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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卷語
修行，一定要做好基本功， 

如果你是佛弟子，一定要觀修「四共加行」；

如果你是藏傳修行人，傳統上，一定要修持「四不共加行」。

所謂「加行」，就是以自利利他的心，不斷「增加身口意善行」， 

這是進入佛法修持之前，轉凡心向解脫道的準備工作。

所謂「四共加行」，是指「人身難得、觀死無常、因果業力、輪迴過患」，

這是佛家對生命本質的四種正知見，

是小乘、大乘、金剛乘三乘佛法共同的基礎。

所謂「四不共加行」，是指「皈依大禮拜、金剛薩埵、獻曼達、上師相應法」，

這是藏傳金剛乘要求弟子做的特殊基本功，

皈依發心，淨除罪障，累積資糧，增益信心，

從法王、仁波切、出家男女眾到在家居士，依傳統，人人必做，

這是實修一切密乘大法前必備的基礎，

若有人以此或其中一項，當成終身修持，也能得到殊勝成就，

修持「四不共加行」之前，必先觀修「四共加行」。

關於法本，藏傳四大教派，都有各自傳承的「四不共加行」，

項目、精神相同，但儀軌和觀想內容則有別。

以噶舉傳承而言，也有傳統長軌的「四不共加行」法本，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鄔金欽列多傑，為了忙碌的現代修行人，

特別著作這部《四不共加行合集課誦略儀》法本，

慈悲開啟弟子在現代生活修持「四不共加行」的殊勝法緣。 

關於做功課次數，傳統上，四個加行各要做111,111遍；

若想修持這部噶瑪巴親傳的法本，必先得到具德上師口傳才能起修，

噶瑪巴指示，非藏族的外國弟子，

第一加行「皈依大禮拜」可以只做1,000遍（能圓滿111,111遍更好），

其餘三個加行「金剛薩埵、獻曼達、上師相應法」，須依傳統各做111,111遍。



5儀軌篇

四不共加行合集課誦略儀

第 一 篇

儀軌篇

此儀軌需經口傳並獲准修持後始能起修



6 報告法王：我做四加行

具德遍主持金剛  諸部之主上師噶瑪巴，

一切壇城生源處  有寂成瑞本尊瑜伽女，

統御一切事業者  黑袍伴侶護法諸聖眾，

行者專一虔敬禮  祈請大悲護祐莫捨離。

     

     

     

任何人以共同道先淨自心已，

於具德上師前善受灌頂與口訣後，

大手印不共前行之誦修：



7儀軌篇•皈依大禮拜

一

【皈依大禮拜】



8 報告法王：我做四加行

做功課標準程序

一、端身正坐。

二、	唸誦〈大手印傳承祈請文〉，請見附錄二。

三、跏趺坐（半跏趺坐亦可），放輕鬆。

四、唸誦儀軌：

具德遍主持金剛  諸部之主上師噶瑪巴，

一切壇城生源處  有寂成瑞本尊瑜伽女，

統御一切事業者  黑袍伴侶護法諸聖眾，

行者專一虔敬禮  祈請大悲護祐莫捨離。

五、	觀修「四共加行」：人身難得、觀死無常、因果業力、輪迴過患。

六、	觀想皈依境，並唸誦儀軌：

觀想皈依境，在我們直視正前方，不往右偏、也不往左偏。

皈依境的中間，有獅子（四或八隻皆可）抬著一個四方形的巨大

珍寶寶座，寶座上有象徵福慧二資糧的各式珍寶。這個大寶座之上，

正中央又有一個稍微小的寶座，同樣也是由獅子抬著。小寶座上，有

象徵出離輪迴之垢染的蓮花，蓮花上有代表世俗菩提心和勝義菩提

心，或說是方便和智慧的日輪及月輪。日輪月輪之上是上師持金剛。

接著觀想金剛總持的周圍有岡倉噶舉實修、證悟的傳承上師，個

人的上師、跟我們結下法緣的上師，我們相信的所有上師都圍繞在周

圍。上師持金剛前方有本尊，可以是個人依止的本尊，這裡可觀想主

要的本尊金剛亥母。右方是佛陀，後方是正法，呈經書的樣子，左方

是登地的菩薩僧。接著觀想佛眷眾、本尊的眷眾如海會般圍繞。

皈依聖眾眼前的下方，以自己為主的六道一切如母眾生。自己在

這些有情的中間。觀想自身的右邊是父親、左邊是母親、前方是所有

的敵人、後方是其他的眾生。自己帶領大眾一起來唸誦皈依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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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虛空上師持金剛，義傳者與聖化傳承者，

