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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  

陳供如常。  

頂禮三拜。 

  

一、 發心 

 

合掌虔念： 

邪說暴行正猖狂，生態環境已失常；  

眾生活命少安穩，焦慮重壓不斷增。  

有情漂流苦海中，無常遷變瞬息間； 

天災人禍接踵來，惟仰度母慈恩護。  

個業共業交相織，無從單求一己安；  

整體悲懷契佛慈，為眾修軌佛必助！ 

 

願一切眾生具樂及樂因！ 

願一切眾生離苦及苦因！  

願一切眾生不離無苦之樂！ 

願一切眾生遠離分別愛憎住平等捨！ 

 

願一切眾生早日成佛！  

 

二、觀空 

 

結定印，默念三遍： 

萬法皆緣成，相依而共存； 

捨對立分別，現一體本淨。 

 

觀想全法界回歸本來清淨，而呈現為無有邊限之天藍色光明。  

 

三、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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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於此藍色光明中出現全法界之四聖六凡。 

 

行者之父母分居其右、左兩側。前為歷世之冤親，後為六道眾生。六道中

最需救助之地獄眾生緊隨行者之後，然後依序為餓鬼道、畜生道、人道、

阿修羅道、天道之一切眾生。所有眾生皆與行者同一面向。 

 

行者前方之空中則為一切諸佛、菩薩、聲聞、緣覺、護法等聖眾。綠度母

居於正中，白色四臂觀音菩薩安住其上空，綠度母為其所化現之二十度母

所環繞，彼等為西方極樂世界其餘一切聖眾所環繞。此等之外，則為所有

其他淨土之佛、菩薩及聖眾，層層環繞。所有聖眾皆慈憫顧視六道眾生。 

 

四、皈依 

 

合掌虔念三遍，並觀想一切眾生皆仰望空中之綠度母，而合聲齊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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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金剛上師 

皈依聖綠度母 

皈依圓融佛法 

皈依菩提聖眾 

 

南無綠救度母   南無救災難度母   南無救震災度母   

南無救水災度母  南無救火災度母   南無救風災度母   

南無增福慧度母  南無救天災度母   南無救兵災度母   

南無救獄災度母  南無救盜難度母   南無增威權度母 

南無救魔難度母  南無救畜難度母   南無救獸難度母   

南無救毒難度母  南無伏魔度母    南無藥王度母    

南無長壽度母   南無寶源度母    南無如意度母 

 

觀想一切聖眾皆因眾生能明辨及抉擇解脫之道而感到欣慰，並由綠度母代



4 
 

表一切聖眾攝受眾生之皈依。綠度母從心輪放出綠光照臨每一眾生，為彼

消業、培福、長養菩提。然後此綠光即進住每一眾生心中，大小如一燭

焰，永遠閃耀菩提光芒，照明菩提正道。  

 

五、供奉 

 

觀想一切有情皆欣喜參預廣大長遠之供奉，並與行者合聲齊念： 

 

遍法界珍寶，傾明行證德，離惜遺供獻； 

乞慈憫攝受，演妙法善巧，無疏漏救渡。 

 

觀想一切聖眾皆因此等供奉純粹基於菩提心而欣喜接納、受用。一切聖眾

皆得圓滿之受用。一切聖眾放五色光（藍、白、黃、紅、綠）充遍法界，

加持一切眾生。然後，白色四臂觀音及綠度母以外之一切聖眾皆化光進入

白色四臂觀音，白色四臂觀音再化光降頂進入綠度母心中。  

 

六、讚頌 

 

觀想六道眾生合聲齊念；行者傾忱念誦，並可加用鈴、鼓、引磬、木魚

等： 

 

敬禮大救度母前，垂賜本來清淨禪， 

令諸行者離魔障，大樂智慧佛果圓。 

聖綠度母淨光照，十方有情心性開！ 

聖綠度母清音演，三世得聞煩惱除！ 

聖綠度母恆憶念，雖陷五濁離塵垢！ 

聖綠度母是依怙，息災消業無餘殃！ 

 

