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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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

南山祖師禮讚文

天台沙門釋　允堪　述

稽首南山教主西明律師。智廓難量。位高莫測。外示聲聞奇相。內冥菩薩圓修。洋洋

馳譽於五天。藹藹流芳於千古。早自發揮祕藏。撰述彝章。英辭而間綴珠瓊光逾眾

寶。奧義而濬開川瀆量等沖溟。決通四分雄詮。親感諸天顯證。尋以清機化滿。遽遷

壇谷室中。玅利功圓。遂託率陀宮內。我恨生當澆季。不遇真慈濫傳三行。微言寧賾

五篇深旨。望座蓮而既遠。難親師子之音。思法乳以空頻。但守嬰兒之困。今則應鍾

俄屆。諱日斯臨。座列香華。槃盈蘋藻。庶同禴祭。式表爾思。仰追罔極之恩。少薦

非馨之禮。遠希慈眼。俯察虔心。彈指而來降道場。神功靡忒。舉足而不離寶所。玅

用　輙露精誠。願垂昭鑒。

一心奉請南山教主澄照大師。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皓月麗空則眾星隱耀。聖師出世則羣智絕言。繼揚象扇之風。宏著虬文之訓。皇王拜

首。天人翊靈。實波離儔。荷如來任。

一心頂禮隋文治世京華降誕時身南山尊者。(下皆倣此。後和同前)

神州一類機緣熟　大士分身感赴來
月應澄瀾信不差　谷酬清響曾無失
竺賢指出真僧迹　姚氏忻懷聖者蹤
誕慶佳辰與佛同　應知識作空王使

一心頂禮日嚴精舍棄家入道時身。

跡寄搢紳為令子　操懷松栢異常童
弱齡搖筆著高文　綠髮辭家厭浮世
內典閱窮千日內　玅經誦徹兩旬中
仰茲勇銳早超羣　豈獨當年推義少

一心頂禮靈壇求戒預祈冥感時身。

尸羅欲受彰靈感　舍利先求降寶函
確爾將圓七晝期　鏗然俄向遙空墜
金莖滴露清難比　銀漢流星勢可同
吳地于今尚有緣　塔婆夜夜祥光起

一心頂禮京畿請業聽尋律藏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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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于時嗟壅塞　律筵無處可依承
艱辛得造首師門　研考便通金口義
鈿軸曉開雲閣靜　紗燈夜映竹堂深
毗尼殘缺自茲明　猶歎未能心盡證

一心頂禮紵麻蘭若操觚撰鈔時身。

跡隱終南當絕頂　雲深蘭若寂無人
會通羣部補今宗　搜駮諸師成了義
三行旨清秋月皎　十門辭爛曉霞明
反光九代信難如　後世素師空擬議

一心頂禮九旬精進行般舟三昧時身。

般舟深定功推大　菩薩真機力可修
萬境虗融泯外緣　一心圓證妄餘念
香飄雲室迎秋令　聲遞林風入夜清
三昧成時秖自知　十方佛在空中立

一心頂禮西明行道天神捧足時身。

寂寂花宮當夜午　寥寥月殿尚經行
心緣真境頓忘勞　足趺空堦寧有害
捷疾現身親捧接　那吒受勅暗相隨
佛牙從此獻師來　沒付文綱今在世

一心頂禮龍天依奉講楞伽授戒時身。

師居物表閑揮麈　龍化人形來聽經
法語頻揚吼石音　戒身密授浮囊意
南天毗勒供甘露　西竺那提請象胥
如斯解行世稀逢　幽顯咸思歸盛德

一心頂禮京南澧福築壇應法時身。

里稱遵善當靈壤　鄉曰清官是淨墟
遂築靈壇向紺園　仰模良制資先聖
明明珠釜連高頂　粲粲星神布兩層
重受雲奔來四方　功成因感賓頭禮

一心頂禮功成示寂往生兜率時身。

棘林香好從天獻　覩史宮奇待聖來
補處爰親慈氏尊　下生將紹波離任
煥爛幡幢搖彩日　清泠歌唄響層宵
斂容端坐寂無聲　荷法千徒流血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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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心懺悔

我及十方法界一切眾生。無明風鼓心源。妄識波騰性海。遂成起滅。乃受漂淪。四生

流轉無窮。眾苦嬰纏莫盡。不聞正法。何殊三億之徒。或染邪風。豈異六師之黨。永

招幽暗。長處愚蒙。塵境攀緣若癡猿之得樹。慾情競騖猶逸象之無鈎。縱遇良師。詎

懷深信。致使衣珠空繫都忘知覺之心。宅寶徒盈寧濟困窮之厄。何緣今日。偶得出

家。披水田衣。納塵沙戒。值能仁遺訓。遇終南寶章。不思義路全迷。未通幽䆳疑

冰。正結罔構淵深。反繄測海之知。妄恃挈瓶之智。輕陵先覺。排斥真乘。將實教為

憑虗。以權宗為戲論。慢幢高竪。愛網宏張。居屏為非。肯畏幽靈而掃跡。逢人斂

相。苟求邪利以資身。不義常行。無慚永坐。諒作福田荊棘。信為佛日煙雲。三乘觀

慧闕修。十聚罪愆深隱。如斯釁戾量等虗空。對萬德以披陳。向四依而發露。誓除後

犯。永絕前非。普承智慧之光。頓釋雪霜之非。

懺悔已。至心歸命頂禮。(下皆倣此)。

至心勸請

能仁制略為初訓　身子虔誠乞廣談
我今徧請聖賢師　先向剎塵揚律藏

至心隨喜

初發道心諸佛子　終登玅果大慈尊
所有熏修出世緣　我今一一皆隨喜

至心迴向

戒定慧中曾習行　聞思修內或生因
迴向真如法界中　普滋羣有霑常樂

至心發願

鵝珠誓共行慈利　草繫期同護戒根
遮性無邊誓等持　常遊佛道開禪智

右真悟律師第一章云丹徒降誕者。按行狀云。大師在京華生長。即京兆府。而云長

城丹徒。葢指祖宗所出。非生處也。第八章按禮記辨四方語。各有其職。東方曰

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音蹄)。北方曰譯。周禮謂象胥乃通四方之言。胥字上聲

呼之。今作平聲。誤矣。若作上聲則音律不便。今對西竺。宜云狄鞮。且仍舊貫。

學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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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祖師禮讚文(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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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