法緣所信上師眾圍繞。其前本尊其右為佛陀，

其後正法左為僧伽眾。各自隨類海會眷眾繞。

皈依聖眾眼前之下方，一切如母有情亦安在，

齊心專注皈依發菩提。

七、	準備起身做「大禮拜」。邊唸誦「五皈依」，邊做「大禮拜」：

我與一切眾生，皈依上師，皈依本尊，皈依佛陀，

皈依正法，皈依僧伽。（計次數處）

八、唸誦儀軌「發菩提心」文：

直至菩提藏，皈命諸佛前，法及菩薩眾，如是亦皈依。

如昔諸善逝，先發菩提心，復次循序住，菩薩諸學處。

如是為利生，我發菩提心，復於諸學處，次第勤修學。（三遍）

勝菩提心寶，未生令生起，生已無退轉，願輾轉增長。（一遍）

九、觀想「皈依境」化光與自身融合。

十、唸誦〈求生淨土祈願文〉：噯嗎吙

稀有難得無量光  右有大悲觀世音  左為大力大勢至  無量佛菩薩圍繞

但有無量之妙樂  此即清淨極樂國  願我命終隨即能  不為他生所阻斷

生彼親見彌陀佛  我今如是發願已  十方諸佛及菩薩  加持令無礙成就

爹雅他 邊雜 知以雅 阿哇 波達拿耶 梭哈

諸佛菩薩祈怙念  資糧圓滿我隨喜  三世所積諸善業  悉以供養三寶尊

願諸佛法普傳揚  善業迴向有情眾  願諸眾生悉成佛  積聚一切諸善根

唯願自心得成熟  二障清淨資糧圓  長壽無病證悟增  願我此生登十地

一旦命終得隨即  願能往生極樂國  生已蓮花開放時  即依彼身願成佛

乃至得證菩提果  願以化身度有情

十一、唸誦〈迴向文〉：

以此功德願證佛自性， 降伏煩惱怨敵之過患， 

生老病死洶湧之波濤， 願渡眾生解脫輪迴海。



10 報告法王：我做四加行

面前虛空上師持金剛，義傳者與聖化傳承者，

法緣所信上師眾圍繞。其前本尊其右為佛陀，

其後正法左為僧伽眾。各自隨類海會眷眾繞。

皈依聖眾眼前之下方，一切如母有情亦安在，

齊心專注皈依發菩提。

一、於座上時：當斷捨世間與其他戲論諸行，安坐於舒適墊上，

約束身要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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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一切眾生，皈依上師，

皈依本尊，皈依佛陀，

皈依正法，皈依僧伽。（五寶）（計次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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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修持皈依五寶。觀想後接續為發菩提心。

直至菩提藏，皈命諸佛前，法及菩薩眾，如是亦皈依。

如昔諸善逝，先發菩提心，復次循序住，菩薩諸學處。

如是為利生，我發菩提心，復於諸學處，次第勤修學。（唸三遍）

勝菩提心寶，未生令生起，生已無退轉，願輾轉增長。

二、下座之修持：不放任自心於散漫，而以對治攝持自心。

當努力增長對上師之虔敬，盡力生起對三寶之信心與發起對眾生

之悲心。

最後皈依境化光與自身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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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剛薩埵】



