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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荟供系列: 《遂愿成就 * 桑巴伦竹》 

8月 28日尼泊尔时间上午 08：: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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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珠桑巴伦竹》 （莲师意修 * 逐愿成就） 

莲师日，8月 28日，尼泊尔时间：上午 08：:0-11:30  

荟供地点：阿苏拉山洞  帕平，尼泊尔。 

 

亲爱的法友们， 

上回所做竹巴巴切昆色（莲师意修）的十万荟供累积的，我们简单分享的介绍，关

于莲师、秋吉德谦林巴、《突竹巴切昆色》荟供、圣地阿苏拉山洞。我们进一步的

分享帕秋仁波切教导关于修持的开示。如果您希望浏览这些资料， 请点击此处 

下回的十万荟供将于 8 月 28 日举行，我们在此分享以下《桑巴伦竹》的介绍，以及

帕秋仁波切关于我们荟供祈请和积累的开示。 

和 之 前 相 同 的 ， 请 重 新 填 写 一 份 Google 表 格 

(https://forms.gle/VsUVBBWm2GM8mj8x9) 附上在此次十万荟供，承诺的累积次数。

我们会根据这个在月中十五，将相关信息发给您。 

如果您想供养本次十万荟供， 请点击此处  

  

https://samyeinstitute.org/
https://samye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帕秋仁波切荟供指导_中文.pdf
https://forms.gle/VsUVBBWm2GM8mj8x9
https://samyeinstitute.org/donations/2020-tsok-b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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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竹桑巴伦竹 * 莲师意修 遂愿成就》 

 

 

 

在道次第智慧藏中，莲师说过有四种上师意

修仪轨，外是巴切昆色，内是桑巴伦竹，而

密是措杰宁提，极密是多杰扎察： 

 
按外消除一切障难故 

调伏万有三身莲花生 

持明持力十二幻化尊 

共同差别方式做诵修 

 

按内承办胜共意乐故， 

最胜大乐班马桑布瓦 

如意宝贝咕汝十三尊 

生圆方便解脱作近修 

  

密以空界明觉无分别 

现莲花金刚持手印手 

三根本萃聚精华瑜伽 

获证不变俱生智之修 

 

极密持明金刚威猛力 

善逝总集饮血圆满尊 

借由大修近传之修行 

现证究竟佛身与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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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桑巴伦竹内仪轨的修持中，遂愿成就，莲师以站姿显现--------准备行动，周围十二个化身围绕，

以这样的姿态，无上上师这样的形式给与行者保护，免于各种灾难，守护行者对抗冲突、疾

病、贫穷、障难者、凶猛野兽、四大元素的侵扰、强盗、猝死、中阴状态、对现实执取、六

道众生的苦难。 

历史 

桑巴伦竹伏藏品中描述，在某次特别的场合： 

众门徒为未来有情利 

祈请留下金刚身代表 

莲师遂以如雷迅神变 

菩降广袤十方诸刹土， 

彼等一切加持胜所依， 

悉皆汇一趋入光明篋 

安奉于大坛城修会中 

师以金刚看式意加 

以对宝篋遂化甘露聚 

并将人间甚为悉有物 

无热潮之宝砂茵蔯蒿 

各处圣地尸林土相混 

如是混合复施意加持 

乃成璀璨善逝佛子俱 

智慧加持汇集之宝像 

仅一年彼悉地妙德盛 

而成大乐妙身甚明然  

（此为台湾顿珠贝玛南嘉由藏翻中所作） 

就是在这非凡的背景下，制作出莲师代表像，莲师代表像因此成为遂愿的如意宝，满足在此

莲师像前许下的一切愿，并且见即种下解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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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师代表像被称为沃竹帕巴，意即“悉地盛德”，被视为是莲师最殊胜的莲师代表像。后来由

佛母耶喜措嘉将此殊胜的遂愿如意宝的莲师像，与莲师所传的桑巴伦竹教法写成七个字母的

空行母文字一起埋成伏藏。 

 

启示 

乌金督佳 仁波切描述： 

秋吉林巴曾经有过净观，蒋扬钦哲与莲师无二无别，他

的双眼发光触一块石头位于给拉地方的诺布菩孙山，莲

师的影象即显现在石头上，还有七个空行字母。与此同

时，蒋扬钦哲也在净观中，见莲师指着给拉的同一块石

头。于是他派人去找秋吉林巴并告知那里藏有伏藏品；

并请他取出该伏藏。此伏藏正是桑巴伦竹伏藏和这个称

之为“悉地德盛”的的小佛像 (沃竹帕巴)。 

 

