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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咒

嗡 桑巴     桑巴     波玛纳 萨     玛哈 臧巴瓦 吽呸 索哈

     此咒摘于《噶当祖师问道语录》，为度母传于阿底峡尊者，其功德能
使念诵增上一千万倍。

现有自在摄受祈祷文——大加持云

嗡啊吽舍         嗡啊吽舍

得钦巴瓦旺格颇庄德       大乐炽然自在宫殿中

得东所所多贝耶希格       乐空圣妙观察智慧身

玛恰得丹巴美让因利       离欲具乐莲花自性中

多杰涅玛囊瓦钦布华       金刚日尊大光明威德

丘格囊瓦塔义多杰丘       法身无量光佛金刚法

杰定旺协特吉吉恰热       世间自在大慈大悲身

巴玛嘉波括迪阿旺杰       驾御轮回涅槃莲花王

囊哲热诺旺钦黑热嘎       摧伏三有雄威黑热嘎

桑瓦耶希班匝瓦   合       秘密智慧金刚亥母尊

得巧多贝嘉波得钦得       胜乐妙欲之王大乐藏

玛利杰给耶绰热协玛       摄诸众生心识作明母

( 三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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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屯夏吉旺协得东嘎       胜共手印自在乐空舞

旺匝多杰华沃扎给措       怀柔金刚勇士空行聚

囊东年巴钦布昂涅德       现空广大平等自性中

多杰格耶嘎吉哲森友       金刚身之游舞震三有

嘎美颂格雅这堪森格       无碍语之笑声召三界

奥塞玛布括迪永拉恰       红光周遍轮涅一切处

哲义当杰友央德巴协       撼动聚集有寂之精华

多杰恰巴钦波特吉喃       依于金刚大欲之意乐

南尼欧哲多给巧作央       赐予所欲二种胜悉地

多杰嘉杰雅巴钦波义       施以金刚铁钩大绢索

囊哲得瓦钦波敦协巴       万有显现摄缚大乐中

塔义杰彻扎沃若嘎坚       无边幻网之中游舞者

德杰功沃协瓦因耶贝       犹如芝麻荚开而安住

   坚匝森旺格拉措拉        怀柔圣众浩瀚三根本

给必所瓦得所辛吉洛       至诚恭敬祈祷垂加持

巧屯欧哲多给华塔达       一切所欲胜共诸悉地

托美旺德协贝欧哲作       无碍自在成就祈垂赐

     此为藏历土兔年七月一日，具“德”名者（麦彭仁波切）造。任谁
祈祷皆能如愿成就一切怀业，毋庸置疑。写于红布高悬，或以火、风作
转轮，亦能成办。吉祥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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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缚咒

嗡 门芝西日瓦    达 班匝忙索哈 嗡达    尼达    亚 
摩匝尼摩匝亚  摩恰尼摩恰亚  芝旺瓦    得索哈

狮吼咒

南无   纳扎雅雅 纳美阿雅阿瓦洛格得 效   雅 波德萨
多雅 玛哈嘎热尼嘎雅 得雅塔 嗡啊嘎这 波嘎这 尼嘎
这 嘎章嘎这嘎若这 泽德作拉嘎若哲 波    耶索哈
　　　

内外魔障三暗等       刹那寂灭于法界
佛子誓愿谛实力       祈愿如是获成就

   为利佛法故，“愚者”（妙音龙多加参）著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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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言思般若度    不生不灭虚空体
各别自证智行境    三世佛母我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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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不异空。空不异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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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垢不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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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苦集灭道。无智
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
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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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 菩提萨婆诃

南无敬礼师，敬礼佛，敬礼法，敬礼僧，敬礼大佛母般若波
罗蜜多。我之一切真实语，当愿成就。如昔时天王帝释思维
大佛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义，依止念诵而遣除魔王波旬等一
切违缘。如是我亦思维大佛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义，依止念
诵，魔王波旬等一切违缘，愿皆遣除（击掌），愿成无有（击掌），
愿成寂灭（击掌），愿极寂灭（击掌）。（此段念诵三遍）