觀音悲淚集諸佛慈髓 

笑聲退魔護悉達成佛 

普陀身影令陳師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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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施救渡實眾生依怙 

 

諸佛慈髓 觀音悲淚 滋潤化冥頑 

懾魔以笑 護佑成證 行人仰母恩 

海天岩洞 虹身潮音 何時得親證 

輪迴六道 浮沉眾苦 唯尊能普渡 

 

觀想綠度母於聆讚後，因行者及眾生之正信而大為歡喜。綠度母由心輪放

出鮮明綠光，充遍法界，加持一切眾生，令得消業免災。綠度母隨即以甘

露灑淨眾生之身、語、意業，並賜飲甘露以增長眾生的壽命及慧命。 

 

七、懺悔 

 

觀想六道眾生合聲齊念；行者傾忱念誦，竭誠懺悔業障： 

慈憫度母。願攝受我。我或今生或於餘生。無始時來廣作眾罪。或自

作或隨喜作或教他作。或偷盜佛物四方僧物。或自作或隨喜作或教他

作。或造五無間罪十不善業道。或自作或隨喜作或教他作。由此業障

覆蔽身心生於八難。或墮地獄傍生鬼趣。或生邊地及彌戾車。或生長

壽天。設得人身諸根不具。或起邪見撥無因果。或厭諸佛出興於世。 

 

如是一切業障。我今對一切諸佛世尊之總集，聖綠度母，具一切智者

具五眼者。證實際者稱量者。知者見者前。我今誠心悉皆懺悔不敢覆

藏。願我尸羅律儀復得如故。復願諸佛世尊之總集，聖綠度母攝受護

念證明於我。若我今生或復餘生。無始時來於流轉生死。或曾捨施傍

生一團之食。或曾持一淨戒。或曾修梵行善根。或曾修少分無上智善

根。悉皆合集計校籌量。如三世一切諸佛於最勝無上迴向願中。願皆

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觀想綠度母於聆懺後，憐憫眾生之誠悃，放綠光照臨眾生，消盡彼等一切

業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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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念綠度母心咒 

 

嗡 搭蕾 督搭蕾 督蕾 娑哈 

 

觀想上師與度母無二無別，在持咒期間，由上師心輪放出綠光，加持法界

一切眾生，令得消業離苦，安穩自在。眾生一蒙佛光照拂，身心清淨，心

開意解，法喜充盈。 

 

九、祈請法脈傳承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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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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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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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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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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迴向 

 

度母綠光慈佑群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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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蒙攝受融入一體 

證達慈髓化現無盡 

普濟十方暢母慈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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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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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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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七年十一月廿七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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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沙門天王增益法會儀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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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  

陳供如常。  

頂禮三拜。 

  

一、 發心 

 

合掌虔念： 

邪說暴行正猖狂，生態環境已失常；  

眾生活命少安穩，福報智慧皆微薄。  

有情漂流苦海中，天災人禍接踵來；  

生計法務缺資糧，惟仰天王布施恩。  

個業共業交相織，無從單求一己昌；  

整體悲懷契佛慈，為眾修軌王必助！ 

 

願一切眾生具樂及樂因！ 

願一切眾生離苦及苦因！  

願一切眾生不離無苦之樂！ 

願一切眾生遠離分別愛憎住平等捨！ 

 

願一切眾生早日成佛！  

 

二、觀空 

 

結定印，默念三遍： 

萬法皆緣成，相依而共存； 

捨對立分別，現一體本淨。 

 

觀想全法界回歸本來清淨，而呈現為無有邊限之天藍色光明。  

 

三、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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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於此藍色光明中出現全法界之四聖六凡。 

 

行者之父母分居其右、左兩側。前為歷世之冤親，後為六道眾生。六道中

最需救助之地獄眾生緊隨行者之後，然後依序為餓鬼道、畜生道、人道、

阿修羅道、天道之一切眾生。所有眾生皆與行者同一面向。 

 

