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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仲敦巴所造策勵自心的《淨信樹》調整動機 

 
當上師唸誦《淨信樹》時，弟子們應觀想在上師的頭頂上安住著仲敦巴，仲敦巴

頭部的地方安住著阿底峽尊者，並且觀想聆聽著仲敦法王以美妙的梵音朗朗吟

誦——在這樣的觀境中隨文詞思惟其義！（《淨信樹》見於《噶當能顯》的第 33

頁。） 

 

1 嗡啊吽無餘靜忿本尊咒，祈加持末學我之身語意！ 

 

2 於兜率清淨正法宮殿處，有具二資糧吉祥燃燈尊， 
名遍傳號曰虛空無垢師，廣開啟大乘妙法喜筵者， 

祈安住作我仲敦頂髻嚴！ 

 

3 汝師大佛母般若波羅蜜，略思惟即令能所我執見， 
此內心痼疾連根拔除盡，祈安住作我仲敦頸莊嚴！ 

 

4 彼具足慈悲喜捨四無量，並方便智慧結合三學德， 

經教理顯了如同日月明，祈安住作我仲敦心莊嚴！ 
 

5 語誇誇其談儼然稱大德，於三藏教法矯飾偽君子， 
依尊父佛語得見之頃刻，定不與聖父兮片刻分離！ 
 

6 雖亦曾數千次積德行善，僅一罪即予奪命之官長， 
見投靠邪惡國王之頃刻，定不與尊父汝兮稍分離！ 

 

7 雖自詡了知所有經與論，對其義塵許未修倨傲者， 
見依此心行罪惡之頃刻，定不與遍知汝兮稍分離！ 
 

8 身受用雖皆無吝恒供養，意從無滿足兇惡之士夫， 

見人依此為救度者之時，唯法即可與汝兮不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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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雖恒時起貪大肆作聚斂，然內心無厭執著恒常者， 
意全然渙散而行既見時，律染汙我願值遇恩師汝！ 
 

10 雖眾多子女重重環繞中，然仇敵死主大魔拘押時， 
見彼無伴獨行之頃刻間，願速遇尊父汝及本尊眾！ 
 

11 他騎駿馬雲遊四方之人，被殺人之敵寇窮追時刻， 
見彼殘留於草墊之頃刻，願即遇等遍虛空聖父汝！ 
 

12 於初時恍如不壞和順住，待臨終捶胸痛哭相分離， 
夫妻乃罪過友既見頃刻，願速出離兮值遇至尊師！ 

 

13 我傑微炯乃心願並未遂，從不曾違背聖父汝心意， 
於茂密樹林幻化柏林中，今引吭吟唱此空性道歌， 

聖父兮祈汝側耳垂傾聽！ 

 

14 三界之怙主佛陀薄伽梵，能生者乃為大佛母法身， 
能修者聰慧十地依怙主，歸依處三寶三門恭敬禮， 
依師尊口傳教法之寶藏，略勸勉怠惰之己應修善。 

 

15 無欺誑歸處神聖三寶尊，能賜予究竟利之施主寶， 

療煩惱重病珍貴之妙藥，未證得菩提不離誠歸依。 

 

16 從今起乃至輪迴未盡期，當視三寶尊與利他無差別。 

縱使為惜己命而捨利他，或僅顧自樂而不濟父母。 

 

17 於濁世士夫極為不淨故，自所造罪惡抵賴誣他作， 

他造善厚顏攬歸於自己，縱每一嬉笑積罪高如山。 

 

18 由此造成貪嗔挑撥離間，畏罪故致力於掩蓋錯誤， 

恐他好故指出錯誤之處。不如期感果時暴跳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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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今生中積集財用安樂離，他生中灰心惡趣險崖行， 

恃聰明實為糊塗腦筋腐。 

 

20 彼所行唯令魔眾歡欣舞，眾善神心底不喜歡呵斥， 

如斯人雖稱信徒實妄言，自了知自欺偽善假惺惺， 

心雖不審察蒙昧執為量。 

 

21 然對如法行持戒德智者，呵斥“此乃偽善”而唾棄之， 
不與正直慚愧長期為伴，縱施彼恩惠反遭其傷害。 

 

