行

间有成德之志士　　欲建无上大法幢

财力人力每不足　　愿天回忆文佛事

曾费几多维护力　　如今缕缕一　法

如是法　极珍贵　　当超护持文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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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加努力咸拥护　　令其大愿成德士

寿长福多权威大　　得续文佛大事业

重兴广大佛法幢　　密密将护我启请

密密将护我启请

　　癸巳秋撰於西竺茅　　

　　

　　

　　

　　

护法诸天启请偈

林上师

文佛八相成　曾蒙诸天勤护持

正法亿载弘扬仍赖众圣竭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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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佛众三相续菩提心启请颂

陈祖师

诸佛无尽大事业，众生无尽诸罪福，

我愿无尽作中心，上下相续常启请。

如彼降神於行者，承诸佛德生胜解；

又如鬼附病人身，代鬼需索亦复然。

我身父母所生者，我智诸佛所加被，

於此无有自性我，　利他外何所作？

佛加被我利众生，我摄众生以皈佛，

息息相续恒不断，菩萨行愿当如是。

众生住佛法身体，众生资佛报身福，

众生启佛化身悲；无众则无有诸佛，

无众则无有菩萨，无众则无有菩提。

众生曾作我父母，众生是菩萨行处，

众生有诸佛示现，如彼文佛宿生时，

示现大象及鸟身，度彼同类可为证。

由损恼众堕三　，由利益众证三身，

恒顺众生佛最喜，损恼众生即　佛。

行者众生与诸佛，菩提於中为贯穿；

善相续者得成佛，是故当发菩提心。

菩提心月三摩地，金刚心杵五智具，

光明收放　圣凡，诸佛十力与五智，

光被我身生胜解，我身智力传於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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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众成佛我启请。众生所作多属罪，

愿代忏悔摄入我，我摄诸罪化成光，

此光供佛我启请。

文殊历劫所集智，智光入我生胜解，

我以智剑授於众，令除愚　我启请。

充满一切有情心，恒顺一切有情意，

令诸有情心欢喜，由智显悲我启请。

观音历劫所集悲，化光入我生胜解，

我以悲心代众苦，令众解脱我启请。

了知众生之心思，转变众生之心识，

开显众生之心性，由悲显智我启请。

大势历劫所集力，化光入我生胜解，

我以大力除众魔，令众离苦我启请。

能拔众生魔入因，能除初修　上障，

能与行者十力果，力显悲智我启请。

东方有佛名不动，喜悦　土具众德，

忍见众生常散乱，我代众求证不动。

南方有佛名多宝，具德　土平等心，

忍见众生沉悭贪，我代众求证多宝。

西方有佛无量寿，极乐　土寿自在，

忍见众生无常苦，我代众求无量寿。

北方有佛不空成，胜业　土大事业，

忍见众生堕顽空，我代众求不空成。

中央毗卢　那佛，奥明　土法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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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见众生忘本性，我代众求证法身。

如佛意旨行　土，咐嘱於我行娑婆，

乃至　行六凡界，如佛意旨我启请。

佛圆镜智入我心，我心智光入於众，

令众显智去　恚，复用大　以供佛。

佛平等智入我心，我心智光入於众，

令众显智去骄慢，复用大慢以供佛。

佛妙观智入我心，我心智光入於众，

令众显智去贪染，复用大贪以供佛。

佛成作智入我心，我心智光入於众，

令众显智去嫉妒，复用大嫉以供佛。

佛体性智入我心，我心智光入於众，

令众显智去愚　，复用大　以供佛。

地大黄色空行母，以地精华入我身，

令我充实能生力，此力出生众菩提。

水大白色空行母，以水精华充我身，

令我充实滋润力，此力开敷众菩提。

火大红色空行母，以火精华充我身，

令我充实热诚力，此力成熟众菩提。

风大　色空行母，以风精华入我身，

令我充实转轮力，此力　转众菩提。

空大蓝色空行母，以空精华入我身，

令我充实体性力，此力圆成众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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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佛母佛慈眼照，照见我心照见众，

照见业因及业果，照见体性本自空！

天　五衰苦现时，任落一　苦更多，

如是天苦摄我心，佛慈令转宝生佛。

修罗疑嫉杀伐苦，任落一　苦更多，

如是彼苦摄我心，佛慈令转不空佛。

人　杂染二障苦，不久将堕於三　，

如是人苦摄我心，佛慈令转宝生佛。

畜生愚　杀害苦，辗转增盛苦更多，

如是畜苦摄我心，佛慈令转不动佛。

饿鬼饥渴脓血苦，长劫难尽苦难堪，

如是鬼苦摄我心，佛慈令转弥陀佛。

地狱八寒八热苦，长劫难尽苦难堪，

如是彼苦摄我心，佛慈令转毗卢佛。

自心　心狱众现，证　性空喜金刚，

三续起灭得同时，无间相应我启请。

自心慢心天人现，证慢性空密集尊，

三续起灭得同时，无间相应我启请。

自心贪心鬼众现，证贪性空大幻网，

三续起灭得同时，无间相应我启请。

自心疑心修罗现，证疑性空大威德，

三续起灭得同时，无间相应我启请。

自心　心畜众现，证　性空胜乐尊，

三续起灭得同时，无间相应我启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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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别离时父母苦，我心充彼作正念，

生无常心皈依佛，乃至能忍於法爱。

怨憎会时父母苦，我心充彼作正念，

生出离心皈依法，乃至能忍於法怨。

五阴炽盛父母苦，我心充彼作正念，

转成五智皈依僧，乃至能忍於无生。

生老病死父母苦，我心充彼作正念，

如佛四门之故事，乃至出家证菩提。

何人苦修未证者？我身现彼作加持；

何人嫌法难成者？我身现彼作保证；

何人怖畏魔障者？我身现彼作调伏；

何人将遭中断者？我身现彼作回　。

刀兵水火八难时，我身现彼作救主，

由得救时皈依佛，佛化身悲充我心。

一切恶果成熟时，我身现彼作救主，

由得救时皈依佛，佛化身悲充我心。

亲友财物　　时，我身现彼作救主，

由得救时皈依佛，佛化身悲充我心。

中阴孤自飘零时，我身现彼作救主，

由得救时皈依佛，佛化身悲充我心。

亲见阎罗宫殿时，我身现彼作救主，

由得救时皈依佛，佛化身悲充我心。

佛心充满於我心，我心充满於众心；



普贤王如来坛城法　常诵偈颂及简轨集

45

愿众充满於我心，我心复充於佛心。

佛心充我我具智，我心入众以　悲；

众心入我能生信，由此信心得成佛。

我虽未及常见佛，佛则常常能见我；

众虽未能普生信，我则普　悲悯众。

悲心信心两契合，愿我与众同成佛；

心佛众生一体中，愿我与众同证入。

勤缘众苦我生悲，同体大悲出化身，

化身六　与十力，愿我具足以度众！

勤缘佛慧我生智，无缘大悲出化身，

化身五智卅二应，愿我具足以度众！

智佛悲众相应处，无　方便我心生，

勤修方便　於众，令众成佛佛愿满。

於佛前报众生恩，於众生前报佛恩；

如此辗转胜事业，愿我具足寿自在。

以无死力常　转，以无生力常清　，

以无住力常解脱，生佛心前我启请。

我身为佛而服役，我心为众而祈祷；

佛愿无尽我无尽，众未度尽我不死。

菩提本性无圣凡，亦无行者亦无缘，

亦无来去与相续，本来清　大圆满。

亦无度凡之圣者，亦无入圣之凡人，

亦无牵合之行者，胜义菩提离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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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心而自发者，毋发心而反执心；