14 報告法王：我做四加行

做功課標準程序
一、端身正坐。

二、念誦〈大手印傳承祈請文〉，請見附錄二。

三、金剛跏趺坐（半跏趺坐亦可），放輕鬆。

四、唸誦儀軌：

具德遍主持金剛  諸部之主上師噶瑪巴，

一切壇城生源處  有寂成瑞本尊瑜伽女，

統御一切事業者  黑袍伴侶護法諸聖眾，

行者專一虔敬禮  祈請大悲護祐莫捨離。

五、	觀修「四共加行」：人身難得、觀死無常、因果業力、輪迴過患。

六、觀想皈依境，	唸誦「皈依大禮拜」之儀軌內容：

						面前虛空上師持金剛，義傳者與聖化傳承者，

法緣所信上師眾圍繞。其前本尊其右為佛陀，

其後正法左為僧伽眾。各自隨類海會眷眾繞。

皈依聖眾眼前之下方，一切如母有情亦安在，

齊心專注皈依發菩提。

七、準備起身做大禮拜。邊唸誦「五皈依」，邊行大禮拜，共三次：

我與一切眾生，皈依上師，皈依本尊，皈依佛陀，

皈依正法，皈依僧伽。（三次）

八、唸誦「發菩提心」文：

直至菩提藏，皈命諸佛前，法及菩薩眾，如是亦皈依。

如昔諸善逝，先發菩提心，復次循序住，菩薩諸學處。

如是為利生，我發菩提心，復於諸學處，次第勤修學。（三次）

勝菩提心寶，未生令生起，生已無退轉，願輾轉增長。

九、觀想「皈依境」化光與自身融合。

十、觀想「金剛薩埵」，唸誦儀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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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頂處蓮月座墊上，上師金剛薩埵白端嚴，

一面二臂右持金剛杵，左手持鈴雙足跏趺坐。

十一、觀想完後，唸誦「百字明咒」，長咒計次數：

嗡 邊紮 薩埵薩瑪呀 瑪奴巴拉呀 邊紮薩埵喋諾巴地叉 則卓美巴哇

速埵卡唷美巴哇 速波卡唷美巴哇 阿奴惹埵美巴哇 薩爾哇悉地美札呀擦

薩爾哇嘎爾瑪速紮美 積當希瑞以呀 咕如吽 哈哈哈哈霍 

巴嘎問 薩爾哇達他嘎達 邊紮瑪美木紮 邊知以巴哇 瑪哈薩瑪呀 薩埵 阿

嗡  邊紮 薩埵 吽

十二、唸誦儀軌：

一切觀知聖者祈明鑑，無始以來吾受三毒制，

身語意違佛敕之三戒，所作罪墮惡業誠懺悔，

願於來日不為不受報。

十三、作完懺悔後，觀想金剛薩埵對我們說：「你已清淨」。

十四、觀想金剛薩埵現歡喜狀，化光融入我們自身。

十五、唸誦〈求生淨土祈願文〉：噯嗎吙

稀有難得無量光  右有大悲觀世音  左為大力大勢至  無量佛菩薩圍繞

但有無量之妙樂  此即清淨極樂國  願我命終隨即能  不為他生所阻斷

生彼親見彌陀佛  我今如是發願已  十方諸佛及菩薩  加持令無礙成就

爹雅他 邊雜 知以雅 阿哇 波達拿耶 梭哈

諸佛菩薩祈怙念  資糧圓滿我隨喜  三世所積諸善業  悉以供養三寶尊

願諸佛法普傳揚  善業迴向有情眾  願諸眾生悉成佛  積聚一切諸善根

唯願自心得成熟  二障清淨資糧圓  長壽無病證悟增  願我此生登十地

一旦命終得隨即  願能往生極樂國  生已蓮花開放時  即依彼身願成佛

乃至得證菩提果  願以化身度有情

十六、唸誦〈迴向文〉：

以此功德願證佛自性， 降伏煩惱怨敵之過患， 

生老病死洶湧之波濤， 願渡眾生解脫輪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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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淨除罪障，金剛薩埵修誦有二。上座時，首先應觀誦：

自身頂處蓮月座墊上，上師金剛薩埵白端嚴，

一面二臂右持金剛杵，左手持鈴雙足跏趺坐。

清晰觀想心間月輪上有「吽」字及咒縵圍繞而祈請，甘露續流由

本尊身右足拇趾降淋，由自頂梵穴而進入自身，將心投入於觀想一切

罪障如污墨、如煙汁般形象流出，而全身充滿甘露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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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淨除罪障，金剛薩埵修誦有二。上座時，首先應觀誦：