22 縱為彼說法對方反造罪。恩將仇報之輩於今尤多， 

天雖降甚深之教授法雨，彼內心惡劣蓬蒿蠻荒地， 
從無始來未調柔剛愎眾，不實修法義之輩我難調。 

 

23 縱可能生出菩提幼苗芽，然全無戒忍對治懈怠者， 
多半者孜孜營求今生事，五煩惱惡毒深障霜雹多。 

 

24 故自己安穩處絲毫未至，難引導他人達至菩提果， 

應當曲指反省並與自心，共商討成辦長遠之利益， 
慎防護劣乘大魔之霜雹，任遭何禍福皆請汝作證！ 

 

25 嗟具德吉祥燃燈智心子，此暇滿人身兮極難獲得， 
佛聖教兮較彼更罕值遇，汝切莫虛度難得暇滿身！ 

 

26 何故耶乃因惡趣極險地，欲守護無戒之對治團力。 
 

27 昔奮勇方未墮可怖險境，今收集百年食糧於單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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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長遠安穩處應該佔有，即速速無怠強力依對治。 

 

28 命無常恰似天邊之閃電，彼乍生即為壞滅之有法， 
我此人生兮應見與彼同，爾切勿歇息於身取心要。 

 

29 命無常恰似陡坡之滾石，速前行任誰亦不可阻擋， 

我此人生兮應見其亦同，莫懈怠爾應勤修清淨法。 

 

30 命無常恰似草尖之露珠，縱些微緣亦不耐速乾枯， 

我此人生兮應見與彼同，莫執常爾應四座修無常。 
 

31 命無常恰似秋季前飛蛾，彼正晃晃蕩隨時獨自亡， 

我此人生兮應見與彼同，莫太貪爾應觀修輪迴過。 

 

32 命無常恰似夕陽之光輝，彼雖極燦爛然已近隱沒， 

我此人生兮應見與彼同，莫起嗔爾應觀修慈與悲。 

 

33 命無常恰似待宰之羔羊，雖猶生迅速將亡無自主， 

我此人生兮應見與彼同，勿太愚爾應修甚深緣起。 
 

34 命無常恰似空中之浮雲，驟然聚然即驟然俱消散， 

我此人生兮應見與彼同，莫嫉妒爾應觀修喜無量。 
 

35 命無常恰似動盪之疾風，雖興於十方然即十方寂， 

我此人生兮應見與彼同，莫傲慢爾應斷除我見根。 

 

36 命無常恰似高山之殘草，失去壞滅生老之安穩處， 

我此人生兮應見與彼同，莫安閒爾應修持諸苦行。 

 

37 命無常恰似市集之客商，彼雖正聚集然即十方散， 

我此人生兮應見與彼同，莫怯懦爾應堅韌耐勞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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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四大合疾病淵藪此身軀，輪迴中昔已經多次死亡， 

然未曾一次死亡為正法，故如今仍陷輪迴之泥潭。 

 

39 此膿血以及黃水等不淨，八萬蟲所食穢物三十二， 
從何觀皆為眾苦之蘊聚，然以之能獲相好妙佛身。 

 

40 無比身雖證得仍不傲慢，無顧惜全皆迴向聖凡眾！ 

今若具吝嗇如何稱噶當？今若為貪縛則非師心子， 
應切記恒時勿墮凡俗行！ 
 

41 身現空如夢如幻當中住，語安住於空性美妙回音， 
心明空方慧雙運性中住，祈父尊加持具恩之法主！ 

 

42 祈加持眾生怙主燃燈智，令記取如彼無常之法義， 
內無常喻法即向我教授，再聽兮覺沃心子仲敦巴， 
時無常即為示法善知識，了知此能策勵我之內心。 

 

43 君不見夏雷震吼雨滂沱，林青蔥草木蓬勃極繁茂， 

眾禽鳥宛轉悅耳競啼鳴，地悉如翠玉莊嚴廣刹土， 

待秋至顏色盡變皆無常，此乃為勸我修善兮師尊！ 

 

44 時百谷果實豐收金花燦，待冬至飄搖盡落皆無常， 
歎潤濕水塘亦成水晶體，依彼處棲息鳥類皆厭離。 

 