     不生亦不灭    不常亦不断    不来亦不去    不一亦不异
     能说是因缘    善灭诸戏论    诸说中第一    我稽首礼佛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回遮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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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伞盖祈请文

顶礼皈依出有坏三宝尊胜顶髻佛母！

* 吽 ! 金刚顶髻之大回遮天女、具足千手之天女、
千面之天女、千百万眼之天女、名称金刚不退炽
燃者，彼乃金刚广阔主宰三界坛城之天女，祈请
昼夜护持吾等一切人与财物。
　　　
达雅它  嗡啊纳来  啊纳来  布卡叠  布卡叠  背仁
背仁 班杂达日呢  班达班达  班匝巴呢吽吽呸呸
唆哈  吽仲班达班达  吽呸唆瓦
　　　
于吾与所护身语意三门之诅咒及束缚，悉皆协协
（消除）戳戳（脱离），一切诅咒与侵犯沙瓦阿巴纳
耶嗦哈，协瓦星当格日耶嗦哈 *
（标“*”之间念诵三至五遍）

嗡 沙瓦达它嘎搭 俄呢卡吽呸 吽忙吽呢嗦哈
　　　
心咒：嗡玛玛吽呢索哈（尽力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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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赳 !
          出有大白伞盖众       具大威力无阻碍
          大悲誓愿极强力       吾以至诚作祈祷
          佛陀教法愿兴盛       一切有情得安乐
          施主以及眷属等       灾难怖畏祈回遮
          恶梦恶兆祈回遮       恶劣因缘祈回遮
          怨魔恶念祈回遮       八十一种恶兆遮
          三百六十魔障遮       四百零四疾病遮
          八十千种魔类遮       八种非时死亡遮
          上方欲魔祈回遮       下方厉鬼祈回遮
          现前怨敌祈回遮       祖上鬼魅祈回遮
          人之疾病祈回遮       牲畜耗亡祈回遮
          天行瘟疫祈回遮       地行毒箭祈回遮
          宫卦恶术祈回遮       灾煞魔障祈回遮

          此乃大成就者事业金刚著。

         （译注：每念到“遮”字时，双手击掌一次。）

  善逝大悲顶髻中显现       安乐教法遣除诸魔障
  吉祥果实速疾得赐予       胜乐大白伞盖赐吉祥

　　　　宗喀巴大师造。

回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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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面佛母修法仪轨

　　　  具德金刚天母尊       显现狮面忿怒相
　　　  放射智慧火光芒       顶礼狮面佛母尊
　　　
　　　  啊嘎萨玛    匝夏达    萨玛    呀呸

　　　  呸呀    玛萨    达夏匝    玛萨嘎啊
                                     
依于三宝之谛实力，以及虔诵空行狮面佛母咒力，
祈愿吾等师徒及施主一切眷属，外厌恶之怨敌、内
损害之厉魔、中障碍之恶缘，总之一切不吉祥之事物，
一切得以回遮。（本段念诵三遍，每念到“遮”字，双手击掌一次。）

　　　  赳 !
　　　  法性界之虚空中 调伏凶狠恶毒故
　　　  化现狮面佛母相 一切诅咒尽回遮
　　　  啊嘎萨玛    匝夏达    萨玛    呀呸 
　　　  一切魔障及诅咒 玛    呀 
            炯炯 ( 击掌 ) 啰啰 ( 击掌 )  （本段念诵三遍）

　　　  此回遮文乃妙音龙多加参顿现而著也。

　　　
　　　  炽燃忿怒母天众   将彼一切障碍之
　　　  其身与语碎为尘   心识解脱于法界
　　　  虔诵彼尊明咒力   息灭一切之损害
　　　  心愿如意得成就   教证事业愿增上
　　　  狮面佛母回遮仪轨由莫觉多吉著。善哉！