儀軌篇•金剛薩埵

嗡 邊紮 薩埵薩瑪呀 瑪奴巴拉呀

邊紮薩埵喋諾巴地叉 則卓美巴哇

速埵卡唷美巴哇 速波卡唷美巴哇

阿奴惹埵美巴哇 薩爾哇悉地美札呀擦

薩爾哇嘎爾瑪速紮美 積當希瑞以呀  咕如吽 哈哈哈哈霍

巴嘎問 薩爾哇達他嘎達

邊紮瑪美木紮 邊知以巴哇 瑪哈薩瑪呀薩埵阿（計次數處）

嗡 邊紮 薩埵 吽（此也盡力持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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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觀知聖者祈明鑑，無始以來吾受三毒制，

身語意違佛敕之三戒[註] ，所作罪墮惡業誠懺悔，

願於來日不為不受報。

 

以上作懺戒已。觀想金剛薩埵云：「汝已清淨。」現歡喜並化光

沁入自身而住禪定。

其次下座時，任何煩惱妄念，隨生即令覺知，堅決斷除餘念住無

執性中，觀想任何我所見、聞、憶者，尤其重罪者，觀修金剛薩埵於

自身頭頂，而誦百字明咒。

註：三戒，別解脫戒、菩薩戒、密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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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獻曼達】



20 報告法王：我做四加行

做功課標準程序

一、端身正坐。

二、唸誦〈大手印傳承祈請文〉，請見附錄二。

三、跏趺坐（半跏趺坐亦可）→放輕鬆。

四、唸誦儀軌：

具德遍主持金剛  諸部之主上師噶瑪巴，

一切壇城生源處  有寂成瑞本尊瑜伽女，

統御一切事業者  黑袍伴侶護法諸聖眾，

行者專一虔敬禮  祈請大悲護祐莫捨離。

五、	觀修「四共加行」：人身難得、觀死無常、因果業力、輪迴過患。

六、	大禮拜之儀軌內容唸誦三遍，至「五皈依」前，起身準備大禮

拜。邊唸誦「五皈依」邊行大禮拜，共三次。

面前虛空上師持金剛，義傳者與聖化傳承者，

法緣所信上師眾圍繞。其前本尊其右為佛陀，

其後正法左為僧伽眾。各自隨類海會眷眾繞。

皈依聖眾眼前之下方，一切如母有情亦安在，

齊心專注皈依發菩提。

我與一切眾生，皈依上師，皈依本尊，皈依佛陀，

皈依正法，皈依僧伽。（五皈依，邊唸邊做大禮拜，共三次）

直至菩提藏，皈命諸佛前，法及菩薩眾，如是亦皈依。

如昔諸善逝，先發菩提心，復次循序住，菩薩諸學處。

如是為利生，我發菩提心，復於諸學處，次第勤修學。（三次）

勝菩提心寶，未生令生起，生已無退轉，願輾轉增長。

　　觀想「皈依境」化光與自身融合。

七、唸誦「金剛薩埵」儀軌，至「百字明咒」處誦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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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頂處蓮月座墊上，上師金剛薩埵白端嚴，

