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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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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588

正源略集補遺

天台嗣祖沙門國清　達珍　輯

形山淖禪師法嗣(雪嶠信孫二人)

武林永慶遠峯青禪師

上堂。雪峯輥毬。道吾舞笏。弄巧成拙。秘魔叉。降魔劒。自納敗闕。玄沙虎。子湖

狗。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

衢州祥符頓聞修禪師

上堂。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若不解轉身。空費千鈞力　小參。故德有云。薰風

自南來。殿角生微凉。師曰。祥符則不然。朔風陣陣寒。梅花樸鼻香。若是守株待

兔。一定倚壁靠墻。拈拄杖。一齊約退。

敏修毅禪師法嗣

四川羅漢幻白可禪師

上堂。十八十九口生肘後。吉嘹舌頭一場漏逗。山僧恁麼道。大似十字街頭乞兒。將

一文錢。買得箇油餈。向珍御筵前。點胸點肋曰。這般滋味子。能有幾人知。有識者

聞之。豈但噴飯而已。即今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風鳴條雨破塊。東掖山高。琴溪水

冷。一一覿露常光。不假修為造作。有眼者見。有耳者聞。驀竪拄杖云。住住。說得

道理好。歸依佛法僧。

破山明禪師法嗣

關中興善易庵印師禪師

西蜀成都廖氏子　佛誕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渾莫算。年年四月八。人人慶佛誕。

當日獨稱尊。而今殃害遍。不墮雲門機。瞻仰資無限。大眾既同瞻仰。還見釋迦老子

麼。竪拂子云。不涉去來今。毫端全體現。

四川百丈敏樹相禪師

上堂。識得一萬事畢。趙州東壁挂葫蘆。道吾舞笏無休歇。諸仁者。若無閑事在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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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隱容禪師法嗣(三人)

杭州錢塘東明孤雲行鑑禪師

嘉興宋氏子　上堂。十月廿五。切忌莽鹵。一句無私。日輪當午。直下翻身。超佛越

祖。堪笑雪峯輥毬。禾山打皷。大丈夫作用超羣。豈肯釘樁搖櫓　解制小參。春朝解

制好行脚。世出世間不可著。活潑風流物外遊。切莫無繩而自縛。衲僧踐履不尋常。

佛祖從來難摸索。脫體無依得自由。大方獨步乾坤廓。師於順治辛丑示寂。塔建東

明。

明州育王太白雪禪師

解制上堂。十五日已前。開池不待月。十五日已後。池成月自來。正當十五日。竿木

隨身。逢場作戲。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杭州東蓮古風然禪師

嘉興許氏子　上堂。寒雲開曉嶂。暖日照虗堂。物物從茲始。照然不覆藏。靈芽抽夙

種。枯荄轉微黃。上苑含香花未吐。得沾淑氣競芬芳。暴露泥牛。翻身騰踏。陳年骨

董。動地生光。直得璞峯金嶺。掀眉皷舞。燈籠露柱。俯首稱揚。盡言。門迎多吉

慶。無限風光。各各喜逢佳節。自然道泰時康。雖然如是。只者一般韶光媚景。畢竟

承誰恩力。良久云。元和力轉回天地。散作林巒萬卉春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

是聲。直教玄會得。更不涉途程。端的意甚分明。以拄杖搖云。無風荷葉動。決定有

魚行　上堂。大丈夫兒志莫灰。切須猛力出頭來。禪關今日重封鎻。白汗從教下一

回。透徹根源諳落處。一番心眼頓然開。橫拈倒用隨施展。剎海毫端萬象該。無造作

絕安排。得意欣懷笑滿腮。百日功成圓底事。養成頭角待春雷　師生於萬曆乙卯。寂

於康熈庚午八月二十八日。塔建寺後凝雲峯下。世壽七十六。臘四十六。有正續燈。

行世。

萬如微禪師法嗣

南湖都門普濟介為舟禪師

楚沔水趙姓　上堂。卓拄杖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

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打箇噴嚏。落在諸人眉毛上廝結。儘力抖擻不下。直饒抖擻得

下。未免明眼人前三尺暗。切須子細。

弘覺忞禪師法嗣(二人)

本一薪傳瀾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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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子拋兒頌曰。祇這孩兒也不消。虎頭戴角出荒郊。毒如蝎惡似鶚。將軍誰數漢嫖