如是胜义菩提心，愿众任　自安住。

佛入我身非是入，我入众心非是出；

法流周转无来去，法光变幻无穷尽。

竖　三世横十方，法身圆满即我身；

法身标帜无尽藏，愿为众现我启请。

癸巳七月初十造於北天竺五槐茅　

〈心佛众三相续菩提心启请颂〉之观想

　　依《　颂集》内〈心佛众三相续菩提心启请颂〉而

起观想者，就是念此颂时，依此颂观想，则对修大悲

心、菩提心有密切关　，故将观想附录於此。

　　先从对面虚空中央，观想一释　牟尼佛（如已皈

依，有「肉身上师」可观想之，不必观释尊也）。由释

尊座下，开出普贤王如来，再下而五方佛，而五金刚，

外面为五空行，再下（空行之下）为文殊、观音、金

刚手三菩萨。外以菩提心成就之菩萨众围绕。自身成本

尊身（成四臂观音）。前为冤亲债主，右为父亲，左为

母亲，後则依次为地狱、饿鬼、畜生、人、修罗、天六

　。依颂词　到之处，　缘观想放光。若　到「三续起

灭得同时」之颂词，同时内观五轮。其　　颂词如文观

想可也。　时，左手摇铃，右手持杵，可以思维意义，

但不必打鼓，以不是　词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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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师启请短颂

本来清　一文殊　度母观音现　珠

无尽慈悲何处寄　止啼黄叶六洲敷

陈祖师行状短颂

文殊降诞湘攸城　稚年诗书早扬名

观音化现嘉偶成　齐眉诵经鬼跪听

由显入密满加行　比肩中年齐开顶

岩居献花及天龙　船居一碧印江明

孤身上　万里程　为求密隐入藏中

卅七上师之恩宠　五百灌顶得传承

七派大法尽受领　恩海　波济群生

闭关印北廿五冬　茅　仰瞻圣母峰

蒲团七破守孤灯　胜乐三身皆亲证

知恩禅海立塔灯　事印大印广推恩

中黄督脊分渭泾　印　耶儒细检评

佛教禅定示　径　光明法藏尽囊倾

英著百种六洲赠　短笛　　劝世醒

文佛咐嘱龙跪请　飞临美洲大法弘

放生龟鸟卅万命　超幽环球千万灵

火供二百致感应　解救众生诸苦情

献瓶百半入龙宫　为众奔波忘己宁

五经四海讲会　　　鸽风雨兴晨钟

曲肱法界任论衡　乐空不二怀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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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笺翩翩起舞龙　佛像栩栩分众供

立五轮塔放彩虹　敲幽冥钟慰幽灵

大愿欲建佛坛城　　致世界真和平

　形吉地幸购成　坛场起建方待兴

众生罪苦师代承　示现无常与疾病

临终五会天乐　　荼毗舍利雨如虹

尊塔长镇宝岛宁　法身恩光普照临

诺那祖师　

　敬礼　具德根本上师诺那活佛前

瑜伽无上金刚乘，不动实际我皈依，

竖穷三世横十方，一心依止善知识；

无量功德本师宝，具足诸佛波罗蜜，

大乐大明大方便，法尔金刚大总持。

三千大千无量界，十方地水火风空，

自他一切身口意，平等心愿供师尊。

罪福原来无自性，贪　　等本不生，

虚妄分别之所起，住无忏悔而忏悔，

无修而修无证证，无度而度摄受尽，

本师无　广大业，愿住大乐而　喜！

无尽法界尘沙海，广大清　妙庄严，

住於不住无量劫，本师恒转妙法轮。

我此礼　供养福，请佛住世转法轮，

　喜忏悔诸善根，愿显有情本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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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生大士颂

敬礼　　华生大士主眷前

密海恩源无死　华生，庄严教化无死二佛母，

荷担事业多吉勒巴尊，当前示现无碍光明中。

释　为身阿弥陀为语，大悲观音三尊总集体，

每　初十神　自降临，当前摄受无碍光明中。

大印事印密法之精华，主教助教空乐师父母，

受恩甚深谁更　於我？当前亲教无碍光明中。

忍小就大　成金刚持，接最後机无死长报恩，

众生待救任重而　　，当前成熟无碍光明中。

铁鸟飞空　形已出土，种种授记中国正当时，

受恩甚深谁更　於我？当前咐嘱无碍光明中。

任何指示任何正当作，一切唯命无有不从者，

时量提早证量大圆满，如此无比殊胜大事业，

惟求上师父母垂加持！

  　 师 　　

佛光照射　花上　为渡众生现童身

立为太子国富饶　藉犯恶行　出离

博　知识修佛法　常居尸林现神变

调伏魔众教空行　　化十方广渡众

应请入藏建桑耶　密法根源由兹立

坛城传法廿五尊　红袍白衣续法　

经续择要梵译藏　法藏汇聚雪域国

大圆满教本　观　地水空心寄伏藏

无死虹身任　现　福缘弟子咸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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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启请颂

藏密恩源虹光身，无死济世任　现；

空乐光明加持　，俱生妙喜环宇春。

师母移喜磋嘉　

　敬礼　无　亥母移喜磋嘉祖师前

无　瑞兆拥护来，从大乐宫而降诞，

法王国王之庄严，持续密法师前　。

能授　师以大乐，能为　师作密传，

能令　师法增长，大智法主师前　！

无　功德集一身，难调能调甚希奇，

神　能空地狱众，大悲大力师前　！

梦中安住尸陀林，　师左方示尊严，

为降魔後传慧灌，亲示　宫师前　！

无漏方便传口诀，双　姿态蒙亲示，

　师亦转本尊身，充母助教师前　。

何时得於光明中，现身为师复为伴，

我谨殷重而启请，愿母恩源常不断。

如尊化身苏卡师，常作抽米师助伴，

我亦如是谨叩祷，愿母破格而开恩，

疾　亲现於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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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喜磋嘉祖师　

世间尊荣早知　　密法甚深堪修持

　师心要能总集　神　化度屡彰现

雪山苦修几濒死　双　实践融乐明

伏藏传法待因缘　藏密恩源蒙流传

移喜磋嘉祖师祈请颂

密法祖母前　法孙来顶礼

金　至末法　稀微胜一　

有缘屈指数　堪修又几位

自障比比是　投入多　难

考验纵山积　赤忱未稍移

但为渡众苦　捐躯何所计

唯求母慈悯　护　真行人

早令契空乐　堪能弘贪　

如母恩长　　　济如母众

师母们都那哇　

敬礼　无　亥母们都那哇祖师前

无死　师大神变，惟师佛母所感召，

以身庄严显师德，水火自在师前　；

难调能调助神变，化度功德难思议，

能倾全国王臣众，皈依师尊母前　。

深　伴师修双　，两两成就无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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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殊胜之果德，无量拜倒师前　！

虹光无死之根本，大乐大空之智慧，

如母美称大乐王，愿　亲见师前　。

我以无方分信心，信母能　如誓现，

又以无方分悲心，为利众生愿　见；

修气修空修双　，尽其一切之支分，

凡所有能见师者，愿我疾　能积集，

愿得师母为助伴。

曼　拉娃祖师　

贵为公主乐出离　领众修行趋本　

慧眼能识　师德　以身相许超世俗

柴薪大火转成湖　举国倾倒咸皈化

无死岩穴修双　　骨饰庄严虹光身

救脱难女成空行　提　後　胜楷模

住世化现纽古妈　恩德彰显无量寿

曼　拉娃祖师祈请颂

早悟虚荣出离修，曼妙祖母牵上　！

慧心能了贪　　，曼妙祖母开法眼！

神　任　恒自在，曼妙祖母令皈化！

离俗苦修证极果，曼妙祖母助早成！

拔苦直至融空乐，曼妙祖母恒护佑！

纽古六法无尽恩，曼妙祖母赐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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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勒祖师　

术法能降雹　灭敌知悔悟

业果求出脱　无常　精　

信师任折磨　衣食尽不顾

岩居　证德　传法待徒来

　　传千古　法子成宗师

密勒祖师祈请颂

信师坚毅谁能比？　密祖加持我信坚！

忍苦耐磨无人及！　密祖加持我忍耐！

无常业果常戒惧！　密祖加持我精　！

衣食不顾岩居修！　密祖加持我恒毅！

飞行穿石皆证　！　密祖加持我证果！

歌　法　代代传！　密祖加持我渡众！

妈几祖师　

切断身执化供施，智悲妙用融法界，

无我难修示捷径，创法反哺唯妈几！

圣者　林上师　

弟子王浩

　敬礼顶严　金刚　华上师林佛前

　禅华严辑珍论 偈要讲译汇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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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智慧放金光 林师妙德前　礼 大智 