甚至造五无间罪种子的人看到此莲师像都能够“见即解脱”。秋吉林巴将该伏藏献给钦哲，钦

哲是该伏藏法及莲师代表像真正的法主，还有他自己根据那七个空行母符号，解码写下了莲

师意修遂愿成就的这个法门；其中六个符号就是这个伏藏教法取之不尽的源头。这个莲师代

表像和象征文字至今保留在印度的比尔，人们今日依然能够看到。 

 

 

帕秋仁波切解释：桑巴伦竹荟供祈请文 

 
桑巴伦竹荟供  (https://lhaseylotsawa.org/library/sampa-lhundrup-concise-gathering-offering), 

策旺扎巴, 秋吉林巴的第二个儿子，曾经撰写过一个简短的祈请文，我们将会在即将到来的

莲师日用到。虽然是由策旺扎巴所撰写，实际上这篇祈请文是意伏藏，意即由莲师亲自作的

祈请文。其实于策旺扎巴所写的；只是从整部仪轨中截出此祈请文。. 

 

https://samyeinstitute.org/
https://lhaseylotsawa.org/library/sampa-lhundrup-concise-gathering-o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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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t Offering at Asura Cave 

现在，这个特别的荟供将会帮助我们很快地积累功德。

佛陀亲口说过当一个行者积累功德，结果愿望将会得以

实现，我真的认为这是真实的，无论你涉入什么样的世

俗问题、平常的生活或是灵修活动，真的都需要积累功

德。金刚乘积累功德最快的方式，就是荟供了。 

荟供这个字眼在梵文是噶那恰卡拉，译成藏语 Tsok kyi khorlo, 供养轮。聚集两种资粮：功德

与智慧，这是最殊胜并不可少的方法，帮助我们净除证悟佛性的障碍。荟供是大家最熟练和

迅速积资净障，以及修复三昧耶戒的修持。 

许多莲师伏藏的教法中，提到做荟供生出巨大的功德，已经有过许多的事例，莲师亲现在荟

供中，并加持对他虔敬呼唤的加持行者。 

当你在做荟供时，非常重要的是把自己观想成与莲师无二无别，并观想莲师的坛城就在自己

的前方，一切诸佛和上师与坛城无二无别。金刚乘有个说法：就算是只供养一物给上师，相

当于供养了千佛。 

很重要要明白，荟供将许多的修持合一，荟供意即上供下施。荟供意味着上师瑜伽，荟供意

味着供曼扎，荟供意味着罪忏，荟供意味着修复三昧耶戒。你们看一个 TSOK 或是荟供把所

有都囊括了。它是罪忏，因为我们说：以此供养，我忏悔自己的恶行、自己的问题、恶业。

它是布施，因为做供养，它是供曼扎，因为我们包括了智慧供养。它是上师瑜伽，因为我们

向莲师供养。你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都反映在简短的桑巴伦竹荟供祈请文，由策旺扎巴

所撰写的。 

 

  

嗡 阿 吽 

嗡阿吽 具体的意思是加持供品、供品倍增、供品转换成智慧，这是嗡阿吽实际上的意思。嗡 

阿 吽 这几个音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每一个都有多重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嗡代表着佛的身，

阿代表佛的语，吽代表佛的意。 

当你写嗡这个字，你看到“阿”和“噢”还有一个小有一个小圆圈，就是嗡字。当你写阿字时，

它代表着法身，“噢代表着报身，那个小圆圈就是化身，所以嗡字代表了三身。 

关于阿，《文殊真实名经》中说到唱诵文殊菩萨的名号，实际上说“阿”这个音，是最殊胜和

至高无上是音节--------“--阿”  

阿这个音节意味着未生出的，当你说“阿”是很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改变嘴巴的位置。“阿阿阿

阿”是非常自然的，意味着不造作，不造作即是非刻意去做。这为什么它是自然的，这个“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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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音节里，这是为什么“阿”是宇宙的声音。所有的音节和声音都源于“阿”，意味着“阿”是

为生出的，“阿”这个声音是不会被嘴型所改变的，是自然的。这就是未出生的深层含义。 

 “阿”这个种子字的意思是遍布一切的意思，空性的空遍布一切，就凭一个单一的声音一切都

涵盖其中。 

当你书写“吽”这个字，有个“哈”，这个“哈”代表着抓取。“欧”和“姆”这两个音代表着不执取。

所以佛陀的心实际上意味着不执取。这就是“吽”的精华。 

接下来你说： 

喇嘛 仁津 杂松 津扣拉 

上師持明三根壇城天 

 

