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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王如來壇城法脈啟請迴向常誦偈頌 

普賢王如來壇城法脈皈依境祈請頌 

本來清淨無限一體中 普賢王如來父母示現 

智悲雙運妙相表法身 法流任運教化大千界 

為渡輪迴六道諸苦眾 創立佛法釋迦牟尼尊 

無上密法安立於雪域 恩源虹身蓮花生祖師 

以身供師無上大樂母 曼達拉娃垂教示楷模 

為師作傳總集密法藏 移喜磋嘉弘傳密教恩 

法脈始祖根本上師三 諾那活佛開示大圓滿 

貢噶祖師大灌授四印 親尊師祖灌盡五百尊 

本來清淨文殊陳祖師 顯密圓融弘揚三乘恩 

苦行證德歷代所罕見 慈住娑婆但為渡眾生 

金剛蓮華觀音林上師 深入淺出廣闡經論旨 

法行服務教化東西方 法脈金法延續一肩擔 

無微不至照拂護法恩 韋馱菩薩提攜一路跟 

前程安排仰賴毗沙門 萬事交代多虧海龍王 

具誓鐵匠多吉勒巴尊 如護蓮師扶持密法根 

忠義關公伽藍大護法 一本赤忱除障安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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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脈安立但為渡苦眾 法脈延續唯仰諸尊祐 

皈依法脈融入菩提心 弘揚法脈渡眾報宏恩 

法脈皈依境啟請頌 

本來清淨陳祖師 金剛蓮華林上師 

文殊觀音正法脈 智悲融通傳十方 

普賢王如來禮讚 

法身無相妙有顯如來 本淨離垢雙運融空樂 

最初佛陀智悲無止境 慈憫住世恩光常寂照 

陳祖師啟請短頌 

本來清淨一文殊 度母觀音現淚珠 

無盡慈悲何處寄 止啼黃葉六洲敷 

陳祖師祈請頌 

本來清淨示現文殊師 無盡慈悲令眾達證悟 

助成證德無限一體中 圓融智悲救渡無止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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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上師祈請短頌 

法界本淨金剛總持尊 無限智悲持蓮花事業 

一體圓融化現居士身 求顯本面祈請賜加持 

皈依 

皈依上師，融入慧命法脈，永恆依怙。 

皈依佛，回歸無限一體，永恆依止。 

皈依法，恢復本淨念行，永恆依順。 

皈依僧，踐履覺道行持，永恆依循。 

皈依金剛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南無上師、本尊、空行、護法。 

四無量心 

願眾具樂及樂因！ 

願眾離苦及苦因！ 

願眾不離無苦樂！ 

願眾安住平等捨！ 

供曼達偈 

三千世界百億剎，七寶人天富饒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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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受用悉貢獻，願得轉法輪王位。 

無上大樂密嚴剎，具五決定五智聚， 

供養雲聚難思議，由供獲報剎受用。 

現有清淨童瓶身，莊嚴悲心無滅性， 

持身明點清淨剎，由供願住法身界。 

百字明 

嗡 班札沙埵 沙麻亞 麻努巴拉亞 班札沙埵 爹挪

巴底叉 擠左米巴哇 蘇多給由米巴哇 蘇波給由米巴

哇 阿奴拉多米巴哇 沙哇悉地米 渣亞塔 沙哇卡媽

蘇叉米 氣丹喜揚古魯吽 哈哈哈哈火 巴嗄溫 沙哇 

打他嘎打 班札媽米母叉 班札巴哇 媽哈沙媽亞沙埵 

阿 

祈請 林上師長住世偈 

本來清淨瑜伽士，雙運妙化蓮華生， 

空樂大喜無等倫，願祈師壽恒駐世！ 

祈請林上師長久住世永轉法輪偈 

蓮師密法依尊傳，文殊慧燈依尊續， 

唐密精義依尊明，祈師長壽轉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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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綿延廣化偈 

代代相傳正法髓，承先啟後轉法輪； 

綿延法脈聖眾守，遍照普濟無盡燈！ 

祈祐偈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護 總集文殊示現陳祖師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願 離苦得樂福慧咸增長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護 總集文殊示現陳祖師 

祈加被空行令得安穩 離苦得樂福慧速圓滿 

祈加持頌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怙 總集觀音示現林上師 

令我隨緣開顯貪自性 賜我早日證達明空樂 

應機救渡長住虹光身 開示妙法普渡六道眾 

韋馱菩薩啟請頌 

護持佛法大將軍 四大天王咸追隨 

漢地寺宇普供奉 顯揚聖教無餘力 

眷顧行人為親子 適時鼓勵與補給 

如護陳師未暫離 恩光及我以利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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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龍王讚 

龍心慈憫比海深，雨露普降潤大千； 

寶瓶垂納為菩提，福緣眾生咸蒙恩！ 

大海龍王祈請頌 

龍王龍后慈悲深，推廣弘揚理繁瑣， 

鉅細靡遺周全護，恩遍全球德澤長！ 

迴 向 

願具德上師長住世，已辭世者早降誕。 

願人類邪說暴行早日停止，佛法弘揚無礙。 

願我及眾生精勤佛道，即生即身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願我及眾生慈悲增長，直至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願我及眾生智慧增長，直至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佛法常明廣佈祈願頌 

五毒籠罩六道陷愚迷 願眾因苦轉求解脫道 

世間無解流連徒勞累 願眾醒悟出纏離顧慮 

一切無常無有能掌控 願眾警覺無復計短長 

佛理難悟修途多歧異 願眾開慧捨執達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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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糾結層層似蠶繭 願眾解結修途能堅持 

私執未滅證悟欠圓滿 願眾無我精進便證達 

圓證法身智悲難思議 願眾成佛救渡無限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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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十供養上師讚頌集 

