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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道 上 師 ( 無 上 ) 供 養 儀 軌 

令 諸 供 境 歡 悅 論 
〔 住 名 為 深 道 上 師 ( 無 上 ) 供 養 儀 軌 令 諸 供 境 歡 悅 論 矣 〕 

嘎檔赤慶(敕誨大座)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菩提圓點睿賢甚

盛慧源處敕誨法之王。亦稱：第廿五世大乘法王蓮花戲遊金剛) 著 

那麼，於此分三：預備、正式、結尾。 
甲.預備 分二：共預備、不共預備。 
壹.共預備 分四：共皈依、不共皈依及發心、四無量、皈依

及猛力祈禱大尊者父子。 

共皈依 

以我及諸成母之具心 從今起乃至大菩提間 

皈依上師皈依諸醒盛 皈依勝法皈依聖集善 

(誦三遍) 

不共皈依及發心 

乃至菩提為止我皈依 於諸醒盛法及會中勝 

願以此諸以吾作施等 為了利益走者成醒盛 

(誦三遍) 

四無量(合掌唸誦) 

願諸具心具樂及樂因 願諸具心離苦及苦因 

願諸具心不離無苦樂 願具心住離親疏平等 

(誦三遍) 

皈依及猛力祈禱大尊者父子 

如是等同虛空之甚多走者弱小 
無依離親以己騙己之我們所有 
於為最勝救主大寶上師皈依矣 
於為最勝救主大寶醒盛皈依矣 
於為最勝救主大寶勝法皈依矣 



深道上師(無上)供養儀軌令諸供境歡悅論  2

於為最勝救主大寶集善皈依矣 
於為最勝救主大寶稀勝皈依矣 
於為最勝救主大寶尊者皈依矣 
於為最勝救主大寶導師皈依矣 
於為最勝救主大寶昆仲皈依矣 
於為最勝救主大寶嘎檔皈依矣 
上師大尊者上師大尊者諸稀勝 
縱樂縱苦除汝外無可冀求處故 
祈求於諸生鬘以智之大慧觀照 
祈求於諸生鬘以愛之大悲守護 
祈求於諸生鬘以作之大事業救 
作皈依矣具恩上師大尊者三寶 
作祈禱矣具恩上師大尊者三寶 
以智觀啊具恩上師大尊者三寶 
引起點啊具恩上師大尊者三寶 
以三門恭敬力於汝千輻足鞠躬 
而禮拜供養矣皈依矣祈求加持 
以吾令一切未度者具心悉皆度 
以吾令一切未脫者具心悉皆脫 
以吾令凡諸未蘇息者亦皆蘇息 
令一切未離憂者安置於勝離憂 
成為諸無怙之怙諸無依之依矣 
成為諸無肩之肩諸無洲之洲矣 
願於十地資糧加行見及修諸道 
以無阻礙而入且消除所斷遮蔽 
願吾成為無導之導走怙法王矣 
作此皈依之方式乃為諸劣睿之義，故從嘎檔書函中取來，以諸具大
睿智及大勤者，乃皈依之諸詞句，皆如嘎檔書函中出現般作唸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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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共預備 分二：己生為本尊天而淨化器精、加持供物。 
己生為本尊天而淨化器精 

以己於從大樂顯現為 上師天身放光於十方 

加持器精故成為唯一 究竟清淨依及依者矣 

 

我及遍空老母諸具心 以從廣大甚極白善心 

今起乃至菩提精華間 誠心皈依上師三寶矣 

 

皈依上師能王持金剛 皈依具大悲愍諸醒盛 

皈依滅道所攝諸勝法 皈依三乘所有聖集善 

(誦三遍) 

 

為諸母具心之義故 自己成為上師天 

而後作無餘諸具心 置於上師天勝位 

(誦三遍) 

 

為諸母具心之義故 

以吾唯於此生於速速作現前初之醒盛 

上師天之最勝位 

而令諸母具心渡越苦 

且置於大樂醒盛之地 

以彼之故作修無上甚深道 

上師天之猷釓矣 

 



深道上師(無上)供養儀軌令諸供境歡悅論  4

加持供物 

啊 (誦三遍) 