行者前方之空中則為一切諸佛、菩薩、聲聞、緣覺、護法等聖眾。毗沙門

天王居於正中，金剛手菩薩安住其上空；毗沙門天王為其眷屬藥叉眾所環

繞，彼等為所有其他佛、菩薩及聖眾，層層環繞。所有聖眾皆慈憫顧視六

道眾生。 

 

四、皈依 

 

合掌虔念三遍，並觀想一切眾生皆仰望空中之毗沙門天王，而合聲齊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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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金剛上師 

皈依多聞天王 

皈依圓融佛法 

皈依菩提聖眾 

 

觀想一切聖眾皆因眾生能明辨及抉擇解脫之道而感到欣慰，並由毗沙門天

王代表一切聖眾攝受眾生之皈依。毗沙門天王從心輪放出金光照臨每一眾

生，為彼消業、培福、長養菩提。然後此金光即進住每一眾生心中，大小

如一燭焰，永遠閃耀菩提光芒，照明菩提正道。  

 

五、供奉 

 

觀想一切有情皆欣喜參預廣大長遠之供奉，並與行者合聲齊念： 



12 
 

遍法界珍寶，傾明行證德，離惜遺供獻； 

乞慈憫攝受，演妙法善巧，無疏漏救渡。 

 

恆毅忍耐道資糧 壽命定慧勝資糧 

空行妙樂密資糧 供已大圓滿增長 

外財寶與內精華 密則妙蓮及時花 

密密十力十八法 願速大圓滿開發 

 

觀想一切聖眾皆因此等供奉純粹基於菩提心而欣喜接納、受用。一切聖眾

皆得圓滿之受用。一切聖眾放五色光（藍、白、黃、紅、綠）充遍法界，

加持一切眾生。然後，金剛手菩薩及毗沙門天王以外之一切聖眾皆化光進

入金剛手菩薩，金剛手菩薩再化光降頂進入毗沙門天王心中。 

 

六、 讚頌 

 

觀想六道眾生合聲齊念；行者傾忱念誦，並可加用鈴、鼓、引磬、木魚

等： 

萬象繁興無厭倦，無量諸作祈助辦， 

曾護文佛之道場，降格從我王前讚。 

 

具無生忍已證不動地 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 

命心財等十種皆自在 大悲增長賜我功德力 

 

多聞天王淨光照，十方有情心性開！ 

多聞天王清音演，三世得聞福慧增！ 

多聞天王恆憶念，雖陷五濁離塵垢！ 

多聞天王是依怙，世財法寶俱豐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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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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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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想毗沙門天王於聆讚後，因行者及眾生之正信而大為歡喜。毗沙門天王

由心輪放出鮮明金光，充遍法界，加持一切眾生，令得消業免災，福慧增

長。毗沙門天王隨即以甘露灑淨眾生之身、語、意業，並賜飲甘露以增長

眾生的壽命及慧命。 

 

七、 祈請 

 

觀想六道眾生合聲齊念；行者傾忱念誦祈請： 

眾生罪業深可怖  於百千劫不見佛 

漂流生死受眾苦  為救是等佛興世 

天王得此解脫門  願垂成就賜六通 

敬求增長天眼通  令見地獄諸苦情 

敬求增長天耳通  令我能聞鬼哭聲 

敬求增長宿命通  令知畜生之前身 

敬求增長他心通  令我能知眾生心 

敬求增長神足通  令具八德渡眾生 

敬求增長無漏通  令我開顯眾法身 

佛眼所見一切寶  佛力能到一切處 

佛身所現一切光  世財聖財賜發揚 

 