姚。

鄂州向上釆商榮禪師

中州海寧羅氏子　上堂。西風颯颯催寒樹。黃葉飄飄滿地金。已為止啼誰小哭。分明

狼藉祖師心。急薦取莫因循。忽然冬盡又逢春。師於康熈丁未示寂。偈云。今年六十

六。事事皆具足。翻身北斗藏。山青與水綠。塔於南溪之右。

牧雲門禪師法嗣

桐城清泉十洲瀛禪師

小參。諸方打七。慧山打三。朝三暮四。暮四朝三。鉗錘雖然各別。火色必定一般。

金剛圈。栗棘蓬。任你諸人吞跳。主人公額頭上。仔細參詳。以拄杖畫一畫云。透得

者箇爐鞴過。許你放參。若透不過。且聽山僧一指南。喝一喝　解制。春山覆雪。春

艸萌芽。春日和融。春風襲襲。衲僧艸鞋癢癢。只欲涉水登山。長老拄杖搖搖。直得

拋磚引玉。去年結。也是隨方應時節。今年解。終始何妨早數天。佛法猶如水中月。

長長短短皆光圓。有佛處不得住。百艸頭上祖師意。無佛處急走過。家家門首長安

路。三千里外。不得錯舉。墻有風。壁有耳。恁麼則不去也。無端又打之乎者。摘楊

花摘楊花。思量擬議隔千差。正恁麼時。且道。天台鴈宕。可遊不可遊。投子浮山。

可到不可到。良久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石奇雲禪師法嗣

蕭山湘湖冷堂林禪師

華亭沈氏子。投華山一雨法師披剃。遍參諸方。次參雪竇受囑　上堂。昨夜西風拂石

龍。今朝覿面又相逢。箇中消息元無異。想像毗盧老主翁。康熈戊申。師示寂。留偈

曰。來無一絲。去無一線。七十二年。虗空閃電。撒手浩歌歸去來。臨行拋出吹毛

劒。喝一喝。奄然而逝。

金華智巖萬因聖侍者

忞國師。屢勸出世。師不肯。嘗垂五問。其一曰。一乎便應底人。因甚喚不回頭。

二。從來無背面。人人有箇鼻孔。因甚摸不著。三。只為太近機如掣電底人。因甚降

龍塔不肯點頭。四。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因甚又道拄杖子不在手裏。五。二水合

流。因甚到千丈岩前。便七花八裂。

浮石賢禪師法嗣(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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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楓江法華彌壑澧禪師

上堂。法身無相。櫻桃果熟春枝上。法眼無瑕。漁父時歌江上槎。無事倚笻閒眺望。

河山萬里好生涯　上堂。祖師意。如來禪。猿啼巴峽。水闊湘潭。諸人不會。圅關月

落聽雞度。若也瞥地。華岳雲開立馬看。

金陵保寧嵋樵[汁*(十/甲/寸)]禪師

上堂。乃竪拂云。迷時祇迷者箇。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擊拂云。悟明祇悟者者

箇。椎碎蟠桃核。還見舊時仁。放下拂云。縱饒迷悟心盡。灸瘡瘢上更著艾爝。莫有

獨超格則道得一句者麼。擿拂云。惜取眉毛。

林野奇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風穴雲峩喜禪師

蜀之紫陽陳氏子。徧參諸方。晚入天童。參林野奇和尚。一日侍奇山行。胸中廓然冰

釋。即呈偈曰。罷罷罷休休休。橫眠倒臥在山丘。翻身拶碎虗空骨。萬象森羅笑點

頭。奇即頷之。後開法普濟。次遷龍池風穴　小參。將心作佛。剜肉補瘡。了妄歸

真。潑油救火。機前負荷。平地千差。直下承當。白雲萬里。總不恁麼。入無間獄。

行但行。坐但坐。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也只嬴得一味平常。猶未是衲僧向上事。何

也。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烟。

京都淨壽道安靜禪師

山陰鄭氏子　示眾。瞬目揚眉。早已錯過。拈椎竪拂。落二落三。到者裏。全身放

下。直下知歸。略較些子。若也卜度沉吟。正是迥風鈍鴿。只合籬下覊棲。安可翱翔

雲外　小參。識得一萬事畢。佛法僧三寶。拈過一邊。戒定慧等學。置而勿論。馬師

三甕醬。投子一瓶油。滋味頻添在口頭。

石菴琈禪師法嗣

嘉興普明浪山嶼禪師

上堂。薰風涼。夏日長。白雲澹澹。流水蒼蒼。黃鶯啼綠樹。旭日照虗堂。末後句絕

囊藏。人在藕花香世界。風流廓徹體全彰　小參。雲騰致雨。露結為霜。分明歷歷。

徧界不藏。揮拂子曰。玄沙原是謝三郎。

無礙徹禪師法嗣

吉州耽源鍵畿銓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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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堂。覿面明明人不識。一顆圓明色非色。名不得狀不得。兩道眉毛葢却鼻。知不得