本質為慧，且相為內供及各各供物之相、功能

於六根之行境生樂空之具特慧，故而成為不可

思議之外內密供雲誓物供品遍滿所有地及天

空矣。 
 

乙.正式 分四：上師天會修想為資糧田、以七支偕璊哲旯供
養上師天會、以從至極恭敬門作祈禱、修心所有經讚道體
且求加持。 

壹.上師天會修想為資糧田 分二：明憶資糧田、迎請慧者。 
明憶資糧田 

樂空無別廣闊天道普賢供雲密佈中 

於全以葉花果美飾九欲如意樹梢頭 

五面燄燃珍寶座上所敷蓮花日月上 

具三恩惠根本上師雖諸醒盛之本質 

然現一面二手以右手作說法印及左 

持定印托滿除魔劑乞碗阿帝夏尊者 

至極莊嚴笑逐顏開身穿深綠背心及 

三種法衣頂戴具三橫金色線之紅色 

邦哲大帽足以金剛跏趺坐姿於右置 

金洲上師寶塔於左置邦哲大用具袋 

於其意間一面二手藍身遍主持金剛 

乃以手持金剛鐸鈴擁抱法界自在母 

而以享受俱生樂空故恆住於喜悅中 

身以甚多寶飾裝扮且穿天物絹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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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具三十二種賢相八十賢喻形之飾 

千萬光芒燄燃以五色彩虹光圍繞中 

金剛跏趺姿式住之五蘊純淨五醒盛 

四界四坤生增脈筋關節皆為真菩薩 

身毛二萬一千除敵肢體乃為怒士王 

光芒守方密者施害等諸壞依天為墊 

周邊依次根傳上師本尊壇城天會及 

醒盛菩薩勇士走空護法海會圍而住 
 

迎請慧者 

彼諸三門飾三金剛以 字鉤形光芒  

從自性剎迎諸慧者融於誓者成無別 

四身源處十方三時之 根傳上師本尊三稀勝 

勇士走空偕與護法會 以大悲愍故臨此常住 

祈求諸法本質雖皆離 來去然稱各各所調之 

思想般具顯任何智愛 事業勝依怙偕眷蒞臨 

-咕-轐-菩提薩埵- 瑪巴旯 - 

薩爸 瓦 -欸哈耶-嘉 呼  

諸慧者與誓言者成為無別矣。 

 
貳.以七支偕璊哲旯供養上師天會 分七：七支法之禮拜支、

七支法之供養支、七支法之懺悔支、七支法之隨喜支、七
支法之敦請支、七支法之祈求支、七支法之迴向支。 

七支法之禮拜支 

於汝以悲愍於瞬間賜 大樂界之三身最勝位 

故成如意寶般上師身 具金剛足蓮花禮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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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諸十方勝者之慧乃 顯現於何何調勝巧方 

化為持三法衣舞蹈者 最勝依怙之足禮拜矣 
 

於諸過偕習氣連根除 且生無餘功德大寶藏 

亦是生諸利樂之唯門 至尊上師之足禮拜矣 
 

於天偕諸具心之導師 真諸醒盛八萬勝法源 

於諸聖會中最顯亮者 具恩諸位上師禮拜矣 
 

於住十方三時之上師 三種勝寶及諸堪禮者 

以信恭敬讚音大海偕 化為剎塵數身禮拜矣 
 

七支法之供養支 分五：與瓶權結合之外供、與密權結合之
內供、與智慧慧之權結合之密供、與詞權結合之唯彼性供、
以供養藥及己為僕而執戒律之方式。 

與瓶權結合之外供 分六：供四水、供五受用品、供音樂、
供欲德、供璊哲旯、供修供。 

供四水 

對於依怙至尊上師偕 眷以供養供雲海方式 

乃從佈置珍寶燄寬器 以徐降注除魔劑四水 
供五受用品 

整株花樹散鬘花間雜 美麗花朵充盈地虛空 

以如藍寶馥香煙宛若 夏生碧雲密佈諸天空 

以日月寶甚燄諸明燈 嬉笑消除三千暗光芒 

龍腦栴檀紅花嗅所塗 香水大海漩於諸周圍 

具百味精啖嚼食飲料 及人天之食物堆如山 
音樂 

由從各種不同樂器出 令悅耳調聲音遍三地 
供五欲德 

以持色聲嗅味觸德之 外內欲德天女遍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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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璊哲旯(供二十三堆璊哲旯) 

