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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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

宗教律諸家演派

吳中南禪沙門守一空成重編

○臨濟源流訣

南嶽懷讓道一海　運玄獎顒沼不住
念昭圓會端演勤　隆華傑于先範具

(欽妙本長蔚持旵　倫堅覩度俊悟澂　慈暄瑞聰寶傳　寧進曉空沖廣)等。

徑山與虎邱分宗訣。

大慧傳需到永明　益慈顯密二仰欽
有寶鐵牛遠池真　慧機來統焱斆銘

自六祖法傳南嶽讓。南嶽傳馬祖一。馬祖傳百丈海。百丈傳黃檗運。黃檗運傳臨濟義

玄禪師。後人立為臨濟宗。

臨濟剃派未知何人作十六字。

提金剛體　振妙朝元　存慈希戒
貫古騰今

續演。

承宗廣大　佛法寬宏　正懷文本
了悟良因　守心顯祖　方覺欽崇

後又續五十六字。

教法向玄　厥旨趣真　潛會恒靈
契傳有得　紹替匡修　秉志巨光
啟鴻宗大　永興世緝　毓用彥昭
授從靜式　月可久華　雪若唯白
默繼空延　提嘉悟鐸

臨濟坌派未知何人作十六字。

善洪祖道　惟德可存　永繼明覺
光顯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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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濟下第八世黃龍慧南禪師演派二十字。

慧正普覺濟　圓通湛海清　廣演法界性
永遠德宏宗

臨濟下十二世徑山大慧宗杲禪師演派三十二字。

宗覺妙道　明了本真　恢宏祖印
聯廣慧燈　性空法界　紹繼續榮
圓通果滿　福德轉輪

臨濟下十七世斷橋妙倫禪師演派十六字。

慧性妙悟　真機全露　廣濟徹源
符因證果

臨濟下十九世碧峰性金禪師演派二十字。

性空原朗耀　鏡智本虗玄　能包羅萬有
故統御大千

臨濟下二十一世雲巖福愛禪師演派三十字。

福德宏慈廣　普賢覺道成　利益無邊界
宗本永興隆　妙悟恒常滿　自性證圓融

臨濟下二十二世(天台下十五世)閩中雪峰祖定禪師演派二十字。

祖道戒定宗　方廣正圓通　行超明實際
了達悟真空

龍池幻有正傳禪師剃度(密雲天隱)圓(悟修)禪師傳法亦用此派今(天童磬山)後哲均用上派

傳法者遵龍池意也。

龍池復續空字下接演二十字。

覺性本常寂　心惟法界同　如緣宏聖教
正法永昌隆

天童亦續空字下二十字。

嗣續曹源脈　傳等濟眾功　慧燈恒照世
佛法亘穹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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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濟下二十四世□□琹山妙隨禪師演派二十八字。

妙繼宏傳正法眼　興從鑑覺慶維昌
徹可印宗圓佛果　紹隆祖道續聯芳

臨濟下二十五世東明海舟永慈禪師演派一百十二字。

普永智廣宏勝德　淨慧圓明正法興
性海澄清顯密印　大乘妙道悟心燈
佛恩浩滿流芳遠　祖行超宗續嗣深
戒定彌堅通義理　規成謹守鎮常新
翼善昌榮因達本　禎祥隆盛復傳增
功勛寂照融真際　寶鏡高懸體用親
饒益靈文舒景秀　信持玄記濟時珍
了然無際空諸幻　覺樹開敷果自馨

現今箬庵通問禪師下各家均從空字改換此派清字起。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突空智板禪師演派十六字。

智慧清淨　道德圓明　真如性海
寂照普通

五臺峨嵋　普陀前寺續演三十二字。

心源廣續　本覺昌隆　能仁聖果
常演寬宏　惟傳法印　證悟會融
堅持戒定　永紀祖宗

普陀後寺從突空下通字派接續演四十八字。

湛然法界　方廣嚴宏　彌滿本覺
了悟心宗　惟靈廓徹　體用周隆
聞思修學　止觀常融　傳持妙理
繼古賢公　信解行證　月朗天中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五臺月山智勝禪師演派四十字。

智本了心事　覺思方可賢　正宗增佛果
道廣法能傳　月印千江水　光舒萬里天
若無清淨慧　何心禮長千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西蜀大隨智潮禪師演派四十字。

智慧法界廣　了道得證果　聖教如常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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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海福圓明