邪誘生時願增守護戒律力 違緣生時願增無生法忍力 

散亂生時願增妄念顯定力 昏沉生時願增法身光明力 

夢寐生時願增知夢轉夢力 死魔來時願增生死自在力 

壽障生時願增堅住無死力 貧乏生時願增攝財無礙力 

中斷生時願增相續精進力 小成生時願增忍小就大力 

決定死時願增光明法身力 中陰生時願增轉成報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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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往生時願增上品上生力 能渡生時願增八大悉地力 

遇外道時願增攝彼皈依力 祈尊普賜如尊八地自在力 

 

觀想毗沙門天王於聆讚後，因行者及眾生之正信而大為歡喜。毗沙門天王

由心輪放出鮮明金光，充遍法界，加持一切眾生，令得消業免災，福慧增

長。毗沙門天王隨即以甘露灑淨眾生之身、語、意業，並賜飲甘露以增長

眾生的壽命及慧命。 

 

八、 持念毗沙門天王咒 

 

長咒  

南無也拉渣雅雅 南無百下哇那雅 麻哈拉札雅 打雅他 嗡 舍以

米 舍以米 舒木 舒木 剎以打 剎以打 沙拉沙拉 嘎拉嘎拉 

給尼給尼 古魯古魯 注魯注魯 母魯母魯 沙哈阿哈那 馬里里那

雅 達雅大那 達度也娑哈  

 

心咒  

嗡 百下哇那也 娑哈 

 

觀想上師與毗沙門天王無二無別，在持咒期間，由上師心輪放出金光，加

持法界一切眾生，令得消業離苦，安穩自在。眾生一蒙佛光照拂，身心清

淨，福慧善根增長，心開意解，法喜充盈。 

 

九、 祈請法脈傳承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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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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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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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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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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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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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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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迴向 

 

儒教所云為富不仁財 耶教所云錢為禍根財 

願尊原諒別賜二種財 法務壇場行者世間財 

智慧悲心出世之聖財 皆能結集如法如量來 

因上出離並懺悔四力 道上五根卅七菩提力 

見聞接觸起分相應力 氣脈明點入住融化力 

空悲無二二八功德力 樂明無念大圓滿定力 

果上成就大樂智慧力 願尊加持增長彼一切 

 

末法唯依罪取財 求受王施幾人來  

於我真修瑜伽士 仗天王福大栽培  

二利萬行廣大事 增一能救眾輪迴 

願尊常憶大誓句 願尊不斷護持來 

不惜身命護佛陀 忠誠為法樹典模 

敬禮天王大菩薩 加持行者咸效法 

成就如尊無盡德 勇施法寶遍十方 

護佑眾生登覺梯 離苦達樂證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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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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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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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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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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魯古里佛母和睦法會儀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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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  

陳供如常。  

頂禮三拜。 

 

一、 發心 

 

合掌虔念： 

邪說暴行正猖狂，生態環境已失常；  

眾生活命少安穩，紛諍戰爭處處生。  

有情漂流苦海中，勾心鬥角不悟休；  

群體共命缺和睦，惟仰佛母懷柔恩。  

個業共業交相織，無從單求一己安；  

整體悲懷契佛慈，為眾修軌暢母懷！ 

 

願一切眾生具樂及樂因！ 

願一切眾生離苦及苦因！  

願一切眾生不離無苦之樂！ 

願一切眾生遠離分別愛憎住平等捨！ 

 

願一切眾生早日成佛！  

 

二、觀空 

 

結定印，默念三遍： 

萬法皆緣成，相依而共存； 

捨對立分別，現一體本淨。 

 

觀想全法界回歸本來清淨，而呈現為無有邊限之天藍色光明。  

 

三、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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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於此藍色光明中出現全法界之四聖六凡。 

 

行者之父母分居其右、左兩側。前為歷世之冤親，後為六道眾生。六道中

最需救助之地獄眾生緊隨行者之後，然後依序為餓鬼道、畜生道、人道、

阿修羅道、天道之一切眾生。所有眾生皆與行者同一面向。 

 