釋迦牟尼佛讚 

太子竟捨國 早悟世榮虛幻 

盛年離親愛 早謀世苦救脫 

苦行悟中道 大智世法超越 

證覺息魔患 大慈對立無復 

施教能觀機 大悲接引有方 

遊化盡世壽 大力救渡無盡 

教法傳代代 恩波廣被十方 

釋迦牟尼佛祈請頌 

證覺傳金法 方便無盡 慈恩普及眾 

世衰人心亂 邪暴橫行 正道彰現難 

發心渡眾廣 阻障多端 修行步履艱 

悲願無一捨 垂援處處 正法弘揚盛 

陳上師啟請短頌 

本來清淨一文殊，度母觀音現淚珠； 

無盡慈悲何處寄，止啼黃葉六洲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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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上師行狀短頌 

文殊降誕湘攸城 稚年詩書早揚名 

觀音化現嘉偶成 齊眉誦經鬼跪聽 

由顯入密滿加行 比肩中年齊開頂 

岩居獻花及天龍 船居一碧印江明 

孤身上道萬里程 為求密隱入藏中 

卅七上師之恩寵 五百灌頂得傳承 

七派大法盡受領 恩海遙波濟群生 

閉關印北廿五冬 茅蓬仰瞻聖母峰 

蒲團七破守孤燈 勝樂三身皆親證 

知恩禪海立塔燈 事印大印廣推恩 

中黃督脊分渭涇 印道耶儒細檢評 

佛教禪定示途徑 光明法藏盡囊傾 

英著百種六洲贈 短笛嫋嫋勸世醒 

文佛咐囑龍跪請 飛臨美洲大法弘 

放生龜鳥卅萬命 超幽環球千萬靈 

火供二百致感應 解救眾生諸苦情 

獻瓶百半入龍宮 為眾奔波忘己寧 

五經四海講會通 餵鴿風雨興晨鐘 

曲肱法界任論衡 樂空不二懷抱中 

詩箋翩翩起舞龍 佛像栩栩分眾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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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五輪塔放彩虹 敲幽冥鐘慰幽靈 

大願欲建佛壇城 導致世界真和平 

蓮形吉地幸購成 壇場起建方待興 

眾生罪苦師代承 示現無常與疾病 

臨終五會天樂迎 荼毗舍利雨如虹 

尊塔長鎮寶島寧 法身恩光普照臨 

諾那上師讚 

敬禮 具德根本上師諾那活佛前 

瑜伽無上金剛乘，不動實際我皈依， 

豎窮三世橫十方，一心依止善知識； 

無量功德本師寶，具足諸佛波羅蜜， 

大樂大明大方便，法爾金剛大總持。 

三千大千無量界，十方地水火風空， 

自他一切身口意，平等心願供師尊。 

罪福原來無自性，貪瞋癡等本不生， 

虛妄分別之所起，住無懺悔而懺悔， 

無修而修無證證，無度而度攝受盡， 

本師無邊廣大業，願住大樂而隨喜！ 

無盡法界塵沙海，廣大清淨妙莊嚴， 

住於不住無量劫，本師恆轉妙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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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禮讚供養福，請佛住世轉法輪， 

隨喜懺悔諸善根，願顯有情本來佛！ 

蓮花生大士頌 

敬禮 蓮華生大士主眷前 

密海恩源無死蓮華生，莊嚴教化無死二佛母， 

荷擔事業多吉勒巴尊，當前示現無礙光明中。 

釋迦為身阿彌陀為語，大悲觀音三尊總集體， 

每逢初十神通自降臨，當前攝受無礙光明中。 

大印事印密法之精華，主教助教空樂師父母， 

受恩甚深誰更逾於我？當前親教無礙光明中。 

忍小就大決成金剛持，接最後機無死長報恩， 

眾生待救任重而道遠，當前成熟無礙光明中。 

鐵鳥飛空蓮形已出土，種種授記中國正當時， 

受恩甚深誰更逾於我？當前咐囑無礙光明中。 

任何指示任何正當作，一切唯命無有不從者， 

時量提早證量大圓滿，如此無比殊勝大事業， 

惟求上師父母垂加持！ 

蓮師讚 

佛光照射蓮花上 為渡眾生現童身 



12 
 

立為太子國富饒 藉犯惡行達出離 

博通知識修佛法 常居尸林現神變 

調伏魔眾教空行 遊化十方廣渡眾 

應請入藏建桑耶 密法根源由茲立 

壇城傳法廿五尊 紅袍白衣續法脈 

經續擇要梵譯藏 法藏匯聚雪域國 

大圓滿教本淨觀 地水空心寄伏藏 

無死虹身任運現 福緣弟子咸蒙恩 

蓮師啟請頌 

藏密恩源虹光身，無死濟世任運現； 

空樂光明加持遍，俱生妙喜環宇春。 

師母移喜磋嘉讚 

敬禮 無異亥母移喜磋嘉上師前 

無邊瑞兆擁護來，從大樂宮而降誕， 

法王國王之莊嚴，持續密法師前讚。 

能授蓮師以大樂，能為蓮師作密傳， 

能令蓮師法增長，大智法主師前讚！ 

無邊功德集一身，難調能調甚希奇， 

神通能空地獄眾，大悲大力師前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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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安住尸托林，蓮師左方示尊嚴， 

為降魔後傳慧灌，親示蓮宮師前讚！ 

無漏方便傳口訣，雙運姿態蒙親示， 

蓮師亦轉本尊身，充母助教師前讚。 

何時得於光明中，現身為師復為伴，  

我謹殷重而啟請，願母恩源常不斷。 

如尊化身蘇卡師，常作抽米師助伴， 

我亦如是謹叩禱，願母破格而開恩， 

疾速親現於我前！ 

移喜磋嘉祖師讚 

世間尊榮早知捨 密法甚深堪修持 

蓮師心要能總集 神通化度屢彰現 

雪山苦修幾瀕死 雙運實踐融樂明 

伏藏傳法待因緣 藏密恩源蒙流傳 

移喜磋嘉祖師祈請頌 

密法祖母前 法孫來頂禮 

金脈至末法 稀微勝一線 

有緣屈指數 堪修又幾位 

自障比比是 投入多遭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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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縱山積 赤忱未稍移 

