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八吉祥颂 

嗡                       嗡 

囊哲南达让银楞哲波    现有清净自性任运成 

札西效吉样纳犹巴耶    如是十方吉祥刹土中 

桑吉秋当根登帕波措    所住诸佛正法圣僧众 

根拉香擦达加札西效    悉皆顶礼愿我等吉祥 

准昧嘉波匝丹敦哲恭    灯王佛及贤勇义成佛 

宣波坚华给札华丹巴    慈严德佛善名胜德佛 

根拉恭巴嘉切札巴坚    一切义持广大名称佛 

楞波达帕匝札华当呢    如须弥山圣力名德佛 

森坚坛加拉恭札波华    垂念一切有情名德佛 

耶层匝巴匝囸札华得    遂愿威力名称吉祥佛 

灿赞图贝札西华培瓦    仅闻名号增上吉祥德 

得瓦夏巴嘉拉香擦洛    八大善逝尊前敬顶礼 

蒋华云呢华丹多杰怎    文殊童子具德金刚手 

宣瑞惹旺衮波宣波华    圣观自在怙主慈氏尊 

萨耶酿波哲巴南巴色    地藏菩萨以及除盖障 

南葵酿波帕窍根德让    虚空藏与胜圣普贤尊 

额巴多杰巴嘎勒向当    青莲金刚白莲那伽树 

诺沃达瓦囸哲涅玛耶    如意宝珠宝剑日月轮 

夏灿拉南札西华杰窍    善持标帜吉祥殊胜德 

香且森华嘉拉香擦洛    八大菩萨尊前敬顶礼 



仁钦德窍札西色杰氼    殊胜宝伞吉祥黄金鱼 

多炯翁让耶嗡嘎玛拉    如意宝瓶悦意妙莲花 

年札东当彭措华威额    悦音海螺圆满吉祥结 

么呢江灿旺杰括洛得    不朽胜幢自在金轮宝 

仁钦达窍嘉杰夏灿坚    持八殊胜珍宝之标帜 

效迪嘉瓦窍匠基洁玛    供养十方三世佛生喜 

嘎所噢卧展贝华贝沃    嬉女等尊唯念增吉祥 

札西拉姆嘉拉香擦洛    八大吉祥天女敬顶礼 

苍巴钦波登炯这美沃    大梵大自在天遍入天 

么东丹当嘉波耶括忠    千目帝释与持国天王 

帕基波当勒旺么么让    增长天王龙王广目天 

南图这得拉贼括洛当    多闻天王各持天宝物 

哲协拉当东通多杰坚    轮三叉戟短枪金刚杵 

波旺囸哲窍定江灿怎    琵琶宝剑宝塔胜宝幢 

萨僧内色给拉札西贝    三界增上善妙与吉祥 

结定炯瓦嘉拉香擦洛    八大世间护法敬顶礼 

达加当德夏瓦纵巴拉    我等如今所作诸事业 

嘎当涅瓦才瓦根耶内    一切魔障恼害悉消泯 

多敦华培三敦耶银哲    顺缘增长所愿如意成 

札西得拉彭森措巴效    祈愿吉祥如意悉圆满 

吽             吽 

哦坚耶杰呢香灿 邬金刹土西北隅 



巴玛给萨东波拉 莲花蕊茎之座上 

扬灿窍格乌哲尼 稀有殊胜成就者 

巴玛炯内义色札 世称名号莲花生 

括德宽卓芒布果 空行眷属众围绕 

切杰吉色达哲基 我随汝尊而修持 

辛基拉穴夏色所 为赐加持祈降临 

格热巴玛色德吽 格热巴玛色德吽 

 

