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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课诵经文集 
 

笫九篇  其它 
 

赞佛偈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南无娑婆世界     三界导师    四生慈父   人天教主    三类化身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护卫偈                   法增译 
          DUKKHAPPATTĀDIGĀTHĀ 

 
               ㈠                    ㈡                     ㈢ 

往昔苦难愿无苦，      我今所积诸福德，       禀承诸佛威神力， 

往昔怖畏愿无畏，      愿天人喜得大利，       缘觉圣者之威力， 

往昔忧愁愿无忧，      纯以信心行乐施，       及彼罗汉诸威力， 

唯愿一切诸众生，      持戒定慧得喜乐,        愿我普于一切处， 

皆得解除苦怖忧。      因此得生天人道。       一切时结此护卫。 

 
                  行者八观               法增译 

ATTHA  MAHΑ PURISA VITAKKA 
 

佛法是给少欲者， 非是给予贪欲人。 
佛法是给知足者， 非是给予贪得人。 
佛法是给独处者， 非是给予乐群人。 
佛法是给精勤者， 非是给予懒惰人。 
佛法是给具念者， 非是给予失念人。 

佛法是给安祥者， 非是给予慌张人。 

佛法是给有智者， 非是给予愚痴人。 
佛法是给精确者， 非是给予散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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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偈 
      ㈠                    ㈡                 ㈢ 

愿昼吉祥夜吉祥，     愿昼吉祥夜吉祥，    愿昼吉祥夜吉祥， 

昼夜六时恒吉祥，     昼夜六时恒吉祥，    昼夜六时恒吉祥， 

一切时中吉祥者，     一切时中吉祥者，   一切时中吉祥者， 

愿诸上师哀摄受。     愿诸三宝哀摄受。   愿诸护法常拥护。 

 
护卫偈的用途 

 
(1)   吉祥经——一般加持之用。 
(2)   三宝经——对饥荒，黑死病，厉鬼和瘟疫之护卫。 
(3)   修慈经——对鬼魂骚扰之护卫。 
(4)   蕴护卫偈——对蛇，蝎，蜈蚣，蜘蛛，蜥蜴，鼠等危害的护卫。 
(5)   孔雀护卫偈——护卫家庭与居屋。 
(6)   鹌鹑护卫偈——护卫免于火患。   
(7)   阿迖那地雅护卫偈——护卫免于幽灵鬼怪之侵扰。 
(8)   盎哥摩罗护卫偈——使妇女顺利生产。 
(9)   七觉支偈——使病人早日复元。 
(10) 胜利偈——祝福之用。  
(11) 无畏偈——祛除不祥，恶星，恶梦，及各种不吉利之预兆之用。 
(12) 佛胜吉祥偈——祝福成功。 
(13) 三宝偈——(即是早晚课的赞颂三宝偈)用于祛除恐惧，不安 ， 
       及发抖等心理的害怕。 
(14) 佛教诫偈——用于加持修行及克制烦恼。 
(15) 三法印偈——用于加持修行及克制烦恼。 
(16) 五法应常思惟偈——用于对付心中的执着。 
(17) 五蕴重荷偈——开启智慧。 
(18) 世尊最后教诲偈——对付放逸怠惰。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涂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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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此功德回向： 

    施资印赠者，过去累劫一切怨家债主，生生世世父母、六亲眷 

属，怨亲平等，仰仗佛力荐拔，远离三途，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彼 

此解冤解结，业障魔障悉皆消除，灾厄不受，现眷阖家安乐，世寿 

绵延，贤明和顺，学业、事业顺利，所求皆悉满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