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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心八颂

—— 朗日塘巴尊者 著

愿我已生如意宝，饶益他众之意乐，

时时刻刻倍珍爱，轮回一切诸有情。

愿我交往何人时，视己较众皆卑下，

诚心诚意有真挚，尊重他人献爱心。

愿我恒时观此心，烦恼妄念初生时，

毁坏自己他众故，立即强行而断除。

愿我身处恶劣中，造罪遭受剧苦时，

犹如值遇珍宝藏，亦难得以爱惜之。

愿我于诸以嫉妒，非理诽谤本人者，

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胜利奉献他。

愿我于昔曾利益，深切寄以厚望者，

彼纵非理而陷害，亦视其为善知识。

愿我直接与间接，利乐敬献诸慈母，

老母有情诸苦厄，自己默默而承受。

愿我所行此一切，不为八法念垢染，

了知诸法皆如幻，解脱贪执之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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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心八颂》讲记一

为修持成佛要发殊胜菩提心！

为度化一切父母众生要发誓修持成佛！

为早日圆成佛道要精进认真闻思修行！

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修心八颂》。《修心八颂》是朗日塘巴尊者造颂的，非常重要。

朗日塘巴尊者是噶当派的一位大成就者，他修行非常有成就。《修心八颂》是他最主要的一

种修持方法。这篇颂词一共有八个偈颂，特别短小，但内容非常精美，都是精华。佛法里所

有的修持方法都包含在这里。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这个法，而且有这么殊胜的机缘，这也是往

昔生生世世修来的福报，不是偶尔的机会。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珍惜，好好地利用。

第一颂：

愿我已生如意宝，饶益他众之意乐，

时时刻刻倍珍爱，轮回一切诸有情。

这一颂的内容，也可以说是珍惜人身。暇满的人身叫珍宝般的人身，这样的人身非常难

得。我们既然得到了，就不能白白地浪费，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利用。人身，尤其是暇满的

人身，能使我们得到非常大的功德和利益。依靠暇满的人身，我们可以了脱生死，可以达到

圆满佛果。

其实这个人身比如意宝还珍贵，如意宝只能满足我们一些吃穿的需求，给我们一些暂时

的利益，但是它不能让我们解脱，不能让我们成就。我们若是真正珍惜了如意宝般的人身，

真正利用了珍宝般的人身，那么，我们不单单能得到今生暂时的利益，而且还能得到究竟、

永久的利益。我们可以了脱所有的痛苦和烦恼，还可以获得究竟的解脱，获得究竟圆满的功

德。

现在很多人只是知道吃喝玩乐，这都不是珍惜人身的方法，都不是珍惜人身。你即便吃

得再好，穿得再好，拥有得再多，世间的成就再大，也不是珍惜人身。

那什么叫珍惜人身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珍惜这个人身，利用这个人身呢？就

是要“饶益他众之意乐”，就是要承办众生的利益。让众生解脱，让众生快乐，这才是真正

的珍惜人身，才是真正的利用人身。我们能够承办众生的利益，能够为众生，能够利益众生

的话，我们才能彻底解脱，才能圆满成就。

为众生的愿望，不是在口头上说，而是在内心深处；不是在表面上，而是从骨髓里有这

样的发心，有这样的愿望：我要为一切众生，我要利益一切众生！——这颗心叫菩提心。它

非常珍贵！我们有了这颗如意宝般的菩提心，才能了脱生死，才能圆满成就。

但是，菩提心不是想发就能发出来的，也不是想有就可以在相续中产生的，而是通过正

确的方法修出来的。没有一定的善根，没有一定的福德因缘，无法能够生起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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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通过哪种方法才能修出菩提心呢？就是时时刻刻，加倍地珍爱轮回中一切有情众

生。也可以说是能够时时刻刻，恒时培养对众生的慈心和悲心，能够保持对众生的慈心和悲

心，最后才能生起真正的菩提心。

反过来讲，时时刻刻能够培养对众生的慈悲之心，最终才能在自相续中产生真实无伪的

菩提之心——饶益众生之心，救度众生之心，为众生发愿成佛之心！在相续中真正能够生起

了无伪的菩提心，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珍惜人身，才没有白活，才没有白白地浪费珍宝般