起驾祈祷文 

迎请加持： 

吽！               吽！ 

样谢巴玛炯内宽珠措 莲师空行请起驾 

恭谢效借迪森得夏南 三世诸佛祈垂念 

杰怎钦波巴玛托创匝 至尊莲花颅鬘力 

仁增宽珠内内夏色所 祈由空行界莅临 

沃札贼波托策谢色谢 美发顶髻颤微微 

仁钦坚恰芒波色勒勒 琳琅宝饰叮当当 

德绰瑞波坚恰绰洛洛 尸林骨饰哗啷啷 

札当若摩芒波额热热 种种声乐响呜呜 

耶丹拉措吽札德热热 本尊圣众吽隆隆 

宽卓得诶嘎学谢色谢 五部空行舞翩翩 

刚钦华悟卓洞察色察 刚钦勇士跳嚓嚓 



玛摩宽卓阵达特色特 玛嫫空行云滚滚 

秋炯得嘉类学且色且 八部护法忙碌碌 

优钦东格札嘎色勒勒 千副铠甲鸣铮铮 

耶纳颇究坛加夏囸囸 一切父尊右林林 

运纳摩杰坛加夏囸囸 一切母尊左林林 

瓦囊坛加达德拉色拉 遍空华盖飘扬扬 

哲印布杰锕荡特勒勒 馥郁馨香泛盈盈 

宽卓桑沃搭嘎德热热 空行密语咿呀呀 

刚钦华务修勒杰热热 刚钦哨歌荡悠悠 

吽格囊勒芒波德热热 众吽高歌震隆隆 

啪杰搭嘎札波桑色桑 猛啪表语铿锵锵 

达当卓哲森坚坛加拉 祈于我及六道众 

特吉惹拉内德夏色所 大悲观照莅此处 

内德特吉恭得夏内匠 大悲垂念临此已 

达给香且酿波玛托瓦 于我未证菩提间 

嘎当洛珍瓦恰德瓦当 祈除魔害邪引障 

窍当腾蒙乌哲匝德所 赐予胜共诸悉地 

括瓦德锕杰江措类扎德所 令度轮回之苦海 

 

上师三身祈祷文 

哎玛吙                哎玛吙 

驻抓秋杰央杰样康色    离戏法界刹土中 



秋涅迪僧洁嘎美波昂    法性三时无生灭 

夏抓楞作得瓦钦布格    离作自圆大乐身 

南跨银德特杰效瑞美    无偏大悲如虚空 

喇嘛秋杰格拉所瓦得    祈祷上师之法身 

哦坚巴玛炯内拉所瓦得  祈祷邬金莲花生 

得钦楞基哲波样康色    大乐任成刹土中 

格颂特当云丹陈类杰    身语意及德事业 

耶希锕丹得瓦夏波格    具此五智善逝身 

特吉学抓纳措所所敦    种种大悲别别现 

喇嘛隆效作格拉所瓦得  祈祷上师受用身 

哦坚巴玛炯内拉所瓦得  祈祷邬金莲花生 

么节结定达波样康色    娑婆世界本净刹 

特杰钦布卓沃敦拉迅    大悲利众故驾临 

刚拉刚德塔基卓敦匝    随机应化度群生 

迪当玛迅达达迪僧杰    入于过现未三时 

喇嘛哲波格拉所瓦得    祈祷上师之化身 

哦坚巴玛炯内拉所瓦得  祈祷邬金莲花生 

 

 

意愿速疾成就祈祷文 

 哎玛吙！           哎玛吙！ 

措威给萨巴咪东波拉 海心莲茎花蕊上 



格锕耶希楞杰哲波拉 五身智慧任成尊 

让雄钦波巴玛雅阴呢 自生莲师佛父母 

宽珠阵彭彻拉所瓦得 空行云聚前祈祷 

三巴涅德哲巴辛基洛 加持意愿速成就 

类安效波南门提洁波 造作恶业异熟致 

纳敦瓦恰玛彻么给所 病魔饥障战争等 

窍压展波摩拉囸学波 念您尊颜即得除 

压义酿内格洛哦坚杰 请践此诺莲师尊 

三巴涅德哲巴辛基洛 加持意愿速成就 

达当策诚洞拉共巴当 修习信心施舍戒 

图贝杰卓拆哟噢擦希 知惭有愧具多闻 

希囸彭森措波诺登波 及圆满智七圣财 

森坚根杰杰拉囸犹内 祈入有情心相续 

结定得杰丹巴沃金作 世间遍满诸喜乐 

三巴涅德哲巴辛基洛 加持意愿速成就 

刚拉纳当德锕门多锦 疾病痛苦不欲缘 

炯布敦当嘉布恰巴当 魑魅魔障及王难 

美且坚冉蓝创结巴所 水火猛兽险途怖 

才宜帕塔德波内嘎根 乃及寿终等时际 

嘉当热萨沿纳玛其贝 谁亦无余皈求处 

特吉荣伊格热哦坚杰 恳祈莲师悲摄受 

三巴涅德哲巴辛基洛 加持意愿速成就 



 

遣除道障摄略祈祷文 

哦坚仁波切拉所瓦得 祈祷邬金大宝尊 

嘎锦瓦恰门炯样 违缘障碍皆不生 

腾锦三巴哲巴当 顺缘意乐悉圆满 

窍当腾蒙乌哲作 祈赐胜共诸悉地 

 

招福仪轨─天物妙钩 

全知麦彭仁波切 造 

 