45 心憂惱紛紛振翅飛他方，然不久無常變動柔風吹， 
大地上春回轉暖新芽吐，棄枯葉禾稼盡皆發新枝。 

 

46 時無常實即深廣教授藏，無聲中宣法儼然如獨覺， 
我往赴北方曠野之時中，風勁吹野草茫茫漫空舞。 

 

47 出許多聲無常厭離緩歌，唯眾多無主野獸昏昏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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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友伴獨自諸方任我行，欲唱出不樂悅耳妙歌韻。 

 

48 以無常策己入法勝教授，如彼處其內亦有如彼眾， 
聖父兮無常不留需趨行，至何地亦祈謹守安穩處。 

 

49 從今起乃至輪迴海未竭，任何時不離至尊勝者汝， 
此教授體性無常妙正法，我今為利眾定當作開示。 

 

50 總之有許多極深之教法，然修業因果輪迴過患稀， 
雖同是父母緣所生子女，見有些是男及有些為女， 

見某些漂亮與有些醜陋。 

 

51 又見有些聰明有些愚鈍，觀見有些富裕有些貧困， 

看見有些快樂有些痛苦，因緣父母豈有遠近分？ 

此皆昔因致果報自身熟。 

 

52 爾應思仲敦傑微炯乃巴，甚深法於村莊中亦如是， 

隨業故引苦之業萬勿作，追悔兮莫及仲敦佛勝子。 

 

53 彼地獄燒煮等類可怖苦，難忍耐劇苦雖降臨自身， 

其因乃宿業果報當成熟。果既現方悔莫如今努力！ 

 

彼餓鬼饑渴等類可怖苦，難忍耐劇苦雖降臨自身， 

54 成熟時如是因感加是果，今日當住安穩處仲佛子！ 

 

彼非天戰爭等類可怖苦，難忍耐劇苦雖降臨自身， 

55 其因乃宿業果報當成熟，爾莫受如彼之身仲佛子！ 

 

56 倘即或獲得天眾安樂果，較輪迴此處並無絲毫勝， 

自份中諸苦彼亦皆具有，彼天身亦為苦因可斷捨！ 

 

57 倘一旦獲得投生為人類， 前數數陳述無常諸譬喻， 

降臨於其人之上如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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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能作善之人猶如白晝星，眾業與煩惱日夜恆增長， 

非死後結束須數數取生，作惡者隨業定必墮惡趣。 

 

59 如是因感如是果之緣故，誰造惡豈有可能轉為善？ 

業果不爽兮仲敦勝佛子！眾不善諸因應如毒樹斷， 

眾福善諸業應如藥樹護。 

 

60 形影隨業果不虛佛所說，請勿言不見其隨後而至， 

請勿說不聞彼悄悄而至。 

 

61 本自具是故不需他處尋，善矇騙於彼慎勿自執取， 

若久依必無解脫之可能，此如同味與海般相伴隨。 

 

62 此如同火炭灰燼覆蓋般，此能毀趨登地道之手足， 

此如同瘟疫不覺中摧毀，外之敵猶可逃避得解脫。 

 

63 此惡賊狗令我多番慘跌，善約束己門兮仲敦勝佛子！ 

內應淨自明即為法王尊，觀彼義則知業果極深邃， 

續往後綿延久遠應高瞻！尊乃為文殊聖身所變化， 

人草鼠黑白之譬喻所表，時晝夜不分終生作行持。 

 

64 煩惱因巧笑倩兮作誘騙，甜滋滋如飴飲之如毒水， 

子不應寄放奪解脫命魔，日夜中應依外緣善知識， 

友正士善行拄杖觀甚深，道現證漸次將現兮仲敦！ 

 

65 汝當從增上三學大海中，獲取彼如意成就大珍寶， 

業煩惱浪濤洶湧後當懺，若如是修持仲敦成正士。 

 

66 具彼業將能成就眾生利，譬喻言如同有燈則有光， 

具備因之基方能生果故，莫錯亂切應步入清淨道。 

 

67 觀輪迴過患晝夜恒修持，若了知心大驚怖求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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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觀輪過迴患因果教，今當示彼等所具之功德： 

 