但為渡眾苦 捐軀何所計 

唯求母慈憫 護佑真行人 

早令契空樂 堪能弘貪道 

如母恩長遠 遍濟如母眾 

師母們都那哇讚 

敬禮 無異亥母們都那哇上師前 

無死蓮師大神變，惟師佛母所感召， 

以身莊嚴顯師德，水火自在師前讚； 

難調能調助神變，化度功德難思議， 

能傾全國王臣眾，皈依師尊母前讚。 

深巖伴師修雙運，兩兩成就無死身， 

如此殊勝之果德，無量拜倒師前讚！ 

虹光無死之根本，大樂大空之智慧， 

如母美稱大樂王，願速親見師前讚。 

我以無方分信心，信母能速如誓現， 

又以無方分悲心，為利眾生願速見； 

修氣修空修雙運，盡其一切之支分， 

凡所有能見師者，願我疾速能積集， 

願得師母為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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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達拉娃祖師讚 

貴為公主樂出離 領眾修行趨本淨 

慧眼能識蓮師德 以身相許超世俗 

柴薪大火轉成湖 舉國傾倒咸皈化 

無死岩穴修雙運 骨飾莊嚴虹光身 

救脫難女成空行 提攜後進勝楷模 

住世化現紐古媽 恩德彰顯無量壽 

曼達拉娃祖師祈請頌 

早悟虛榮出離修，曼妙祖母牽上道！ 

慧心能了貪道淨，曼妙祖母開法眼！ 

神通任運恆自在，曼妙祖母令皈化！ 

離俗苦修證極果，曼妙祖母助早成！ 

拔苦直至融空樂，曼妙祖母恆護佑！ 

紐古六法無盡恩，曼妙祖母賜無死！ 

密勒祖師讚 

術法能降雹 滅敵知悔悟 

業果求出脫 無常逼精進 

信師任折磨 衣食盡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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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居達證德 傳法待徒來 

詠道傳千古 法子成宗師 

密勒祖師祈請頌 

信師堅毅誰能比？ 密祖加持我信堅！ 

忍苦耐磨無人及！ 密祖加持我忍耐！ 

無常業果常戒懼！ 密祖加持我精進！ 

衣食不顧岩居修！ 密祖加持我恆毅！ 

飛行穿石皆證達！ 密祖加持我證果！ 

歌詠法脈代代傳！ 密祖加持我渡眾！ 

媽幾祖師讚 

切斷身執化供施，智悲妙用融法界， 

無我難修示捷徑，創法反哺唯媽幾！ 

聖者 林上師讚 

敬禮頂嚴 金剛蓮華上師林佛前 

淨禪華嚴輯珍論 

偈要講譯匯法流 

金剛智慧放金光 

林師妙德前讚禮 讚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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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瓶三洲越三千 

「寶瓶觀音」四海聞 

菩提茁長福緣聚 

林師圓通前讚禮 讚大悲 

祈請即感金身臨 

火供事業履佛行 

虹映明窗千里雪 

林師密主前讚禮 讚大力 

清涼峰頂禮蓮師 

大士遊戲示圓帽 

普願見師即見佛 

林師烏金前讚禮 讚化身 

四十八會圓師願 

三十二應展慈恩 

三聖齊臨頗瓦證 

林師彌陀前讚禮 讚化身 

身教言教大圓融 

豁破念執導一體 

鋒線行持仰志節 

林師勝樂前讚禮 讚報身 

代禱無分親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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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蒙感應僅報名 

若非法身孰堪能 

林師大日前讚禮 讚法身 

尊即歷祖總集體 

尊即本尊護法眾 

尊即空行壇城主 

林師四根本前禮 讚共德 

矜祈滴水之讚歎 

惑慢障業悉冰清 

轉執成道誓句固 

融入浩海以承德 求祈加持 

蓮苑馥郁勝士勇 

根深林茂鳳來儀 

妙華廣敷十方界 

速至本來清淨地 推恩成就 

當今多吉勒巴讚 

敬禮 荷擔蓮師事業當今多吉勒巴大護法前 

無死蓮華生，緣俱義利藏，事業無盡！伊誰堪擔當？ 

具誓名稱遍，多吉勒巴尊，悲徹骨髓，如影隨眾生。 

心種紅黑只，以誅而懷之，光明周遍，魔背到芒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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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睜忿怒目，眈眈如虎視，襲掠魔心，令住大善逝。 

右手天鐵椎，椎擊心要幹，守護本淨，堅定大圓滿。 

左手鼓風筒，扇起智慧焱，燒盡三有，而不著草茵。 

騎具神足羊，如電光迅速，承辦事業，大力大振作。 

三界為動搖，大地為鎮伏，三百六十，兄弟威德足。 

十二護法母，斷犯戒身命，且猛且慈，如母怒撻嬰。 

末世五濁盛，佛子沙中金，如護己目，主眷如僕媵。 

誰作煩惱者，違大圓滿見？抓破心魔，誓語其憶起。 

具見諸行者，堅固四性戒，遊戲神變，誓語其憶起。 

死魔與病魔，天魔煩惱魔，佛芽多障，誓語其憶起。 

巖處穴居者，久修未證者，開發功德，誓語其憶起。 

善妙承事者，大樂授予者，攝受順利，誓語其憶起。 

反蓮師法者，毀謗與阻障，緣俱義利，誓語其憶起。 

復興蓮師教，為三有依怙，宏願相契，誓語其憶起。 

大教大果乘，大法大化導，大事大業，誓語其憶起。 

聞尊誓語者，誦此讚詞者，顯智悲力，誓語其憶起。 

當今多吉勒巴祈請頌 

能承蓮師大事業 

悲心綿延護法脈 

密法修行多險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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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仰尊威得通暢 

韋馱菩薩啟請頌 

護持佛法大將軍 四大天王咸追隨 

漢地寺宇普供奉 顯揚聖教無餘力 

眷顧行人為親子 適時鼓勵與補給 

如護陳師未暫離 恩光及我以利眾 

祈祐偈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護  總集文殊示現陳上師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願  離苦得樂福慧咸增長 