吽                       吽 

得让囸嘎材让拉     于今良辰吉日时 

夏恰扬格贼展得     陈设招福缘起物 

夏扬格波类学纳     行持勾召福禄事 

恭色所洛拉衮措     祈祷天尊众垂念 

衮窍僧杰定巴当     依于三宝谛实力 

匝僧忠么辛拉基     三根护法加持力 

吞布托扬内德克     高贵福庆招于此 

钦布切扬内德克     伟人福庆招于此 

达布达扬内德克     兴旺福庆招于此 

赞布赞扬内德克     威严福庆招于此 

秀布秀扬内德克     富足福庆招于此 

潘布潘扬内德克     隆盛福庆招于此 

葵波葵扬内德克     智者福庆招于此 

怎波怎扬内德克     尊贵福庆招于此 

哲波哲扬内德克     成就福庆招于此 

得沃得扬内德克     安乐福庆招于此 



杰波杰扬内德克     幸福福庆招于此 

让沃让扬内德克     贤善福庆招于此 

华沃华扬内德克     英勇福庆招于此 

贼波贼扬内德克     美貌福庆招于此 

腾波腾扬内德克     谦和福庆招于此 

效类南嘉夏扬克     尊胜诸方福庆招 

三敦哲波夏扬克     心想事成福庆招 

多各培沃夏扬克     所欲增上福庆招 

才让纳美夏扬克     健康长寿福庆招 

锕汤年札夏扬克     权势美誉福庆招 

札西给灿夏扬克     吉祥善妙福庆招 

热务栽内夏扬克     由从山顶福庆招 

江促当内夏扬克     由从海底福庆招 

效伊内内夏扬克     由从四方福庆招 

拉扬阵银特赛特     天财如云密又密 

勒扬江措美瑞瑞     龙财似海满盈盈 

么扬么雅邓赛邓     人财天索摇又摇 

涅玛银德杰勒勒     恰似日轮明灿灿 

达瓦银德嘎囸囸     亦如月轮圆亮亮 

嘎措银德蓝赛蓝     又如众星闪又闪 

纳问银德特赛特     宛若云雾密又密 

且龙银德德热热     犹如江河浪滔滔 

章恰银德色勒勒     亦如细雨淅沥沥 

克耶克耶扬克所     克耶克耶招福庆 

喝耶喝耶扬迪所     喝耶喝耶聚福庆 

喝拉喝丹扬恰所     喝拉喝丹集福庆 

夏宜江措美瑞瑞     福如大海满盈盈 

扬格么雅杰勒勒     福如天索转呼呼 

华杰纳问特赛特     福似稠云密又密 



夏德热拉玛诸拉     此福切莫逃山间 

扬德果拉玛年协     此福勿泻于门外 

华德沿德玛耶结     此福切莫散他方 

囸瓦扬培秀基刚     园中增福六畜满 

旺作扬培哲宜刚     库藏降福五谷丰 

庆拉扬培么义刚     福庆临门人丁旺 

究钦日杰江措杰     美味佳肴聚如海 

扬钦诺杰热卧崩     福庆财宝堆如山 

节钦固杰恰锦颇     恒常普降华衣雨 

达德拉当华内向     天众胜德常相守 

杰么旺作南跨年     幻化宝藏等虚空 

匝美华较乌哲作     祈赐无尽福悉地 

效究南葵塔特内     由从十方虚空际 

夏当扬格究迪得     摄集福禄之精华 

达当哲波登拉腾     融入我及所修依 

么呢江灿银德丹     不衰坚固如胜幢 

么协多杰达沃达     不坏恒常如金刚 

门杰雍仲银德且     不变永恒如卐相 

涅达银德萨杰结     犹如日月愿普照 

阵钦银德吉杰结     犹如大云愿增盛 

追让银德培杰结     犹如妙果愿成熟 

刚多彭森措巴宜     随心所欲悉满愿 

夏当扬格乌哲吉     增上福庆之悉地 

宜银诺沃华三向     犹如殊胜摩尼宝 

得杰翁巴让波银     如意树及宝瓶藏 

结三楞基哲巴宜     一切意愿任运成 

札西得拉当德作     吉祥如意今速赐 
 

七十二词句      若诵一百八 



即招福庆财      现量见瑞兆 

胜生火猴年      五月廿五日 

成胜无死洲      文殊喜金刚 

慧海所现也 

萨玛雅！嘉！额特！善哉！愿吉祥！ 

 

吽                        吽 

窍僧匝僧锕当夏吉提      三宝三根咒及手印力 

丹哟哲伊夏扬给灿根      将彼器情轮涅福庆德 

德克德迪培吉么呢巴      招集于此勿散而增盛 

得杰札西拉措华巴效      祈愿快乐吉祥善聚兴 

木龙年十月六日德者（全知麦彭仁波切）撰 

 

吉祥偈： 

索南热卧银德丹巴当      福德犹如山王坚固住 

杰怎涅达银德萨瓦当      法脉宛若日月常明耀 

年札南跨达沃恰巴宜      美誉恰似虚空周遍满 

札西迪匠当德得拉效      祈愿当下吉祥悉如意 

 

多杰洛魂雅丹耶巴哲      金刚上师住世所愿成 

根登得培夏哲丹巴达      僧团兴旺讲修教法盛 

括洛因达锕汤较瓦吉      眷属施主财福皆圆满 

丹巴音让内波札西效      教法常久住世愿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