行者前方之空中則為一切諸佛、菩薩、聲聞、緣覺、護法等聖眾。古魯古

里佛母居於正中，紅觀音安住其上空；彼等為所有其他佛、菩薩及聖眾，

層層環繞。所有聖眾皆慈憫顧視六道眾生。 

 

四、皈依 

 

合掌虔念三遍，並觀想一切眾生皆仰望空中之古魯古里佛母，而合聲齊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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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金剛上師 

皈依作明佛母 

皈依圓融佛法 

皈依菩提聖眾 

 

觀想一切聖眾皆因眾生能明辨及抉擇解脫之道而感到欣慰，並由古魯古里

佛母代表一切聖眾攝受眾生之皈依。古魯古里佛母從心輪放出鮮明紅光照

臨每一眾生，為彼消業、培福、長養菩提。然後此鮮明紅光即進住每一眾

生心中，大小如一燭焰，永遠閃耀菩提光芒，照明菩提正道。  

 

五、供奉 

 

觀想一切有情皆欣喜參預廣大長遠之供奉，並與行者合聲齊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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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法界珍寶，傾明行證德，離惜遺供獻； 

乞慈憫攝受，演妙法善巧，無疏漏救渡。 

 

大慈悲水能潤能清淨 勝妙攝持具花且與果 

滾打菩提沁透心身香 相續智燈高照光爍爍 

同體遍滿大悲香所塗 禪悅妙食智喜雙印可 

極樂世界大喜歡笑聲 供已現證金剛大勝樂 

 

觀想一切聖眾皆因此等供奉純粹基於菩提心而欣喜接納、受用。一切聖眾

皆得圓滿之受用。一切聖眾放五色光（藍、白、黃、紅、綠）充遍法界，

加持一切眾生。然後，紅觀音及古魯古里佛母以外之一切聖眾皆化光進入

紅觀音，紅觀音再化光降頂進入古魯古里佛母心中。 

 

六、 讚頌 

 

觀想六道眾生合聲齊念；行者傾忱念誦，並可加用鈴、鼓、引磬、木魚

等： 

諸法一味歡樂之慈容 二臂弓箭具花能攝持 

右具棒鉤大福集諸佛 左具繩鉤大智攝群機 

花鬘莊嚴具諸妙眷屬 見聞莫不竭誠敬愛之 

諸祖修尊皆已成國師 大事大業唯尊祈加持 

 

直箭能穿菩提道 曲弓攝持諸群生 

曲上安直反得勢 不遺一物外壇城 

箭是直心大道場 弓為方便卅二應 

何物不具如來藏 縱彼螻蟻願同登 

 

聖潔妙齡體具攝持德 姿態柔順紅潤攝持色 

花箭所往遍起攝持用 如磁吸鐵遠來而近悅 

 

天女所持金剛鉤 瑜伽部中亦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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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尊無邊法界愛 隨心所欲無不契 

 

作明佛母淨光照，十方有情心柔和！ 

作明佛母清音演，三世得聞怨憎消！ 

作明佛母恆憶念，雖陷迫害離敵對！ 

作明佛母是依怙，一切眾生相包容！ 

 

大悲應機施懷柔 千方百計鉤攝中 

除非群生盡證悟 綿密導引無止時 

諸佛福慧鉤賜眾 有情妄念箭射空 

慈繩纏繞免失道 歡容吸引入禪通 

大智佛母方便足 無量佛子咸皈依 

 

觀想古魯古里佛母於聆讚後，因行者及眾生之正信而大為歡喜。古魯古里

佛母由心輪放出鮮明紅光，充遍法界，加持一切眾生，令得消執捨怨，大

發慈悲。古魯古里佛母隨即以甘露灑淨眾生之身、語、意業，並賜飲甘露

以增長眾生的壽命及慧命。 

 

七、 祈請 

 

觀想六道眾生合聲齊念；行者傾忱念誦祈請： 

大悲勝海空悲父 金剛亥母空樂母 

慈悲救渡遍方隅 賜我虹身恒濟世 

 