68 嗟傑微炯乃當思如下義，太陽光從於高渺上界現， 

令諸洲眾暗消弭轉澄明，依形色眼識緣起如是現， 

如彼喻自性清淨界力中，業因果諦空眾多輪涅因。 

 

69 光朗照輪涅普顯千般聚，見彼已進退自如勇士王， 

知詞句能作實修智者王，令輪迴解脫瑜伽者喜悅， 

通達於任何一法之實相，能了知諸法真實熟稔者。 

 

70 知一兮全解脫大聖士喜，業取捨能知智者得勝樂， 

修不染罪過污垢清淨樂，心所願皆成昔已修積者。 

 

71 善業力所成具慧諸大德，身相好莊嚴光明遍充滿， 

語六十音支宣流正法聲，意悲智自在二資圓滿佛， 

處自他所有樂果出生時，往昔中涅槃妙果極殊勝， 

彼僅乃涅槃功德之一隅。 

 

72 獲十法自在法王具自主，神變業力廣善業禾稼壯， 

心專一定境之中三昧廣，彼亦為一中盡攝多種定， 

彼亦為方慧雙運恒樂性！ 

 

73 諦聽兮仲敦覺沃傑勝子，彼即為超脫輪迴之功德。 

 

74 雖安樂莫執免成繫縛處，嗟如彼深義雖唱眾道歌， 

聲本空性詞何有諦實哉？ 

 

75 義周圓究竟現空法中存，聲空性詞句聯屬無何有， 

身如水任何心要亦皆無，嗟看彼鏡中窈窕之淑女， 

亦如是明眸皓齒貌宛然。 

 

76 然向其觸碰摸索細觀察，彼皆為緣起故矣非獨存， 

若謂有探究來源渺不得，若謂無現前真實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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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義本空是故得現大中觀，雖顯現然無任何諦實執， 

彼雖假然極神奇能生樂，謂假立全然抹殺極愚昧。 

 

78 我觀之虛假之中現種種，彼若實女子身相便成二， 

然皆知一分為二不可能，彼不能獨存遍計為諦實， 

若顛倒便致執著為恒常，彼無常反倒推諉為獨存， 

不堅實殼與肖像及無核，佛世尊所說無心要教法。 

 

79 輪迴法似乎各自皆諦實，然彼等聖眾豈會有執著？ 

義未思凡稚愚夫遭誘騙，吾確知已不執著朝彼吹。 

 

80 北有如國王大山之傾倒，南見如玉女大山之消失， 

西有如駿馬大山之飛騰，東見如將軍大山之熔化。 

 

81 我錯亂抑或幻化欺騙者，不合理此乃俗諦欺騙法， 

嗟勿昏睡兮猶如夢境中。 

 

82 父隱蔽界中法王污垢無，倘若如斯則不應如是現， 

此復乃不合理之幻化，彼主張諦實然若為諦實， 

如是者虛空界中能容納。 

 

83 如是之分別父兮今即斷，於此中如無錯顯不棄捨。 

 

84 然諸法僅為顯現故窮盡，一切之世人皆圍繞於我， 

雖辯駁一切法皆為真實，仲敦我不由說其誠可笑， 

汝莫胡言亦莫以己度人。 

 

85 切指鹿為馬妄加以扭曲，清淨義莫以顛倒而破斥， 

今如彼顯現空性之二諦，統攝已乃至輪迴未盡期， 

心專注觀修不墮於寂滅。 

 

86 縱成佛我亦持菩薩行儀，滿足彼六道父母諸希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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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各各所需而示相應教，願吾身成佛色身利眾生！ 

 

 

87 此教法甚深精髓大珍寶，意眾多吉祥紋結深處中， 

於眾多美妙寶飾莊嚴處，至尊師諸佛佛母並佛子， 

願相續中不離棄恒悲顧！ 

 

88 又從今任於一切世間中，雖我盡煩惱然示現煩惱， 
甚深義密修瑜伽禁戒者，願遇諸有緣人為彼宣說！ 
 

89 任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中，諸世界所住諸佛菩薩眾， 

同一心大悲所發眾宏願，願仲敦我心切實能成就！ 

唯一願如彼切實得成就！ 

如是切實與內心結合，緩緩唸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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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授噶當十六明點灌頂時所宣說之奉獻七支、 