(後續)明珠光照世　心印本無文　密運通天眼
顯揚亘古今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廬山赮封智素禪師演派四十字。

智圓明勝果　戒定悟清禪　妙行通方廣
心宗永遠傳

(後人續二十字)傳持無相法　一著在機先　萬古長空月
舒光本自然

臨濟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廬山天池智光禪師演派智江圓明洪慈悟本道大德(以上十一字

讀不成句姑存後偈)。

昌隆正法續玄宗　承維天恩永守中
戒定修持清淨觀　從聞思學覺心空

臨濟下三十世雪嶠圓信禪師從圓字起演派十六字。

圓宏頓教　傳祖心宗　戒定慧法
璇璣化工

臨濟下三十七世(突空下第三世)北京西山鵝頭禪師演派二十四字。

清淨道德文成　佛法能仁智慧
本來自性圓明　行理大通無學

後人復續二十四字。

學精三藏妙義　究意半字非有
體用定力如斯　方可超凡證聖

江右後人亦從學字下另續二十四字。

真覺宏宗廣敬　普隆正悟高賢
永遠福海傳心　定祖文章守信

臨濟下三十一世(徑山下十九世)聖因文學隆斆禪師續演二十八字。

隆濟能宏法本玄　堅持戒定永流傳
靈機豁徹明斯旨　慧性恒圓佛祖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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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濟下三十一世南嶽山茨通際禪師從通字起演派二十字。

通達本來法　宏開祖道隆　慧燈恒永照
證悟了無窮

臨濟下三十一世玉林通琇國師住天目山另演二十四字。

法宏濟祖　真宗紹續　永傳英俊
淨明梵行　嚴持亘古　嘉謨大根

臨濟下三十一世杭州理安箬庵通問禪師從圓字起演十六字。

圓通大法　頓越真常　悟祖超師
慧燈永照

臨濟下三十一世紹興平陽木陳道忞禪師另演二十八字。

道本元成佛祖先　明如杲日麗中天
靈源廣潤慈風溥　照世真燈萬古懸

臨濟下三十一世四川雙桂破山海明禪師另演四十字。

海印發光　悟真永昌　寂常心性
戒定慧香　佛身克果　祖道聯芳
雙桂榮野　一葦度江　禪觀固遠
五計攸長

臨濟下三十一世嘉興古南牧雲通門禪師演派三十二字。

通詮遵化　博審竺文　慎嗣英彥
演暢崇深　行至福圓　知明道興
正法眼藏　永載傳燈

臨濟下三十一世常熟三峰漢月法藏禪師演派三十二字。

法宏濟上　德重律儀　教擴頓圓
行尊慈忍　參須實悟　養合相應
後得深淵　永傳光燦

臨濟下三十二世(平陽下第二世)□□天岳本晝禪師演派三十六字。

本惟恒　用寧勤　月虗白　鏡空明
離慧辨　通無心　歸太宗　一法印
昺當機　六可證　此燈傳　利度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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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濟下三十二世(三峰下第二世)靈巖山繼起宏儲禪師演派十六字。

法宏修智　道行超宗　代持真實
永緒瑫琮

臨濟下三十二世(三峰下第二世)□□碩機宏聖禪師演派十六字。

宏元密印　顯正宗常　謀列再振
寶持永昌

臨濟下三十二世天童下無礙行徹禪師從行字起演十六字為萬年宗清涼寺楚北廣傳此

派。

行大源遠　化導英靈　宏戒定慧
宗正傳燈

臨濟下三十二世(破山明法嗣)福州黃檗象崖性挺禪師另演十六字。

性道昌隆　智慧圓通　瑞光普照
德振宗風

臨濟下三十□世(突空下第六世)憨山德清大師從德字起演派四十字。

德大福德廣　慈忍量普同　修持超法界
契悟妙心融　寂淨覺常滿　圓明體性通
慧光恒朗照　道化久昌隆

臨濟下三十三世(三峰下第三世)靈隱豁堂濟嵒禪師另演六十四字。

真宗克體　直指心源　逆尋殊遠
浩往長存　統終原始　(此間似少一句待補)

居中端表　隨運周旋　機神不測
顯密恒傳　利智懸解　得旨釋詮
高幢誓固　重鎧忍堅　效仰先志
宜慎勉旃

臨濟下三十□世(突空下第□世)安徽黃山普門惟安禪師演派五十六字。

惟覺能仁願行廣　妙明性寂真常中
清淨澄源戒定海　善祥永興法海宗
福慧同本遠周濟　恒心常照素德隆
悟果勤修先祖[(厂-一)*育]　智力普道證圓通

臨濟下□□□世□□毗盧庵□□□□□演派十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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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覺性融　理契真宗　靈鷲正脈
緜遠昌隆