為得加持自續故，請奉獻剎土 

-瓦嘉 　明 -啊 大權金之地基 

-瓦嘉 凱 -啊  

於外以鐵山輻圍圍繞之中央勝山王。 

東聖身、南瞻普洲、西用牛、北不悅聲。 

於東身及聖身、於南拂及別拂、於西具動及行

勝道、於北不悅聲及不悅聲之侶。 

於東大寶象、於南大寶家主、於西大寶馬、於

北大寶后妃。於東南大寶將軍、於西南大寶

輪、於西北大寶寶、於東北大寶藏之瓶。 

於內之東日、於西月。 

以彼等人天之所有最勝財物無不俱備且至極

悅意皆供養具恩根本及諸傳承最勝具德上

師，尤其供養十方勝者菩薩天會，為利具心大

悲主宰祈納受，納已以大悲心賜吾及一切具心

無餘勝共成就矣。 

願此地基以香塗且敷 花以日月飾勝山四洲 

目的為得醒盛剎作供 令諸走者受用純淨剎 

欸-咕- 大拿 -璊哲旯- 雅 -大雅明 

以喜悅心於稀有勝田 依怙上師持金剛供養 

百個千萬四洲山王偕 七大寶及七近大寶等 

生諸歡喜器精悉俱備 人天受用九欲大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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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修供 

為令上師歡悅故供養 實設意化如意海岸從 

有靜純善來之供物花 千瓣盛開故奪諸意且 

壞依及越壞依自他之 三門善之花亦隨綻放 

普賢供雲氣味瀰諸方 具三學二次五道果園 
 

與密權結合之內供 

供養紅花色澤具香氣 持百味德漢茶之飲料 

及五鐵鉤五燈等淨化 悟增之除魔劑廣大海 
 

與智慧慧之權結合之密供 

供養諸持悅意妙齡德 巧六十四欲技細身女 

剎生讚生俱生使役會 至極美麗可愛幻手印 
 

與詞權結合之唯彼性供 

供離遮蔽俱生樂大慧 諸法自性離化戲之界 

無別自成超越諸思議 詮之最勝勝義菩提心 
 

以供養藥及己為僕而執戒律之方式 

為令汝歡悅故供養治 煩惱四百四病諸良藥 

尤供吾為僕故祈持為 黎民乃至虛空終為止 
 

七支法之懺悔支 

從無始時自作令他作 隨喜作之諸不善罪業 

於具大悲眼前以後悔 心懺且受今後不作戒 
 

七支法之隨喜支 

諸法自性雖離一切相 然而於諸如夢所顯現 

凡夫聖者任何樂喜善 吾乃以從內心作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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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支法之敦請支 

為諸具心利樂之蓮園 生及久住增長故祈汝 

以佈虛空億稀有智愛 持水而降深廣之法雨 
 

七支法之祈求支 

金剛身乃雖無具生死 然而祈求入雙王箱篋 

如我信般至有邊為止 以示現不離憂而常住 
 

七支法之迴向支 

如是所凝白相諸善為 於諸生鬘以具三恩惠 

至尊上師不離作隨持 且得大持金剛故迴向 

 

參.以從至極恭敬門作祈禱 分五：祈禱調伏經中所說之上
師、祈禱大乘共同上師、祈禱金剛乘上師、祈禱濁時怙主、
專一祈禱且以持定取四權之方式。 

祈禱調伏經中所說之上師(思惟功德) 

於諸功德源處戒律海 以多聽聞眾寶全裝滿 

持紅黃者第二能王尊 持調伏者堅住作祈禱 
 

祈禱大乘共同上師(思惟功德) 

於成為具條件堪能說 逝樂道之十種功德且 

無餘勝者承祧者法王 最勝乘之善友作祈禱 
 

祈禱金剛乘上師(思惟功德) 

於嘉約束三門及大睿 具忍正直無狡詐知咒 

及續巧畫說雙十彼性 持金剛者之主作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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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濁時怙主(以下思惟恩惠) 

