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རྟོན་པ་བཞི་ལྡན་གྱི་སྨན་བླའི་རྒྱུན་འཁྱེར་ཆུང་ངུ་། །༄༅། །རྟོན་པ་བཞི་ལྡན་གྱི་སྨན་བླའི་རྒྱུན་འཁྱེར་ཆུང་ངུ་། །

藥師如來常修‧心存四依
作者：Khentrul Rinpoché Jamphel Lodrö



This text is included in The Treasury of Definitive Meaning, a non-profit
initiative to preserve and transmit the Dzokden Dharma as a cause for

manifesting a golden age of peace and harmony in this world.

首次出版 2020
当前版本 1.0 (2021)

由Dzokden库生成 v0.2
(Built us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https://read.84000.co)

作者：Khentrul Rinpoché Jamphel Lodrö
翻译：噶瑪尼瑪天列

编辑：德钦 达哇 黄慶生 貝疆多傑 麥國豪 康珠 陈艺芬

This work is provide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 Creative Commons CC BY-NC-ND (Attribution -
Non-commercial - No-derivatives) 4.0 copyright. It may be copied or printed for fair use, but only

with full attribution, and not for commercial advantage or personal compensation. For full
details, see the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https://read.84000.co/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目录

ti. 标题 ...........................................................................................................................................i
co. 目录 .........................................................................................................................................iii
tr. 翻译 .......................................................................................................................................... 1
I. 前行 .......................................................................................................................................... 1

1. 皈依及菩提心
2. 四無量

II. 正行 .......................................................................................................................................... 1

1. 祈禱
2. 獻供
3. 心咒唸誦
4. 積聚資糧

4.1. 七支供

4.1.1. 皈依
4.1.2. 供養
4.1.3. 發露
4.1.4. 隨喜
4.1.5. 請轉法輪
4.1.6. 祈請長住
4.1.7. 迴向

4.2. 作廣大供養

4.2.1. 飲水
4.2.2. 濯足水
4.2.3. 香花
4.2.4. 薰香
4.2.5. 燈光
4.2.6. 香油
4.2.7. 食品
4.2.8. 音樂

III. 结论 .......................................................................................................................................... 5

1. 懺悔諸過
2. 迴向並祈願
3. 堪祖仁波車長壽禱文

iii



iv



翻译

藥師如來常修‧心存四依
第1部分

前行
先設汝所有之供物， 彼等皆為汝所喜。 坐一適宜之坐墊， 置心於自然轻松； 而後升起暂除众苦之心，

並终置一切有情於解脫道之念。 後， 施軌前先作前行：

皈依及菩提心
吾今皈依至菩提， 佛陀教法諸聖眾，
因作施等善德故， 願證佛果利有情！

(3遍)

四無量
願一切有情具樂及其因，
願一切有情離苦及其因，

願一切有情永不離无苦之乐，
願一切有情远离亲疏爱憎住平等舍！

第2部分

正行

祈禱
當遍知篤補巴尊者· 西饒堅贊以四依寫下藥師如來灌頂， 藥師八佛清晰出現於天空， 位於眾成就者之上， 如譯師Jangchup Tsemo等。

此時天降花雨， 篤補巴給予以下教言：

珍寶地湖池 八支功德水 眾樹鳥群飛 蓮池中央處
獅子寶座上 絢麗日月墊 八善逝眷屬 請蒞臨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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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汝前虛空高處， 為善名如來(善名称吉祥王如来)， 其身色黃， 右手結說法印， 左手結等持印。 身披三法依，
如是思惟：

東方佛土無他害(东方光胜佛土) 善名如來濁世護
行墮歧途病所苦 貧窮掠奪仇敵致

其下為妙音王如來(宝月智严光音自在王如来)， 其身橙色， 右手說法印， 左手等持印。 身披三法衣， 如是思惟：

東方佛土具珍寶(妙宝佛土) 妙音王佛惡世護
焦慮潦倒病軀愚 錯謬車乘遠涅槃

其下為鑄金如來(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 其身色黃， 右手結說法印， 左手結等持印。 身披三法衣， 如下思惟：