解不得。臨濟廝兒白拈賊。不是心不是佛。門前一池水。照徹虗空骨。

山曉晳禪師法嗣

南嶽大善天培鑑禪師

示眾。大善今日初結制。普請兄弟各仔細。二六時中總莫分。單單觀著自家鼻。不惟

昏散盡掃除。從前悟得俱要棄。不勞更問祖師禪。不勞再問第一義。釋迦老子不唧[口

*留]。達磨祖師成特地。三千七百雖超奇。山僧騐來總不是。既超奇為何不是。良

久。噓一噓曰。參。

節巖琇禪師法嗣

常州江陰大悲曇照明禪師

小參。有一句子。等閒不輕示。騎牛上崑崙。踏出虗空髓。蟭螟急得雙眼紅。毗盧界

內煙塵起。堂前露柱久懷胎。生下孩兒多意氣。良久云。是何言歟　小參。徧呈貪

眠。曼殊失曉。目連打失眼睛。笑殺子丑寅卯。多少孟八郎。渾身入荒艸。山色溪聲

著眼看。珊瑚枝上日杲杲　小參。德山老子。拈一條棒。佛來也打。魔來也打。眼空

四海。背負須彌。與奪自在。殺活現前。若到衲僧門下。掃地挑屎。未有分在。汝等

黃瓜茄子。何曾識得好惡。

具德禮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剖玉璞禪師

古蓼朱氏子。幼依廬州伏虎寺祝髮。出謁瑞光徹圓具。看竹篦子話。後扣三峯有年。

乃於棒下透徹臨濟宗旨。繼見靈隱禮。機契。命充第二座。出住京口焦山。次興萬

杉。上堂。橫按拄杖曰。靈山話月。以訛傳訛。曹溪指月。將錯就錯。天下老和尚。

貴買硃砂。隨邪逐惡。新海門一擊敲落。天下黯黑。要使先聖後賢。逈出明白窠臼。

其或未然。撥轉雲頭。另與諸人相見去也。遂擲拄杖。下座　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孟八郎漢。僧禮拜。師曰。將勤補拙。

浪山嶼禪師法嗣

嘉興普明字[、/(、*、)]圓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過去心。師云。趙州衫子重七觔。進云。如何是未來心。師云。

牛上騎牛笑殺人。進云。如何是未來心。師云。無勞日下挂紅燈。進云。三心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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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成佛。師云。蒼天中更添冤苦。乃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饑來喫飯。困即打

眠。拍禪床云。三口渡邊魚跳網。崑崙騎象鷺鷥牽　誕日小參。圓上座。憶得出母胎

時。有則公案。未曾舉著。今日不免快便難逢。舉似諸兄。良久云。黃河三千年一度

清　普明退院上堂。道人住處。原無定向。動若行雲。止猶谷神。雲從龍風從虎。隨

處作主。遇緣即宗。有時。孤峯頂上潛名隱迹。有時。十字街頭較是論非。賓則始終

賓。主則始終主。脫體無依。隨處自在。汝等還知山僧樂處麼。拽杖便出。

述先預禪師法嗣

維揚淨慧在明德禪師

小參。惺惺的不在明白裏。瞌睡漢豈處昏沉中。離此二途。且向何處安身立命。若說

睡惺不二。依舊無本可據。諸兄弟。還會麼。深林黃鳥尋朋切。綠水浮鷗傍母眠　解

制小參。把住要津。不通凡聖。放開一線。任爾縱橫。諸兄。還是把住好。放行好。

梅馨透骨何人薦。又逐春風向藕塘。

骨巖峯禪師法嗣

湖州報恩梓昌英禪師

小參。非心非佛。圓相著點。即心即佛。黃葉止啼。楊岐驢。子湖狗。四料三玄。驢

脚佛手。者一隊漢。若到報恩門下。掃地挑屎。總用不著。顧眾云。還有祖師麼。

十洲瀛禪師法嗣

桐城谷林大宜禪師

小參。春風和暖。日長夜短。青山依舊青。乾坤依舊轉。山僧拄杖頭。今古何嘗免。

謹白參玄人。道不遠人人自遠。

雲峯授禪師法嗣

揚州西方南源信禪師

聖節上堂。四民安其業。百官盡其分。相共擊壤。以頌太平。皷腹以歌王化。厥修盛

世。無過此時。吾沙門釋子。律心有慧。治身有戒。入保社萍蹤湖海。趨雲水寄迹煙

霞。同一師法。同一受用。只如王恩佛恩。如何報答。舉如意云。若向途中覓。猶爭

半月程　小參。上前不足。退後猶寬。只知鹽味。那知醋酸。夜深燭隱無餘事。又把

閑書月下看　示眾。舉磬山修祖云。諸方善知識。道眼高。福德大。叢林整齊。飲食

清潔。可謂難見而易親也。老僧者裏。世緣淺薄。闢艸開荒。茶飯麤糲。可謂易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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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親也。師云。昔日磬山。今朝奉聖。同坑無異土。且於不難不易一句。又作麼生。

彈指頓超千聖外。揚眉不是目前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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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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beta.org/donation/creditcard_doc.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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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