    

献瓶三洲越三千　 宝瓶观音 四海闻  

菩提茁长福缘聚 林师圆　前　礼 大悲

祈请即感金身临 火供事业履佛行

虹映明窗千里雪 林师密主前　礼　 大力

清凉峰顶礼　师 大士　戏示圆帽

普愿见师即见佛 林师乌金前　礼　 化身

四十八会圆师愿 三十二应展慈恩

三圣齐临颇瓦证　林师弥陀前　礼　 化身

身教言教大圆融　豁破念执　一体

锋  行持仰志节　林师胜乐前　礼　 报身

代祷无分亲与疏　屡蒙感应仅报名

若非法身孰堪能　林师大日前　礼　 法身

    

尊即历祖总集体　尊即本尊护法众

尊即空行坛城主　林师四根本前礼　 共德

矜祈滴水之　叹　惑慢障业悉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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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死　华生， 缘俱义利藏，

事业无尽！ 伊谁堪担当？

具誓名称　， 多吉勒巴尊，

悲彻骨　， 如影　众生。

心种红黑只， 以诛而怀之，

光明周　，  魔背到芒刺。

圆　忿怒目， 眈眈如虎视，

袭掠魔心， 令住大善　。

右手天铁椎， 椎击心要　，

守护本　， 坚定大圆满。

左手鼓风筒， 扇起智慧焱，

烧尽三有， 而不著草茵。

骑具神足羊， 如电光　　，

承办事业， 大力大振作。

三界为动摇， 大地为镇伏，

当今多吉勒巴　

　敬礼　荷担　师事业当今多吉勒巴大护法前

转执成　誓句固　融入浩海以承德　求祈加持

　苑馥郁胜士勇　根深林茂凤来仪

妙华广敷十方界　　至本来清　地　推恩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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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 兄弟威德足。

十二护法母， 断犯戒身命，

且猛且慈， 如母怒　婴。

末世五浊盛， 佛子沙中金，

如护己目， 主眷如仆媵。

谁作烦恼者， 　大圆满见？

抓破心魔， 誓语其忆起。

具见诸行者， 坚固四性戒，

　戏神变， 誓语其忆起。

死魔与病魔， 天魔烦恼魔，

佛芽多障， 誓语其忆起。

　处穴居者， 久修未证者，

开发功德， 誓语其忆起。

善妙承事者， 大乐授予者，

摄受顺利， 誓语其忆起。

反　师法者， 毁谤与阻障，

缘俱义利， 誓语其忆起。

复兴　师教， 为三有依怙，

宏愿相契， 誓语其忆起。

大教大果乘， 大法大化　，

大事大业， 誓语其忆起。

闻尊誓语者， 诵此　词者，

显智悲力， 誓语其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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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多吉勒巴祈请颂

能承　师大事业  悲心绵延护法　

密法修行多险阻  唯仰尊威得　畅

祈　偈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护　总集文殊示现陈祖师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愿　离苦得乐福慧咸增长

大海龙王　

龙心慈悯比海深　雨露普降润大千

宝瓶垂纳为菩提　福缘众生咸蒙恩

大海龙王启请颂

龙王龙后慈悲深，推广弘扬理繁琐，

　细靡　周全护，恩　全球德泽长！

韦驮菩萨启请颂          

护持佛法大将军　四大天王咸　　

汉地寺宇普供奉　显扬圣教无　力

眷顾行人为亲子　适时鼓励与补给

如护陈师未暂离　恩光及我以利众

祈加持颂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怙　总集观音示现林上师

令我随缘开显贪自性　赐我早日证达明空乐

应机救渡长住虹光身　开示妙法普渡六道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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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乐金刚 

敬礼　上师胜乐金刚无分前

吓为无生体空超言诠，噜为无灭离於众因缘，

噶为无依不住任何处，礼　普贤如来所显前。

饮者受用无漏大乐花，血者诸佛慧命之精华，

常乐我　四德总集者，礼　本尊胜乐金刚前。

天衣欲飞气概何轩然，十字杵高事业任　圆，

菩提半月愉悦无穷尽，礼　本尊上方胜庄严。

不入虎穴焉能得虎儿，以毒攻毒取所调虎皮，

无畏解脱出入　花　，礼　本尊下方妙威仪。

诸法清　妙欲　无　，俱生大智显露欢喜禅，

谁能体味刹那超三界，礼　本尊所抱亥母前。

身受心法四念金刚坚，息增怀诛四事自在全，

四身四智四德皆配合，礼　本尊四方空行前。

　戏神变解脱成天真，慧剑长倚护持密行人，

鸦面无染变现复变现，礼　本尊化现护法身。

　处甚深尸林谁问津，降格相从主眷做山神，

悲愿宏深誓为法戮力，礼　本尊罗叉依怙身。

我如小婴仰瞻秋空晴，浑身拜倒何日慰我情，

忽然显现我心清　　，礼　本尊二十四坛城。

主伴三坛外护总集恩，惟念七字能消万劫冤，

转变心识地　得自在，礼　本尊无上妙真言。

末世众生贪欲极炽盛，甚深妙　险哉极难行，

如蛇在竹或　或堕落，谁为拔度悲　仰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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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无比贤劫不常传，似犯实守勒马於　悬，

气　障难如盲处夜半，谁为援手哭诉主眷前。

具戒出离起分已深入，明空妙定菩提心增益，

如斯感得亥母示现因，　瑜伽士各知所缓急。

师恩覃深彻底　下情，本尊佛母爱我如小婴，

护法慈祥嘉善矜不敏，群德栽培顺缘助早成。

启请启请金刚大抽掷，　施妙智除众心烦热，

启请启请　花大腾挪，　施胜喜令住安乐窝，

廿四坛城独留犹未隐，究为谁者我殷重启请，

愿赐无死大乐智慧身，接最後机庄严大悲悯!

胜乐金刚　

根本愚　彻底清，无上空乐整体现；

毒即是空空即毒，即贪成　归本　。

息增怀诛任　行，安乐　施赐觉证；

慈悲无限喜无尽，欲海平宁砥柱渡。

胜乐金刚祈请颂

贪　渊深　空乐难契　愚　满目

证　晨星　已知皈依　复又投入

奈何证量　微薄难　　为树法幢

愿蒙垂慈　早契同体　群生普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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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乐父母颂

 嗡　敬礼　薄伽梵勇父自在

如大火劫猛烈炽燃中　　　其　收束有如肉髻然

獠牙威猛具大怖畏相　　　身放千种光芒而炽然

手持钺斧绳矛与天杖　　　虎皮为裙而穿著天衣　

如　如大　色前礼　

 嗡　敬礼　薄伽梵母金刚亥母前

圣母三界母　难胜名自在  部多畏长降母金刚大性母

金刚座母他不能胜眼旋动  能令毒尽母忿怒母獠牙母

尊胜母能令愚令　令懵母  大瑜伽亥母欲自在母前礼

金刚亥母启请颂

 敬礼　空乐根本金刚亥母前

　　　至心召请　亥母来顾　作金刚师

　　　　宫乳哺　　证佛果　长生普度

　　　时已不早　人已将老　哀我盲修

　　　瞎马险道　父母荼苦　末法颠倒

　　　亲眷虽离　师恩未报　任重　　

　　　证量难到　无　望处　唯尊引　

本面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本面！

　　　具足事智和合一味；能令众生，

　　　疾见本来面，证一味瑜伽。

　　　大手印母！大圆满母！

　　　大瑜伽母！大体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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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冠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智冠！

