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前勤行次第•利益安樂一切龍族

四明山一乘院



加持真言

唵 桑巴喇 桑巴喇 波瑪納薩喇 瑪哈臧巴巴 吽帕德司瓦哈

頂禮、上座、塗香、供養等畢，摺珠祈願

（3遍）

懺悔文

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3遍）



三皈

弟子某甲（此處稱自己法名或名字）盡未來際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三竟

弟子某甲 盡未來際 皈依佛竟 皈依法竟 皈依僧竟

（3遍）

（3遍）



十善戒

弟子某甲 盡未來際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婬 不妄語 不綺語

不惡口 不兩舌 不慳貪 不瞋恚 不邪見

五大願

衆生無邊誓願度，福智無邊誓願集，

法門無邊誓願學，如來無邊誓願事，

無上菩提誓願成。

（3遍）

（3遍）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
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
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一切顚倒夢想，究竟
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
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虚。故
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嘎諦嘎諦巴喇嘎諦巴喇僧嘎諦菩提司瓦哈。

般若心經

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准胝觀音真言

唵 折戾 主戾 准提 莎嚩訶
（讀音：唵 佳隸主隸准提 司哇哈）

諸尊真言、聖號等

（隨自意增加各本尊真言聖號等，各108遍）：



藥師七佛名號

南無善名稱吉祥王如來

（108遍）



南無寶月智嚴光音自在王如來

藥師七佛名號

（108遍）



南無金色寶光妙行成就如來

藥師七佛名號

（108遍）



南無無憂最勝吉祥如來

藥師七佛名號

（108遍）



南無法海雷音如來

藥師七佛名號

（108遍）



南無法海勝慧遊戲神通如來

藥師七佛名號

（108遍）



南無藥師瑠璃光（王）如來

藥師七佛名號

（108遍）



能利益安樂一切龍族
之諸佛名號：

南無龍自在王如來
（108遍）



復次舍利弗。東方去此火光世界。度十八佛刹。有世界名曰正覺。其國有
佛。號龍自在王如來至眞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曰
衆祐度人無量。其有得聞龍自在王如來名者。盡心信樂持諷誦者。若使郡縣村
落之中雨雹霜時。以右膝著地叉手作禮。而作是言。龍自在王如來本行菩薩道
時。無數諸龍於厄難中悉度脫之。由此功德自致成佛。作是誓言。若我刹中及
諸佛土。若我在世般泥洹後。若有諸龍雷電雹霜恐怖衆生。以龍自在王如來威
神功德智力。至誠誓願口作是言。頭面作禮疾得度脫。當知舍利弗。如是厄難
疾得解脫。唯除宿罪不能得免。一切諸龍若在厄難聞此佛名。於衆厄中疾得解
脫。其有執持斯佛名者。復勸他人令使誦持增益功德。必當得往生此佛國。求
最正覺。立不退轉。疾成不久。

——《佛說稱揚諸佛功德經卷上》

註：此經文根據《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4冊，434部，第90頁，《佛說稱揚諸佛功德經卷上》，
經集部一，元魏.吉迦夜譯，三卷 校對。



頂禮、供養、皈依具蜜世界出有壞應供正等覺龍自在王如來

聽聞此如來名號者，能消除一切龍類的霹靂、冰雹、疾病、災害、傳
染病等，從龍趣死後往生彼佛剎土，於無上菩提中不退轉，具有不可估量
的福德，不難得到佛陀的智慧。

——《諸佛菩薩名號集——寶珠鬘 》
【麥彭仁波切 著 索達吉堪布 譯】



復次龍王。有大雲所生加持莊嚴威德藏變化智幢降水輪吉祥金光。毗盧遮
那一毛端所生種性如來名號。汝等亦復憶念受持。持彼如來名號者。一切諸龍
種姓族類。一切龍王眷屬徒衆。并諸龍女生龍宮者。所有苦惱悉皆除滅與其安
樂。是故龍王應當稱彼如來名號。

