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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藥師寶懺慈悲藥師寶懺慈悲藥師寶懺慈悲藥師寶懺    

熏修藥師懺儀熏修藥師懺儀熏修藥師懺儀熏修藥師懺儀 

嚴淨壇場嚴淨壇場嚴淨壇場嚴淨壇場 

 

 

楊枝淨水遍洒三千。 

性空八德利人天。 

福慧廣增延。 

火燄化紅蓮。  

南無清涼地菩薩摩訶薩   (3 times  三稱) 
南無聖觀自在菩薩    (3 times) (三稱眾持大悲等咒心經畢舉)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Multiple times  云云) 

消滅罪       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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唵 捺摩巴葛瓦帝 阿巴囉密沓阿優

哩阿納  蘇必你 實執沓 牒左囉宰也  

怛塔哿達也  阿囉訶帝 三藥三不

達也 怛你也塔 唵  薩哩巴 桑斯葛哩  

叭哩述沓 達囉馬帝   哿哿捺 桑馬兀

哿帝莎巴瓦比述帝  馬喝捺也 叭

哩瓦哩娑喝 

願將以此勝功德。祝贊  

民國萬萬歲。大民族諸國來朝位。  

南無無量壽。祝讚民國萬萬歲(再云) 
以此經咒功德 回向護法龍天 

三界岳瀆靈聰 守護道場真宰  

祈福保安平善 莊嚴無上菩提  

普願法界眾生 共入毗盧性海 

Ān Là 

Wō Là 

 

Là 

Ān 

 

Sā 

Là 

 

S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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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香香            讚讚讚讚    

爐香乍爇。法界蒙熏。 

藥師海會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3 times 三稱) 
普賢王菩薩  象駕光臨 

有一菩薩    結跏趺坐   名曰普賢 

身白玉色  五十種光    光五十種色 

以為項光    身諸毛孔   流出金光 

其金光端    無量化佛    諸化菩薩 

以為眷屬   安庠徐步    雨大寶華 

至行者前   其象開口    於象牙上 

諸池玉女   鼓樂絃歌    其聲微妙 

讚歎大 乘   一實之道   行者見已 
Chèng 

X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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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敬禮   復更讀誦    甚深經典 

遍禮十方   無量諸佛  禮多寶佛塔 

及釋迦牟尼   并禮普賢   諸大菩薩 

發是誓願     若我宿福   應見普賢 

南無普賢王菩薩摩訶薩    (3 times 三稱) 

一切恭敬       （Liturgy Master Chants維那白）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佛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法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僧 

法供養。  

願此香華遍十方    以為微妙光明臺 

諸天音樂天寶香    諸天肴膳天寶衣  

不可思議妙法塵    一一塵出一切塵  

願尊者徧吉      示我色身 

是諸眾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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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塵出一切法     旋轉無礙互莊嚴 

遍至十方三寶前    十方法界三寶前  

皆有我身脩供養    一一皆悉遍法界  

彼彼無雜無障礙    盡未來際作佛事 

普熏法界諸眾生   
同入無生證佛智 

願此香華雲 遍滿十方界 

供養一切佛     尊法諸菩薩 

無邊佛土中 受用作佛事 

普熏諸眾生 皆發菩提心 

容顏甚奇妙 光明照十方 

我適曾供養 今復還親覲 

聖主天中王 迦陵頻伽聲 

哀愍眾生者 我等今敬禮

 蒙熏皆發菩提心  

 

緣  覺聲聞眾  及一切天仙 

以起光明臺 過於無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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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寶曇華菩薩摩訶薩     (3 times 三稱)
藥師如來(云)證明禮懺   

(Celebrant Master Declares  主者白云) 

妄念成生滅  真如不變遷 

總持難思議  無住對空宣 

仰白十方三寶。藥師如來。剎海

龍天。一切聖眾。願賜慈悲。俯

垂證鑒。有疏披宣。伏希慈攝。  
(End of Declaration 表白宣意畢)  

上來情旨。恭對披宣。大圓鏡

中。諒垂印可。 是以脩香華供

養。燈燭莊嚴。命我等流。代行 

懺法。今則依仗如來大寂滅海。

歸投普門大悲願王。蕩罪業於

無何有之鄉。剪芥蒂於不萌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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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心純是法。與法相應。理