的人身。

这一生一世，我们得到了人身，而且得到了暇满的人身，可以说此时此刻是唯一解脱的

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真的，不能错过！一旦错过了这个机会，想再得到一次人身是不

可能的。若是不能得到人身的话，连解脱的可能性都没有，只能在六道轮回中感受无穷无尽

的痛苦，实在是出脱无期啊！

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作为人都这么不容易，都这么苦，更不用说其它道众生的痛苦了。

佛在经中讲的、大德们在开示中讲的痛苦，都是大概地描述，大概地介绍。地狱的痛苦、饿

鬼的痛苦、傍生的痛苦，这些事实真相，真是用言词难以表达、难以形容啊！轮回是不假的，

因果是不虚的，如果不相信，到时候一定会后悔的，一定会害怕的；但是没有用，一切都晚

了。所以大家不要那么轻松、放逸，一定要谨慎，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利用这个人身，

让自己解脱。

想解脱就要发菩提心。若是有那样登高望远、清净无私的发心，就能打开我们狭隘的心

胸。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宽容；否则无法做到容纳一切，圆融一切。所以说发心非常重要！

第二颂：

愿我交往何人时，视己较众皆卑下，

诚心诚意有真挚，尊重他人献爱心。

不管在何处，不管和什么样的人接触、交往，都一定要把自己放在最低处。我经常跟大

家讲，你把自己放在最低处的时候，实际上你在最高处；你把自己放在最高处的时候，实际

上你在最低处。和其他众生相比，自己是最卑劣、最下等、最低处的人。这不是在口头上说

说，而是诚心诚意地恭敬他人。

现在这个年代，好多人都是装模作样，表面上都很礼貌，看似很尊重他人，实际上都是

虚情假意。作为修行人不能这样，应该诚心诚意，真挚真诚。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不管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尊重他人，要奉献爱心。不管是对穷人还是对富人，不管是对高

贵的人还是对低贱的人，不管是对亲人还是对仇人，不管是对好人还是对坏人，不管是对善

人还是对恶人，都一样恭敬、有爱心。

分别念是一种烦恼。诸法的本性是平等的，是一样的。有好人、坏人，善人、恶人的分

别，这是自己的执着与烦恼。诸法的本性是清净的，并没有那么多是非、冲突、好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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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都是自己的业力。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才会真正地恭敬他人，才会对人有真正的

礼貌，才能真正地为他人献爱心。现在的社会也讲爱心，也讲礼貌，但哪是真正的爱心与礼

貌呢？你有真正的爱心与礼貌吗？

有一份恭敬得一分利益，尽一份孝顺得一分利益，献一份爱心得一分利益。但是这可不

容易啊！什么叫真正的敬爱与礼貌呢？就像刚才说的，你在时时处处当中，都能把自己放在

最低处，都能诚心诚意、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人，奉献爱心，这才是真正的敬爱。真正做到了，

有无量的功德，同时也积累了无量的福德。内心真正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还有什么可难的？

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在上师面前，在领导面前，在父母面前，在亲朋好友面前我们也许能做到，但是在其他

人面前就不一定了。这不是真正的恭敬！不管与你交往的是什么人，如果你能够做到恭敬，

这才是真正的恭敬。我们好好地思考一下，在街上遇到乞丐讨饭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态？

有没有把自己放在最低处？我们内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经常想的是：他们是乞丐，在讨饭，

自己最起码也比他们强——都是这种心态。

我们作为修行人，面对那些经常造恶业的人，内心也经常自然而然地想：我修行再差，

也比他们强。然后开始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我早就跟大家讲过：若是你有看不起的人，