臨濟下三十三世(突空下第九世)歸宗紫柏真可大師演派從真字起十六字。

真法元在　解契恒靈　慈門師子
大吼雷音

臨濟下三十五世紹興福慶寺定如實覺禪師從空字下接演四十字。

建德開元化　傳心振大同　慧燈宏遠照
法脈永昌隆　智海融珠樹　鴻沱發道潀
靈機承覺性　奕世繼高崇

臨濟下三十六世(報恩下第六世)京都長椿寺妙雲崇如禪師演二十四字。

崇佛遵祖　德行圓融　明持淨戒
定悟本宗　心源永續　法道昌隆

接此派下新續二十四字。

能仁智覺　慧本常榮　果證恒圓
惟傳性宗　克承祖印　光燦普燈

臨濟下三十七世(崇如下法嗣)慧林佛□禪師住藥王普濟寺演派六十字。

佛理大信慈　普度悉等元　法演持淨戒
心悟現真禪　智海澄清顯　慧悅廣照邊
亮同能仁道　聖賢啟自然　玄空成妙義
敦嚴永續傳　福緣常茂秀　花香結果圓

臨濟下三十七世(報恩下第七世)安徽績溪太平寺道開了證禪師另演派五十六字。

西國家風指實權　明心見性頓超賢
菩提果滿華藏界　聖諦真如今古懸
戒律勤修參妙理　慧光朗照彰彌天
靈機悟徹拈花旨　正法流芳繼有緣

臨濟下三十七世(報恩下第七世)浙江嘉興覺海寺謹庵了根禪師從前空字下接演二十字(首句

用龍池祖派)。

覺性本常寂(續換三句字)　能仁理自通
心傳參妙諦　永久德惟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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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臺華頂寺亦從空字下續演四十字。

寂照無為體　理事本函容　端然起妙用
權衡顯聖功　三乘分頓漸　禪教意相同
建立華峰旨　遺流後世榮

臨濟下三十八世(報恩下第八世)天台國清寺寶林達珍禪師從達字起改演四十字。

達道通真量　明機越祖先　正悟超妙學
大用智光圓　石磬清音顯　性海續濟源
傳持佛心印　法界廣宏宣

臨濟下四十世杭州白衣寺定宗真果禪師另演五十六字。

顯日天中萬里明　山河大地及乾坤
宗風永脈源根在　今得安和傳續燈
只望能仁賢後德　道超高聳舊祖庭
成就如是重新整　歷代創建盡蓮生

臨濟下四十世(福嚴下第九世)海昌指南寺雲開天霞禪師另演二十四字。

天緣明德　立道振綱　端莊中正
世序攸長　參同淨智　果滿禎祥

臨濟下四十一世杭州仙林寺九峰空恒禪師從空字下續演派二十字。

法善普傳心　智覺照虗徵　思聰誠遠見
性淨積功能

臨濟下三十三世(鵝頭下第九世)廬山開先若昧智明禪師演十六字。

佛道興隆　有開必先　傳燈紹祖
以永萬年

附列未知世數臨濟下分支各家姑存待查。

金陵紫竹林顓愚觀衡禪師從觀字起演派三十二字。

觀音旋明　聞復清淨　殊勝妙德
真實圓通　功超戒定　行越明一
智願廣大　福慧周圓

黃檗山無念深有禪師住麻城立派二十八字。

祖覺宗清淨行深　常懷戒定慧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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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法性真如海　永遠興隆見太平
(後續)平空一月印千江　照世舒光化日長
識得本來人面孔　宗風萬古自恢張