南無毗盧遮那藏大雲如來
南無性現出雲如來
南無持雲雨如來
南無吉祥雲威如來
南無大興雲如來
南無大風輪雲如來
南無大雲閃電如來

大雲輪請雨經（節錄）

唐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 大廣智不空奉 詔譯



南無大雲勇步如來
南無須彌善雲如來
南無大雲如來
南無大雲輪如來
南無大雲光如來
南無大雲師子座如來
南無大雲蓋如來
南無大善現雲如來
南無雲覆如來
南無行雲如來
南無光輪普徧照耀十方雷震聲起雲如來

南無大雲清涼雷聲深隱奮迅如來
南無布雲如來
南無虚空雨雲如來
南無疾行雲如來
南無雲垂出聲如來
南無雲示現如來
南無廣出雲如來
南無擊雲如來
南無雲支分如來
南無如著雲衣如來
南無雲苗稼增長如來



南無乗上雲如來
南無飛雲如來
南無雲名如來
南無散雲如來
南無大優鉢羅華雲如來
南無大香身雲如來
南無大涌雲如來
南無大自在雲如來
南無大光明雲如來
南無大雲施如來
南無大雲摩尼寶藏如來
南無雲聲藏如來

南無雲族如來
南無雲攝受如來
南無散壞非時雲雹如來
南無大雲高響如來
南無大發聲雲如來
南無大降雨雲如來
南無族色力雲如來
南無大雲并雨水如來
南無流水大雲如來
南無大雲滿海如來
南無陽焰旱時注雨雲如來
南無無邊色雲如來



南無一切差別大雲示現。贍部洲檀飛雲威德月光焰雲如來等應供正徧
知三藐三佛陀。

爾時世尊說是如來名已。告無邊莊嚴海雲威德輪蓋龍王言汝大龍王。
此等如來名號。汝等一切諸龍若能受持稱名禮敬者。一切諸龍所有苦難。
皆悉解脫普獲安樂。得安樂已即能於此贍部洲。降注甘雨令一切藥草叢林
樹木苗稼悉皆增長。

註：此經文根據《乾隆大藏經》（龍藏），第44冊，965部，第1095頁，《大雲輪請雨
經卷上》，宋元入藏諸大小乗經，唐大廣智不空，二卷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天人四衆。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
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爲欲滿足六波羅蜜。勤行布
施。心無吝惜。象馬七珍。國城妻子奴婢僕從。頭目髄腦身肉手足不惜軀命。
時世人民壽命無量。爲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正太子。撃鼓宣令四方求法。誰能
爲我說大乗者。吾當終身供給走使。時有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乗。名妙法蓮
華經。若不違我當爲宣説。王聞仙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采果汲水
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爲牀座。身心無倦。于時奉事經於千歳。爲於法故。精
勤給侍令無所乏。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説偈言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我念過去劫 爲求大法故 雖作世國王 不貪五欲樂
椎鐘告四方 誰有大法者 若爲我解説 身當爲奴僕
時有阿私仙 來白於大王 我有微妙法 世間所希有
若能修行者 吾當爲汝説 時王聞仙言 心生大喜悅

即便隨仙人 供給於所須 采薪及果蓏 隨時恭敬與
情存妙法故 身心無懈倦 普爲諸衆生 勤求於大法
亦不爲己身 及以五欲樂 故爲大國王 勤求獲此法
遂致得成佛 今故爲汝説

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
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十
力四無所畏四攝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衆生。皆因提婆達多
善知識故。告諸四衆。提婆達多。却後過無量劫。當得成佛。



號曰天王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世界名天道。時天王佛。住世二十中劫。廣爲衆生説於妙法。恒河沙衆生得阿羅
漢果。無量衆生發縁覺心。恒河沙衆生發無上道心。得無生忍至不退轉。時天王
佛般涅槃後。正法住世二十中劫。全身舍利起七寶塔。高六十由旬。縱廣四十由
旬。諸天人民悉以雜華末香焼香塗香衣服瓔珞幢旛寶蓋伎樂歌頌。禮拜供養七寶
妙塔。無量衆生得阿羅漢果。無量衆生悟辟支佛。不可思議衆生發菩提心至不退
轉。