就说明你的慈悲心不够；若是你有看不惯的事，就说明你的智慧不够。若是有圆满的智慧，

你就会知道：处处都是好处，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哪有看不惯的事，哪有看不起

的人呢？在佛的境界里，在大德、大成就者的境界里，一切都是平等的。

第三颂：

愿我恒时观此心，烦恼妄念初生时，

毁坏自己他众故，立即强行而断除。

这里说的是，恒常观察自己的心。在烦恼、妄念刚刚生起的时候，要立即强行地将它断

除。这里说的是恒常而不是偶尔。有的人根本不观察自己的心，有的人虽然也能注意到自己

的起心动念，但也不是恒常地观察。在修行的时候，能做到观心就不错了。在外面，在别处，

在不修行的时候，根本做不到观心。恒常观察自己的心，就是要恒常、恒时，时时刻刻观察

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相续。

“烦恼妄念初生时”。在这些烦恼、妄念，刚刚生起来的时候，不让它发芽、结果，不

让它再膨胀、发展，立即强制性地将它断掉。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如果你任凭烦恼生根、

发芽、结果的话：一、毁坏自己；二、毁坏他人，甚至会毁坏所有的众生。应该是自利利他，

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若是你不观察自相续，若是不立即断掉妄念与烦恼，就是自迷迷他，

自坏坏他，这样一切都毁了，将来要感受无边无际的痛苦。

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在流转轮回的过程中，我们所感受的痛苦，真的是难以表达，无

法表达。不说别的，仅仅是我们转生为人，困苦得没有吃、没有穿，因痛苦而流的泪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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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能够堆积的话，比四大海洋的海水还要多；我们每个人仅仅是转生为蚂蚁的肢体，如果能

够堆积的话，比须弥山还高；仅仅是我们堕落地狱而喝的铁汁，如果能够堆积的话，比整个

大海的海水还多……这都是佛在经中讲的。那些痛苦，我们都记不起来了。一讲病苦，讲爱

别离苦，讲求不得苦，都有点感受：“是，确实是这样！”一讲生苦，都没有太多的感受，

都忘了。

我们出生的时候，经历过好多好多痛苦。我们看小孩子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声音就是哭

声，那是痛苦的声音，非常痛苦啊！所有的小孩子都是这样，生下来就哭，这就是生苦。出

生的过程中有好多痛苦，可我们都忘了，根本想不起来。所以一定要注意，要抓住这个解脱

的机会；否则，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一定会痛苦的。

第四颂：

愿我身处恶劣中，造罪遭受剧苦时，

犹如值遇珍宝藏，亦难得以爱惜之。

真正的、最难得、最珍贵的修行窍诀就是这些。在恶劣中遭受剧苦，对一个修行人来说，

这都是真正的如意宝藏，是真正的机会啊！

若是没有遇到恶劣的人，我们不可能受到欺骗、侮辱、伤害。我们遇到了恶劣的人，有

了修行上最最殊胜的一些对境：诽谤、诋毁、伤害、侮辱、欺骗。这都是修行的窍诀，都是

修行上的鞭策啊！若是我们没有遭受这些，怎么消业、积福？怎么开悟、证悟啊？

可能你们认为，上师给我们灌顶，给我们窍诀的时候，肯定是说一些好听的，给一些加

持品什么的。其实真正的窍诀，真正的灌顶并不是这些。

你们看看帝洛巴对那诺巴，玛尔巴对密勒日巴，还有好多大德高僧，比如我们的传承上

师华智仁波切对他的弟子，龙钦巴大士对他的弟子，在给他们窍诀的时候，都是在打在骂。

我跟你们说过，若是自相续没有成熟，给你再多的窍诀你也认识不到，对你不起作用，

对你来说也没有用。若是相续成熟了，哪怕打你骂你也是窍诀，也是灌顶！

帝洛巴让那诺巴偷东西、抢东西，让他打人、骂人，这都是窍诀啊！若是我们真有修行，

真有智慧的话，有人侮辱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窍诀；有人伤害我们，这才是真正解脱的机会；

有人诋毁我们、诽谤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灌顶啊！这是让我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