報慈灰亮禪師(未知住於何地)自演十六字。

濟源浩瀚　覺性澄圓　海印發光
朝宗百谷

無幻性聰禪師(未知住於何地)自演四十八字。

性慧妙悟　真機全露　廣徹濟源
符因契果　傳佛心印　直演上乘
宗宏聖道　學超戒定　興自嵩嶽
祖燈偏照　輝今耀古　了明頓教

節崖覺琇禪師(未知住於何地)自演三十二字。

覺智惟彰　靈運斯昌　發明戒月
洞達心光　慈緣應滿　果願彌芳
永隆濟統　正脈淵長

○溈仰源流訣

百丈溈山祐　仰山寂與涌　芭蕉清且徹
五世在其中

自六祖傳至百丈海。百丈傳溈山祐。溈山傳仰山寂。後人遂立溈仰宗。派演二十字(未

知從何世起)。

宗福法德慧　普賢行願深　文殊廣大智
成等正覺明

仰山為六祖下第六世圭峰為六祖下旁出第十世未知此派因何與後圭峰派類同。

溈山下第四世芭蕉慧清禪師徒繼徹禪師共演二十字。

慧繼妙真恒　心空悟上乘　續宗宏法遠
萬古耀聯燈

○洞山源流訣(共二十八世)

青原思遷儼晟价　膺丕志觀玄青俱
楷(覺辨賓體滿秀湻了珏鑑淨等)　裕泰遇才嚴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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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載書傳少室旨　价傳至書二十四

自六祖法傳青原思。青原傳石頭遷。石頭傳藥山儼。藥山傳雲巖晟。雲巖傳洞山价。

洞山傳。(雲居膺曹山寂)禪師。(雲居曹山)後人立為(洞山曹洞)宗。

洞山下十四世順德府淨土寺萬松行秀禪師演派二十字。

行從福智立　貫徹八環中　化統三千界
宏開洞上宗

洞山下十五世(萬松下法嗣)少林祖庭雪庭福裕禪師從福字起演派七十字。

福慧智子覺　了本圓可悟　周宏普廣宗
道慶同玄祖　清淨真如海　湛寂淳貞素
德衍才延恒　妙體常堅固　心朗照幽深
性明鑒崇祚　裏正善禧祥　謹慤願濟度
雪庭為導師　引入皈元路

洞山下十五世(曹山下十四世)江西豫章後人演派二十八字。

清淨覺海圓宏廣　悟本真常慧性寬
祖道興隆傳法眼　普周沙界定心安

洞山下十六世(萬松下第四世)□□□□智洪禪師演派二十字。

智信定得寶　志善了道行　妙淨本明真
正法惟思謹

洞山下十九世(萬松下第六世)□道公敬□禪師演派三十二字。

敬禮修持　功成福慶　纘續心燈
圓通自性　普度大千　權衡曹洞
依鉢傳求　萬松祖令

洞山下二十世(雪庭下第六世)順德府蓬鵲山興化寺演派二十字。

了因明祖道　覺海永洪宣　普度大千界
同登般若船

洞山下二十六世(鵲山下第七世)紹隆少室彼岸海寬禪師從業師覺字起演派一百二十字。

覺海永洪　宣授傳宗　正脈遐衍
善慶福隆　自性周徧　本來圓通
真智妙理　清淨澄明　實相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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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憫利生　平等普度　方便權衡
教啟賢哲　戒行克功　學由悟達
法在信能　止觀定慧　聞思修崇
莊嚴品位　玄契參同　德充果滿
佛圓續燈　秉持心印　師範寰中
我願如是　世宜教從　彼岸為祖
詒訓雲仍　嗣先昌後　萬代常興

洞山下二十六世(智洪下十一世)燕京艮牧山決定妙相禪師住清淨庵度天華淨□禪師為二十

七世(從淨字起)演派二十八字。

淨善香然喜敬宗　萬光瑞寶顯明燈
世界浩月宣圓照　通天了道貫乾坤

洞山下二十六世(雪庭下十二世)順德天寧虗照宏□禪師為元太保劉秉忠之師另演派十六字

俗呼為劉太保宗。

宏子友可　福緣善慶　定慧圓明
永宗覺性

洞山下二十六世(雪庭下十二世)江西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演派二十八字。

慧圓道大興慈濟　悟本傳燈續祖先
性海洞明彰法界　廣宏行願證真常

壽昌下旁出博山無異元來禪師另演二十字為(大蟻元來)派。

元道宏傳一　心光普照通　祖師隆法眼
永傳壽昌宗

洞山下二十七世(雪庭下十三世)紹興顯聖(散木湛然)圓澄禪師另演五十六字。

識心達本　大道斯彰　能仁敷衍
古洞源長　果因融徹　顯密均揚
法雲等潤　靈樹舒芳　慧燈明耀
徧照慈光　應化乘運　玄印元綱
匡扶奕世　傳永彌唐

洞山下二十八世(雪庭下十四世)順德開元萬安廣□禪師姓賈另演三十二字俗呼為賈菩薩

宗。

廣從妙普　洪勝禧昌　繼祖續宗
慧鎮維方　圓明淨智　德行福祥
澄清覺海　了悟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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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山下三十世(萬安下第三世)興陽清剖妙淨禪師演派二十八字。