狄谢 凑计  确布 给冈迭 

蒞此喜納所献之荟供 

 

喇嘛-----上师，就是莲师 

仁津—所有传承上师 

杂松—三根本，上师，护法，空行 

津扣拉—所有的坛城 

狄谢—请莅临这里  

狄谢 凑计 确布 给冈迭——今天我要详细解释“tsok”荟供，这次 “莅临此地欢喜地接受
我们所献的荟供” 

  

当你念诵“喇嘛 仁津 杂松津扣拉, 狄谢 凑计 确布 给冈迭  ”，这个意思是“所有的上师请莅临这

里”，当你要求他们“请莅临这里”，有三个理由他们为什么会来：首先是虔敬心，那就是说，

“请你所有的坛城都来，我忆念着你们”，第二是承诺，当我们祈求时，空行必须来。第三是

最后的，所有的上师们从一开始就在这里------你只需要知道实际上他们就在这里。 

 接下来你说： 

娘恰 透夏 扎给 乍哇宜 

发露忏悔衰破度敌障 

 
娘恰 透夏扎给乍哇宜— “我们对破戒的忏悔,” 你忏悔一切打破的三昧耶和恶业。 

透夏 意味着“我们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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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给—实际上, 扎是自我或是自我执取,尽管 扎是我们的自我,也可以把它视为我们的敌
人，或是魔腊. 那是我们魔，我们的敌人是自我。 

给—这些是我们的负面情绪，就是说精神总是散乱漫游在外境，因为我们内在有情
绪，由于这个原因，因为有自我使得我们会看到外境有魔。 

乍瓦宜—我们从这些敌人和障碍解脱。 

  

接下来: 

夏刹 侠受 蜡拉 旺威若 

 享余食者请用其血肉刹 

夏刹侠受—招呼忿怒尊和护法。他们需要血肉的供养。 

刹是血 ，这里实际上的意义上欲望。 

俠, 是肉，意味着无明，是人类最大的苦难，最糟糕的是欲望和无明。它们一直引发受
苦。 

乍瓦宜 夏刹俠受—一旦我们从敌人和障碍解脱出来，将它们遗留的供养给愤怒尊和护
法。 

蜡拉 旺威若—这指的是供养那些逗留在坛城边缘或是外面的空行护法们，它们也莅临
此荟供。我们供养剩余的供品给它们。所以结束荟供的时候，我们将余供放在户外供
养它们。 

接着: 

企囊 桑威 巴切 习瓦当 

祈愿谴除外内秘密障在 

桑巴 伦吉 竹巴 则度所  

并令心愿任运得成就 

企囊桑威巴切—外、内和秘密的障碍，外在的障碍是，比如家庭和事业的问题，内在
的障碍关于我们的气、脉、明点。换句话说，是身体的疾病。秘密的障碍影响我们的
情绪、念头和佛法的修持。 

习瓦—使得它们平静 

当—还有 

桑巴伦吉竹巴则度—请加持我们并遂愿成就！在这里，遂愿成就有许多的意思，比如：
遂我利益众生的愿、遂我成功的愿、无论是什么愿都成就。遂我即身证悟的愿。  

然后是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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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阿吽 萨瓦 瑪哈 咕汝 曼札拉 萨巴哩哇拉 噶納杂乍 布扎 嘎嘻。 乌孜乍 巴灵大 跋恰希 梭

哈。 
 

我之前解释过嗡阿吽 

萨瓦玛哈咕汝—所有的上师们 

曼扎啦 萨巴哩哇啦—所有的空行 

噶纳杂乍 布扎—围成圈的供平 

嘎嘻—我们供养  

乌孜乍 巴灵达 跋恰希 梭哈—我们供养余供，请遂愿成就我们! 

这是荟供短的祈祷文。 

 

 

备注 

道次第智慧藏根本颂的最初引文来自： 

◆ 莲花生大士， 道次第智慧藏，翻译：艾瑞克 贝玛昆桑.，编辑：玛西亚 德千旺姆，香港
俱生智慧出版社，2016 

◆ 莲师代表像的历史，完整的翻译可以在以下链接找到：  

http://blog.xuite.net/yeshi_tsogyal/twblog/519247964 

◆ 乌金督佳仁波切的话，节自其本人的著作：“秋吉林巴的一生” 

◆ “秋吉林巴的一生”有乌金督嘉仁波切口述，由祖古吉美钦哲仁波切和艾瑞克 贝玛昆桑共
同翻译，俱生智慧出版社。 

https://samyeinstitute.org/
http://blog.xuite.net/yeshi_tsogyal/twblog/519247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