　　　  息灭八万诸魔障   远离损害及逆缘
　　　  成就顺缘获圆满   祈愿一切得吉祥
　　　  修行圆满菩提时   内外种种之障碍
　　　  以及一切违缘等   祈愿速疾得息灭

（尽力诵）

（尽力诵）



25

法界密续之呼唤上师——速得加持

    南无格日

    周遍法界原始基位刹土中    本来解脱法身普贤王遍知

    无改无造自然之中作祈祷    证得无勤本来清净赐悉地

    任运自成基现五光坛城中    报身导师大金刚持尊遍知

    自然自现解脱之中作祈祷    所现皆成密严刹土赐悉地

    具五决定报身光明刹土中    诸佛事业金刚萨埵尊遍知

    大乐空性无别之中作祈祷    毁犯罪业自地解脱赐悉地

    法界清净原始本净刹土中    宣讲六百万续嘎绕尊遍知

    超越三时本性之中作祈祷    成就极密教法之主赐悉地

    大迁转之清净虹身坛城中    成就自在蒋华西宁尊遍知

    远离执著迁变之中作祈祷    外境心识耽著清净赐悉地

    显现自净具五智慧刹土中    殊胜虹身西日桑哈尊遍知

    远离勤作自然之中作祈祷    即生成就虹身果位赐悉地

    广大甚深经续窍诀坛城中    智者成就加纳思扎尊遍知

    无遮觉性妙力之中作祈祷    证得轮回涅槃实相赐悉地

    五大自然清净诸佛刹土中    成就主尊布玛莫扎尊遍知

    自然自现本性之中作祈祷    证得五大自地解脱赐悉地

    无作任运自成铜色吉祥山    诸佛总集邬金莲花生遍知

    无勤自然解脱之中作祈祷    引导无边众生解脱赐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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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净执著光明智慧刹土中    三世佛母益西措嘉尊遍知

    大乐智慧本性之中作祈祷    远离大乐空性二执赐悉地

    五蕴虹身解脱广大坛城中    化身心子丹增绒波尊遍知

    无勤自然本性之中作祈祷    一切万有现为光明赐悉地

    如来殊胜三藏法宝刹土中    宣说因果当玛楞加尊遍知

    吾于胜解信心之中作祈祷    堪能取舍无欺因果赐悉地

    自现光明殊胜吉祥刹土中    诸漏自尽森哈孝     尊遍知

    远离二取本性之中作祈祷    证得五大自地解脱赐悉地

    不变任运光明无量刹土中    殊胜化身加瓦祥登尊遍知

    无勤自然本性之中作祈祷    证得无改实相智慧赐悉地

    风脉明点清净大乐刹土中    成就心子尼达曲杰尊遍知

    四喜智慧之中至诚作祈祷    证得大乐空性无别赐悉地

    光明法界无量宫殿刹土中    殊胜成就格日觉奔尊遍知

    万有清净之中至诚作祈祷    诸显皆成清净刹土赐悉地

    四谛有寂无二本基刹土中    灭除实执桑格交巴尊遍知

    是非离意之中至诚作祈祷    息灭我执迷乱幻相赐加持

    自现任运如来三身刹土中    虹身成就美龙多吉尊遍知

    门境气智自然之中作祈祷    五蕴成就虹身果位赐悉地

    诸佛密意究竟法性尽地中    示现化身嘎玛然匝尊遍知

    轮涅无二自然之中作祈祷    成就无漏法身果位赐悉地

    证得圆满四相法性光明中    法身导师智美沃色  尊遍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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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空离执自然之中作祈祷    成就童子瓶身果位赐大恩