於對無數醒盛以蒞臨 未馴難調濁時諸走者 

如實講說逝樂賢道之 具大悲愍依怙作祈禱 

於能者日以時成沒落 故對甚多無依怙具心 

親自作諸勝者事業之 具大悲愍依怙作祈禱 

於較三時十方諸勝者 縱僅汝身一毛孔亦成 

被善讚為我們福田之 具大悲愍依怙作祈禱 

於飾逝樂三身之輪乃 從巧方便幻化網艷麗 

以凡夫式引導走者之 具大悲愍依怙作祈禱 

於汝蘊界生增肢皆為 五族逝樂乾坤及菩薩 

怒士王自性三稀勝之 本質最勝上師作祈禱 

於從智普慧戲遊所出 彼一千萬壇城輪本質 

百族遍主持金剛之主 入雙最初怙主作祈禱 

於與無遮蔽俱生喜戲 無別一切遍諸堅動主 

真實遠離始終之普賢 勝義菩提心汝作祈禱 
 

專一祈禱且以持定取四權之方式 

您是上師您是本尊您是走空護法故 

從今起至菩提為止除汝不尋他依靠 

故祈今生中有來世亦以大悲鐵鉤執 

且度有靜怖賜諸成就作永伴防諸障 

(誦三遍) 

 

如是以三遍祈禱之力 故從上師身語意三處 

次第及同時出白紅藍 三除魔劑光芒而次第 

及同時融於己三處而 除四遮蔽得完整四權 

得四身且第二位上師 正歡悅融故成加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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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供 

啊  (三遍) 

本質為慧，且相為內供及各各供物之相、功能於

六根之行境生樂空之具特慧，故而成為不可思議

之外內密供雲誓物供品遍滿所有地及天空矣。 
 

欸瑪呼以慧廣戲遊 諸剎土乃金剛剎 

 諸處為金剛大宮 普賢供雲大海燄 
 

受用具九欲之德 諸精真勇士勇女 

亦無不淨錯謬名 唯一究竟清淨矣 
 

 －從滅諸化戲法身 風火搖且燄燃上 

  於三人首灶之口 

啊 於具相頂骨內供 

 諸物各各成增長 

彼諸上住 啊  
 

顏色威嚴各各燃 風搖燃火熔諸物 

沸騰故蒸氣更搖 故從三字放光芒 

於十方故迎諸三 金剛偕除魔劑而 

各融於三字故除 魔劑融而與精混 

作淨化悟增欸瑪 呼成九欲德燃海 

啊  (三遍) 
 

祈求悲愍本質諸根傳 上師本尊天會依處三 

稀勝勇士走空護法會 接受迎請蒞臨此供處 
 

於外內密供雲海中央 於以珍寶成之美麗座 

足趾光絢堅固住而亦 賜予我勝修九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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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會供 
(業金剛將會供物聚集已，置於各式器中，然後擺設供桌上。
復次三禮拜。唱云：) 

祈請大勇士加持初會供 
(時間充裕，此句於每一返皆如是作，時不充裕則初返作之
即可) 
(以下，師徒齊誦)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根傳上師歡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加持廣大雨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本尊天會歡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成就廣大雨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寶稀勝會歡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勝法廣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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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走空護法會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事業廣大雨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成母具心會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願息幻想痛苦矣 

(第一遍)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根傳上師歡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加持廣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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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本尊天會歡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成就廣大雨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寶稀勝會歡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勝法廣大雨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走空護法會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事業廣大雨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成母具心會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願息幻想痛苦矣 
(第二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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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根傳上師歡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加持廣大雨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本尊天會歡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成就廣大雨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寶稀勝會歡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勝法廣大雨 

 

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走空護法會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降注事業廣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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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會供物海 

為諸成母具心會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願息幻想痛苦矣 

(第三遍) 

 

供金剛學官頌 
(若有設置會供大食子，則切下尖端部分，盛於器。或除大
食子外，另設食子，盛於器中亦可。如是捧持而供於上師) 

(以業金剛如下唱誦，唱畢便將供物供於上師或主持法會
者。若人數不足，不如是作亦可) 

欸瑪呼會之大輪乃 三時逝樂逝跡故 

 無餘成就之源處 如是知而大勇士 

 捨棄疑慮之心而 時常享受會之輪 

阿旯旯呼 

 
由金剛學官自誦(以轉蓮手印) 