妙明覺海圓宏廣　悟本真常慧性寬
祖道興隆傳法眼　普周沙界定心安

(此派與曹山下後人豫章演派雷同。未知何故存此待查)。

洞山下三十世湖心天根傳本禪師演派十六字。

傳燈正宗　永紹新豐　人天儀範
緜遠昌隆

洞山下三十一世(雪庭下十七世)處州然昌卉隱庵貫一興緣禪師另演派一百字。

興隆傳法眼　普周沙界玄　心融明皎潔
嘗生果自然　拈花如來旨　福德廣洪遠
放光證覺地　堅固妙恒圓　優曇重發現
止觀頓欽纘　嚴宏流印璽　利益永無邊
靈機惟廓徹　月朗耀中天　大通成聖學
紹繼偶言詮　九鼎聞思續　用報一燈禪
杲日當空照　萬派悉歸源

洞山下三十四世(湛然下第八世)於潛龍藏寺會乘祥覺禪師演二十字。

祥光普照圓　本覺興昌隆　法宏續佛燈
永傳湛然宗

靈機山永寧寺牧雲禪師於此派下續演十六字。

淨智妙圓　福海湛清　廣宏法界
祖燈常遠

洞山下三十七世(虛照下十二世)無極明信禪師從性字起續演劉太保宗十六字。

性能廣達　妙用無方　蘊空實際
祖道崇昌

洞山下三十八世浙紹上虞泰岳寺行道宏覺禪師自演二十八字。

覺宏道師自為宗　泰嶽山前振古風
普願嗣孫徧法界　吳興越順悉圓通

洞山下四十四世(元來下十八世)銅陵縣蓮華寺德風壽存禪師續演大蟻派二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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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昌燈照世　正法永興隆　德種蓮華寶
風化滿天中

附列曹洞分支未知世數於後。

長慶宗鑒道□禪師演派二十八字廬山棲賢寺亦宗此派。

道函今古傳心法　默契相應達本宗
森羅敷衍談真諦　此印親承永紹隆

雲居諸緣洪□禪師演派二十四字。

洪常祖道　法性清淨　廣啟勝因
志行性遠　了悟玄宗　寬證圓融

九華山百歲宮從賈菩薩派下常字起續演二十八字。

常持妙法勝莊嚴　果證無為道上玄
西來大意修般若　月朗天中振萬年

智徹禪師演五十六字。

了悟真常慧性靈　如同杲日照乾坤
優曇香徹三千界　信願行超最上乘
圓通果滿光祖印　戒德流芳續嗣深
法紹洞山宏正道　派傳萬古耀聯燈

焦山巨超清恒禪師拈三十二字以續了悟真常之後派曰。

肇自迦文　燈傳法界　寂光朗照
千萬億載　心誠相印　定即是戒
用寶斯言　佛能永在

○雲門源流訣

天皇信鑑存　雲門偃遠祚　重顯懷宗本
善本明昌悟

自六祖法傳青原思。青原傳石頭遷。石頭傳天皇悟。天皇傳龍潭信。龍潭傳德山鑑。

德山傳雪峰存。雪峰傳雲門文偃禪師。後人遂立為雲門宗。

雲門下第八世育王曇振優鴻禪師演派二十字。

優曇從廣政　了性悟真如　德智圓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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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知紹祖燈

光孝禪師續演二十字。

燈月光難比　萬法總歸心　照徹三千界
八面體靈明

後未知何人又續二十字。

願法慧福德　清淨智能宏　了悟真如性
妙明達本宗

○法眼源流訣

雪峰師備琛　法眼益于欽　道齊並義海
雖遲人最盛

自六祖法下七傳至雪峰存。雪峰傳玄沙備。玄沙傳地藏琛。地藏傳法眼文益禪師。後

人立為法眼宗。

法眼下第六世翠巖嗣元祖光禪師演派二十字。

祖智悟本真　法性常興勝　定慧廣圓明
覺海玄清印

後未知何人續演二十字。

佛天通至寶　萬聖承斯命　同登般若船
誓度眾生盡

○天皇下宗派

自六祖四傳至天皇悟。天皇五傳至聖壽淨嚴禪師。演派六十四字。後人遂立為聖壽

宗。不列五家宗內。

淨覺明顯　菩提果成　大千普度
永遠利生　開示悟入　佛圖續燈
善慶遐衍　本來性能　宗教周徧
慈憫深洪　平等均濟　惟方修崇
學充聖具　賢達克功　權衡在己
萬世興隆

○天台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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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齊慧文尊者。觀大智度論得道。傳教與慧思尊者。思傳觀與天台智者大師。立為