　　　具足金刚持母德相；能令众生，

　　　疾得大灌顶，证金刚持位！

　　　薄伽梵母！毗卢　那母！

　　　金刚持母！普贤王如来母！

　头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　头！

　　　具足大　明空体性；能令众生，

　　　疾依睡光明，证法身佛位。

　　　大　母！体性母！金刚亥母！

　　　大光明母！无上瑜伽母！

三目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三目！

　　　具足漏尽智等三明；能令众生，

　　　具白毫光相，疾证三世智。

　　　圣母！大中　母！三世智母！

　　　他不能胜眼旋动母！

四牙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獠牙！

　　　具足大　体性妙用；能令众生，

　　　证四无碍辩，得说法自在。

　　　獠牙母！忿怒母！伏魔母！

　　　部多畏母！能令愚令　令懵母！

钺刀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钺刀！

　　　具足大嫉钺刀种姓；能令众生，

　　　快断分别缠，荷诸佛事业。

　　　无我母！大般若母！大钺刀种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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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怖弑能分别不被彼胜母！

颅器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颅器！

　　　具足大贪空乐甘露；能令众生，

　　　疾证饮血尊大乐智慧身。

　　　大贪母！长降母！

　　　金刚大性母！大供养母！

两乳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两乳！

　　　具足空乐双　体性；能令众生，

　　　疾证空行网胜乐金刚位。

　　　欲自在母！大乐王母！

　　　俱生喜母！能长养佛菩提母！

腰腹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腰腹！

　　　具足福慧两足尊位；能令众生，

　　　疾证法色二身无　诸功德。

　　　尊胜母！福宝母！

　　　九种姿态母！一切佛身庄严母！

右足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右足！

　　　具足四德，不住生死；能令众生，

　　　疾证大涅　，得常乐我　。

　　　大佛母！密智母！

　　　吉祥母！秘密自证智母！

左足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左足！

　　　具足自在，不住涅　；能令众生，

　　　於生死海中而得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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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解脱母！欢喜母！三界至尊母！

　　　　戏自在母！　难胜名自在母！

密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密　！

　　　具足顺　，四喜四智；能令众生，

　　　溯俱生智而上，直得光明大灌顶。

　　　海螺母！金刚座母！乐藏母！

　　　俱生智母！能令毒尽母！

卡章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卡章加！

　　　具足阿罕双　胜伴；能令众生，

　　　疾证总集轮大乐金刚位。

　　　事业母！空行母！

　　　秘密应供母！欲自在清　母！

金刚亥母　

赐除烦恼赐显俱生智　赐调气　赐证无死果

赐伏魔仇赐摄十法界　礼　现前金刚大亥母

空行勇父　

金刚坚挺入深密，俱生妙喜超三世；

佛母空乐赖证　，贪毒本　依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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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臂大黑天　

胜乐坛城忠贞护　变现乌鸦任　飞

到处圣地簇集守　火供献瓶常蒙　

祈　偈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护　总集文殊示现陈祖师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愿　离苦得乐福慧咸增长

大海龙王　

龙心慈悯比海深　雨露普降润大千

宝瓶垂纳为菩提　福缘众生咸蒙恩

大海龙王启请颂

龙王龙后慈悲深，推广弘扬理繁琐，

　细靡　周全护，恩　全球德泽长！

韦驮菩萨启请颂          

护持佛法大将军　四大天王咸　　

汉地寺宇普供奉　显扬圣教无　力

眷顾行人为亲子　适时鼓励与补给

如护陈师未暂离　恩光及我以利众

祈加持颂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怙　总集观音示现林上师

令我随缘开显贪自性　赐我早日证达明空乐

应机救渡长住虹光身　开示妙法普渡六道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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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亥母　

赐除烦恼赐显俱生智　赐调气　赐证无死果

赐伏魔仇赐摄十法界　礼　现前金刚大亥母

金刚亥母启请颂

　敬礼　空乐根本金刚亥母前

至心召请　亥母来顾　作金刚师

　宫乳哺　　证佛果　长生普度

时已不早　人已将老　哀我盲修

瞎马险　　父母荼苦　末法颠倒

亲眷虽离　师恩未报　任重　　

证量难到　无　望处　唯尊引　

本面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本面！

具足事智和合一味；能令众生，

疾见本来面，证一味瑜伽。

大手印母！大圆满母！

大瑜伽母！大体性母！

智冠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智冠！

具足金刚持母德相；能令众生，

疾得大灌顶，证金刚持位！

薄伽梵母！毗卢　那母！

金刚持母！普贤王如来母！

　头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　头！

具足大　明空体性；能令众生，

疾依睡光明，证法身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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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母！体性母！金刚亥母！

大光明母！无上瑜伽母！

三目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三目！

具足漏尽智等三明；能令众生，

具白毫光相，疾证三世智。

圣母！大中　母！三世智母！

他不能胜眼旋动母！

四牙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獠牙！

具足大　体性妙用；能令众生，

证四无碍辩，得说法自在。

獠牙母！忿怒母！伏魔母！

部多畏母！能令愚令　令懵母！

钺刀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钺刀！

具足大嫉钺刀种姓；能令众生，

快断分别缠，荷诸佛事业。

无我母！大般若母！大钺刀种母！

能怖弑能分别不被彼胜母！

颅器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颅器！

具足大贪空乐甘露；能令众生，

疾证饮血尊大乐智慧身。

大贪母！长降母！

金刚大性母！大供养母！

两乳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两乳！

具足空乐双　体性；能令众生，

疾证空行网胜乐金刚位。

欲自在母！大乐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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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生喜母！能长养佛菩提母！

腰腹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腰腹！

具足福慧两足尊位；能令众生，

疾证法色二身无　诸功德。

尊胜母！福宝母！

九种姿态母！一切佛身庄严母！

右足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右足！

具足四德，不住生死；能令众生，

疾证大涅　，得常乐我　。

大佛母！密智母！

吉祥母！秘密自证智母！

左足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左足！

具足自在，不住涅　；能令众生，

於生死海中而得大自在。

大解脱母！欢喜母！三界至尊母！

　戏自在母！　难胜名自在母！

密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密　！

具足顺　，四喜四智；能令众生，

溯俱生智而上，直得光明大灌顶。

海螺母！金刚座母！乐藏母！

俱生智母！能令毒尽母！

卡章　愿率三界，皈依金刚亥母卡章加！

具足阿罕双　胜伴；能令众生，

疾证总集轮大乐金刚位。

事业母！空行母！

秘密应供母！欲自在清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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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几祖师　　

切断身执化供施，智悲妙用融法界，

无我难修示捷径，创法反哺唯妈几！

六类空行母　

敬礼　六类空行母前

胜义光明母， 无间靡　现，

须臾不离， 任谁具本面。中央者

智慧金刚母， 离断自澄清，

意态娴雅， 生法本现成。东方者

解脱事业母， 无畏若火焰，

袭掠魔心， 尽性无拘检。北方者

大乐　花母， 空房显智喜，

色舞眉飞， 春风育桃李。西方者

庄严宝生母， 富丽孰比肩！

光彩夺魄， 摩尼在心田。南方者

世间空行母， 不动法本位，

　出污泥， 　欲现妩媚。世间者

秋高无云空， 孰能体此意？

　得偎亲， 便登普贤位。中

平淡嫌粉饰， 裸体绝绮练，

视　甫交， 镜影如相恋。东

当体无情面， 直下斩其全，

杀活同时， 无所　於天。北

何分古与今? 何分昏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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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醒人， 终古长依卿。西

风月无尽藏， 贵贱咸瞻仰，

袖　乾坤， 心花长自赏。南

玉骨而冰肌， 月貌衬云裳，

空乐不　， 长为大事忙。世

怀宝行乞孩， 狐掘而狐埋，

何日云已， 誓语其忆起。中

日用不能知， 归而有　师，

坦　莫履， 誓语其忆起。东

如扶醉人然， 东西各自偏，

失之当体， 誓语其忆起。北

狗骨味自血， 空乐不相契，

堕入雾　， 誓语其忆起。西

买椟而　　， 反裘而负薪，

昧平等理， 誓语其忆起。南

开发　花藏， 身供殊大方，

宏愿贯耳， 誓语其忆起。世

本觉自明境， 处囊如脱颖，

鞭辟入　， 誓语其忆起。中

无修离冀疑， 平常不希奇，

就在者　， 誓语其忆起。东

贪　　慢疑， 体用不分歧，

活脱在理， 誓语其忆起。北

色声香味触， 一体五妙欲，

心空及矣， 誓语其忆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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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光如虹霞， 平等性为家，