 三金剛無別之吾 

  己現為上師天而 

啊 此無漏慧除魔劑 

 從菩提心無搖而 為住身諸天饜享 

阿呼瑪哈素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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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頌金剛歌(亦稱“春后歌”) 

 

以我祈禱於諸位 一切逝如是者及 

勇士以及猷釓母 走空以及走空母 

喜於最勝樂之嘿 嘎  

以樂作親近於甚醉母 

而以猶如儀軌受用乃 

入於俱生樂之和合矣 

阿旯旯  旯旯呼  阿欸啊  阿 利呼  

以諸無垢走空會 以愛觀且作諸業 

 

 

以我祈禱於諸位 一切逝如是者及 

勇士以及猷釓母 走空以及走空母 

心乃以大樂甚極動故 

身體以搖於諸方之舞 

享受手印蓮花之大樂 

供養於諸猷釓母之會 

阿旯旯  旯旯呼  阿欸啊  阿 利呼  

以諸無垢走空會 以愛觀且作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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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祈禱於諸位 一切逝如是者及 

勇士以及猷釓母 走空以及走空母 

於以悅意靜姿作舞母 

甚喜怙主汝及走空會 

祈住於我之面前而作 

加持且賜吾俱生大樂 

阿旯旯  旯旯呼  阿欸啊  阿 利呼  

以諸無垢走空會 以愛觀且作諸業 

 

 

以我祈禱於諸位 一切逝如是者及 

勇士以及猷釓母 走空以及走空母 

具足大樂解脫相性汝 

以棄大樂之甚多苦行 

不許一生解脫之大樂 

亦住於勝水生之中央 

阿旯旯  旯旯呼  阿欸啊  阿 利呼  

以諸無垢走空會 以愛觀且作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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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祈禱於諸位 一切逝如是者及 

勇士以及猷釓母 走空以及走空母 

如生於泥中央之蓮花 

雖從貪生亦不染貪過 

以勝猷釓母之蓮花樂 

令於速時解脫有之縛 

阿旯旯  旯旯呼  阿欸啊  阿 利呼  

以諸無垢走空會 以愛觀且作諸業 
 

 

以我祈禱於諸位 一切逝如是者及 

勇士以及猷釓母 走空以及走空母 

諸蜂蜜源處之蜂蜜精 

以諸蜜蜂群從諸飲般 

以具六相性湖生盛開 

以繫縛精之味令饜足 

阿旯旯  旯旯呼  阿欸啊  阿 利呼  

以諸無垢走空會 以愛觀且作諸業 
 

剩餘會供 

 不淨幻想於界淨 

啊 從慧成大除魔劑 

 成為九欲大海矣 

啊  (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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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此以持定咒手印加持 

無漏除魔劑剩餘會海 

為諸具誓守剎會悅獻 

啊  祈以享受九欲德饜而 

欸瑪呼如理辦猷釓事業 

 

祈除諸障 

呼 

以餘諸賓偕眷屬 納享此剩餘會海 

而賜大寶教興盛 及令持教施主偕 

眷屬及尤其我們 猷釓士得諸無病 

長壽自在德稱譽 幸運及廣受用且 

祈請賜予吾息及 盛等業之諸成就 

祈以具誓保護我 及相助作諸成就 

祈作消除非時死 一切病邪及諸障 

祈作消除諸惡夢 惡徵兆及惡行為 

願諸世界安樂並 莊稼豐收諸穀增 

且法增長及出諸 樂嘉及諸所欲成 

願以此成廣大布施力 為走者義自成醒盛已 

以諸昔時勝者未度之 諸生士會以施令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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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修心所有經讚道體且求加持 分二：道之根本依止善親友
之理、依而如何修心之理。 

道之根本依止善親友之理 

祈加持以供養且恭敬 祈禱於勝田至尊上師 

之力令以樂善根本唯 怙主汝正歡悅而隨持 

 