    妙力显现自净如来刹土中    殊胜化身晋美林巴尊遍知

    所现乐空无二之中作祈祷    显现顿超自现六灯赐悉地

    自现大乐清净坛城刹土中    大悲尊主嘉维尼格尊遍知

    大乐空性无别之中作祈祷    愿能成办诸佛事业赐悉地

    周遍平等如来广大刹土中    邬金晋美曲吉旺波尊遍知

    执著自然解脱之中作祈祷    证得自显即佛本性赐悉地

    无遮任运自显明智如量刹    圣者龙多丹比尼玛尊遍知

    周遍离言本性之中作祈祷    普遍光明具六别法赐悉地

    勤作本来解脱原始刹土中    圆满四相白玛列哲匝  遍知

    无缘任运本性之中作祈祷    证得究竟大迁虹身赐悉地

    无改法界觉性自解刹土中    殊胜化身仁真旺修尊遍知

    自显自解本性之中作祈祷    证得无勤实相智慧赐悉地

    清净法界离戏实相刹土中    圣者门久沃萨多杰尊遍知

    离勤普遍光明之中作祈祷    证得自显无勤本性赐悉地

    轮涅自然解脱本来智慧中    大悲尊主蒋华加参尊遍知

    明空离执本性之中作祈祷    证得三种传承无别赐悉地

    智界如来藏之诸佛刹土中    成就心子久美多杰尊遍知

    无改自然本性之中作祈祷    证悟如来意传密意赐悉地

    自现殊胜光明吉祥刹土中    智慧现前扎匝林巴  尊遍知

    本来离执本性之中作祈祷    远离意心二种执著赐悉地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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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广大法性诸佛刹土中    三时不变晋美彭措尊遍知

    识聚自然解脱之中作祈祷    证得圆满四相功德赐悉地

    法界平等本性不动刹土中    无遮任运索朗年扎尊遍知

    忆念恩德之中至诚作祈祷    成熟解脱甘露喜宴赐悉地

    超越三时不变法界刹土中    究竟三传密意上师尊遍知

    远离伺察耽著之中作祈祷    获证圆满三身本面赐悉地

    广大诸佛如海清净刹土中    三传总集根本上师尊遍知

    依怙总集至诚之中作祈祷    证得诸佛意传加持赐悉地

    调伏所化众生愿力刹土中    示现种种色身上师尊遍知

    净信欲信诚信之中作祈祷    引导六道众生解脱赐悉地

    无明黑暗迷惑愚痴刹土中    宣说取舍善恶上师尊遍知

    尊汝遍知信心之中作祈祷    尽除三毒无明痴暗赐悉地

     此乃道孚克珠敦请，虽为圣士心子，实乃愚钝者龙多加参著述也。自身通
彻广大界，无灭觉性妙力智，深而极深伏藏法，愿诸结缘具义利。嗡班扎儿

萨埵吽。愿长寿！

森哈孝   ：杰尊·桑格旺修尊者。
智美沃色：无垢光尊者。
白玛列哲匝：阿格旺波尊者。
扎匝林巴：色拉阳智尊者。

1

2

3

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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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支供

　　　金刚上师具德佛       顶礼三世永住尊
　　　示现三宝胜依境       无有分别作皈依
　　　真实意化清净供       供养胜尊祈纳受
　　　阻碍悉地海魔障       忏悔一切罪障过
　　　十方三轮清净法       无欲行持随喜之
　　　清净四边无垢染       圆满菩提而发心
　　　如来自在大菩萨       供养三清净之身
　　　世代所积诸善业       总集回向大菩提

供曼茶
　　　遍地香涂鲜妙杂花敷       须弥四洲日月顶庄严
　　　以此所缘诸佛佛土献       愿诸众生清净佛刹行

章格热    纳 曼扎拉 波匝 美嘎 萨摩扎 萨帕    纳 萨玛耶 啊吽

请法偈

　　　依于一切有情之       各别根器与意乐
 大小共同乘教法       祈请常转妙法轮

莲师金刚祈请文

　　　吽！
　　　邬金刹土西北隅       莲茎花胚之座上
　　　稀有殊胜成就者       世称名号莲花生
　　　空行眷属众围绕       我随汝尊而修持
　　　为赐加持祈降临       格热巴玛色德吽
　　　祈请降临此圣处       我等修持受四灌
　　　遣除魔障及违缘       赐予共不共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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