充满法喜， 誓语其忆起。南

今之勒古妈， 与移喜磋嘉，

　此　此， 誓语其忆起。世

今之长寿女， 如作密勒侣，

有以有以， 誓语其忆起。世
　　　

启请空行母众忆起誓语颂

敬礼　空行总主金刚亥母

敬礼　空行誓句

空乐根本空行母，出生智喜　花乐，

能与行者金刚持，忆起誓语我启请。

丢松倾巴成佛地，噶马惹彼犹在望，

金刚手前曾发誓，以身为伴助成就。

行者发大菩提心，即身欲取无死果，

空乐根本之所依，忆起誓语我启请。

戒犯未　我当　，启请不诚我当诚，

大印未深我当深，气功未精我当精，

明点未盈我当盈，噶马惹彼所发誓，

金刚手前所发誓，殷重启请　忆起，

现前示现作助伴。信心悲心两契合，

刹那当现於我前，三年五载纵不现，

一息尚存不失信；我持我因终得果，

不现亦无伤我因，设使此生不蒙现，

临终亦不　信心。生生世世常启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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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有示现之良辰，誓句终不欺行者，

秘密主尊可保证。现已固是成就缘，

不现策发精　因，为利众生愿提早，

此信固可契悲心。噶马惹彼所发誓，

金刚手前所发誓，殷重启请　忆起，

现前示现作助伴。昔日藏师朝印度，

得　勒古妈母佛，从天下降为灌顶；

又　苏卡洗底师，为灌且作终身伴；

荡　借波大祖师，及其徒打那拉　，

先後皆得　空行。我以罪业　缚身，

生此末法之时代，信心不敢落师後，

悲心当蒙胜於前。古代萨拉哈祖师，

夏哇缕与雅火拉，皆依空行得大成。

如彼祖师愿效法，毕哇师蒙无我母，

灌顶顿证六地位。如斯极妙胜因缘，

愿我此座即现起。蒙恩已得空行法，

二十四坛犹未隐，如何得报深广恩？

惟有早日得亲见，为我上师当相依，

直成无死不　　，长住人天为　师。

空乐根本我启请！

空行勇父　

金刚坚挺入深密，俱生妙喜超三世；

佛母空乐赖证　，贪毒本　依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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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天母　

雪山佛国赖护佑　解疑授法袒虹身

每　难关赐指引　如母牵子方得安

四臂大黑天　

胜乐坛城忠贞护　变现乌鸦任　飞

到处圣地簇集守　火供献瓶常蒙　

韦驮菩萨启请颂

护持佛法大将军　四大天王咸　　

汉地寺宇普供奉　显扬圣教无　力

眷顾行人为亲子　　时鼓励与补给

如护陈师未暂离　恩光及我以利众

祈　偈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护　总集文殊示现陈祖师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愿　离苦得乐福慧咸增长

妙音佛母　

妙音源本寂　辩才显智深

慧堪配文殊　德称在磋嘉

启智赐证悟　开　增善巧

心明福自臻　千弦传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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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龙王　

龙心慈悯比海深　雨露普降润大千

宝瓶垂纳为菩提　福缘众生咸蒙恩

大海龙王启请颂

龙王龙后慈悲深，推广弘扬理繁琐，

　细靡　周全护，恩　全球德泽长！

祈加持颂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怙　总集观音示现林上师

令我随缘开显贪自性　赐我早日证达明空乐

应机救渡长住虹光身　开示妙法普渡六道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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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都借波　

敬礼　能除圣凡二执大自在护法王前

本觉智光为能显，离二　者所亲谒，

无所守护大守护，诸佛众生心密密。

二头二足二双手，张二弓箭正射击，

上手右射除佛见，下手左射除凡执，

二头相　皆半怒，黄色之中　红色；

黄表平等智能摄，红表尽法界所摄，

任　成就胜共德，具二离二二亦一。

其　身分青黑色，不动实际两足立，

为表现成本具足，全身裸露无严饰。

二分邪见魔自缚，箭令解脱施悲力，

平等差别智双　，四手自成四事业；

四性戒者如任　，无实广大与独一，

能不　反得守护，具大心者恒礼谒。

五尊长寿女　

敬礼　密祖不共护法五尊长寿女前

雪山密勒师，  三到修慧　，

志应於正，　　圣女长相　。

寿佛彻骨慈，　变现九种姿，

智慧事业，　　五尊兼荷之。

如意无死脂，　能解空乐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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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光高灼， 解脱无畏狮。中尊

智镜当胸持， 十界影在兹，

法幢高举， 护教常孜孜。东尊

胜乐调虎　， 妙味广　施，

吐宝无量， 平等以垂慈。南尊

寿瓶甘露池， 资粮矢志司，

驯众如鹿， 妙缘常护持。西尊

吉祥座相宜， 调贪喜出离，

如龙活脱， 证果了无疑。北尊

时乎不再来！ 无常日以催，

任重　　， 延寿仰栽培。

出离心如灰， 寒山岂招财，

童瓶身宝， 微尊焉免　。

妙体安乐窝， 俱生喜如何，

一蒙护爱， 顿显阿弥陀。

世事若空花， 矢志餐野麻，

一诚感矣， 誓语其忆起。

三昧雅所依， 开　腾身飞，

真俗契矣， 誓语其忆起。

戒定慧以全， 法报化以圆，

有以有以， 誓语其忆起。

明照不灭光， 　三世十方，

证无死体， 誓语其忆起。

具德如我师， 妙　祈垂慈，

　此　此， 誓语其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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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多吉勒巴　

敬礼　荷担　师事业当今多吉勒巴大护法前

无死　华生， 缘俱义利藏，

事业无尽！ 伊谁堪担当？

具誓名称　， 多吉勒巴尊，

悲彻骨　， 如影　众生。

心种红黑只， 以诛而怀之，

光明周　， 魔背到芒刺。

圆　忿怒目， 眈眈如虎视，

袭掠魔心， 令住大善　。

右手天铁椎， 椎击心要　，

守护本　， 坚定大圆满。

左手鼓风筒， 扇起智慧焱，

烧尽三有， 而不著草茵。

骑具神足羊， 如电光　　，

承办事业， 大力大振作。

三界为动摇， 大地为镇伏，

三百六十， 兄弟威德足。

十二护法母， 断犯戒身命，

且猛且慈， 如母怒　婴。

末世五浊盛， 佛子沙中金，

如护己目， 主眷如仆媵。

谁作烦恼者， 　大圆满见？

抓破心魔， 誓语其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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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见诸行者， 坚固四性戒，

　戏神变， 誓语其忆起。

死魔与病魔， 天魔烦恼魔，

佛芽多障， 誓语其忆起。

　处穴居者， 久修未证者，

开发功德， 誓语其忆起。

善妙承事者， 大乐授予者，

摄受顺利， 誓语其忆起。

反　师法者， 毁谤与阻障，

缘俱义利， 誓语其忆起。

复兴　师教， 为三有依怙，

宏愿相契， 誓语其忆起。

大教大果乘， 大法大化　，

大事大业， 誓语其忆起。

闻尊誓语者， 诵此　词者，

显智悲力， 誓语其忆起。

护法海会众总　

敬礼　事业根本一切智慧护法事业护法诸圣众海会前

无实广大心， 独一而任　，

性戒坚住， 心密护本分。稳都借波

独齿蒲巴尖， 独乳醍醐注，

独目慈瞻， 悲彻三无住。阿松妈

慧目　身闪， 九乘举其巅，

仰箭射空， 相乘不堕天。雅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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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且矢勤， 太虚电光掣，