错误。

也有俗话说：若是你想报复，想让敌人不快乐的话，你就培养自己的善心，增加自己的

功德，让自己圆满。敌人最不高兴的就是你有功德，有成就，这是对敌人最大的打击和伤害。

从修行的角度讲，我们也不是不知道生起嗔恨心的罪过，也不是不知道修忍辱的功德。

若是没有恶人，没有敌人，没有仇人，怎么修忍辱啊？没有对境啊！若是对你非常赞叹，非

常恭敬，非常和蔼，怎么修忍辱啊？没有修忍辱的对境，无法修忍辱。

我们若是没有遭过这些罪，没有遭受这些痛苦，怎么发慈悲心，怎么发菩提心啊？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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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遭受痛苦与折磨，思维这些，最后才能生起真正的慈悲之心！

我们都不知不觉地想逃避这些现实。其实作为一个修行者，不应该逃避，应该面对，而

且要以正确的心态、清净的心态来面对。犹如一位穷人，突然获得了珍宝藏，他心里会怎么

想，他会怎样高兴？

同样，我们遇到一些逆境，一些困境，一些坎坷磨难的时候，心里不但没有烦恼与痛苦，

反而还有这样一个喜悦之心，感恩之心，快乐之心，这才是真正的解脱。爱惜，就是珍惜，

珍惜这些机会。

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吉祥圆满，扎西德勒！

《修心八颂》讲记二

为修持成佛要发殊胜菩提心！

为度化一切父母众生要发誓修持成佛！

为早日圆成佛道要精进认真闻思修行！

今天，我们学修《修心八颂》的第五颂：

愿我于诸以嫉妒，非理诽谤本人者，

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胜利奉献他。

“愿我于诸以嫉妒，非理诽谤本人者。”遭受了诽谤，而且不是一般的诽谤；是他人无

缘无故，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原因，仅仅是由于嫉妒而进行的诽谤。这个时候，我们不

能嗔恨对方，也不能报复对方，一定要忍受。

“亏损失败自取受”，不但不嗔恨，不报复，反而自己来承担所有的亏损和失败，把所

有的成功与利益全部奉献给他人，甚至奉献给一切众生。这才是菩萨！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人！

对方无缘无故地诽谤我们、加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生起嗔恨心。为什么呢？作为修行

人，不能被烦恼染污自相续，不能随顺烦恼。

无始劫以来到现在，这些烦恼控制着我们，牵引着我们；让我们造业，让我们轮回，让

我们感受了无穷无尽的痛苦。现在，我们遇到了上师，遇到了佛法，懂得了佛理；就不能再

跟随贪嗔痴这些烦恼，而一定要守护自己的相续，保持清净。这样我们才不会造业，不会轮

回，才不要感受这些痛苦。若是我们没有把握好自己的起心动念，生起了嗔恨，甚至去报复

他们，会立即毁坏所有的功德和善根，而且会污染自己的相续，让自己痛苦。相续污染了，

内心不清净了，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被烦恼束缚着，就没有自由，没有解脱。所以我们一

定要清醒，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能再迷惑，不能再上当受骗，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亏损失败自取受”就是自己来承担亏损与失败。“利益胜利奉献他”，将利益与成功

奉献给他人。真正做到了这些，本身就是一种解脱。因为没有私心，没有杂念，你真正能够

放下我执，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时候，才是轻松的、自在的，才是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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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损失、失败都要自己来承受呢？因为对一个修行人来说，这不是祸而是福，是难

得的福报，是真正的珍宝藏，我们拿到如意宝了。为什么这样讲呢？不经历风雨不能见彩虹，

不经过磨难不能成佛。人得有经历！

我们现在是穷也烦恼，富也烦恼；有家也烦恼，没有家也烦恼；有权力也烦恼，没有权

力也烦恼。——人人都这么烦恼，这么痛苦！在现实生活中，要么是苦，要么是愁。为什么

快乐不起来，为什么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呢？原因是缺少智慧！若是有智慧的话，处处都是