五智髑髏冠 報身首鬘飾 花箭滿弓 法界無不及  

慈容滿歡悅 空樂舒障難 新仇舊恨 煙消三界外  

觀音行攝受 應機施懷柔 棒鉤繩鉤 遠來而近悅  

暖暖懷抱中 眽眽眷顧下 和樂融融 有情咸皈化 

 

世間爭鬥極凶險 有情長陷欺凌中  

總因世情唯私利 不悟眾生實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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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一時奪榮華 終歸消亡無從續  

心底算計城池深 難見法界本淨相  

願蒙母慈施調伏 令眾虛懷生同情  

互助互愛增溫暖 世間和樂達大同  

更因心開悟佛義 為渡群機登覺途  

佛母慈悲導引下 早證圓覺利群生 

 

觀想古魯古里佛母於聆此祈請後，因行者及眾生之正信而大為歡喜。古魯

古里佛母由心輪放出鮮明紅光，充遍法界，加持一切眾生，令得消執捨

怨，大發慈悲。古魯古里佛母隨即以甘露灑淨眾生之身、語、意業，並賜

飲甘露以增長眾生的壽命及慧命。 

 

八、 持念古魯古里佛母心咒 

 

嗡 古魯古里耶 娑哈 

 

觀想上師與古魯古里佛母無二無別，在持咒期間，由上師心輪放出鮮明紅

光，加持法界一切眾生，令得消執捨怨，大發慈悲。眾生一蒙佛光照拂，

身心清淨，福慧善根增長，心開意解，法喜充盈；世間眾生轉為互諒互

助，共享和平安樂。 

 

九、 祈請法脈傳承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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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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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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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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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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迴向 

 

願蒙佛母慈垂顧 有情咸得知皈依 

直至成佛不暫離 廣演法教渡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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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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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綿延廣化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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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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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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臂瑪哈嘎拉除障法會儀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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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  

陳供如常。  

頂禮三拜。 

 

一、 發心 

 

合掌虔念： 

邪說暴行正猖狂，生態環境已失常；  

眾生活命少安穩，魔障心病屢屢生。  

有情漂流苦海中，業障煩惱拖累深；  

安生修行缺保障，惟仰護法保全恩。  

個業共業交相織，無從單求一己安；  

整體悲懷契佛慈，為眾修軌離障難！ 

 

願一切眾生具樂及樂因！ 

願一切眾生離苦及苦因！  

願一切眾生不離無苦之樂！ 

願一切眾生遠離分別愛憎住平等捨！ 

 

願一切眾生早日成佛！  

 

二、觀空 

 

結定印，默念三遍： 

萬法皆緣成，相依而共存； 

捨對立分別，現一體本淨。 

 

觀想全法界回歸本來清淨，而呈現為無有邊限之天藍色光明。  

 

三、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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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於此藍色光明中出現全法界之四聖六凡。 

 

行者之父母分居其右、左兩側。前為歷世之冤親，後為六道眾生。六道中

最需救助之地獄眾生緊隨行者之後，然後依序為餓鬼道、畜生道、人道、

阿修羅道、天道之一切眾生。所有眾生皆與行者同一面向。 

 

行者前方之空中則為一切諸佛、菩薩、聲聞、緣覺、護法等聖眾。六臂瑪

哈嘎拉居於正中，千手千眼觀音安住其上空；彼等為所有其他佛、菩薩及

聖眾，層層環繞。所有聖眾皆慈憫顧視六道眾生。 

 

四、皈依 

 

合掌虔念三遍，並觀想一切眾生皆仰望空中之千手千眼觀音，而合聲齊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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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金剛上師 

皈依觀音菩薩 

皈依圓融佛法 

皈依菩提聖眾 

 