法椎高举， 孰敢当大势。当今多吉勒巴

本尊父与子， 兼作护法事，

蒲巴尖锐， 能令魔善　。蒲巴

吉祥大黑天， 不动法性现，

胜共依怙， 普贤王本面。吉祥天母大黑袍双　尊

妙乐　戏身， 秘密行调伏，

哈哈吓吓， 拙火令成熟。四臂大黑天

无缘同体悲， 感应若回响，

如母忆儿， 闻声莫不往。六臂大黑天

总护汉地法， 　难益显威，

微子戮力， 吾其谁与归？韦驮将军

马鸣风萧萧， 法灯惟残　，

宝幢重兴， 断　破艰险。马头金刚

财力与权力， 三尊各共摄，

鼻箭　索， 法界无不及。三红尊

六十万俱祗， 诸佛所共现，

魔障所在， 灭於大火　。不动明王

五尊长寿女， 智慧与事业，

爱之固劳， 真俗两契洽。长寿女

本尊所示现， 伉俪咸威猛，

空乐不分， 引人入胜境。罗叉依怙

华严经出处， 龙宫多宝藏，

云行雨施， 大地沐恩光。龙王

大鹏金翅鸟， 能掩蔽三界，

万毒可除， 龙魔不能害。金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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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护教化， 捧　师马足，

四天泽被， 护关蒙恩多。四天王

主宰诸魔军， 三界悉镇伏，

自在摄受， 相依无败衄。大自在天

大威德所显， 心要法所在，

无间护持， 　眼莫敢对。掘尊

莲师手中　， 归伏不二过，

大力可使， 鲁阳其挥戈。大力尊

狞猛忿怒身， 勇力碎魔仇，

神变难思， 具誓助宏猷。药叉大将

虚空自在变， 千尊黑母主，

吞食三有， 佛子饮狮乳。吉祥天母

男女禽兽眷， 　杀八业全，

敲骨吸　， 四魔齐下咽。

一切黑色前， 变现复变现，

无量无染， 不失本来面。

狮虎鹿马骡， 羊龙牛神足，

寻声救苦， 踏魔何惨酷。

钺斧蒲巴剑， 弓矢矛棒椎，

　索锁铃， 武器列四陲。

　呸麻爵只， 挫写哈棒桶，

麻拉雅呸， 令死令懵懂。

虎豹象人皮， 骨肉血心肠，

旗展胜利， 威力何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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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戒当坚住， 繁律自全具，

我心　矣! 誓语其忆起。

死魔中断魔， 天魔烦恼魔，

消灭尽矣！ 誓语其忆起。

禅病四大病， 气病传染病，

莫能入矣！ 誓语其忆起。

盗贼等八难， 　品不相乱，

　障弭矣！ 誓语其忆起。

衣食住空行， 福寿权财名，

顺缘集矣！ 誓语其忆起。

三十七菩提， 八德五身齐，

佛果圆矣！ 誓语其忆起。

二臂大黑天　

智慧护法普贤佛　坚贞谦下力胜魔

宿世虔修效典型　今生身心袭旧模

吉祥天母　

雪山佛国赖护　　解疑授法袒虹身

每　难关赐指引　如母牵子方得安

吉祥天母启请颂

世乱群　　　正法难伸张

纵欲横行　　生态几濒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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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伞盖佛母启请颂

头目手足俱无数　方便无尽大佛母

大白伞盖荫大千　完整护佑常垂顾

拔苦与乐　　佛子每乏力

群生普济　　仰母常垂佑

世界安宁　　有情庆吉祥

觉　光耀　　天母放恩光

四臂大黑天　

胜乐坛城忠贞护　变现乌鸦任　飞

到处圣地簇集守　火供献瓶常蒙　

马头明王祈请颂

观音大慈现忿容　只因悲切魔难调

马鸣嘶裂愚　网　杵　剑杖伏妖邪

末法浊重清流稀　仰尊大力护菩提

圆成证德弘正法　法　绵延渡群生

六臂大黑天礼　

六　众苦　六方佛慈　六臂悉担荷

观音大悲　普度大慈　大力能开显

坚贞不移　　难益彰　如黑盖　色

不请自临　唯法是问　佛子真依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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忿怒相护法礼　

慈悯众生护正法　呵护心切真情露

恨不一举灭尽魔　那顾忿容吓坏人

怒目圆睁　冲冠　血口獠牙吞群邪

若见表相非真相　方悟怒容出婆心

毗沙门天王　

慷慨乐施多闻天　法宝世财应需来

宫殿庄严难思议　行人前程仰安排

毗沙门天王启请颂

正法罕值　密法难入　　众沉沦深

　难日亟　修　屡塞　觉士每艰辛

多闻好施　勇护佛　　福智无尽藏

悯子志纯　拥护牵引　渡生无尽期

东方天王　

蒙恩梦境朝尊颜　弹指全身转银白

敬谨顶礼求护佑　一心弘法为众生

四大天王　

持国护　常安宁　增长培育乐荣昌

广目开阔观法界　多闻普施荫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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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忍耶稣　

观音化现赐白袍　衬　字句出佛经

世间行　赖慈忍　每念临刑只孤身

坚牢地神　

承载万物任践踏，容受排泄不拒纳；

宝藏成果俱供施，地母恩德无限量。

大海龙王　

龙心慈悯比海深　雨露普降润大千

宝瓶垂纳为菩提　福缘众生咸蒙恩

天后妈祖　

观音本寂现默娘，海难安渡依妈祖，

圣德母仪尊天后，信众代代传香火。

格萨尔王启请颂

勋业彪炳王威赫，旌旗一展魔尽慑；

登堂坐镇施调度，鸿图大展法昌隆！

大海龙王启请颂

龙王龙后慈悲深，推广弘扬理繁琐，

　细靡　周全护，恩　全球德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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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翼德公

持咒放光佑群黎，显密圆融佛殿中；

护法翼德威势猛，蛇矛长穿　障弭。

韦驮菩萨启请颂

护持佛法大将军　四大天王咸　　

汉地寺宇普供奉　显扬圣教无　力

眷顾行人为亲子　　时鼓励与补给

如护陈师未暂离　恩光及我以利众

山神恩光

福德山神吉地主　　供经年示炉形

座落供需蒙指点　金豹守关虎猴　

尸林护法　

坚　事业骷髅　，空洞其身容众生；

千疮百孔任挖补，咸成一体共安眠。

护法关公启请颂      

忠义正气垂典范，环宇华人咸敬仰；

伽蓝菩萨尽职守，佛法传续赖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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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愿有缘生　信者　咸依此集修供　

常蒙圣众施恩宠　早得成就广渡众

二○○五年八月 　

　　养和斋　於加州 　

敬　门神

名垂青史有几人？　荫不息更稀微；

功　昭著护帝王，时潮民主佑百姓。

祈 　 偈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护　总集文殊示现陈祖师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愿　离苦得乐福慧咸增长

护法玄德公

礼贤行仁众心归　宁陷艰险不　众

桃园结义匡汉室　兄弟齐心扶法　

祈加持颂          

敬礼大恩门一切依怙　总集观音示现林上师

令我随缘开显贪自性　赐我早日证达明空乐

应机救渡长住虹光身　开示妙法普渡六道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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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用 简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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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生 简 轨

陈祖师

一、皈依

皈依金刚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反）

二、六字大明

嗡妈尼悲咪 （五或七反）

三、往生咒（三反）

南无阿弥多婆耶 多脱且多耶 多地也脱 

阿弥里多婆庇   阿弥里多   悉担婆庇　

阿弥里多 皮加兰地　阿弥里多 皮加兰多       

恰密尼　恰恰挪　只多茄利　娑婆诃

四、放生偈

放出生死涅　外　还归现成本地中

一放一切得全放　从无生生生佛同

五、　向

世界和平施主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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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林超幽简法

陈祖师

　　择一树下，面西而立。燃香三支，插於地上。预备

新米，亦陈於前。念佛恳请佛力加被，十方三世一切幽

冥。念满一圈阿弥陀佛，吹气於米，而加持之；观想此

米，即是弥陀所施甘露。而後　米，尸林经行。口诵佛

号，心维佛德，一一坟上，撒米加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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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符利众仪轨