佛告諸比丘。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妙法華經提婆達多品。淨心
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生十方佛前。所生之處常聞此經。若生人
天中受勝妙樂。若在佛前蓮華化生。於時下方多寶世尊所從菩薩。名曰智積。白
多寶佛。當還本土。釋迦牟尼佛告智積曰。善男子。且待須臾。此有菩薩。名文
殊師利。可與相見論説妙法可還本土。



爾時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華大如車輪。倶來菩薩亦坐寶蓮華。從於大海娑竭
羅龍宮自然涌出。住虚空中詣靈鷲山。從蓮華下至於佛所。頭面敬禮二世尊足。
修敬已畢。往智積所共相慰問。却坐一面。智積菩薩問文殊師利。仁往龍宮所化
衆生。其數幾何。文殊師利言。其數無量不可稱計。非口所宣非心所測。且待須
臾。自當證知。所言未竟。無數菩薩坐寳蓮華從海涌出。詣靈鷲山住在虚空。

此諸菩薩皆是文殊師利之所化度。具菩薩行皆共論説六波羅蜜。本聲聞人在虚空
中説聲聞行。今皆修行大乗空義。文殊師利謂智積曰。於海敎化其事如是。爾時
智積菩薩以偈讚曰

大智德勇健 化度無量衆 今此諸大會 及我皆已見
演暢實相義 開闡一乗法 廣導諸衆生 令速成菩提



文殊師利言。我於海中唯常宣説妙法華經。智積菩薩問文殊師利言。此經甚深微
妙。諸經中寶世所希有。頗有衆生勤加精進修行此經速得佛不。文殊師利言。有娑竭
羅龍王女。年始八歳。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説 甚深祕藏悉

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刹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辯才無礙。慈念衆生猶如
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微妙廣大慈悲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智積菩薩言。我
見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千世界。
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爲衆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不信此女於須
臾頃便成正覺。言論未訖。時龍王女忽現於前。頭面禮敬却住一面。以偈讚曰

深達罪福相 徧照於十方 微妙淨法身 具相三十二
以八十種好 用荘嚴法身 天人所戴仰 龍神咸恭敬
一切衆生類 無不宗奉者 又聞成菩提 唯佛當證知
我闡大乗敎 度脫苦衆生



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穢非是法
器。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度。然後乃成。又女人
身猶有五障。

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
速得成佛。爾時龍女有一寳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
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荅言甚疾。

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當時衆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
具菩薩行。即徃南方無垢世界。坐寳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爲十方一
切衆生演説妙法。爾時娑婆世界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遙見彼龍女成佛。普

爲時會人天説法。心大歡喜悉遙敬禮。無量衆生聞法解悟得不退轉。無量衆生得受道
記。無垢世界六反震動。娑婆世界三千衆生住不退地。三千衆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
智積菩薩及舍利弗。一切衆會默然信受。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海龍王宮。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并與衆多
菩薩摩訶薩俱。爾時娑竭羅龍王。即從座起。前禮佛足白言。世尊。頗有受持少
法得福多不。

佛告海龍王。有四殊勝法。若有受持讀誦解了其義。用功雖少獲福甚多。即
與讀誦八萬四千法藏。功德無異。云何爲四。所謂念誦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
法無我。寂滅爲樂。

龍王當知。是謂四殊勝法。菩薩摩訶薩無盡法智。早證無生。速至圓寂。是
故汝等常應念誦。爾時世尊。說是四句法印經時。彼諸聲聞。大菩薩衆及天龍八
部。阿蘇羅健達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爲海龍王說法印經

佛爲海龍王說法印經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註：此經文根據《乾隆大藏經》（龍藏），第34冊，453部，第244頁，《佛爲海龍王說法印經》，
大乗單譯經，唐義淨，一卷 校對。



南無阿彌陀佛

（108遍）



御寶號

南無三國傳燈諸大阿闍梨

（3遍）



至心祈願 天長地久 即身成佛 密嚴國土
風雨順時 五穀豐饒 萬邦協和 諸人快樂

乃至法界 平等利益

祈願文

回向文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

摺珠祈願、下座、頂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