一面二臂右持金剛杵，左手持鈴雙足跏趺坐。

嗡 邊紮 薩埵薩瑪呀 瑪奴巴拉呀 邊紮薩埵喋諾巴地叉 則卓美巴哇

速埵卡唷美巴哇 速波卡唷美巴哇 阿奴惹埵美巴哇 薩爾哇悉地美札呀擦

薩爾哇嘎爾瑪速紮美 積當希瑞以呀 咕如吽 哈哈哈哈霍 

巴嘎問 薩爾哇達他嘎達 邊紮瑪美木紮 邊知以巴哇 瑪哈薩瑪呀 薩埵 阿

嗡  邊紮 薩埵 吽（「百字明咒」唸誦三次）

一切觀知聖者祈明鑑，無始以來吾受三毒制，

身語意違佛敕之三戒，所作罪墮惡業誠懺悔，

願於來日不為不受報。

作完懺悔後，觀想金剛薩埵對我們說：「你已清淨」。而後觀想

金剛薩埵現歡喜狀，化光融入我們自身。

八、「獻曼達」

先依儀軌之說明觀想「修持曼達」：即於任何質材曼達盤上之四

方與中央共有五處，觀想各個蓮莖上，有八隻獅子，獅子上有寶

座，寶座上有蓮花，花上有日、月墊，墊上中間是上師，前方是

本尊，右方(上師之右方)是佛陀，後有正法，左有僧伽眾尊，周

邊聖賢護法等。思維意義而獻七支供養。

九、唸誦儀軌「七支供養」：

密嚴法界之宮殿，三時諸佛之體性，

明示自心即法身，頂禮具德聖上師。

身與受用意化現，獻諸供養並禮讚，

懺悔往昔諸罪障，往後不復更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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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功課標準程序

隨喜一切有情善，迴向最勝菩提因。

祈不入涅恆住世，啟轉無上勝乘法。

無方熟稔慈與悲，勝義俱生之本智，

如佛菩薩之體悟，加被吾現前了悟。

十、	供養曼達修持前，左手握少量米或珍寶或藥材，並拿著曼達盤，

右手手中握著一些米、珍寶或藥材。

十一	、再以右手掌底部右繞曼達兩次再左繞一次。（右繞三次亦可）

十二	、右左繞時觀想，整個世界轉變成琉璃淨土或平坦的黃金大地。

十三	、再將右手所握的米或物品慢慢地從曼達盤的中間輕輕撒下。隨

文觀想其內容並開始計數。

十四	、接下來便修持「七供堆」（如右頁下方「七供曼達圖解」)	。

十五、唸誦儀軌「供養曼達」：（隨文觀想其內容並開始計數)	。

大地塗香敷妙花，須彌四洲日月嚴，

觀為佛國作供獻，有情咸受清淨剎 。

亦當古嚕惹那曼達拉康尼雅答雅米

所謂的七堆供即是：（以自己所坐之位置為主）

中央、（自己之）前方、（自己之）右方、下方、左方、左上

方、右下方等之順序。

十六	、觀修儀軌：將曼達修誦結合而獻供，直至心中明晰景象生起為

止。最後於供養境等無三輪念而禪定。二、下座時，斷捨私心而

以三門供養上師與三寶。尤其於皈依處之事物，當行承侍供養。

十七、觀想境化光融入上師，再與自身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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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唸誦〈求生淨土祈願文〉：

噯嗎吙

稀有難得無量光  右有大悲觀世音  左為大力大勢至  無量佛菩薩圍繞

但有無量之妙樂  此即清淨極樂國  願我命終隨即能  不為他生所阻斷

生彼親見彌陀佛  我今如是發願已  十方諸佛及菩薩  加持令無礙成就

爹雅他 邊雜 知以雅 阿哇 波達拿耶 梭哈

諸佛菩薩祈怙念  資糧圓滿我隨喜  三世所積諸善業  悉以供養三寶尊

願諸佛法普傳揚  善業迴向有情眾  願諸眾生悉成佛  積聚一切諸善根

唯願自心得成熟  二障清淨資糧圓  長壽無病證悟增  願我此生登十地

一旦命終得隨即  願能往生極樂國  生已蓮花開放時  即依彼身願成佛

乃至得證菩提果  願以化身度有情

十九、唸誦〈迴向文〉：

以此功德願證佛自性， 降伏煩惱怨敵之過患， 

生老病死洶湧之波濤， 願渡眾生解脫輪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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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二資糧獻曼達儀軌有二：

一、上座時：主要作為資糧田之修持曼達，與主要作為物質之供

養曼達。

所謂修持曼達，即於任何質材曼達盤上之四方與中央共五處，觀

想各個蓮莖上，八獅撐舉之寶座蓮花日月墊之上，中間上師，前方本

尊，右方佛陀，後有正法，左有僧伽眾尊，周邊聖賢護法等。思維意

義而獻七支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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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嚴法界之宮殿，三時諸佛之體性，