祈加持頌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怙 

總集觀音示現林上師 

令我隨緣開顯貪自性 

賜我早日證達明空樂 

應機救渡長住虹光身 

開示妙法普渡六道眾 

大海龍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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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心慈憫比海深 雨露普降潤大千 

寶瓶垂納為菩提 福緣眾生咸蒙恩 

大海龍王啟請頌 

龍王龍后慈悲深，推廣弘揚理繁瑣 

  鉅細靡遺周全護，恩遍全球德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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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供養本尊讚頌集 

勝樂金剛讚 

敬禮 上師勝樂金剛無分前 

嚇為無生體空超言詮，嚕為無滅離於眾因緣， 

噶為無依不住任何處，禮讚普賢如來所顯前。 

飲者受用無漏大樂花，血者諸佛慧命之精華， 

常樂我淨四德總集者，禮讚本尊勝樂金剛前。 

天衣欲飛氣概何軒然，十字杵高事業任運圓， 

菩提半月愉悅無窮盡，禮讚本尊上方勝莊嚴。 

不入虎穴焉能得虎兒，以毒攻毒取所調虎皮， 

無畏解脫出入蓮花裡，禮讚本尊下方妙威儀。 

諸法清淨妙欲淨無邊，俱生大智顯露歡喜禪， 

誰能體味剎那超三界，禮讚本尊所抱亥母前。 

身受心法四念金剛堅，息增懷誅四事自在全， 

四身四智四德皆配合，禮讚本尊四方空行前。 

遊戲神變解脫成天真，慧劍長倚護持密行人， 

鴉面無染變現復變現，禮讚本尊化現護法身。 

巖處甚深尸林誰問津，降格相從主眷作山神， 

悲願宏深誓為法戮力，禮讚本尊羅叉依怙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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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小嬰仰瞻秋空晴，渾身拜倒何日慰我情， 

忽然顯現我心清淨裡，禮讚本尊二十四壇城。 

主伴三壇外護總集恩，惟念七字能消萬劫冤， 

轉變心識地道得自在，禮讚本尊無上妙真言。 

末世眾生貪欲極熾盛，甚深妙道險哉極難行， 

如蛇在竹或升或墮落，誰為拔度悲淚仰壇城！ 

妙法無比賢劫不常傳，似犯實守勒馬於巖懸， 

氣脈障難如盲處夜半，誰為援手哭訴主眷前。 

具戒出離起分已深入，明空妙定菩提心增益， 

如斯感得亥母示現因，導瑜伽士各知所緩急。 

師恩覃深徹底通下情，本尊佛母愛我如小嬰， 

護法慈祥嘉善矜不敏，群德栽培順緣助早成。 

啟請啟請金剛大抽擲，佈施妙智除眾心煩熱， 

啟請啟請蓮花大騰挪，佈施勝喜令住安樂窩， 

廿四壇城獨留猶未隱，究為誰者我殷重啟請， 

願賜無死大樂智慧身，接最後機莊嚴大悲憫！ 

勝樂金剛讚 

根本愚癡徹底清，無上空樂整體現； 

毒即是空空即毒，即貪成道歸本淨。 

息增懷誅任運行，安樂遍施賜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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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無限喜無盡，欲海平寧砥柱渡。 

勝樂金剛祈請頌 

貪道淵深 空樂難契 愚迷滿目 

證達晨星 已知皈依 復又投入 

奈何證量 微薄難晉 為樹法幢 

願蒙垂慈 早契同體 群生普渡 

勝樂父母頌 

嗡 敬禮 薄伽梵勇父自在 

如大火劫猛烈熾燃中 其髮收束有如肉髻然 

獠牙威猛具大怖畏相 身放千種光芒而熾然 

手持鉞斧繩矛與天杖 虎皮為裙而穿著天衣 

如煙如大闇色前禮讚 

嗡 敬禮 薄伽梵母金剛亥母前 

聖母三界母餘難勝名自在 部多畏長降母金剛大性母 

金剛座母他不能勝眼旋動 能令毒盡母忿怒母獠牙母 

尊勝母能令愚令癡令懵母 大瑜伽亥母欲自在母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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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亥母啟請頌 

敬禮 空樂根本金剛亥母前 

至心召請 亥母來顧 作金剛師 

蓮宮乳哺 速證佛果 長生普度 

時已不早 人已將老 哀我盲修 

瞎馬險道 父母荼苦 末法顛倒 

親眷雖離 師恩未報 任重道遠 

證量難到 無餘望處 唯尊引導 

本面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本面！ 

具足事智和合一味；能令眾生， 

疾見本來面，證一味瑜伽。 

大手印母！大圓滿母！ 

大瑜伽母！大體性母！ 

智冠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智冠！ 

具足金剛持母德相；能令眾生， 

疾得大灌頂，證金剛持位！ 

薄伽梵母！毗盧遮那母！ 

金剛持母！普賢王如來母！ 

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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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豬頭！ 

具足大痴明空體性；能令眾生， 

疾依睡光明，證法身佛位。 

大痴母！體性母！金剛亥母！ 

大光明母！無上瑜伽母！ 

三目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三目！ 

具足漏盡智等三明；能令眾生， 

具白毫光相，疾證三世智。 

聖母！大中脈母！三世智母！ 

他不能勝眼旋動母！ 

四牙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獠牙！ 

具足大瞋體性妙用；能令眾生， 

證四無礙辯，得說法自在。 

獠牙母！忿怒母！伏魔母！ 

部多畏母！能令愚令痴令懵母！ 

鉞刀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鉞刀！ 

具足大嫉鉞刀種姓；能令眾生， 

快斷分別纏，荷諸佛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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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母！大般若母！大鉞刀種母！ 

能怖弒能分別不被彼勝母！ 

顱器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顱器！ 

具足大貪空樂甘露；能令眾生， 

疾證飲血尊大樂智慧身。 

大貪母！長降母！ 

金剛大性母！大供養母！ 

兩乳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兩乳！ 

具足空樂雙運體性；能令眾生， 

疾證空行網勝樂金剛位。 

欲自在母！大樂王母！ 

俱生喜母！能長養佛菩提母！ 

腰腹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腰腹！ 

具足福慧兩足尊位；能令眾生， 

疾證法色二身無邊諸功德。 

尊勝母！福寶母！ 

九種姿態母！一切佛身莊嚴母！ 

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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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右足！ 