事圓融。行 願成就。我既如斯。佛

必哀憐。祈叩洪慈。冥熏加被。 

佛面猶如淨滿月     亦如千日放光明  

圓光普照於十方     喜捨慈悲皆具足 

啟運藥師道場懺法  

今當歸命三世諸佛 

南無過去毗婆尸佛  

南無尸棄佛     

南無毗舍浮佛 

南無拘留孫佛 

南無拘那含牟尼佛 

南無迦葉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Hè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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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當來彌勒尊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藥師海會佛菩薩      (3 times 三稱)   

    

 

 

 

 

開經開經開經開經偈偈偈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眞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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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災延壽藥師懺消災延壽藥師懺消災延壽藥師懺消災延壽藥師懺法法法法卷上卷上卷上卷上        

一切諸佛。愍念眾生。為說藥師

道場懺法。 良以眾生垢重。無明

暗覆。不諳因果。不勤懺悔。縱

貪嗔癡。 肆殺盜婬。無量無邊。

所作罪垢。無量無邊。所結冤

業。 不覺不知。日深日厚。以致

促長壽而夭枉。黜官位而下

賤。削富饒而貧窮。折子女而孤

獨。罹斯九橫。墜墮三塗。紛紛

苦果。自作自受。種種惡報。或

現或後。纖毫無差。遲速必報。

爾時。藥師琉璃光如來。慈悲拯

濟。說是本願功德經。令讀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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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彼如來形像七軀。一一像前。

各置七燈。一一燈量。大如車

輪。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絕。

是惟剎利。居士大家。多饒財

寶。倉庫盈溢之所堪為。 而綿力

眾生。心雖喜樂。不能如法莊

嚴。以是因緣。 即於本願功德經

中。譯出消災延壽懺法。便諸眾

生。齋戒沐浴。或於寺院。或在

家庭。或延禪侶。或偕善士。洒

掃熏修。 香華燈燭。隨分供養。

依科讚詠。虔誠敬禮。則無求不

應。 無願不成。經云。說悔先罪。

淨名所尚。改往修來。洗浣身心。

斷除眾惡。誓不更造。多劫罪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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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過去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現在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未來一切諸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大勢菩薩 

淨盡無餘。隨所樂求。悉令滿

眾等足。               志心頂禮。求哀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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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無盡意菩薩 

南無寶曇華菩薩 

南無藥王菩薩 

南無藥上菩薩 

南無彌勒菩薩 

南無消災障菩薩 

南無增福壽菩薩 

南無樂音樹下三萬六千菩薩 

南無阿難尊者八千比丘諸大聖僧 

南無救脫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緣念像法

轉時。若諸有情。為欲利益安樂

拔除一切業障。建立殊勝功德

者為欲滿修諸佛大願。具足受

持諸佛名號。及正法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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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三十

二相。八十隨形。莊嚴其身者。

欲得無量智慧方便。令諸眾生 

不缺戒。具三聚戒。究竟清淨。 

無有毀犯者。欲得諸根完具。無

諸疾苦。家屬資具。悉皆豐足

者。欲得破魔罥網。解脫一切外

道纏縛拔種種惡見稠林者。若

有女人。欲轉女成男。具丈夫相

者。為欲求男女而得男女。求長

壽而得長壽者。或當王法所加。

欲解脫一切憂苦者。欲得上妙

飲食。飽足法味。及種種上妙衣

服。一切寶莊嚴具者。欲行惠施。

 

Niào 

 

安立大 乘者。為欲修行梵 

H

行
èng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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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所有悉無貪惜。施來求者。

欲得正見精進。善調意樂。多聞

聰利。解甚深義。恒求勝法常遇

善友者。欲受持學處。願生西方

極樂世界。無量壽佛所。聽聞正

法者。若有已毀之戒。而欲還清

淨。已盡之命。而欲復救續。乃

至國界人眾。種種諸橫。種種諸

難。而欲消伏隱沒順時歡樂者。

應當如法。莊嚴歸命。 

藥師琉璃光如來。一心精進。

修三摩地。所以者何。彼如來行

菩薩道時。所發十二微妙上願。

殊勝功德。令諸聞者。業障消

除。一切所求。皆得滿願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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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生所繫菩薩。為能如實信