觀想一切聖眾皆因眾生能明辨及抉擇解脫之道而感到欣慰，並由千手千眼

觀音代表一切聖眾攝受眾生之皈依。千手千眼觀音從心輪放出鮮明藍光照

臨每一眾生，為彼消業、除障、培福、長養菩提。然後此鮮明藍光即進住

每一眾生心中，大小如一燭焰，永遠閃耀菩提光芒，照明菩提正道。  

 

五、供奉 

 

觀想一切有情皆欣喜參預廣大長遠之供奉，並與行者合聲齊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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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法界珍寶，傾明行證德，離惜遺供獻； 

乞慈憫攝受，演妙法善巧，無疏漏救渡。 

 

寂靜八苦平等功德水 寂靜貪著本具童瓶花  

寂靜戒犯唯一任運香 寂靜無明光照四方燈  

寂靜五毒無取捨塗香 寂靜貧乏無增減食子  

寂靜八風無戲論音樂 供已罪淨心明離諸障 

 

觀想一切聖眾皆因此等供奉純粹基於菩提心而欣喜接納、受用。一切聖眾

皆得圓滿之受用。一切聖眾放五色光（藍、白、黃、紅、綠）充遍法界，

加持一切眾生。然後，千手千眼觀音及六臂瑪哈嘎拉以外之一切聖眾皆化

光進入千手千眼觀音，千手千眼觀音再化光降頂進入六臂瑪哈嘎拉心中。 

 

六、讚頌 

 

觀想六道眾生合聲齊念；行者傾忱念誦，並可加用鈴、鼓、引磬、木魚

等： 

千手千眼不過一心一意救苦難 

大慈大悲自然千變萬化渡眾生 

 

彌陀頂嚴示無二 憫眾頭裂悲甚深 

千處祈救千處應 千手觀音前頂禮  

忿容俯視眾心魔 正見威震除我執 

慈悲喜捨降四魔 千手觀音前頂禮  

九面三層渡三界 一體三面智悲力 

千手千眼方便廣 千手觀音前頂禮  

六道眾苦無止歇 渴求慈祐賜解脫 

無盡慈悲未暫捨 千手觀音前頂禮 

 

大黑天尊光焰照，十方有情息魔障！ 

大黑天尊怒吼傳，三世得聞心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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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天尊恆憶念，雖陷障難得安穩！ 

大黑天尊是依怙，行者修途恆平坦！ 

 

六道眾苦 六方佛慈 六臂悉擔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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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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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想六臂瑪哈嘎拉於聆讚後，因行者及眾生之正信而大為歡喜。六臂瑪哈

嘎拉由心輪放出鮮明藍光，充遍法界，加持一切眾生，令得消業免障，身

心安穩。六臂瑪哈嘎拉隨即以甘露灑淨眾生之身、語、意業，並賜飲甘露

以增長眾生的壽命及慧命。 

 

七、祈請 

 

觀想六道眾生合聲齊念；行者傾忱念誦祈請： 

行深般若度一切苦厄 

萬法本淨觀音入深寂 

智悲圓融循聲救苦難 

三十二應解眾生愚迷 

 

千處祈求千處應 苦海常作渡人舟  

百回呼救百回允 迷途屢充指路燈 

 

世變日岌，安寧日減，眾生命脆危；慈目豈無睹？ 

邪說叢生，暴亂橫行，修行近奢談；悲心寧不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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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悲心，諸佛慈髓，化度遍法界；唯尊是依怙！ 

世界和平，有情康樂，佛子達證悟；願尊垂救護！ 

 

觀想六臂瑪哈嘎拉於聆此祈請後，因行者及眾生之正信而大為歡喜。六臂

瑪哈嘎拉由心輪放出鮮明藍光，充遍法界，加持一切眾生，令得消業免

障，身心安穩。六臂瑪哈嘎拉隨即以甘露灑淨眾生之身、語、意業，並賜

飲甘露以增長眾生的壽命及慧命。 

 

八、持咒 

 