依而如何修心之理 分二：修心於共道之理、修心於不共金
剛乘之理。 

修心於共道之理 分三：修心於與小士道共同道之理、修心
於與中士道共同道之理、修心於與大士道共同道之理。 

修心於與小士道共同道之理 分二：生尋求來世之心、說來
世快樂之方便。 

生尋求來世之心 

祈加持此僅只得一次 暇滿悟為難得且速壞 

理而不以無義此生之 事散亂而取具義精華 
 

說來世快樂之方便 

祈加持以走惡苦燄燃 火懼怕而從內心皈依 

三稀勝且修諸斷罪及 善資時令作積極精進 
 

修心於與中士道共同道之理 分二：生尋求解脫之心、學於
走往解脫之道。 

生尋求解脫之心 

祈加持以業及煩惱濤 極洶湧且甚多三苦鱷 

危害故令生猛烈欲脫 無邊可畏廣大有之海 
 

學於走往解脫之道 

祈加持以斷此難忍受 牢獄般之輪迴見為似 

喜園心而令執三學聖 財庫並持解脫勝利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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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心於與大士道共同道之理 分二：發菩提心之理、發心而
學菩薩行之理。 

發菩提心之理 分四：發大乘道之根本大悲愍之理、從修心
七義門細說修自他平換之理、修熱忱心及發心之理、發願心
及取入心之理。 

發大乘道之根本大悲愍之理 

祈加持想此諸弱小之 走者皆吾母以恩再再 

養育理而令生正如愛 可愛子母般無偽悲愍 
 

從修心七義(說預備依之思暇滿難得、死亡無常、業因果及
輪迴之過患等四法、修正式二菩提心、惡緣轉為菩提道、總
歸而說一生之取驗、熟練心之量、修心之誓言、修心之學處)
門細說修自他平換之理 分二：修自他平等、修自他平換。 

修自他平等 

祈加持令云縱僅細小 痛苦亦不欲且於樂成 

任時不知足故我與他 無差別而生喜於他樂 
 

修自他平換 分八：思珍愛己之過、思珍愛他之功德、思彼
二功過而自他平換、思自他平換之功德及不自他平換之過而
取修精華、修施取、惡緣轉為菩提道、總歸而說一生之取驗
及熟練心之量、修心之十八誓言及二十二學處。 

思珍愛己之過 

祈加持令此持珍愛己 痼疾見為生不欲苦之 

因而驅逐錯誤且執彼 為仇敵並摧執我大邪 
 

思珍愛他之功德 

祈加持令執珍愛諸母 置樂之心見為生無極 

功德門而此諸走者縱 作吾敵然持珍愛逾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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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彼二功過而自他平換 

總之祈加持以悟凡夫 唯一作己義及諸能王 

唯作他義之功德過失 差別心令能自他平換 
 

思自他平換之功德及不自他平換之過而取修精華 

祈加持因持珍愛己乃 諸衰敗門持珍愛諸母 

則諸功德基故於自他 換之猷釓令作修精華 
 

修施取 

是故祈求具悲愍至尊 上師加持成母走者之 

諸罪遮蔽苦無餘現在 成熟於吾及吾之樂善 

施他故令諸走者具樂 (誦三遍) 
 

惡緣轉為菩提道 

祈加持以罪之果充盈 全器精而雖如雨降注 

不欲苦然見為惡業果 盡因而令惡緣轉為道 
 

總歸而說一生之取驗及熟練心之量 

總之祈加持縱顯任何 好壞景然以諸法精華 

五力修彼轉為二菩提 心增道而令唯修意樂 
 

修心之十八誓言及二十二學處 

祈加持以具四行巧方 即刻盡力結合於修想 

且以修心誓言學處之 取驗使令暇滿作大義 
 

修熱忱心及發心之理 

祈加持為諸走者渡大 有海故以具騎於風之 

幻術施取慈心及悲愍 熱忱心令熟練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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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願心及取入心之理 

祈加持於三時諸勝者 走同道以純淨勝子戒 

約束續且於勝乘三戒 取驗使令作積極精進 

 

發心而學菩薩行之理 分六：學習施之理、學習戒之理、學
習忍之理、學習精進之理、學習思擇之理、學習智慧之理。 

學習施之理 

祈加持以身及受用偕 三時善資轉為各具心 

所欲物而增無貪施心 口訣令完成去施彼岸 
 

學習戒之理 

祈加持令完成縱使為 命亦不捨各各脫菩薩 

密讚戒制限且攝善法 及辦具心義去戒彼岸 
 

學習忍之理 

祈加持令完成諸三界 九生以怒而罵且揭過 

威脅斷命亦不亂不作 報仇更利彼去忍彼岸 
 

學習精進之理 

祈加持令完成為一一 具心縱使無苦火內須 

住海劫亦悲愍不厭倦 勤勝菩提去精進彼岸 
 

學習思擇之理 

祈加持以斷沉掉散亂 過失而於諸法以諦空 

狀況以專一入平持定 使令完成去思擇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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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智慧之理 分三：修住平如虛空般之空性之方式、修隨
得如幻般之空性之方式、特修因果依係互助之空性。 