解。如說修行。應當以身命財。

不生吝惜。竭力莊嚴。必獲果

志心。歸命頂禮。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過去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現在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未來一切諸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遂。是故今日。與現前             各各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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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大勢菩薩 

南無無盡意菩薩 

南無寶曇華菩薩 

南無藥王菩薩 

南無藥上菩薩 

南無彌勒菩薩 

南無消災障菩薩 

南無增福壽菩薩 

南無樂音樹下三萬六千菩薩 

南無阿難尊者八千比丘諸大聖僧 

南無救脫菩薩 

禮諸佛已。志心歸命。惟願諸佛

菩薩。同運慈悲。降臨道場。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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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龍八部。藥叉諸將。悉生哀愍。

來到道場。是諸聖眾。願悉證明。

我於今日。欲為十方一切六道

眾生。修行無上菩提。斷除一切

業障。同入如來大本願海。普現

色身。於一念中。供養一切十方

三寶。於一念中。普度一切六道

眾生。令入平等大慧。故於今日。

一心精進。如說修行。惟願諸佛

菩薩。藥師如來本願力故。受我

懺悔。令我所行。決定破除罪障。

行 願圓成。如經所說。願悉證明。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應正等覺。

明行圓滿。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

善安住。燄網莊嚴。過於日月。幽冥

Hè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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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悉蒙開曉。隨所樂求。一切皆

遂。所有病苦。悉皆消滅。無量菩

薩。行無量善巧方便。無量廣大願。

我若一劫。若一劫餘。而廣說者。劫

可速盡。彼佛  行 願。善巧方便。無有

盡也。是故志心。歸命頂禮。 

南無薄伽伐帝 鞞殺社 窶嚕薜琉璃 

缽喇婆喝囉 闍也    怛 他揭多也 

阿 囉 喝帝  三藐三勃陀耶   怛  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鞞殺社  

三沒揭帝莎訶      (3 times 三稱)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你帝    摩訶伽  帝 

真陵乾帝莎婆訶      (3 times 三稱) 

       

Là Là Dán 

Là Dán 

Hèng 

Ló 

 Là  Mō 

S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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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讚讚讚 

藥師如來。世界琉璃。慈悲喜捨

悉隨宜。懺法度群迷。稽首皈依。

所願滿求祈。    

藥師佛    藥師佛    消災延壽藥師佛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multiple times 起佛偈遶壇念佛迴向) 

稽首東方滿月界       微妙正覺藥師尊 

三祇果滿不思議     十號名稱無等倫  

二六願門因地發     百千相好果中圓 

慈悲海闊測難量      功德山高讚莫盡 

南無東方淨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multiple times 唸多聲) 
消災延壽藥師懺法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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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災延壽藥師懺消災延壽藥師懺消災延壽藥師懺消災延壽藥師懺法卷法卷法卷法卷中中中中    

三千界內慈悲主       百億洲中大法王   

願開蓮目鑒凡情       眾生有求皆感應 

一切諸佛愍念眾生。為說藥師

道場懺法。今當皈命一切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過去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現在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未來一切諸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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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大勢菩薩 

南無無盡意菩薩 

南無寶曇華菩薩 

南無藥王菩薩 

南無藥上菩薩 

南無彌勒菩薩 

南無消災障菩薩 

南無增福壽菩薩 

南無樂音樹下三萬六千菩薩 

南無阿難尊者八千比丘諸大聖僧 

南無救脫菩薩 

眾等

四恩三有及法界一切眾生。悉願

普為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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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除三障。皈命懺悔。我與眾生。