供養咒、禮贊及各尊陀羅尼 

 

一、 外之莊嚴不可思議明點： 

在每一灌頂時所說到的七支供養： 

禮與禮境二與禮境二皆空，清淨身前敬頂禮；不染生住滅污垢，

無垢供聚尊前獻；三門遠離生住滅，深險罪業髮露懺；雖空仍現種種

身，救度無量我隨喜；願及表相俱為空，祈於法界轉法輪；汝尊法身

生即空，任運安住自性中，惟願永不入涅槃；此善回向輪迴眾，如是

證悟俱獲得，引至無量宮中，行持如是密咒行！願如支雅之五尊，所

贊千瓣白蓮蕊，晶瑩月華坐墊上，外內密與真實性，生圓勝成究竟獲！

忽然客塵與法界，亦無絲毫之差異，願無差異之圓滿，吉祥圓滿悉齊

聚！清淨種性吉祥來！初中後三皆淨中，毫不動搖吉祥來！ 

供養咒： 

嗡薩哇打他嘎達阿 爾崗巴底雜吽梭哈！嗡薩哇打他嘎達

巴當巴底雜吽梭哈！嗡薩哇打他嘎達布白巴底雜吽梭哈！

嗡薩哇打他嘎達杜白巴底雜吽梭哈！嗡薩哇打他嘎達阿洛

格巴底雜吽梭哈！嗡薩哇打他嘎達根迭巴底雜吽梭哈！嗡

薩哇打他嘎達聶威德巴底雜吽梭哈！嗡薩哇打他嘎達曉達

巴底雜吽梭哈！ 

嗡薩哇打他嘎達入巴巴底雜吽梭哈！嗡薩哇打他嘎達

曉達巴底雜吽梭哈！嗡薩哇打他嘎達根迭巴底雜吽梭哈！

嗡薩哇打他嘎達惹薩巴底雜吽梭哈！嗡薩哇打他嘎達巴 爾夏

巴底雜吽梭哈！ 

注：本儀軌從第二明點起，（恐文繁）未列出七支供養及供養咒，下文的

部分禮贊文尊者在傳授時或有些許不同，敬請留意。 

禮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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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一切如來妙法身，悲目顧視六道有情眾， 

如同虛空周遍十一面，赫赫無量光前敬頂禮！ 

所持誦之咒：嗡嘛尼憋咩吽！ 

 

二、三千大千堪忍莊嚴明點： 

悲智憫念等空眾有情，三無數劫圓滿二資糧， 

大千娑婆世間具德尊，能仁毗盧遮那我頂禮！ 

嗡牟尼牟尼嘛哈牟尼耶娑哈 

 

三、雪海觀音明點： 

千手即為千位轉輪王，千眼即為賢劫千佛尊， 

隨應調伏如彼而示現，聖尊觀世音前敬頂禮！ 

嗡嘛尼憋咩吽 

 

 

 

四、鄔如北方明點： 

不染過垢身皎潔，圓滿佛陀頂莊嚴， 

以大悲眼視眾生，觀世音前敬頂禮！ 

嗡嘛尼憋咩吽 

 

五、般若佛母明點： 

離言絕思智慧波羅蜜，不生不滅虛空之體性， 

各各自明智慧之行境，三世諸佛聖母我頂禮！ 

迭雅他、嗡嘎爹嘎爹巴惹阿嘎爹巴惹阿桑嘎爹布底梭哈！ 

 

六、能仁明點： 

倶胝圓滿妙善所成身，成滿無邊眾生希願語， 

無餘所知如實見知意，如是釋迦主尊我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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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 

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 

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 

嗡牟尼牟尼嘛哈牟尼耶娑哈 

 

七、觀音明點： 

不染過垢身皎潔，圓滿佛陀頂莊嚴， 

以大悲眼視眾生，觀世音前敬頂禮！ 

嗡嘛尼憋咩吽 

 

八、至尊度母明點： 

天與非天以寶冠，尊足蓮下敬禮已， 

救度一切困窘母，聖度母前敬頂禮！ 

任誰恭敬禮供汝足蓮，僅略持誦“嘟咧”等明咒， 

即賜無死壽智福報等，隨願成就尊前敬頂禮！ 

嗡噠咧嘟噠咧嘟咧娑哈 

 

