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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1.Q1」為資料來源。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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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504-A 集南山禮讚序

餘杭沙門釋　元照　述

吾祖聖師。盛績懿業備載于李邕行狀．嚴原本碑．大宋高僧傳。後賢多採為讚頌。每

至齋忌廣列供養。歌而詠之以申哀慕之素。其來久矣。昔孤山法師首事秉筆。葢酬兜

率擇梧律師之請。其次霅谿法師患其事儀尚闕音韻。有所未便。繼有作焉。天台真悟

律師兼而用之。以謂歌之不足。乃復操染。用擬三日。次第間行。於是三本傳世。可

謂金璧爭輝蘭菊擅美。後世雖有作者。而才識辭翰不足以亞焉。故所不錄矣。然據諸

傳錄考校是非。或辭理未安。或軌儀有闕。竝為加改。且使後學無惑於兩岐焉。甞試

思之。佛化東傳。四依弘闡者頗眾。雖行業著聞。或一文一讚足以稱之。獨吾祖雖讚

詠者殆至數家。卒未能盡其美。有以見道高德遠。功深行密。非常情思議所及矣。同

宗學者尚不能稟訓脩身。想德追遠耶。

元符三年祖忌日序

No. 1504

南山祖師禮讚文

孤山沙門釋　智圓　述

竊以子產遺愛。尼父攸稱。召伯耳棠。詩人發詠。況乎南山教主澄照大師立事立言。

大闡毗尼之學。無偏無黨恭行法密之宗。□夫離犯成持。從凡入聖。生我慧命。育我

法身。有茲罔極之恩。寧捨爾思之道。今則俯臨諱日。緬想慈風。立身揚名。愧乏古

賢之美。慎終追遠。庶同孝子之心。由是略展香華。聊陳蘋藻。受福匪齊於禴祭。薦

神實類於潢汙。而乃輙吐蕪辭。用歌遺烈。百獸率舞雖喻微躬。盛德形容安能盡詠。

庶幾慈眼。密照他心。來降道場。受茲供養。

一心奉請南山教主澄照大師。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三徧請已。同聲稱讚。下同)。

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魔歸降。岳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萬古。金烏西沉。佛日

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

(至此。或陳敘。或讀疏。稱祖師名。下同)。

一心頂禮應機示跡誕靈京輦時身南山尊者。(下皆倣此)

明月貫懷彰吉夢　支那誕質異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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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嶷雖居積善家　融明潛悟無生理
六經洞曉微音遠　三藏淹通內證深
美哉應以律師身　即現律師而演律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下皆倣之)

一心頂禮弘慈乖範隱居撰鈔時身。

肥遁終南揚律藏　刪繁補闕異羣宗
雄詞粲粲鬬朝霞　奧義明明敵秋月
五乘軌導躋夷徑　三寶舟航偶迅風
執文行事匪憑虗　歷代重之為大訓

一心頂禮聲飛中表王臣欽奉時身。

秉持聲譽傳天竺　德業清高動紫震
弉師西至詔翻經　無畏東來願依止
圖容顯慶光遺烈　贈號咸通振後塵
帝王崇仰異方師　天下歸仁實希有

一心頂禮維持像教重編僧史時身。

操觚染翰編聯眾　紀錄高僧功最深
屬辭比事敘羣賢　懲惡勸善垂來世
緇侶咸欽史遷筆　鴻儒悉仰董狐才
後昆披閱盡思齊　能使真風無墜地

一心頂禮克期進業常行在定時身。

般舟三昧勤修習　戾止清官古寺深
九旬精進息諸緣　萬境銷融歸一念
聲傳遠谷晴時磬　燼落秋堂雨夜燈
羣龍禮謁變人形　改惡悛心咸攝毒

一心頂禮人天歸仰幽靈顯瑞時身。

隱居沁部天童侍　行道西明太子隨
律相冥同聖者談　佛牙潛自那吒授
白泉㶑灔神人指　倣掌幽閑猛獸馴
如斯奇瑞世希聞　盛德巍巍懸日月

一心頂禮開基選勝築壇重受時身。

發揮像教超前古　爰向神州築寶壇
巍巍五級鎮金園　肅肅四隅列天主
規模應法那含禮　締構成功賓度來
躋陞納戒法身全　二眾于今咸受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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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頂禮報終化滿遷神內院時身。

閻浮提國緣將謝　覩支陀宮果欲圓
天人先獻棘林香　安坐尋終京輦寺
空華不實從生滅　水月無心任去來
對揚慈氏繼波離　願見下生談律藏

至心懺悔(執爐同聲思過乞懺。下同)

我輩自從無始劫　一迷真淨作塵勞
循環諸有受微形　經歷多生嬰眾苦
愛河浩浩都忘返　朽宅炎炎不畏焚
偶生人道具諸根　獲廁玄門參五眾
祝髮壞衣殊外俗　登壇稟戒等塵沙
內無高志慕超昇　外逐塵緣甘下劣
善根微薄隨時失　惡習纏綿觸境生
浮囊全與阻長川　車軸俱摧當險道
腐爛若為堪信施　麤疎殊未合真規
何啻癡猿得樹枝　更逾渴鹿奔陽焰
業性如空雖叵得　苦緣相會必無差
一失人身不可追　永沉異趣何由出
每念死生懷恐懼　敢傾肝膽盡披陳
曩劫今生一切時　六根三業無邊罪
仰對聖慈俱懺悔　即同霜雪頓消鎔
重性輕遮誓秉持　深禪玅慧期開悟
三行雄文因習學　一乘實道始知歸
半偈遺身事可聞　千生粉骨恩難報
力荷真乘光佛化　重扶彛範整僧宗
三聚圓修趣涅槃　四生盡導歸安養
大虗尚可窮邊際　我誓終當不動移
更希護念賜冥加　庶乎願行皆成就

懺悔已。至心歸命頂禮。

右孤山法師讚。元作羅漢禮請之聲。前無歎德。後懺悔止有四句。今將唐穆宗真讚

并自作懺願偈補之。頗有倫序。第六章按李邕行狀。佛牙乃天神捷疾所獻。那吒但

隨侍而已。亦有它文指那吒者。故且存焉。後霅溪讚亦循舊說。失考行狀故也。

南山祖師禮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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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贊助資訊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

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

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

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 (單次 / 定期定額) 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 ，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

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５３８８１１

戶名：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

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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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

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

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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