無始來今。由愛見故。內計我人。

外因惡友。不隨喜他。一毫之善。

惟遍三業。廣作眾罪。事雖不廣。

惡心遍佈。晝夜相續。無有間斷。

覆諱過失。不欲人知。不畏惡道。

無慚無愧。撥無因果。如斯罪障。

未經懺悔。我於今日。對十方佛。

藥師如來。深信因果。生重慚愧。

生大怖畏。發露懺悔。斷相續心。

發菩提心。斷惡修善。勤策三業。

翻昔重過。隨喜凡聖。一毫之善。

念藥師佛。有大願力。能救拔我。

出二死海。置三德岸。惟願慈悲。

哀憐攝授。各各志心。皈命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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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過去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現在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未來一切諸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大勢菩薩  

南無無盡意菩薩  

南無寶曇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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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藥王菩薩  

南無藥上菩薩  

南無彌勒菩薩  

南無消災障菩薩  

南無增福壽菩薩  

南無樂音樹下三萬六千菩薩 

南無阿難尊者八千比丘諸大聖僧  

南無救脫菩薩 

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所有

貪嗔嫉妒之病，嬌慢自傲之病，

不識善惡之病，不信罪福之病，

不孝五逆之病，破辱三寶之病，

不修齋戒之病，破犯尸羅之病，

自讚毀他之病，貪得無厭之病，

Jì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弟子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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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聲逐色之病，貪香愛觸之病，

信邪倒見之病，躭淫嗜酒、放逸

無度之病，設復遇醫，授與非藥

之病，及余無量災難陵辱，悲愁

煎逼，身心受苦之病，欲令是

等，病苦消除，所求願滿。 

爾時藥師琉璃光如來入三摩

地，名曰除滅一切眾生苦惱。既

入定已。於肉髻中，出大光明。

光中演說大陀羅尼曰︰ 

南無薄伽伐帝 鞞殺社 窶嚕薜琉璃 

缽喇婆喝囉 闍也  怛他揭多也 

阿囉喝帝  三藐三勃陀耶  怛  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鞞殺社  

三沒揭帝莎訶     (3 times 三稱) 
Là Là Dán 

Là D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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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光中說此咒已。大地震動。

放大光明。一切眾生。病苦皆除。

受安隱樂。是知懺悔之功。諸病心

療之靈劑。了生脫死之奇方。有 

大醫王。應病設藥。所謂慈悲喜

捨是藥。忍辱柔和是藥。正信三

寶是藥。勤修福慧是藥。六波羅

密是藥。飽餐甘露是藥。貪求法

味是藥。修真養氣是藥。返本還

元是藥。有過能改是藥。善巧方

便是藥。不動聲色是藥。清心斷

欲是藥。常用如是等藥。搗篩和

合。時取服之。眾生若病。應同

一病，眾生須藥。應同一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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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多法。是名顛倒。若據一  乘 實

相而言。則何增何減。何垢何淨。

何善何惡。何罪何福。何病何藥。

觀昔方便。如夢中人。夢身患病。

求醫服藥。而得除愈。及其夢醒。

則悟本來無病。無病亦無。而況

醫藥。故眾生之病，同一幻病。

如來之藥。同一幻藥。故知如來

說法。一相一味。所謂解脫相。離

相滅相。究竟涅槃。終歸於空。

如一雲所雨。而藥樹大小。各得

滋茂。我等今者。蒙佛恩力。得聞 

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不復

更有病苦之難。乃能究竟無上菩

Chè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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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是故今日。我等相率。皆同一

心。乃至盡形歸佛法僧。今當皈

命一切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過去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現在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未來一切諸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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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得大勢菩薩  

南無無盡意菩薩  

南無寶曇華菩薩  

南無藥王菩薩  

南無藥上菩薩  

南無彌勒菩薩  

南無消災障菩薩  

南無增福壽菩薩  

南無樂音樹下三萬六千菩薩  

南無阿難尊者八千比丘諸大聖僧   

南無救脫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若有眾生

欲脫病苦。當為其人。七日七夜

受持八分齋戒。應以飲食及餘

資具。隨力所辦供養苾芻僧。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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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六時禮拜行道。供養彼世尊