九、忿怒度母明點： 

八苦大難以及魑魅魔，煩惱所知二障諸障難， 

稍念汝足即速施救母，威力究竟聖母我頂禮！ 

嗡噠咧嘟噠咧嘟咧娑哈 

 

十 、不動明王明點： 

身色深藍手執劍與索，右曲左直四魔盡摧伏， 

不動不搖不具改移性，世尊不動怙主敬頂禮！ 

嗡贊紮瑪哈若喀哪吽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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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阿底峽尊者明點： 

勝者座前佛子號護賢，雪域之中吉祥燃燈師， 

兜率天中虛空無垢尊，猶如如意珍寶利眾生， 

具德阿底峽前敬頂禮！ 

阿底峽尊者名咒：嗡瑪哈咕如底崩嘎惹阿底峽梭哈！ 

1、能仁佛名咒：嗡牟尼牟尼嘛哈牟尼耶娑哈！ 

2、觀音名咒：嗡嘛尼憋咩吽！ 

3、至尊度母名咒：嗡噠咧嘟噠咧嘟咧娑哈！ 

4、不動明王名咒：嗡贊紮瑪哈若喀哪吽呸！ 

 

十二 、種敦法王明點： 

總集無數諸佛大悲心，合一所現法王仲敦巴， 

無邊諸佛不竭之生源，敦巴善知識前敬頂禮！ 

所有眾生導師及怙主，紹繼勝者家業勝佛子， 

自他二利生源如意寶，敦巴善知識前我禮足！ 

1、觀音咒：嗡嘛尼憋咩吽！ 

2、文殊咒：嗡瓦給曉日萌！ 

3、金剛手咒：嗡班雜巴尼吽！ 

 

十三、慈氏菩薩明點： 

慈尊無著世親解脫軍，勝軍調伏軍與名稱德， 

賢獅二沽薩黎與金洲，廣行傳承諸師前頂禮！ 

嗡玫植玫植瑪哈玫植耶娑哈！ 

 

十四、龍樹明點： 

特向龍樹作禮贊： 

浩如煙海佛經唯一眼，直接洞見離邊緣起義， 

獲證勝妙八自在果德，怙主龍樹足下敬頂禮！ 

深見傳承諸師禮贊文： 

摧壞有無文殊及龍樹，月稱以及明瞭大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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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佛陀密意聖父子， 深見傳承諸師前頂禮！ 

此處計數持誦文殊名咒：“嗡瓦給曉日萌……”以及“一字般若”：

“ཨ”（阿）！（注：雖在儀軌中寫成“!ཱཿ”字，但據尊者所教，“一字般若”

應寫成“短阿”——“ཨ”。） 

 

十五、 金剛持佛明點： 
特別禮贊勝者金剛： 

稀有相好盛德受用圓，和合樂空一味恒遊戲， 

無緣大悲斷離寂滅邊，具足七支勝者前頂禮！ 

修行加持傳承諸師禮贊文： 

悲心廣大善逝金剛持，殊勝帝諾巴及那若巴， 

勝德種吡巴及阿底峽，加持傳承諸師前頂禮！ 

嗡啊班雜帝嘎吽吽！ 

  

十六 、雙運明點： 

二顯戲論尋思融法界，盡斷三有輪回風流動， 

一切空中最勝俱生喜，於此大樂法身我頂禮！ 

智慧虹光蕩漾無量宮，輪涅情器自性全無別， 

遠離諸障智慧法身中，現相圓滿報身我頂禮！ 

嗡達爾嘛嘎雅斯帝吽！ 嗡啊吽！ 
注：上述所彙編的內容，是以雪域眾生的殊勝怙主——持蓮尊者分別在 1999、

2006、2008 年所賜授的《噶當十六明點》灌頂教授為根據，尊者歷次所引的禮贊

文有少許不同處。有一次在傳第十四明點——龍樹明點時，所用的禮贊文是：“以

大智慧善證真性已，以大精進獲證勝妙果；著稱聖教第二導師佛，聖尊龍樹足下

敬頂禮！”特請留意。 

喜饒達傑於 2015 年 11 月 10 日 

藏文記錄者 阿旺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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