具足四德，不住生死；能令眾生， 

疾證大涅槃，得常樂我淨。 

大佛母！密智母！ 

吉祥母！祕密自證智母！ 

左足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左足！ 

具足自在，不住涅槃；能令眾生， 

於生死海中而得大自在。 

大解脫母！歡喜母！三界至尊母！ 

遊戲自在母！餘難勝名自在母！ 

密蓮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密蓮！ 

具足順逆，四喜四智；能令眾生， 

溯俱生智而上，直得光明大灌頂。 

海螺母！金剛座母！樂藏母！ 

俱生智母！能令毒盡母！ 

卡章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卡章加！ 

具足阿罕雙運勝伴；能令眾生， 

疾證總集輪大樂金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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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母！空行母！ 

祕密應供母！欲自在清淨母！ 

金剛亥母讚 

賜除煩惱賜顯俱生智 賜調氣脈賜証無死果 

賜伏魔仇賜攝十法界 禮讚現前金剛大亥母 

空行勇父讚 

金剛堅挺入深密 俱生妙喜超三世 

佛母空樂賴證達 貪毒本淨依尊顯 

四臂大黑天讚 

勝樂壇城忠貞護 變現烏鴉任運飛 

到處聖地簇集守 火供獻瓶常蒙隨 

韋馱菩薩啟請頌 

護持佛法大將軍 四大天王咸追隨 

漢地寺宇普供奉 顯揚聖教無餘力 

眷顧行人為親子 適時鼓勵與補給 

如護陳師未暫離 恩光及我以利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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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祐偈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護 總集文殊示現陳上師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願 離苦得樂福慧咸增長 

祈加持頌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怙 

總集觀音示現林上師 

令我隨緣開顯貪自性 

賜我早日證達明空樂 

應機救渡長住虹光身 

開示妙法普渡六道眾 

大海龍王讚 

龍心慈憫比海深 雨露普降潤大千 

寶瓶垂納為菩提 福緣眾生咸蒙恩 

大海龍王啟請頌 

龍王龍后慈悲深，推廣弘揚理繁瑣 

鉅細靡遺周全護，恩遍全球德澤長！ 

 



31 
 

廿五供養空行讚頌集 

金剛亥母讚 

賜除煩惱賜顯俱生智 賜調氣脈賜証無死果 

賜伏魔仇賜攝十法界 禮讚現前金剛大亥母 

金剛亥母啟請頌 

敬禮 空樂根本金剛亥母前 

至心召請 亥母來顧 作金剛師 

蓮宮乳哺 速證佛果 長生普度 

時已不早 人已將老 哀我盲修 

瞎馬險道 父母荼苦 末法顛倒 

親眷雖離 師恩未報 任重道遠 

證量難到 無餘望處 唯尊引導 

本面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本面！ 

具足事智和合一味；能令眾生， 

疾見本來面，證一味瑜伽。 

大手印母！大圓滿母！ 

大瑜伽母！大體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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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冠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智冠！ 

具足金剛持母德相；能令眾生， 

疾得大灌頂，證金剛持位！ 

薄伽梵母！毗盧遮那母！ 

金剛持母！普賢王如來母！ 

豬頭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豬頭！ 

具足大痴明空體性；能令眾生， 

疾依睡光明，證法身佛位。 

大痴母！體性母！金剛亥母！ 

大光明母！無上瑜伽母！ 

三目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三目！ 

具足漏盡智等三明；能令眾生， 

具白毫光相，疾證三世智。 

聖母！大中脈母！三世智母！ 

他不能勝眼旋動母！ 

四牙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獠牙！ 

具足大瞋體性妙用；能令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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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四無礙辯，得說法自在。 

獠牙母！忿怒母！伏魔母！ 

部多畏母！能令愚令痴令懵母！ 

鉞刀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鉞刀！ 

具足大嫉鉞刀種姓；能令眾生， 

快斷分別纏，荷諸佛事業。 

無我母！大般若母！大鉞刀種母！ 

能怖弒能分別不被彼勝母！ 

顱器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顱器！ 

具足大貪空樂甘露；能令眾生， 

疾證飲血尊大樂智慧身。 

大貪母！長降母！ 

金剛大性母！大供養母！ 

兩乳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兩乳！ 

具足空樂雙運體性；能令眾生， 

疾證空行網勝樂金剛位。 

欲自在母！大樂王母！ 

俱生喜母！能長養佛菩提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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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腹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腰腹！ 

具足福慧兩足尊位；能令眾生， 

疾證法色二身無邊諸功德。 

尊勝母！福寶母！ 

九種姿態母！一切佛身莊嚴母！ 

右足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右足！ 

具足四德，不住生死；能令眾生， 

疾證大涅槃，得常樂我淨。 

大佛母！密智母！ 

吉祥母！祕密自證智母！ 

左足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左足！ 

具足自在，不住涅槃；能令眾生， 

於生死海中而得大自在。 

大解脫母！歡喜母！三界至尊母！ 

遊戲自在母！餘難勝名自在母！ 

密蓮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密蓮！ 

具足順逆，四喜四智；能令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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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俱生智而上，直得光明大灌頂。 

海螺母！金剛座母！樂藏母！ 

俱生智母！能令毒盡母！ 

卡章 

願率三界，皈依金剛亥母卡章加！ 

具足阿罕雙運勝伴；能令眾生， 

疾證總集輪大樂金剛位。 

事業母！空行母！ 

祕密應供母！欲自在清淨母！ 

媽幾祖師讚 

切斷身執化供施，智悲妙用融法界， 

無我難修示捷徑，創法反哺唯媽幾！ 

六類空行母讚 

敬禮 六類空行母前 

勝義光明母，無間靡遺現， 

須臾不離， 任誰具本面。中央者 

智慧金剛母，離斷自澄清， 

意態嫻雅， 生法本現成。東方者 

解脫事業母，無畏若火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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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掠魔心， 盡性無拘檢。北方者 