藥師琉璃光如來。讀誦尊經四

十九遍，燃四十九燈。乃至四十

九日光明不絕。可得過度危厄

之難。不為諸橫惡鬼所持。是故

今日與現前眾等。各各翹懃燒

香散花。燃燈造幡。放生修福。

令度苦厄。不遭眾難。惟願如來

知悉是過去已來惡業遺報所

致。是故今當勤求懺悔。懺悔人

間惡夢惡相。諸不吉祥之報。懺

悔人間惡病。連年累月不瘥。枕

臥床席。不能起居之報。懺悔人

眾等證明懺悔                  又復無始以來至

於今日。凡有所為皆不稱意。當

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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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冬瘟夏疫。毒癘傷寒之報。懺

悔人間水火盜賊，刀兵危險之

報。懺悔人間為被獅子虎狼毒

蛇惡蠍。蜈蚣蚰蜒害人之報。懺

悔人間生老病死。憂愁苦惱之

報。懺悔眾生身語意業，造作增

長種種惡業之報。懺悔眾生當

墮三惡趣中。無量千歲受 諸劇

苦之報。懺悔眾生應以地獄旁

生鬼趣。流轉無窮之報。懺悔眾

生不復更生諸餘惡趣之報。懺

悔眾生。為人奴婢受他驅役之

報。懺悔眾生或作牛馬駝驢。恆

被鞭撻之報。又常負重。隨路而

行。飢渴逼惱之報。懺悔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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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魅蠱毒。飛屍邪鬼。偽作妖異

之報。如是現在未來人天之中。

無量禍橫。災疫死難衰惱之報。

眾。求哀懺悔。願皆消滅。前已

究竟。是病是藥。同歸一幻。惡

業所致。一切報障。今當次第。

所生功德。悉皆回向。施與一切

眾生。俱同懺悔。願與一切眾

生。從今以去。乃至菩提。念生

死苦。發菩提心。改惡修善。返

邪歸正。身心安樂。妙算無窮。

衣食豐饒。家屬資具。倉庫盈

溢。形相端正。聰明智慧。勇健

              眾等弟子                  今日至誠，向藥師佛海會聖

發願回向。                             願以此懺悔三障眾等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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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諸將擁護。佛聖匡扶。凡

願從今以去。速證菩提。相好光

明。莊嚴殊勝。願諸眾生。蒙光

開曉。隨意所趣。作諸事業。願

諸眾生皆得無盡。所受用物。無

所乏少。願諸眾生。建立大 乘。

悉令安住。菩提道中。願諸眾

生。得不缺戒。設有毀犯。還得

清淨。願諸眾生。端正黠慧。諸

根完具。無諸疾苦。願諸眾生。

眾病悉除。家屬資具。悉皆豐

足。願諸眾生。轉女成男。具丈

夫相。乃至菩提。願諸眾生，出

魔羅網。解脫一切外道纏縛。 

眾等所施為。悉希慈蔭弟子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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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諸眾生。王法所加。悲愁煎

逼。皆得解脫。願諸眾生。飲食

飽足。後以法味。畢竟安樂。願

諸眾生。如其所好。種種衣服。

隨心滿足。願諸眾生。長壽富

饒。官位男女。凡有所求。一切

皆遂。令諸世界。百怪九橫。八

難三災。他國侵擾。盜賊反亂。

一切惡難。盡皆消滅。國界安

隱，風雨順時。穀稼成熟。一切

有情。無病歡樂。菩提 行 願。念念

增明。救苦眾生。常如己想。又

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不墮邊

鄙。生正信家。相貌端嚴。智慧

辯才。遠離惡法。親近善友。 

Hè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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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律行。安立大 乘。又願生生

世世，在在處處，興顯佛法。破

諸魔網。奮志滿修。六波羅蜜。

廣修供養。福慧莊嚴。忍辱精

進。證菩提道。我等今日。應當

念報。 

藥師琉璃光如來恩德。常應如

心，歸命頂禮。 

南無薄伽伐帝 鞞殺社 窶嚕薜琉璃 

缽喇婆喝囉 闍也   怛他揭多也 

阿囉喝帝  三藐三勃陀耶  怛 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鞞殺社  

三沒揭帝莎訶      (3 times 三稱) 

 

Là Là Dán 

Là Dán 

Chèng 

是利益安樂一切有情。是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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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你帝    摩訶伽  帝 