林上师敬编

一、本　

　　观法界一切回归本　而现无限之蓝光。

二、观境

光中出现林上师，其顶上则为陈祖师。

林上师之右侧有韦驮菩萨，左侧则为海龙王。

行者前方为代求加被之苦众及亡者众。

此等则为轮　中一切众生所环绕。

全体仰望空中之圣众，亟盼得渡。

三、菩提

　〈圆融四无量心〉偈一　：

慈是与众生乐，悲是拔众生苦，

喜是法本　喜，　是离一切执。

慈之慈，慈之悲，慈之喜，慈之　；

悲之慈，悲之悲，悲之喜，悲之　；

喜之慈，喜之悲，喜之喜，喜之　；

　之慈，　之悲，　之喜，　之　。

而後，再　三　：

慈 悲 喜 　 

想四无量心圆融成真实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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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由行者心轮放蓝光普及一切众生，

并感得圣众亦放五色光加持一切众生及行者。

四、祈佑

　〈祈请师恩偈〉一　：

轮　苦众亟盼渡，师佛慈悯　群生；

我今化符以利众，愿承师恩　圆成！

五、化符

　　　「南无阿弥陀佛」及「嗡妈尼悲咪　」各六　表

示加被六　众生。　即化符。

　　想由弥陀圣号符化现无数阿弥陀佛之化身，一一接

引法界中之亡者众至　土。

　　想由六字大明符化现无数韦驮菩萨之化身，为一切

苦众一一消　添福，使彼等在解脱　上，渐入佳境。

六、谢恩

　〈谢恩偈〉一　：

弥陀接引往　土，韦驮护持渡苦厄；

上师手泽普济众，解脱　上恩光隆！

七、传续

　〈祈请　林上师长住世偈〉一　：

本来清　瑜伽士，双　妙化　华生；

空乐大喜无等伦，愿祈师寿恒驻世。

　〈传承绵延广化偈〉一　：

代代相传正法　，承先启後转法轮；

绵延法　圣众守，　照普济无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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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古　　荣利居士求作简轨，以供每日化拙书圣符二

种以利亡者及苦众之修持。感其菩提心愿，喜其欲得定

轨以　循，於一日之内即制订此轨。愿依此轨修习者日

增，使法益广被。

　二○○六年二月九日

　　养和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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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圆帽加被仪轨             

林上师敬编

前..行

安奉　师像、陈祖师像及林上师像

陈设　师圆帽於像前

供奉香灯等

正..行

一、顶礼三拜

二、皈依

法　皈依境启请颂　

本来清　陈祖师　金刚　华林上师

文殊观音正法　　智悲融　传十方

皈  依

皈依上师，融入慧命法　，永恒依怙。

皈依佛，　回归无限一体，永恒依止。

皈依法，　恢复本　念行，永恒依顺。

皈依僧，　践履觉　行持，永恒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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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菩提心

愿一切众生早日成佛！

圆融四无量心

慈之慈，慈之悲，慈之喜，慈之　；

悲之慈，悲之悲，悲之喜，悲之　；

喜之慈，喜之悲，喜之喜，喜之　；

　之慈，　之悲，　之喜，　之　。

四、　颂

陈祖师启请短颂

本来清　一文殊  度母观音现　珠

无尽慈悲何处寄  止啼黄叶六洲敷

陈祖师行状短颂

文殊降诞湘攸城　稚年诗书早扬名

观音化现嘉偶成　齐眉诵经鬼跪听

由显入密满加行　比肩中年齐开顶

岩居献花及天龙　船居一碧印江明

孤身上　万里程　为求密隐入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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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七上师之恩宠　五百灌顶得传承

七派大法尽受领　恩海　波济群生

闭关印北廿五冬　茅　仰瞻圣母峰

蒲团七破守孤灯　胜乐三身皆亲证

知恩禅海立塔灯　事印大印广推恩

中黄督脊分渭泾　印　耶儒细检评

佛教禅定示　径　光明法藏尽囊倾

英著百种六洲赠　短笛　　劝世醒

文佛咐嘱龙跪请　飞临美洲大法弘

放生龟鸟卅万命　超幽环球千万灵

火供二百致感应　解救众生诸苦情

献瓶百半入龙宫　为众奔波忘己宁

五经四海讲会　　　鸽风雨兴晨钟

曲肱法界任论衡　乐空不二怀抱中

诗笺翩翩起舞龙　佛像栩栩分众供

立五轮塔放彩虹　敲幽冥钟慰幽灵

大愿欲建佛坛城　　致世界真和平

　形吉地幸购成　坛场起建方待兴

众生罪苦师代承　示现无常与疾病

临终五会天乐　　荼毗舍利雨如虹

尊塔长镇宝岛宁　法身恩光普照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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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生大士颂

敬礼　　华生大士主眷前

密海恩源无死　华生，庄严教化无死二佛母，

荷担事业多吉勒巴尊，当前示现无碍光明中。

释　为身阿弥陀为语，大悲观音三尊总集体，

每　初十神　自降临，当前摄受无碍光明中。

大印事印密法之精华，主教助教空乐师父母，

受恩甚深谁更　於我？当前亲教无碍光明中。

忍小就大　成金刚持，接最後机无死长报恩，

众生待救任重而　　，当前成熟无碍光明中。

铁鸟飞空　形已出土，种种授记中国正当时，

受恩甚深谁更　於我？当前咐嘱无碍光明中。

任何指示任何正当作，一切唯命无有不从者，

时量提早证量大圆满，如此无比殊胜大事业，

惟求上师父母垂加持！

  　 师 　　

佛光照射　花上　为渡众生现童身

立为太子国富饶　藉犯恶行　出离

博　知识修佛法　常居尸林现神变

调伏魔众教空行　　化十方广渡众

应请入藏建桑耶　密法根源由兹立

坛城传法廿五尊　红袍白衣续法　

经续择要梵译藏　法藏汇聚雪域国

大圆满教本　观　地水空心寄伏藏

无死虹身任　现　福缘弟子咸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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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母移喜磋嘉　

敬礼　无　亥母移喜磋嘉祖师前

无　瑞兆拥护来，从大乐宫而降诞，

法王国王之庄严，持续密法师前　。

能授　师以大乐，能为　师作密传，

能令　师法增长，大智法主师前　！

无　功德集一身，难调能调甚希奇，

神　能空地狱众，大悲大力师前　！

梦中安住尸陀林，　师左方示尊严，

为降魔後传慧灌，亲示　宫师前　！

无漏方便传口诀，双　姿态蒙亲示，

　师亦转本尊身，充母助教师前　。

何时得於光明中，现身为师复为伴，

我谨殷重而启请，愿母恩源常不断。

如尊化身苏卡师，常作抽米师助伴，

我亦如是谨叩祷，愿母破格而开恩，

疾　亲现於我前！

　师启请颂

藏密恩源虹光身，无死济世任　现；

空乐光明加持　，俱生妙喜环宇春。



普贤王如来坛城法　常诵偈颂及简轨集

104

移喜磋嘉祖师　

世间尊荣早知　　密法甚深堪修持

　师心要能总集　神　化度屡彰现

雪山苦修几濒死　双　实践融乐明

伏藏传法待因缘　藏密恩源蒙流传

移喜磋嘉祖师祈请颂

密法祖母前　法孙来顶礼

金　至末法　稀微胜一　

有缘屈指数　堪修又几位

自障比比是　投入多　难

考验纵山积　赤忱未稍移

但为渡众苦　捐躯何所计

唯求母慈悯　护　真行人

早令契空乐　堪能弘贪　

如母恩长　　　济如母众

师母们都那哇　

敬礼　无　亥母们都那哇祖师前

无死　师大神变，惟师佛母所感召，

以身庄严显师德，水火自在师前　；

难调能调助神变，化度功德难思议，

能倾全国王臣众，皈依师尊母前　。

深　伴师修双　，两两成就无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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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殊胜之果德，无量拜倒师前　！

虹光无死之根本，大乐大空之智慧，

如母美称大乐王，愿　亲见师前　。

我以无方分信心，信母能　如誓现，

又以无方分悲心，为利众生愿　见；

修气修空修双　，尽其一切之支分，

凡所有能见师者，愿我疾　能积集，

愿得师母为助伴。

曼　拉娃祖师　

贵为公主乐出离　领众修行趋本　

慧眼能识　师德　以身相许超世俗

柴薪大火转成湖　举国倾倒咸皈化

无死岩穴修双　　骨饰庄严虹光身

救脱难女成空行　提　後　胜楷模

住世化现纽古妈　恩德彰显无量寿

曼　拉娃祖师祈请颂

早悟虚荣出离修，曼妙祖母牵上　！

慧心能了贪　　，曼妙祖母开法眼！

神　任　恒自在，曼妙祖母令皈化！

离俗苦修证极果，曼妙祖母助早成！

拔苦直至融空乐，曼妙祖母恒护佑！

纽古六法无尽恩，曼妙祖母赐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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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多吉勒巴　

