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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l -v%-2&-28A: A-2>$? -0- 28$? - ? R, 

(二) 金剛乘十四根本墮之懺悔文

$%-KA<-hR-eJ-:6B/-0-;A?, ,.%R?-P2-aR2-.0R/-eJ?-:V%-$?%?, , 

港企 多傑 今巴以 恩住 洛奔 傑張松 

任何持金剛成就， 謂曰追隨阿闍黎； 

.J-2?-.J-=-2f?-0-/A, ,l-2:A-v%-2-.%-0R<-2>., , 

得威 得拉 𣵀巴尼 匝威 東哇 倘波謝 

因此輕蔑上師者， 說是第一根本墮。 

2.J- $>J$?- 2!:- =?- :.?- 0- /A, ,v%- 2- $*A?- 0- ;A/- 0<- 2>., , 

得謝 嘎雷 得巴尼 東哇 膩巴 銀巴謝 

違越善逝教法者， 說是第二根本墮。 

hR- eJ:A- %/- =- OR?- 0- /A, ,*J?- 0<- 2eR.- 0- $?3- 0- ;A/, , 

多接 綳拉 綽巴尼 涅巴 倔巴 宋巴銀 

瞋怒金剛兄弟者， 說是第三墮過失。 

?J3?- &/- i3?- =- L3?- 0- %R%- , ,28A- 0- ;A/- 0<- o=- 2?- $?%?, , 

森間 那拉 蔣巴崩 息巴 銀巴 甲威松 

於諸眾生捨慈心， 佛陀說是第四墮。 

(R?- GA- l- 2- L%- (2- ?J3?, ,.J- %R%- 2- /A- s- 0- ;A/, ,

卻寄 匝哇 江去森 得崩 哇尼 盎巴銀 

正法之根菩提心， 斷捨者是第五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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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IA- P2- 0:A- 3,:, ,(R?- =- (R.- 0- S$- 0- ;A/, , 

攘盎 賢吉 住悲他 卻拉 莫巴 竹巴銀 

自或他之宗派法， 詆毀者是第六墮。 

;R%?- ?- 3- (A/- ?J3?- &/- =, ,$?%- 2- 1R$- 0- 2./- 0- ;A/, , 

湧速 麻銘 森間拉 桑哇 晝巴 敦巴銀 

於諸未成熟眾生， 宣說密法第七墮。 

1%- 0R- ?%?- o?- s:A- 2.$- *A., ,.J- =- 2f?- LJ.- 2o.- 0- ;A/, , 

蓬波 桑傑 盎達尼 得拉 捏結 杰巴銀 

蘊乃五佛之主體， 輕蔑者是第八墮。 

<%- 28A/- .$- 0:A- (R?- i3?- =, ,?R3- *A- 9- 2- .$- 0- ;A/, , 

攘辛 達悲 卻那拉 送尼 撒哇 谷巴銀 

自性清淨之諸法， 猜疑者是第九墮。 

$.$- =- g$- +- L3?- w/- 0<, ,LJ.- 0- .J- /A- 2&- 0<- :.R., , 

毒拉 大度 蔣滇巴 解巴 得尼 究巴對 

於毒恆常具慈心， 允為第十根本墮。 

3A%- ?R$?- V=- 2:A- (R?- i3?- =, ,.J<- gR$- 0- /A- 2&- $&A$- 0, , 

名梭 札威 卻那拉 得豆 巴尼 究計巴 

萬法離於諸名相， 作分別者十一墮。 

?J3?- &/- ..- .%- w/- 0- ;A, ,?J3?- ?/- :LA/- 0- 2&- $*A?- 0, , 

森間 得倘 滇巴宜 森孫 津巴 究膩巴 

具足信心之有情， 鄙視者第十二墮。 

.3- 5B$- =- /A- )A- 28A/- fJ., ,3A- 2!J/- 0- /A- 2&- $?3- 0, , 

胆企 拉尼 吉辛涅 米滇 巴尼 究宋巴 

任何所得三昧耶， 不依止者十三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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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 <%- 28A/- 2.- 3J.- =, ,(R.- 0<- LJ.- 0- 2&- 28A- 0, , 

些繞 攘辛 菩妹拉 莫巴 解巴 究息巴 

女性乃智慧體性， 詆毀者第十四墮。 

}$?- 0?- :.A- .$- %%?- /- /A, ,.%R?- P2- %J?- 0<- :,R2- 0<- :I<, , 

盎悲 迪大 邦拿尼 恩住 嗯巴 透巴久 

密乘行者斷此等， 當然決定得成就。 

{- $?%- ,$?- l- 2- .%- ;/- =$- $A- .3- 5B$- *3?- ($- *J?- v%- SA- 3:A- 5S$?- .%- 2&?- 0- ,3?-

&.- 3,R=- =R- 2>$?- ?R, ,L %- 8A%- .$- 0<- LA/- IA?- 2_2- +- $?R=, :.A- /A- a R2- .0 R/- S- 2A- =?- 36.- 0:R,,

固孫突  匝哇倘  顏拉給  胆企  釀恰  捏東 直每 措倘介巴 

湯界 透摟夏搜  江辛 大巴 今吉臘 都 梭 

身、語、意根本和支分三昧耶所犯連同近墮諸過失， 

悉皆發露懺悔也，並且修正清淨祈加持。 此乃跋毘拉阿闍黎所撰也。

行者普舟於二ＯＯ九年暑月恭譯此懺悔文於美國噶千關房。賢善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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