真陵乾帝莎婆訶      (3 times 三稱) 

 

贊贊贊贊    

東方端坐。無上醫王。十二大願

妙難量。滅罪殄災殃。降福垂

祥。增益壽綿長。  

藥師佛    藥師佛    消災延壽藥師佛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multiple times 唸多聲) 
消災延壽藥師懺法卷中 

Ló 

 Là  Mō 

S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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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災延壽藥師懺消災延壽藥師懺消災延壽藥師懺消災延壽藥師懺法卷下法卷下法卷下法卷下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

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

此菩提座。三世諸佛愍念眾生。

為說藥師道場懺法今當皈命。

一切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過去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現在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未來一切諸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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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大勢菩薩 

南無無盡意菩薩 

南無寶曇華菩薩 

南無藥王菩薩 

南無藥上菩薩 

南無彌勒菩薩 

南無消災障菩薩 

南無增福壽菩薩 

南無樂音樹下三萬六千菩薩 

南無阿難尊者八千比丘諸大聖僧 

南無救脫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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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既懺悔已。應生無垢濁心。

無怒害心。於一切有情。起利益

安樂慈悲喜捨平等之心。於是

斂念正觀。不斷結使。不住使海。

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云何名觀

一切法空。行者諦觀現在一心。

妄心隨所緣起。如此之心為因

心故心。為不因心故心。為亦因

心亦不因心故。心。為非因心非

不因心故。心為在三世。為在內

外中間。有何足跡。在何方所。

如是等種種因緣中。求心畢竟

不可得。如夢如幻。無名無相。

爾時行者，尚不見心是生死。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弟子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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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見心是涅槃。既不得所觀。亦

不得能觀。不取不捨。不依不

著。亦不住寂然。言語道斷。不

可宣說。觀心無心。則罪福無

主。罪福性空。則一切法皆空。

心無所心。法不住法。作是懺

悔。名大懺悔。名破壞心識懺

悔。以是因緣。心心寂滅。念念

無住。如太虛空。虛空亦不可

得。究竟不可得。亦不可得。自

然超諸三昧。光明照耀。萬法顯

現。通達無礙。廣大如法性。究

竟如虛空。惟願得如所願。滿菩

 

眾等弟子             提願                     。各各運心。歸命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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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過去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現在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未來一切諸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大勢菩薩 

南無無盡意菩薩 

南無寶曇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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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藥王菩薩 

南無藥上菩薩 

南無彌勒菩薩 

南無消災障菩薩 

南無增福壽菩薩 

南無樂音樹下三萬六千菩薩 

南無阿難尊者八千比丘諸大聖僧  

南無救脫菩薩 

禮諸佛已。復次觀心實相。於一

入大小便利。灑掃洗澣。運為舉

動。俯仰視聽。應當一心。存念 

三寶。觀心性空。不得於剎那頃。

憶念五欲世事。生邪念心。及與

外人言語議論。放逸戲笑。視色

Huàn 

一時行一一法。若行若坐。若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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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聲。著諸塵境。起不善業。無記

心心相續。不離實相。不惜身命。

為一切眾生。行懺悔法。是名真

重複至誠。五體投地。歸命頂禮。 

常住三寶。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過去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現在一切諸佛 

南無盡十方遍法界未來一切諸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煩惱雜念。不能如法修行。若果

實一心精進。以法莊嚴。是故 眾等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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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得大勢菩薩 

南無無盡意菩薩 

南無寶曇華菩薩 

南無藥王菩薩 

南無藥上菩薩 

南無彌勒菩薩 

南無消災障菩薩 

南無增福壽菩薩 

南無樂音樹下三萬六千菩薩 

南無阿難尊者八千比丘諸大聖僧  

南無救脫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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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界一切眾生。從無始來。三