修住平如虛空般之空性之方式 

祈加持以悟各各彼性 智慧所引極習結大樂 

以住平勝義虛空猷釓 使令完成去智慧彼岸 
 

修隨得如幻般之空性之方式 

祈加持雖見外內諸法 正如幻夢及清澈湖內 

月形般然以悟為無諦 道理而令完成幻持定 
 

特修因果依係互助之空性 

祈加持以輪離自性僅 塵亦無與因果依係不 

虛假二顯為互無違且 相伴令悟龍修之意旨 

 

修心於不共金剛乘之方式 分三：令成為甚深讚道之堪器、
成為器而令誓言戒律清淨、修二次第之方式。 

令成為甚深讚道之堪器 

復次祈加持從持金剛 商主恩惠越渡續部之 
 

成為器而令誓言戒律清淨 

大海中央而較命珍持 成就根本諸誓言戒律 
 

修二次第之方式 分四：真修二次第之方式、縱修若未得要
隘則作遷移之方式、為於諸生鬘以上師隨持故發願之方式、
為加持續收資糧田之方式。 

真修二次第之方式 分二：學生次之方式、學圓次之方式。 
學生次之方式 

祈加持以生死中有轉 成為勝者三身初次第 

猷釓消除凡夫見執諸 垢而令凡見顯為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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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圓次之方式 

祈加持以從怙汝足趾 置於心間八瓣中脈央 

所出光明幻身入為雙 之道令於此生成現前 
 

縱修若未得要隘則作遷移之方式 

祈加持未認得起點若 成死時則以真正組合 

五力口訣頓時得醒盛 上師遷移令走於淨剎 
 

為於諸生鬘以上師隨持故發願之方式 

總之祈加持於生且諸 生以怙主汝永不相離 

隨持而令成持身語意 一切秘密之首要弟子 
 

祈賜以吾成為唯怙汝 於何現前醒盛之眷中 

初而暫時究竟之無餘 所欲無勤自成之吉祥 
 

為加持續收資糧田之方式 

如是祈禱故祈勝上師 為作加持正歡喜臨於 

頂門復又足趾光絢麗 堅固住於意間蓮花蕊 
 

丙.結尾 分二：迴向、祝賀吉祥 
迴向 

如此作之白相諸善亦 迴向為諸三時逝樂偕 

子之無餘願及事業成 且持語及悟之勝法因 

願由彼威力於諸生鬘 吾與勝乘四輪不相離 

且決出菩提心正見及 二次道之行程達究竟 
 

祝賀吉祥 

願以有靜所有白相善 今於此離諸不祥衰敗 

而於暫時究竟享善嘉 虛空庫圓滿德吉祥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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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於阿帝夏大尊者之 法苑全以三學純淨且 

專一勤修猷釓來甚會 充盈能教久住吉祥臨 
 

願以時常祈禱勝上師 及本尊天故入阿帝夏 

大尊者之加持而他義 自然成之尊者吉祥臨 
 

願九欲財富如夏湖增 無過族之緩行無間斷 

於以享受大尊者之法 度諸晝夜圓德吉祥臨 
 

願以吾等從今至菩提 為止所積作及未作善 

至尊上師色身於此剎 堅如無變金剛吉祥臨 
＊＊＊＊＊＊＊＊＊＊＊＊＊＊＊＊＊＊＊＊＊＊＊ 

 

令嘎檔勝教興盛頌 

願阿帝夏法王之 勝教正於興盛時 

消除無餘障徵兆 且諸順緣悉齊備 

願以自他三時所 積福慧資糧而令 

阿帝夏大尊者之 勝教長久燄燃矣 

 

三族攝一頌 

於諸悲愍之主眼目觀 一切勝者智主柔德音 

無餘逝樂密主持金剛 三族攝一阿帝夏祈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