好处，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不会有烦恼，也不会有痛苦——处处都是极乐世界，

人人都是无量光佛。我们不懂真相，不懂真理，愚痴颠倒，没有发挥本能。

智慧是在人和事之间磨炼出来的！你经历得越多，智慧就会越增长。无论是成功，还是

失败；无论是利益还是亏损，这都是暂时的。说好都是好，说不好都是不好。若是放不下的

话都是祸，都会给你带来烦恼和痛苦；若是真正看破了，放下了都是佛，都是如意宝，都会

给你带来快乐幸福。让你增加智慧，让你成长，让你进步，让你成就。这些对于修行人来说，

都是难得的机遇，都是珍宝藏啊！

“利益胜利奉献他”。都能够奉献，都能够放下。——这里主要指的就是放下。若是放

不下的话，都是害，都是祸！对没有修行的人来说，有一点点的成功、利益，就会增长烦恼。

然后越来越骄傲，嫉妒心也来了，贪心也来了，嗔恨心也有了。增加烦恼就是增加痛苦。这

些利益、成功有什么好的？若是没有看破，没有放下的话，这都不是好事。

我前几天给大家讲过，你在没有看破，没有放下的时候，千万不要发财，一旦有了钱，

一旦发了财，就会成为修行上最大的障碍！因为你不可能不执着钱，你因为这些钱，根本顾

不上修行，修行自然而然就落后了。

我前几天不是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么，本来那对夫妇非常快乐，真有钱了，就开始想：

钱不能这样放着，应该利用起来，应该开店做一些项目。就忙这些，别的就顾不上了。——

真的就是这样！

若是你会使用这些钱财，钱财都是好东西；否则，都是毒啊！会断掉你的解脱之命，会

毁坏你的慧心，所以，都应该奉献给他人。

谁得到利益了，我们应该高兴；谁得到好处了，我们应该随喜。不但没有嫉妒，反而真

心地这样想——这都是直接对治烦恼的窍诀。你真正能够放下，能够奉献给他人了，能直接

对治贪心。别人得到利益与好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兴；别人有功德与成就的时候，我们

一定要随喜。这样嫉妒心就没有了，都奉献给他人了，自己一无所有了。傲慢心也没有了，

能够这样善待众生，这样奉献、付出，还嗔恨什么啊？嗔恨心也没有了。

如果你有这样坚韧不拔的精神，你能这样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无私无怨地奉献、付出；

这样才能打开心胸，才能放下我执我爱，才能断掉自私自利，才能断除所有的烦恼，才能了

脱生死。这就解脱了么！这是最最殊胜、最最究竟的智慧。没有愚痴了，贪嗔痴慢疑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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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都直接了结了，这就是解脱的方法。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就是因为狭隘的心胸没有打开。人都是自私自利，都有很

高的欲望，实现不了就痛苦。——所有的烦恼都是这样来的！大家一定要学修这样的精神，

学修这样的境界！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才是真正的高枕无忧，才是无忧无虑，无烦恼。

第六颂：

愿我于昔曾利益，深切寄以厚望者，

彼纵非理而陷害，亦视其为善知识。

“愿我于昔曾利益”，自己往昔曾经利益过的人；“深切寄以厚望者”，曾经寄托深切

厚望的人。我们是清白的，而且曾经利益、帮助过他，甚至还对他有很深切的期望，但是在

关键的时候，在我们最困难、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报恩，不回报我们，甚至还

无理地陷害、欺骗、侮辱、诋毁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生起嗔恨心，不能报复，

不能以牙还牙，甚至还要“亦视其为善知识”，把他视为自己的善知识。这些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哪！真的，这是真正的菩萨行、菩萨道！你真正能够做到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了，

直接就成为菩萨了。

为什么要把他视为善知识呢？因为他这样恩将仇报，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其实人都一

样，都愿意听赞叹、夸奖，愿意听花言巧语；都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些好处、帮助与利益—