障所纏。覆蔽心故。於諸境緣。

妄生貪著。愚癡無智。缺於信

根。以身口意。造種種業。乃至

嫌謗正法。破犯尸羅。展轉常為

不饒益事。或住淨地。聖果未

圓。流注細微。三昧難就。今遇 

藥師琉璃光如來。速除罪障。令

成妙覺。故我至心歸向。稽顙投

誠。發露眾罪。乞求懺悔。惟願 

大慈願海。平等攝受。使我與法

界一切眾生。宿障自除。眾難解

脫。破無明闕。竭煩惱河。正見

開悟。妙心明徹。安住菩提。常光

眾等禮諸佛已。至心懺悔。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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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前。無病安樂。如所樂求。一

切莊嚴隨心具足。諸根聰利。多

聞解了。精持梵 行。入三摩地。以

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有情

得受用物。無所乏少。善修種種

諸菩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至於臨欲命終。分明安豫。決往

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八

大菩薩示其道路。於寶華中自

然化生。承佛授記。獲證無量陀

羅尼門。一切功德。皆悉成就。

然後分身無數。遍十方剎 。於一

念中。供養法界。一切諸佛。於

一念中。現種種神力。度脫法

界。一切眾生成等正覺。虛空有

Hè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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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我願無窮。懺悔發願已。歸

命頂禮常住三寶。 

南無薄伽伐帝 鞞殺社 窶嚕薜琉璃 

缽喇婆喝囉 闍也  怛他揭多也 

阿囉喝帝  三藐三勃陀耶  怛  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鞞殺社  

三沒揭帝莎訶      (3 times 三稱)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你帝    摩訶伽  帝 

真陵乾帝莎婆訶      (3 times 三稱) 

Là Là Dán 

Là Dán 

 Là  Mō 

Sā 

L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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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闕真言補闕真言補闕真言補闕真言            

南無喝囉 怛那。多囉夜耶。佉囉佉

囉。俱住俱住。摩囉摩囉。虎 囉吽。賀

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 

  (3 times 三稱)  
                       贊贊贊贊    

藥師海會。熾盛光王。八大菩薩

降吉祥。七佛助宣揚。日月回

光。福壽永安康。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multiple times 唸多聲) 
      

Zhū 

Là Dán Là 

Là 

Lài 

Zhū   Là Là Hŏ 

Sā 

Là 

Dán 

藥師佛    藥師佛    消災延壽藥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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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命十方調御師       演揚清淨微妙法 

三乘四果解脫僧       願賜慈悲哀攝受 

隨生死以飄沉。逐色聲而貪染。

十纏十使。積成有漏之因。六根

六塵。妄作無邊之罪。迷淪苦

海。深溺邪途。著我躭人。舉枉

措直。累生業障。一切愆尤。仰

三寶以慈悲。瀝一心而懺悔。所

願能仁拯拔。善友提攜。出煩惱

之深淵。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

基命位。各願昌隆。來生智種靈

苗。同希增秀。生逢中國。長遇

明師。正信出家。童真入道。 

弟子            自違真性。枉入迷流。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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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通利。三業純和。不染世

八難。不缺四緣。般若智以現

之劫海。建法幢於處處。破疑網

於重重。降伏眾魔。紹隆三寶。

承事十方諸佛。無有疲勞。修學

一切法門。悉皆通達。廣作福

慧。普利塵沙。得六種之神通。

圓一生之佛果。然後不捨法界。

遍入塵勞。等觀音之慈心。行普

賢之願海。他方此界。逐類隨形。

Juān 

了悟大 乘。開六度之行門，越三祗

不侵。嚴護威儀，蜎飛無損。不逢

緣。常脩梵 行 。執持禁戒。塵業
Hing 

前。菩提心而不退。脩習正法。

Shèng Q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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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現色身。演揚妙法。泥犁苦

趣。餓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

現諸神變。其有見我相。乃至聞

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

苦。火鑊冰河之地。變作香林。

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土。披毛

戴角。負債含怨。盡罷辛酸。咸

霑利樂。疾疫世而現為藥草。救

療沉疴。饑饉時而化作稻粱。濟

諸貧餒。但有利益。無不興崇。

次期累世冤親。現存眷屬。出四

生之汩沒。捨萬劫之愛纏。等與

含生。齊成佛道。虛空有盡。我

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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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壇結壇結壇結壇    

禮懺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剎 

現生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嗔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       一切罪根皆懺悔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瞭 