大樂蓮花母，空房顯智喜， 

色舞眉飛， 春風育桃李。西方者 

莊嚴寶生母，富麗孰比肩！ 

光彩奪魄， 摩尼在心田。南方者 

世間空行母，不動法本位， 

蓮出污泥， 隨欲現嫵媚。世間者 

秋高無雲空，孰能體此意？ 

纔得偎親， 便登普賢位。中 

平淡嫌粉飾，裸體絕綺練， 

視線甫交， 鏡影如相戀。東 

當體無情面，直下斬其全， 

殺活同時， 無所逃於天。北 

何分古與今？何分昏與明？ 

迷人醒人， 終古長依卿。西 

風月無盡藏，貴賤咸瞻仰， 

袖裡乾坤， 心花長自賞。南 

玉骨而冰肌，月貌襯雲裳， 

空樂不遷， 長為大事忙。世 

懷寶行乞孩，狐掘而狐埋， 

何日云已， 誓語其憶起。中 



37 
 

日用不能知，歸而有餘師， 

坦道莫履， 誓語其憶起。東 

如扶醉人然，東西各自偏， 

失之當體， 誓語其憶起。北 

狗骨味自血，空樂不相契， 

墮入霧裡， 誓語其憶起。西 

買櫝而還珣，反裘而負薪， 

昧平等理， 誓語其憶起。南 

開發蓮花藏，身供殊大方， 

宏願貫耳， 誓語其憶起。世 

本覺自明境，處囊如脫穎， 

鞭辟入裡， 誓語其憶起。中 

無修離冀疑，平常不希奇， 

就在者裡， 誓語其憶起。東 

貪瞋癡慢疑，體用不分歧， 

活脫在理， 誓語其憶起。北 

色聲香味觸，一體五妙欲， 

心空及矣， 誓語其憶起。西 

寶光如虹霞，平等性為家， 

充滿法喜， 誓語其憶起。南 

今之勒古媽，與移喜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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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此蒞此， 誓語其憶起。世 

今之長壽女，如作密勒侶， 

有以有以， 誓語其憶起。世 

啟請空行母眾憶起誓語頌 

敬禮 空行總主金剛亥母 

敬禮 空行誓句 

空樂根本空行母，出生智喜蓮花樂，能與行者金剛持， 

憶起誓語我啟請。丟松傾巴成佛地，噶馬惹彼猶在望， 

金剛手前曾發誓，以身為伴助成就。行者發大菩提心， 

即身欲取無死果，空樂根本之所依，憶起誓語我啟請。 

戒犯未淨我當淨，啟請不誠我當誠，大印未深我當深， 

氣功未精我當精，明點未盈我當盈，噶馬惹彼所發誓， 

金剛手前所發誓，殷重啟請速憶起，現前示現作助伴。 

信心悲心兩契合，剎那當現于我前，三年五載縱不現， 

一息尚存不失信；我持我因終得果，不現亦無傷我因， 

設使此生不蒙現，臨終亦不退信心。生生世世常啟請， 

終有示現之良辰，誓句終不欺行者，祕密主尊可保證。 

現已固是成就緣，不現策發精進因，為利眾生願提早， 

此信固可契悲心。噶馬惹彼所發誓，金剛手前所發誓， 

殷重啟請速憶起，現前示現作助伴。昔日藏師朝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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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遇勒古媽母佛，從天下降為灌頂；又遇蘇卡洗底師， 

為灌且作終身伴；蕩通借波大祖師，及其徒打那拉達， 

先後皆得遇空行。我以罪業繫縛身，生此末法之時代， 

信心不敢落師後，悲心當蒙勝于前。古代薩拉哈祖師， 

夏哇縷與雅火拉，皆依空行得大成。如彼祖師願效法， 

畢哇師蒙無我母，灌頂頓證六地位。如斯極妙勝因緣， 

願我此座即現起。蒙恩已得空行法，二十四壇猶未隱， 

如何得報深廣恩？惟有早日得親見，為我上師當相依， 

直成無死不捨棄，長住人天為導師。空樂根本我啟請！ 

空行勇父讚 

金剛堅挺入深密 俱生妙喜超三世 

佛母空樂賴證達 貪毒本淨依尊顯 

妙音佛母讚 

妙音源本寂 辯才顯智深 

慧堪配文殊 德稱在磋嘉 

啟智賜證悟 開通增善巧 

心明福自臻 千弦傳萬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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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天母讚 

雪山佛國賴護佑 解疑授法袒虹身 

每逢難關賜指引 如母牽子方得安 

四臂大黑天讚 

勝樂壇城忠貞護 變現烏鴉任運飛 

到處聖地簇集守 火供獻瓶常蒙隨 

韋馱菩薩啟請頌 

護持佛法大將軍 四大天王咸追隨 

漢地寺宇普供奉 顯揚聖教無餘力 

眷顧行人為親子 適時鼓勵與補給 

如護陳師未暫離 恩光及我以利眾 

祈祐偈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護 總集文殊示現陳上師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願 離苦得樂福慧咸增長 

祈加持頌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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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集觀音示現林上師 

令我隨緣開顯貪自性 

賜我早日證達明空樂 

應機救渡長住虹光身 

開示妙法普渡六道眾 

大海龍王讚 

龍心慈憫比海深 雨露普降潤大千 

寶瓶垂納為菩提 福緣眾生咸蒙恩 

大海龍王啟請頌 

龍王龍后慈悲深，推廣弘揚理繁瑣 

鉅細靡遺周全護，恩遍全球德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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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供養護法讚頌集 

穩都借波讚 

敬禮 能除聖凡二執大自在護法王前 

本覺智光為能顯，離二邊者所親謁， 

無所守護大守護，諸佛眾生心密密。 

二頭二足二雙手，張二弓箭正射擊， 

上手右射除佛見，下手左射除凡執， 

二頭相疊皆半怒，黃色之中透紅色； 

黃表平等智能攝，紅表盡法界所攝， 

任運成就勝共德，具二離二二亦一。 

其餘身分青黑色，不動實際兩足立， 

為表現成本具足，全身裸露無嚴飾。 

二分邪見魔自縛，箭令解脫施悲力， 

平等差別智雙運，四手自成四事業； 

四性戒者如任運，無實廣大與獨一， 

能不違反得守護，具大心者恆禮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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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尊長壽女讚 