南無耶拉喳亞亞 南無阿亞嘎拉桑嘎呀 毗盧喳拉 卜哈拉喳亞 達

他嘎達亞 南無薩哇達他嘎他悲 阿哈得悲 桑亞嘎桑卜得悲 南無

阿亞阿瓦羅鴿悲 蝦亞亞 菩提薩埵亞 嘛哈薩埵亞 嘛哈嘎魯尼嘎

亞 達亞塔 嗡 達拉達拉 地唎地唎 度盧度盧 以札位札 雜擂

雜擂 雜雜擂雜雜擂 姑訴昧姑訴昧 瓦擂 以唎密唎 之地雜拉 

馬巴拉也 娑哈 

 

嗡媽尼悲咪吽 

 

嗡 班札巴尼 吽 呸 

 

嗡 班札麻哈卡拉 親起札 賓格朗 毗盧亞嘎 吽吽 呸 娑哈 

 

嗡阿吽 麻秋夜 娑哈 

 

觀想上師與六臂瑪哈嘎拉無二無別，在持諸咒期間，由上師心輪放出鮮明

藍光，加持法界一切眾生，令得消業免障，身心安穩。眾生一蒙佛光照

拂，身心清淨，福慧善根增長，心開意解，法喜充盈；世間眾生轉為互諒

互助，共享和平安樂。 

 

九、祈請法脈傳承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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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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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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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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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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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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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迴向 

 

魔難心病障覺途 總因不悟消我執  

眾生無力脫諸苦 積習宿業籠罩深  

唯仰觀音大悲力 大黑天尊執行恩  

六臂橫掃六道障 法界清平佛日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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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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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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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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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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行事業讚 
 

 

悲憫眾苦息群災 若欠安穩樂何來 

個業共業交相織 菩提力用整體開 

 

眾生福慧多欠缺 願添資質少機緣 

同體大慈普施捨 增益生計充道糧 

 

糾紛爭鬥未嘗息 勾心算計每轉深 

世間和睦縱罕見 佛力調柔可修生 

 

魔難糾纏難脫身 豈止障道覆陷深 

法身大力無限量 日出寰宇同回春 

 

 

應弟子彌恩之請而作  

二○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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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事業根本真諦 
 

 

佛法的種種法會、儀式往往是應施主、信眾的需求及供奉而舉行的，因而

容易產生「這些都只是為了滿足少數人的願望而做」的誤解。如果只是這

樣，便背離了菩提心與解脫道，而淪為世間的運作。因此，有必要提出其

根本真諦，以維護佛法事業的純正，而達致其救渡的功效。 

 

佛法事業所以能有不可思議的功效，完全是因為菩提大心平等普及一切眾

生，而因之產生無可限量的功德；換言之，佛法事業之功能乃根源於全法

界整體的作用，其中沒有偏私、隔閡、對立，所以能有無限的力用。 

 

明乎此理，所有參預佛法事業的有情，上至諸佛、菩薩、護法聖眾，下及

發心、奉獻、助成、隨喜、從事的一切有情，都要基於純粹的菩提大心，

並且禁絕私心妄想、對立鬥爭、偏頗袒護的心態與行止。雖然迴向中會提

及參預助成眾的善願，其用意只在加持善願以助成長遠的菩提普渡大業，

而非限於狹隘的小圈內。 

 

願此短篇能導正許多參預佛法事業者的心態，使一切眾生同蒙法益！ 

  

 

二○一八年二月六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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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上師林鈺堂瑜伽士開示錄 

救渡事業儀軌 
 

 

在公佈拙編之息增懷誅四種佛行事業儀軌後，有弟子及佛友表示想修習

之，並問及是否需經傳法。 

 

我建議的是，可以閱讀或念誦，因為可助明瞭這些事業的涵義，並且也有

功德。 

 

佛行事業是一種加持，需要有法脈傳承的加持，以及菩提心，才能起作

用。一般學佛者，功德不足，菩提心未經鍛煉，談不上修習此類儀軌。 

  

 

二○一八年五月七日  

養和齋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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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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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