災障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自性眾生誓願度       自性煩惱誓願斷 

自性法門誓願學       自性佛道誓願成 

會上因緣三世佛       文殊普賢觀自在 

諸尊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處世界           若虛空           似蓮花           不著水 

心清淨           超於彼           稽首禮           無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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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皈依三皈依三皈依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中 台 禪 寺  

Chung Tai Chan Monastery 

2 Chung Tai Road, Puli, Nantou 54544, Taiwan, R.O.C. 

Tel: (886-49) 2930-215   http://www.ctworld.org   ctworld@mail.ctcm.org.tw 美國太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Sunnyvale 

750 East Arques Avenue, Sunnyvale, CA 94085, USA 
Tel. (1) 408-733-0750   
http://sunnyvale.ctzen.org    sunnyvale@ctzen.org   美國佛門寺   

Buddha Gate Monastery 

3254 Gloria Terrace, Lafayette, CA 94549, USA 
Tel. (1) 925-934-2411 
www.buddhagate.org    mail@buddhagate.org 美國中洲禪寺   

Middle Land Chan Monastery 

1173 San Bernardino Avenue, Pomona, CA 91767, USA 
Tel. (1) 909-625-0187 
www.middleland.org    middleland@ctzen.org 美國佛心寺   

Buddha Mind Monastery 

5916 S Anderson Road, Oklahoma City, OK 73150, USA 
Tel. (1) 405-869-0501 
www.ctbuddhamind.org    buddhamindokc@gmail.com 美國普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12129 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72, USA 
Tel. (1) 281-568-1568   
www.cthouston.org    zen@cthouston.org 德州寶塔禪寺  

Texas Pagoda Chan Monastery  

100 Chung Tai Road (P.O. Box 1247), Shepherd,  
TX 77371, USA 
Tel. (1) 936-365-2451 or (1)713-560-2889 
www.ctcmusa.org    zen@ctcmusa.org 美國佛寶寺   

Buddha Jewel Monastery 

7930 Rainier Avenue South, Seattle, WA 98118, USA 
Tel. (1) 206-721-9921 
www.buddhajewel.org    buddhajewel@ctzen.org 美國法寶寺   

Dharma Jewel Monastery 

2550 Henderson Mill Road NE, Atlanta, GA 30345, USA 
Phone: 770-939-5008 
http://dharmajewel.us    dharmajewel@ctzen.org 澳洲寶林禪寺  

Bao Lin Chan Monastery  

94A High Street, Glen Iris, VIC. 3146, Australia 
Telephone: 03-9813-8922 
www.chungtai.org.au     baolin@mail.ctcm.org.tw 日本普東禪寺  

Pudong Chan Monastery 

22-2 Shinbashi-cho, Kadoma City, Osaka 571-0048, Japan 
Tel. 06-6902-2400 
http://jpzen.org/pdeng    zen@jpzen.org   菲律賓海天禪寺  

Ocean Sky Monastery 

716 Jose Abad Santos St, Little Baguio, San Juan,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Tel. (632) 723-6132 
http://ctworld.org/108/oceansky  oceansky@mail.ctcm.org.tw  香港普廣精舍  

Puguang Meditation Center 

G/F, NO.12-14 Fort Street,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 2915-6011 
http://ctworld.org/108/puguang3  puguang@mail.ctcm.org.tw 泰國泰佛寺   

Great Buddha Monastery 

61/84-86 Mooban Thaveemit, Rama 9 Rd, Bangkok 10320, 
Thailand 
Tel. (66) 2643-2386 
http://ctworld.org/108/GreatBuddha  thaifo@mail.ctcm.org.tw 奧地利普法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Linz 

Hoerzingerstr. 62 ab, 4020 Linz, Austria 
Tel. (43) 732-944704 
http://www.ctworld.org/108/pufa    pufa@mail.ctcm.org.tw 義大利華義寺  

Hua Yi Si  
Tempio Cinese-Italiano 

Via Dell' omo N.142 00155 Roma Italia 
Tel. (39) 06-22428876 
huayi@mail.ctcm.org.tw      

For a listing of Chung Tai meditation centers and monasteries in Taiwan, visit http://www.ct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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