敬禮 密祖不共護法五尊長壽女前 

雪山密勒師，三到修慧髓， 

志應于正，聖女長相隨。 

壽佛徹骨慈，變現九種姿， 

智慧事業，五尊兼荷之。 

如意無死脂，能解空樂饑， 

杵光高灼，解脫無畏獅。 中尊 

智鏡當胸持，十界影在茲， 

法幢高舉，護教常孜孜。 東尊 

勝樂調虎癡，妙味廣佈施， 

吐寶無量，平等以垂慈。 南尊 

壽瓶甘露池，資糧矢志司， 

馴眾如鹿，妙緣常護持。 西尊 

吉祥座相宜，調貪喜出離， 

如龍活脫，證果了無疑。 北尊 

時乎不再來！無常日以催， 

任重道遠，延壽仰栽培。 

出離心如灰，寒山豈招財， 

童瓶身寶，微尊焉免災。 

妙體安樂窩，俱生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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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護愛，頓顯阿彌陀。 

世事若空花，矢志餐野麻， 

一誠感矣，誓語其憶起。 

三昧雅所依，開脈騰身飛， 

真俗契矣，誓語其憶起。 

戒定慧以全，法報化以圓， 

有以有以，誓語其憶起。 

明照不滅光，通三世十方， 

證無死體，誓語其憶起。 

具德如我師，妙蓮祈垂慈， 

蒞此蒞此，誓語其憶起。 

當今多吉勒巴讚 

敬禮 荷擔蓮師事業當今多吉勒巴大護法前 

無死蓮華生，緣俱義利藏，事業無盡！伊誰堪擔當？ 

具誓名稱遍，多吉勒巴尊，悲徹骨髓，如影隨眾生。 

心種紅黑只，以誅而懷之，光明周遍，魔背到芒刺。 

圓睜忿怒目，眈眈如虎視，襲掠魔心，令住大善逝。 

右手天鐵椎，椎擊心要幹，守護本淨，堅定大圓滿。 

左手鼓風筒，扇起智慧焱，燒盡三有，而不著草茵。 

騎具神足羊，如電光迅速，承辦事業，大力大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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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為動搖，大地為鎮伏，三百六十，兄弟威德足。 

十二護法母，斷犯戒身命，且猛且慈，如母怒撻嬰。 

末世五濁盛，佛子沙中金，如護己目，主眷如僕媵。 

誰作煩惱者，違大圓滿見？抓破心魔，誓語其憶起。 

具見諸行者，堅固四性戒，遊戲神變，誓語其憶起。 

死魔與病魔，天魔煩惱魔，佛芽多障，誓語其憶起。 

巖處穴居者，久修未證者，開發功德，誓語其憶起。 

善妙承事者，大樂授予者，攝受順利，誓語其憶起。 

反蓮師法者，毀謗與阻障，緣俱義利，誓語其憶起。 

復興蓮師教，為三有依怙，宏願相契，誓語其憶起。 

大教大果乘，大法大化導，大事大業，誓語其憶起。 

聞尊誓語者，誦此讚詞者，顯智悲力，誓語其憶起。 

護法海會眾總讚 

敬禮 事業根本一切智慧護法事業護法諸聖眾海會前 

無實廣大心，獨一而任運， 

性戒堅住，心密護本分。 穩都借波 

獨齒蒲巴尖，獨乳醍醐注， 

獨目慈瞻，悲徹三無住。 阿松媽 

慧目遍身閃，九乘舉其巔， 

仰箭射空，相乘不墮天。 雅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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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且矢勤，太虛電光掣， 

法椎高舉，孰敢當大勢。 當今多吉勒巴 

本尊父與子，兼作護法事， 

蒲巴尖銳，能令魔善逝。 蒲巴 

吉祥大黑天，不動法性現， 

勝共依怙，普賢王本面。 吉祥天母大黑袍雙運尊 

妙樂遊戲身，祕密行調伏， 

哈哈嚇嚇，拙火令成熟。 四臂大黑天 

無緣同體悲，感應若回響， 

如母憶兒，聞聲莫不往。 六臂大黑天 

總護漢地法，遇難益顯威， 

微子戮力，吾其誰與歸？ 韋馱將軍 

馬鳴風蕭蕭，法燈惟殘燄， 
寶幢重興，斷 破艱險。 馬頭金剛 

財力與權力，三尊各共攝， 

鼻箭鉤索，法界無不及。 三紅尊 

六十萬俱祇，諸佛所共現， 

魔障所在，滅于大火燄。 不動明王 

五尊長壽女，智慧與事業， 

愛之固勞，真俗兩契洽。 長壽女 

本尊所示現，伉儷咸威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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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樂不分，引人入勝境。 羅叉依怙 

華嚴經出處，龍宮多寶藏， 

雲行雨施，大地沐恩光。 龍王 

大鵬金翅鳥，能掩蔽三界， 

萬毒可除，龍魔不能害。 金翅鳥 

以身護教化，捧蓮師馬足， 

四天澤被，護關蒙恩多。 四天王 

主宰諸魔軍，三界悉鎮伏， 

自在攝受，相依無敗衄。 大自在天 

大威德所顯，心要法所在， 

無間護持，隻眼莫敢對。 掘尊 

蓮師手中蠍，歸伏不二過， 

大力可使，魯陽其揮戈。 大力尊 

獰猛忿怒身，勇力碎魔仇， 

神變難思，具誓助宏猷。 藥叉大將 

虛空自在變，千尊黑母主， 

吞食三有，佛子飲獅乳。 吉祥天母 

男女禽獸眷，鉤殺八業全， 

敲骨吸髓，四魔齊下咽。一切黑色前，變現復變現， 

無量無染，不失本來面。獅虎鹿馬騾，羊龍牛神足， 

尋聲救苦，踏魔何慘酷。鉞斧蒲巴劍，弓矢矛棒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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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索鎖鈴，武器列四陲。吽呸麻爵只，挫寫哈棒桶， 