敬礼　荷担　师事业当今多吉勒巴大护法前

无死　华生，缘俱义利藏，事业无尽！伊谁堪担当？

具誓名称　，多吉勒巴尊，悲彻骨　，如影　众生。

心种红黑只，以诛而怀之，光明周　，魔背到芒刺。

圆　忿怒目，眈眈如虎视，袭掠魔心，令住大善　。

右手天铁椎，椎击心要　，守护本　，坚定大圆满。

左手鼓风筒，扇起智慧焱，烧尽三有，而不著草茵。

骑具神足羊，如电光　　，承办事业，大力大振作。

三界为动摇，大地为镇伏，三百六十，兄弟威德足。

十二护法母，断犯戒身命，且猛且慈，如母怒　婴。

末世五浊盛，佛子沙中金，如护己目，主眷如仆媵。

谁作烦恼者，　大圆满见？抓破心魔，誓语其忆起。

具见诸行者，坚固四性戒，　戏神变，誓语其忆起。

死魔与病魔，天魔烦恼魔，佛芽多障，誓语其忆起。

　处穴居者，久修未证者，开发功德，誓语其忆起。

善妙承事者，大乐授予者，摄受顺利，誓语其忆起。

反　师法者，毁谤与阻障，缘俱义利，誓语其忆起。

复兴　师教，为三有依怙，宏愿相契，誓语其忆起。

大教大果乘，大法大化　，大事大业，誓语其忆起。

闻尊誓语者，诵此　词者，显智悲力，誓语其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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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师圆帽加被

亲见　　师恩

婴儿　师活生生，神　圆帽自飞　；

心　众苦欲阅报，有情平等现畜生。

　师圆帽加被祈请颂

大恩　师示现圆帽自飞　  索阅报张教示悲悯及末法

化现小犬令知供众即供师  缘俱义利常念推恩及有缘

愿众咸蒙师恩早证大圆满  敬　圆帽恳请殊恩垂加被

令凡见闻即同亲得朝圣颜  宿业冰消福慧增长至无尽

    林上师戴上　师圆帽，持　　师心咒百零八遍。

六、法　启请　向常诵偈颂

林上师祈请颂

法界本　金刚总持尊  无限智悲持　花事业

一体圆融化现居士身  求显本面祈请赐加持

当今多吉勒巴祈请颂

能承　师大事业  悲心绵延护法　

密法修行多险阻  唯仰尊威得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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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请　林上师长久住世永转法轮偈

　师密法依尊传，文殊慧灯依尊续，

唐密精义依尊明，祈师长寿转法轮！

传承绵延广化偈　

代代相传正法　，承先启後转法轮;

绵延法　圣众守，　照普济无尽灯!

吉祥圆满

二○○八年四月廿二日

养和斋　　於加州　

祈请　林上师长住世偈

本来清　瑜伽士，双　妙化　华生，

空乐大喜无等伦，愿祈师寿恒驻世！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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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相应法日修简轨

林上师  审订

弟子绵延敬编

顶礼佛坛上师三宝三拜，而後合掌虔　： 

一、南无本师释　牟尼佛　（三称）

　.〈法　皈依境启请颂〉　（三　）

本来清　陈祖师

金刚　华林上师

文殊观音正法　

智悲融　传十方

皈依金刚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　）

南无上师、本尊、空行、护法（三　）

三、合掌虔　：

无常　变瞬息间，有情漂流苦海中，

清明此座太珍贵，为众修轨证菩提。

四、观空

结定印，默　三　：

万法皆缘成，相依而共存；

　对立分别，现一体本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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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想全法界回归本来清　，而呈现无限之天蓝色光明。

由此空明中十法界如虹显现。

五、皈依

合掌虔　三　，并观想一切众生皆仰望空中之皈依境圣

众，而合声齐　：

皈依上师，融入慧命法　，永恒依怙。

皈依佛，回归无限一体，永恒依止。

皈依法，恢复本　念行，永恒依顺。

皈依僧，践履觉　行持，永恒依循。

六、四无量心

愿众具乐及乐因！ 

愿众离苦及苦因！ 

愿众不离无苦乐！ 

愿众安住平等　！

七、供奉

观想一切有情皆欣喜参预广大长　之供奉，并与行者

合声齐　：

　法界珍宝，倾明行证德，离惜　供献；

乞慈悯摄受，演妙法善巧，无疏漏救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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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颂

上师佛陀无二观  本来一体泯分别

心离执取契如来  弘法利生未曾停

　师密法依尊传  文殊慧灯依尊续

唐密精义依尊明  祈师长寿转法轮

九、持上师心咒及观想

嗡阿　 班札古鲁 诶旺德栋 悉地 　！

自观平常身或本尊身，面前空中观上师。一　持上师

心咒，一　观想上师依次授予四种灌顶如下：

一、上师顶轮白「嗡」放白光射入行者顶轮；此为初灌。 

二、上师喉轮红「阿」放红光射入行者喉轮；此为二灌。 

三、上师心轮蓝「　」放蓝光射入行者心轮；此为三灌。

四、上师心轮蓝「　」分出一个蓝「　」，射入行者心中

    与行者体性融为一体；此为四灌。

十、.补阙

　〈百字明〉三　。

十一、　向

1. 愿具德上师长住世，已辞世者早降诞。

2. 愿人类邪说暴行早日停止，佛法弘扬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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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颂”内的第一篇为 林上师的诗作〈师佛〉，第二

篇为王浩师兄的〈祈请 林上师长久住世永转法轮偈〉。

3. 愿我及众生精勤佛　，即生即身圆满佛果，永无　转。

4. 愿我及众生慈悲增长，直至圆满佛果，永无　转。

5. 愿我及众生智慧增长，直至圆满佛果，永无　转。

　　 愿一切众生早日成佛！

      吉祥圆满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普贤王如来坛城法　常诵偈颂及简轨集

113

祈请　林上师长住世偈 

弟子茶桶空行 

本来清　瑜伽士，双　妙化　华生， 

空乐大喜无等伦，愿祈师寿恒驻世！

祈请　林上师长久住世永转法轮偈 

弟子王浩 

　师密法依尊传，文殊慧灯依尊续， 

唐密精义依尊明，祈师长寿转法轮！

传承绵延广化偈 

弟子绵延 

代代相传正法　，承先启後转法轮; 

绵延法　圣众守，　照普济无尽灯! 

愿具德上师长住世，已辞世者早降诞。 

愿人类邪说暴行早日停止，佛法弘扬无碍。 

愿我及众生精勤佛　，即生即身圆满佛果，永无　转。 

愿我及众生慈悲增长，直至圆满佛果，永无　转。 

愿我及众生智慧增长，直至圆满佛果，永无　转。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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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印芳名

1139元 曾祚康全家 　苏昭硕 王国书全家

1000元 殷文俊全家  林˘宁全家

831元 刘佳悦

572元 放　心

346元 荣　风

300元 丝　绒

224元 《陈上师　土五经会　演讲笔录》　款

204元 　伟健

200元 本　　 高素梅全家 李全珍全家

 陈公骝 李翠锦全家 罗绍富全家

 张秀芬 陈　松全家 卜保才全家

 黄智经（马来西亚） 杨惟钦（马来西亚）

176元 邱宝贞

173元 隐名氏

114元 法界众生

100元 东　峰 孙时骏 　　兵全家

 晓　艳 李秀玲 张俊南

 无　畏 　新勤 汪家菊

 与　同 博　疆 李　淼

99元 顺　法

80元 陆志斌

20元 陈光兰

总金额11956元，印此圣书用7000元，

　款4956元用於寄　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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