—其实这都是颠倒。我们有这么多的毛病、缺点、不足，他们不但不提醒我们，不制止我们，

还随顺我们的恶习，随喜我们的恶业；还帮助我们，回报我们，利益我们，饶益我们——实

际上是迷惑我们，是消耗我们的福报！这是让我们盲上加盲，我们就更迷惑、更愚痴了。这

不是加害我们，坑我们，蒙我们么？

这些敌人、仇人正好相反。若是自己真有修行，真有智慧的话，他们才是我们最最殊胜

的对境。他们能够批评我们，诽谤我们，指出我们的毛病、缺点、不足，我们不就开悟了吗？

我经常跟大家讲，发现自己的错误叫开悟；改正自己的错误叫成就。发现了所有的错误

叫彻悟；改正了所有的毛病叫圆满。没有什么别的开悟、成就！

能直接指出你的错误、缺点与不足的，才是你真正的善知识；能让你真正发现、改正自

己的错误、缺点与不足的方式、方法叫窍诀。这些敌人、仇人，他们能让我们发现自己错误，

能让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要“视其为善知识”。

愿我直接与间接，利乐敬献诸慈母，

老母有情诸苦厄，自己默默而承受。

直接或间接地，把所有的快乐都敬献给法界一切父母众生。如果你能直接地利益他们，

能当下让他们安居乐业，你就要马上这样做，不要一拖再拖；若是不能直接让他们快乐，不

能直接饶益他们，就间接地做。我们做任何事情，首先要想到如母众生，要将所做的所有的

善根、功德，都回向给那些如母众生；甚至要发心发愿，将这些善根、功德，都变成他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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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成就的因缘资粮。这也是间接地给予他们安乐，也是利益他们。

“老母有情诸苦厄，自己默默而承受。”我们以前学过自轻他重、自他交换菩提心，就是

自己默默承受所有苦厄，不宣扬自己的功德。有些人，有时候为父母众生做了一些事情，非常

急迫地到处宣扬，就像藏地有句俗话说的那样：给骑着马的人站着说，给走着的人坐着说。不

应该这样，要“默默而承受” ——这里有直接或间接的承受。

如果你有这个机缘，自己能直接承担，或能代替那些如母众生承担苦难，你就要这样做；

若是没有这个机缘，那你可以间接地承受。什么叫间接？就是为了让那些如母众生解脱成就，

我们发心学佛修行，将来我们成佛了，可以辗转法轮，可以利益他人。我们为了这些父母众

生，要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认真老实地学佛修行。

愿我所行此一切，不为八法念垢染，

了知诸法皆如幻，解脱贪执之束缚。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为了世间八法，不能有这些想法，不能让这些念头染污自己。

我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要真心地为了解脱，为了成就。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们要远离

世间八法，要放下世间八法。怎么远离，怎么放下呢？不执着世间八法这叫放下，这叫远离。

修行人不是不需要世间八法，但这是为了众生而需要，不是为了自己而需要。

放下和放弃不一样，我们是要放下世间八法，但不是要放弃世间八法。修行人也要脱离

痛苦，也要快乐幸福，但是不能执着快乐，也不能执着痛苦。为什么？你执着快乐也是一种

束缚，也是一种痛苦。你执着快乐的时候，快乐会离你越来越远；你执着痛苦的时候，痛苦

会离你越来越近。

执着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所以我们学佛、修行了，要学会放下，要学会不执着。如

果你不去执着，不去追求快乐的时候，快乐就来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如果你不执着痛

苦，而且不去逃避痛苦的时候，痛苦自然而然就远离了，这本身就是解脱。快乐和痛苦是世

间八法中的两个。剩余的六个都一样，以此类推。

“了知诸法皆如幻”。真正证悟了、证得了诸法如幻如梦的境界，就是空性的境界与智

慧，这就是真正的放下、不执着。

“解脱贪执之束缚”。这些贪嗔痴慢等这些烦恼，非理作意等这些恶习，不知不觉就了

结了，就消失了，在相续中自然而然就云消雾散了。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发心发愿，愿自己

能早日达到这种境界，能采取这种智慧来对待所有的一切。

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将这两天学习《修心八颂》等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愿我们的功德、福德、善根都成为父母众生解脱成佛的资粮！

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

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苦海诸有情。

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法性不变真谛之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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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众不退意乐之加持，如是回向发愿悉成就！

达雅塔，班赞哲雅阿瓦波达呢耶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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