麻拉雅呸，令死令懵懂。虎豹象人皮，骨肉血心腸， 

旗展勝利，威力何揚揚。性戒當堅住，繁律自全具， 

我心嚮矣！誓語其憶起。死魔中斷魔，天魔煩惱魔， 

消滅盡矣！誓語其憶起。禪病四大病，氣病傳染病， 

莫能入矣！誓語其憶起。盜賊等八難，違品不相亂， 

災障弭矣！誓語其憶起。衣食住空行，福壽權財名， 

順緣集矣！誓語其憶起。三十七菩提，八德五身齊， 

佛果圓矣！誓語其憶起。 

二臂大黑天讚 

智慧護法普賢佛 堅貞謙下力勝魔 

宿世虔修效典型 今生身心襲舊模 

吉祥天母讚 

雪山佛國賴護佑 解疑授法袒虹身 

每逢難關賜指引 如母牽子方得安 

吉祥天母祈請頌 

世亂群迷 正法難伸張 

縱慾橫行 生態幾瀕亡 



49 
 

拔苦與樂 佛子每乏力 

群生普濟 仰母常垂佑 

世界安寧 有情慶吉祥 

覺道光耀 天母放恩光 

大白傘蓋佛母啟請頌 

頭目手足俱無數 方便無盡大佛母 

大白傘蓋蔭大千 完整護佑常垂顧 

四臂大黑天讚 

勝樂壇城忠貞護 變現烏鴉任運飛 

到處聖地簇集守 火供獻瓶常蒙隨 

馬頭明王祈請頌 

觀音大慈現忿容 只因悲切魔難調 

馬鳴嘶裂愚迷網 杵鈎劍杖伏妖邪 

末法濁重清流稀 仰尊大力護菩提 

圓成證德弘正法 法脈綿延渡群生 

六臂大黑天禮讚 

六道眾苦 六方佛慈 六臂悉擔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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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大悲 普度大慈 大力能開顯 

堅貞不移 遇難益彰 如黑蓋餘色 

不請自臨 唯法是問 佛子真依怙 

忿怒相護法禮讚 

慈憫眾生護正法 呵護心切真情露 

恨不一舉滅盡魔 那顧忿容嚇壞人 

怒目圓睜髮衝冠 血口獠牙吞群邪 

若見表相非真相 方悟怒容出婆心 

毗沙門天王讚 

慷慨樂施多聞天 法寶世財應需來 

宮殿莊嚴難思議 行人前程仰安排 

毗沙門天王啟請頌 

正法罕值 密法難入 迷眾沉淪深 

災難日亟 修途屢塞 覺士每艱辛 

多聞好施 勇護佛道 福智無盡藏 

憫子志純 擁護牽引 渡生無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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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天王讚 

蒙恩夢境朝尊顏 彈指全身轉銀白 

敬謹頂禮求護佑 一心弘法為眾生 

四大天王讚 

持國護祐常安寧 增長培育樂榮昌 

廣目開闊觀法界 多聞普施蔭大千 

慈忍耶穌讚 

觀音化現賜白袍 襯裡字句出佛經 

世間行道賴慈忍 每念臨刑只孤身 

天后媽祖讚 

觀音本寂現默娘，海難安渡依媽祖， 

聖德母儀尊天后，信眾代代傳香火。 

大海龍王讚 

龍心慈憫比海深 雨露普降潤大千 

寶瓶垂納為菩提 福緣眾生咸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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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龍王啟請頌 

龍王龍后慈悲深，推廣弘揚理繁瑣 

鉅細靡遺周全護，恩遍全球德澤長！ 

堅牢地神讚 

承載萬物任踐踏，容受排洩不拒納； 

寶藏成果俱供施，地母恩德無限量。 

堅牢地神祈請頌 

六道貪惡壞地利，感招地震水火災； 

弘揚佛道建淨域，祈母護持令眾安。 

格薩爾王啟請頌 

勳業彪炳王威赫 旌旗一展魔盡懾 

登堂坐鎮施調度 鴻圖大展法昌隆 

尸林護法讚 

堅鉅事業骷髏撐，空洞其身容眾生； 

千瘡百孔任挖補，咸成一體共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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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神恩光 

福德山神吉地主 煙供經年示爐形 

座落供需蒙指點 金豹守關虎猴巡 

韋馱菩薩啟請頌 

護持佛法大將軍 四大天王咸追隨 

漢地寺宇普供奉 顯揚聖教無餘力 

眷顧行人為親子 適時鼓勵與補給 

如護陳師未暫離 恩光及我以利眾 

護法關公啟請頌 

忠義正氣垂典範 環宇華人咸敬仰 

伽藍菩薩盡職守 佛法傳續賴護衛 

護法翼德公 

持咒放光佑群黎，顯密圓融佛殿中； 

護法翼德威勢猛，蛇矛長穿災障弭。 

護法玄德公 

禮賢行仁眾心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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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陷艱險不捨眾 

桃園結義匡漢室 

兄弟齊心扶法脈 

敬讚門神 

名垂青史有幾人？餘蔭不息更稀微； 

功勳昭著護帝王，時潮民主佑百姓。 

祈祐偈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護 總集文殊示現陳上師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願 離苦得樂福慧咸增長 

祈加持頌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怙 

總集觀音示現林上師 

令我隨緣開顯貪自性 

賜我早日證達明空樂 

應機救渡長住虹光身 

開示妙法普渡六道眾 

 
  



 
 

 
 

迴 向 
願有緣生淨信者 咸依此集修供讚 

常蒙聖眾施恩寵 早得成就廣渡眾 

 

 

迴 向 
一、願具德上師長住世，已辭世者早降誕。 

二、願人類邪說暴行早日停止，佛法弘揚無礙。 

三、願我及眾生精勤佛道，即生即身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四、願我及眾生慈悲增長，直至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五、願我及眾生智慧增長，直至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