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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懺
 

                             
                 嗚呼啦         拉嗎多傑金巴千波喇梭碟                      秋久退松那修貝桑給倘 
                      上師大金剛持等，                十方三時所在一切 

 

 

2 

 



  

                           
                強秋森巴湯界達 XXXX 協吉瓦喇共蘇雖                  達給測闊瓦 

                     佛菩薩請眷顧我 XXXX。                          我自無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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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瑪美巴內    他嗎倘大喇吐給帕篤     牛夢巴對恰      協當   地木   阿給   剎朵給望給 

   輪迴起，        終至當下止，        因煩惱貪、       瞋、   痴、   慢、    嫉所致，                                   
           呂阿以松己果內底巴米給瓦久集巴躺           倉美巴阿吉巴躺      鐵躺鎳瓦阿 

              由身語意三門造十不善業及罪，              造五無間罪，       以及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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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巴躺      梭梭他貝東巴拉給瓦倘           強秋森貝拉巴拉給瓦倘       鐵巴千波 

         無間罪，       違背分別解脫戒，                違背菩薩學處，         違背大乘                                   
     桑阿幾倘次喇給瓦倘               滾秋松喇馬鐵警瑪潰巴吉巴躺          拉嗎躺落奔喇 

         密咒誓言，                         不信不敬三寶，                不信不敬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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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鐵警瑪潰巴吉巴躺      帕倘瑪喇馬鐵警瑪潰巴吉巴躺       卓艙巴勒聰巴勒倔巴囊喇 

       與阿闍黎，                不信不敬父母，                   不敬不信                                 
     馬鐵警瑪潰巴吉巴躺           躺貝卻幫巴躺          帕貝給敦喇估瓦大巴喇梭巴 

        行如梵行友，                               捨棄正法，                                  毀謗聖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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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那拓日躺他勒貝給蘇久巴            闊瓦倘念松給久久貝鎳巴躺東瓦記器巴 

           總之能成善趣與解脫之障，             輪迴與惡趣之因等一切過患與墮罪                              
 鐵大湯界              拉嗎多傑金巴千波喇梭秋久退松那修貝桑給躺強秋森巴 

  皆懺悔，                 於上師大金剛持等十方三時所在一切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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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界己間阿勒推落恰梭        濃歐    貴躲    米恰握  米貝躲      連切將倔警東巴勒 

      眼前坦白懺悔，            懊，    悔，    不遮，  不隱，         往後必斷                             
  吉拉梭        馬退馬夏那鐵搭勒逆篤米久衛            推形夏巴喇貝        強形塔巴勒 
  且約束，      若不坦白懺悔，如是不得改，            坦白懺悔故，         即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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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記        那磨以堂給衛金闊篤          嗡多傑估以倘次娘巴退落恰       阿貝瑪 

        清淨。      頂禮本尊勝者壇城中，        嗡金剛身之誓言敗損坦白懺，     阿蓮花                             
     松給倘次娘巴退落恰                吽洋大土己倘次娘巴退落恰            釋雜瓦躺 

     語之誓言敗損坦白懺，              吽正等意之誓言敗損坦白懺，          釋根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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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辣給倘次娘巴退落夏           錯瓦娘巴推落夏            馬錯瓦娘巴推落夏 

    支分之誓言敗損坦白懺，         已察敗損坦白懺，           未察敗損坦白懺，                                      
  呂己過內米給松        阿給果內米給席       以幾果內米給松        米給久波梭梭恰 

  由身所造三不善，      由語所造四不善，     由意所造三不善，      此十不善紛紛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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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幾村慶捐美景           村慶囊巴勒塔倘顛          龍森美貝村慶幾 

            持戒律儀無過失，          具足普淨之律儀，         不具傲慢之律儀，                                     
    村慶帕瑞慶左修              貝多傑森巴喇恰測洛      嗡巴咱勒薩埵薩瑪雅 

    願令律儀到彼岸。             頂禮吉祥金剛薩埵，                        等等百字明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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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誦一百零八或廿一或七次。                 此為平庸譯者劉哲安所譯，以此願令二資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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