東方佛土具香味(圆满香稷佛土) 鑄金如來護壽夭
生於貧窮爭吵家 邪見有行致造惡

其下為離憂勝如來(无忧最胜吉祥如来)， 其身色紅， 雙手定印。 身披三法衣， 如下思惟：

東方佛土離憂苦(无忧佛土) 離憂如來護病軀
心意散亂無欲求 無欲愚暗與飢餓

其下宣法妙法如來(法海雷音如来)， 身紅右手結勝施， 左結等持印。 身披三法衣， 如下思惟：

東方佛土勝法幢(法幢佛土) 法海如來護錯見
做惡貧窮及爭鬥 與及種種惡兵器

其下澄知王如來(法海胜慧游戏神通如来)， 其身深紅， 右手勝施印， 左手等持印。 身披三法衣， 以下思惟：

東方佛土珍寶洋(善住宝海佛土) 澄知如來護惡世
作業商貿所做惡 糾紛媚惑壽夭等

其下為藥王如來(藥師琉璃光如來)， 身色深藍， 右手勝施印持黑藥草， 左手定印並持鉢， 鉢盛甘露藥。
身披三法衣， 如下思惟：

東方佛土琉璃光 藥王如來護諸暗
惡業犯戒與殘缺 病軀冷熱諸痛苦

於汝額間為釋迦牟尼佛， 身色金黃， 右手觸地印， 左手等持印持甘露鉢。 身披三法衣， 如下思惟：

佛土具香露鷲山 教主釋迦牟尼佛
覆護有情悉無餘 業障病患折磨苦

後唸誦：

汝持勝教幢 三族姓怙主 聖教諸守護 梵天及帝釋
四天王方護 十二藥叉侍 請除吾道障

勝者眾授記 吾等善願力
願吾得暫利 並能知佛性

觀藥師八佛並眷屬現於汝前虛空， 心存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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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供
後以供雲陀羅尼獻供：

OM/ 喃嚒/ 巴伽娃爹/ 娃渣/ 薩華/ 帕瑪打娜/ 達他伽打雅/ 阿拉哈爹/ 三雅三/ 布打雅/
爹雅他/ OM/ 娃車/ 娃車/ 瑪哈/ 娃車/ 瑪哈/ 天車/ 娃渣/ 瑪哈/ V地雅/ 娃渣/ 瑪哈/ 波的/

支打/ 娃渣/ 瑪哈/ 波的/ 曼度/ 帕SUM/ 伽瑪娜/ 娃車/ 薩娃/ 伽瑪/ 阿RA娜/ V穌打娜/
娃車/ 梭哈

心咒唸誦
後， 唸誦藥師佛長咒， 三遍、 七遍或隨己力：

喃嘸/ 巴伽娃爹/ 貝堪車/ 咕嚕/ 娃度雅/ 玻RA帕/ 娃渣雅/ 達他伽打雅/ 阿拉哈爹/ 三雅三/
布打雅/ 達雅他/ OM/ 貝堪車/ 貝堪車/ 瑪哈/ 貝堪車/ RA渣/ 三木伽爹/ 梭哈

唸誦短咒隨己力：

OM/ 貝堪車/ 貝堪車/ 瑪哈/ 貝堪車/ RA渣/ 三木伽爹/ 梭哈

積聚資糧
七支供

唸咒後， 為積習資糧及得藥師如來加被， 修習七支願文：

皈依

吾以至誠身語意 禮拜一切人獅子
隨其數現諸世間 十方世界與三時

因吾清淨祈願力 一切勝者皆現前
吾軀化現塵剎土 禮拜皈依諸勝者

一一塵中吾皆見 一塵中有塵數佛
彼等法嗣所圍繞 吾見勝者遍法界

於彼離思功德海 吾悉稱頌勝者德
吾以各種音聲海 禮讚勝者盡無餘

供養

妙花妙蔓與樂音 油膏寶傘與寶燈
妙香與及諸種種 吾皆供養於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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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衣香水與良藥 研粉堆如須彌山
悉皆現為殊妙相 吾供彼等於勝者

供養廣大且無等 吾悉敬奉諸勝者
以此虔信福德力 吾禮供養諸勝利

發露

吾懺淨諸所作罪 其或已作或將作
由身語意之所生 無知取捨所制御

隨喜

十方勝者與子嗣 縱其已證或未證
與及一切有情之 積善吾皆誠隨喜

請轉法輪

吾請諸護世間燈 十方已發菩提心
並已證獲佛果者 轉動無等正法輪

祈請長住

吾手合什誠祈請 誰趣涅槃作延遲
一切有情之利樂 請住量如微塵劫

迴向

供養發露迴向與 請求教誡轉法輪
並祈久住至解脫 吾善縱微皆迴向

作廣大供養

若許，汝可作廣大功養以求加：

飲水

不可計量海 悉為解渴水 以吾誠意設 彼等皆供養
勝者及其子 由汝之慈悲 納受吾所侍 請予有情利

OM/ 沙娃/ 達他伽打雅/ 沙帕離娃RA/ 阿港/ 扎底茶/ 梭哈

濯足水

不可計量海 悉為濯足水 以吾誠意設 彼等皆供養
勝者及其子 由汝之慈悲 納受吾所侍 請予有情利

OM/ 沙娃/ 達他伽打雅/ 沙帕離娃RA/ 巴登/ 扎底茶/ 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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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