明示自心即法身，頂禮具德聖上師。

身與受用意化現，獻諸供養並禮讚，

懺悔往昔諸罪障，往後不復更造罪。

隨喜一切有情善，迴向最勝菩提因。

祈不入涅恆住世，祈轉無上勝乘法。

無方熟稔慈與悲，勝義俱生之本智，

如佛菩薩之體悟，加被吾現前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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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起供養曼達：（計次數處）

大地塗香敷妙花，須彌四洲日月嚴，

觀為佛國作供獻，有情咸受清淨剎。

亦當咕嚕惹那曼札啦康尼雅搭雅米

將曼達與修誦（隨文作觀）結合而獻供，直至心中明晰景象生起

為止。最後於供養境等無三輪念（無能作、所作、所作之事三者）而

住禪定。（為何要修禪定？是為在心中種下大手印之種子，能相應於

大手印。）

二、下座時（日常生活中）：斷捨私心而以三門供養上師與三

寶。尤其於皈依處之事物（如佛塔、寺院、上師），當行承侍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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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師相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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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功課標準程序

■法王		噶瑪巴指示，

「上師相應法」是加持法，行者個人應自行虔誠用心祈請，

法王上課開示之錄音、錄影與個人筆記，均不得公開，

所以，做功課之標準程序，

弟子可依曾親聞之上課開示暨儀軌內容，自行體會。

■修持「上師相應法」之前，應先將前三加行各做三次，

才能進入「上師相應法」之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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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即得入聖化（迅速得到加持）之上師瑜伽有二：不共與共同之

修持，

後者修法如下所述。

觀自身為本尊。

頭頂蓮花日月座墊上，

根本上師權勢持金剛，

湛藍金剛杵鈴交持印，

嚴麗珍寶相好甚絕妙，

觀為十方三時佛總性。



30 報告法王：我做四加行

如前所述，作七支供養。

密嚴法界之宮殿，三時諸佛之體性，

明示自心即法身，頂禮具德聖上師，

身與受用意化現，獻諸供養並禮讚，

懺悔往昔諸罪障，往後不復更造罪。

隨喜一切有情善，迴向最勝菩提因。

祈不入涅恆住世，祈轉無上勝乘法。

無方熟稔慈與悲，勝義俱生之本智，

如佛菩薩之體悟，加被吾現前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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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祈請文：（計次數處）

等虛空一切如母有情  祈請佛寶上師

等虛空一切如母有情  祈請遍滿法身上師

等虛空一切如母有情  祈請大樂圓滿報身上師

等虛空一切如母有情  祈請大悲勝應化身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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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仁波切，實義傳承者，聖化傳遷者，證悟定量者，

具通慧與五眼，變幻嚴置開演，

賜難承受大恩，執手交付佛果，

轉化凡夫俗相，示予清淨廣大，

聖者觀世自在，吾以徹骨深心，虔心悲切祈請，

請求慈悲攝受，成就雄銳力者，噶舉無可辯駁，

調伏兇殘之力，無與倫比事業，圓滿淨妙佛陀，

我以三門善根，普為無邊有情，

唯此當下供養，大慈憫而納受，

於一切有情眾，恆救護之上師，

由心賜與加持，能如師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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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唸誦「噶瑪巴千諾」與其他祈請，上師持金剛極歡喜，由尊

身額、喉、心三處放射白紅藍三光，清淨我之三門垢染，得四灌，現

四身，其後化光入自身，將心安住於上師身語意與我之身語意合一無

別之觀修。

下座時，觀修一切行為不離上師之示現，一切苦樂皆視為上師之

厚恩，祈願尊者之願望與我之意願不相違背、心意合一，而虔敬速速

發起。總歸，任何所作寂靜諸業，轉換緣境與相，唯修上師即足已。

此作，為吾之急需，乃符合至尊五世夏瑪巴之前行口訣，稱名噶

瑪巴鄔金欽列者，於上密院，箕宿滿月上弦九日，圓滿撰著。2006

年8月3日。

指導：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藏譯中：堪布丹傑、釋妙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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