不可計量海 悉為香花佈 以吾誠意設 彼等皆供養
勝者及其子 由汝之慈悲 納受吾所侍 請予有情利

OM/ 沙娃/ 達他伽打雅/ 沙帕離娃RA/ 布比/ 扎底茶/ 梭哈

薰香

不可計量海 悉為薰香遍 以吾誠意設 彼等皆供養
勝者及其子 由汝之慈悲 納受吾所侍 請予有情利

OM/ 沙娃/ 達他伽打雅/ 沙帕離娃RA/ 杜比/ 扎底茶/ 梭哈

燈光

不可計量海 悉為明燈照 以吾誠意設 彼等皆供養
勝者及其子 由汝之慈悲 納受吾所侍 請予有情利

OM/ 沙娃/ 達他伽打雅/ 沙帕離娃RA/ 阿洛KE/ 扎底茶/ 梭哈

香油

不可計量海 悉為香油漩 以吾誠意設 彼等皆供養
勝者及其子 由汝之慈悲 納受吾所侍 請予有情利

OM/ 沙娃/ 達他伽打雅/ 沙帕離娃RA/ 堅丁/ 扎底茶/ 梭哈

食品

不可計量海 悉為食品置 以吾誠意設 彼等皆供養
勝者及其子 由汝之慈悲 納受吾所侍 請予有情利

OM/ 沙娃/ 達他伽打雅/ 沙帕離娃RA/ 尼V爹/ 扎底茶/ 梭哈

音樂

不可計量海 悉為樂音遍 以吾誠意設 彼等皆供養
勝者及其子 由汝之慈悲 納受吾所侍 請予有情利

OM/ 沙娃/ 達他伽打雅/ 沙帕離娃RA/ 沙打/ 扎底茶/ 梭哈
後奏樂， 唸以下陀尼羅令福德供增：

OM/ 喃嚒/ 巴伽娃爹/ 娃渣/ 薩華/ 帕瑪打娜/ 達他伽打雅/ 阿拉哈爹/ 三雅三/ 布打雅/
爹雅他/ OM/ 娃車/ 娃車/ 瑪哈/ 娃車/ 瑪哈/ 天車/ 娃渣/ 瑪哈/ V地雅/ 娃渣/ 瑪哈/ 波的/

支打/ 娃渣/ 瑪哈/ 波的/ 曼度/ 帕SUM/ 伽瑪娜/ 娃車/ 薩娃/ 伽瑪/ 阿RA娜/ V穌打娜/
娃車/ 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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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结论

懺悔諸過
不淨損壞供 無知或其餘
已作或他作 護者請諒我

若有少冒犯 出於無知行
汝乃有情皈 汝護請諒我

誠缺首份供 不知或未備
諸種過失行 祈汝寬恕吾

加添或遺漏 修習諸缺失
吾或有健忘 祈汝寬恕吾

數次因吾吝 供壞食遭垢
諸非完備事 祈汝寬恕吾

現唸誦百字明：

嗡. 班 札. 萨 埵. 萨 玛 呀
玛 奴. 巴 拉 呀.

班 杂. 萨 埵. 喋 诺 巴.
地 叉. 则 桌. 美 巴 哇
速 埵. 卡 唷. 美 巴 哇.
速 波. 卡 唷. 美 巴 哇.
阿 奴. 拉 多. 美 巴 哇.

萨 哇. 悉 地. 美 札. 呀 擦.
萨 哇. 嘎 玛. 速 杂. 美.
积 当. 鞋 央. 咕 如 吽.

哈 哈. 哈 哈. 霍. 巴 嘎 问.
萨 哇. 达 他. 嘎 达.
班 杂 玛 美. 母 杂.
班 札. 巴 哇. 玛 哈.
萨 玛 呀 萨 埵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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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向並祈願
OM

吾等共聚此修習 縱仍處於輪迴中
請賜離病與長壽 調御諸事皆轉良
賜予吾等勝悉地 獲得禪那豐碩果

賜予無比勝悉地

以此福德願吾速 證得藥師佛王位
以及眾生無一餘 亦同證得藥師位

縱一有情受病苦 祈願彼等速離病
以及眾生無一餘 永不再生此病苦

祈願施主與眷屬 能獲資生所欲具
彼等障息吉祥臨 護吾修持基於法

於吾諸生不離師 並得殊勝正法用
圓滿道與道資糧 願吾速證金剛持

不可計量壇城存 族姓遍主金剛持
無別上師蓮足前 吾等祈願長久住

此修持之撰述清晰且(使人)生悅， 乃精於藥師如來修持之篤卜巴尊者所寫。 因文句含精要， 修持能得大利。 原文傳承由怙主Drolgon等口傳。
思惟此軌已得大加持。 佛子吾， 夏·堪祖姜奋洛珠所編輯。

堪祖仁波車長壽禱文
後唸誦此堪祖仁波車長壽禱文：

悲智心意最勝藏 離思事業天中天
金剛穩持荷勝願 頂禮守護以其名

離思心意空且廣 淨教善別如澄珠
摰友化現離思海 祈禱圓滿利樂藏

有情常樂珍寶石 顯現遍主之身相
願汝壽固恆不變 事業成就如五光

此文於五十歲時由Dung Dung Lama於洞修持所作。於2020年一秘境中顯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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