天台教觀。演派六十四字。

智覺慧圓　法性玄妙　明了思修
能宏祖道　志廣戒清　續宗演教
誓願行深　寂光普照　輝古騰今
周天朗耀　瑞徧沙界　天台為號
佛傳心印　四恩總報　世代永真
提衍經鈔

智者下傳二十六世高明寺百松真覺大師演派六十四字。

真傳正受　靈嶽心宗　一乘頓觀
印定古今　念起寂然　修性朗照
如是智德　體本玄妙　因緣生法
理事即空　等名為有　中道圓融
清淨普徧　感通應常　果慧大用
實相永芳

百松老祖又衍表行偈六十四字為號如(真傳正受大教演繹)並立名號。

大教演繹　祖道德宏　立定旨要
能所泯同　功成諦顯　了達則安
萬象海現　孰分二三　初門悟入
化法遂行　己他益利　究極彰明
源深流遠　長衍紀綱　百千之世
恒作舟航

百松傳無盡燈。燈傳靈峰蕅益智旭大師。為靈峰宗。開淨土法門。演派四十字。

智淨真如行　全性起妙修　匯本分河息
歸源覺海周　守信培因裕　宏願振先猷
扶律談常旨　法道永千秋

○華嚴賢首教

自唐初杜順帝師。閱華嚴經得道。傳教與雲華大師。雲華傳與賢首法師。為賢首教第

一世。賢首傳清涼澄觀國師。清涼傳圭峰宗密大師。為第三世。演派二十字。

宗福法德義　普賢行願深　文殊廣大智
成等正覺果

(按此派與溈仰派類同未知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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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首下第三十一世京都廣善懷一慶餘法師起演派二十字。

慶性善正宗　祖道德興隆　慧輪光普照
妙覺本圓融

自圭峰傳二十二世至雲棲蓮池袾宏大師立雲棲派二十字。

果與因交徹　心隨境廓通　玄微機悉剖
理性妙咸窮

柏亭法師續演六十字。

憶念常清淨　聞思悟睿聰　戒定忍慧力
萬善總歸功　華藏圓融觀　安養聖賢宏
壽光照無量　能仁教道隆　京兆總持旨
海印炳現胸　如勤靜思慮　永振祖家風

○南山律派

自終南山道宣律師。為律門第一世。十三世傳至金陵古林庵。慧雲如馨律師。馨傳三

昧寂光律師。為寶華山第一代。從如字起。演派五十六字。

如寂讀德真常實　福性圓明定慧昌
海印發光融戒月　優曇現瑞續天香
支岐萬派律源遠　果結千華宗本長
法紹南山宏正脈　燈傳心地永聯芳

三昧律師又另演一派二十字。

寂戒元常定　信理妙恒融　從聞修福慧
紹隆佛祖心

(接此派下未知何人續演二十字)。

大智德勇健　觀照萬法通　本性周沙界
應現臨濟宗

湖北麻城如是山支浮戒岳律師亦於前派心字下續演二十字。

禪燈照本覺　靈源自永昌　法雲迷大地
智日亘光揚

三昧律師法(孫宜潔玉書字輩)律師從華山分住杭州昭慶寺。從讀字起分演四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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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福德大　持戒定方真　慧發開心地
靈光耀古今　千華同一脈　萬善總歸因
頓超佛祖位　永遠續傳燈

○附列不知世數未考何宗各家彚集

佛日金臺大輪法師演派三十二字。

大道心體　定慧圓滿　教觀一宗
實相如是　是謂至理　三界唯識
頓漸偏圓　毋意固必

向上釆商戒榮禪師演派二十四字。

戒元天童傳德　化衍向上傳燈
大展光明普照　全在立雪雲仍

武昌九峰無念和尚演派六十四字。

慈光徧照　達本自空　止觀雙持
見自性佛　三道亘巖　扣融祕密
洞徹法源　究竟無作　從體起用
果後施因　隱顯俱該　變現平等
大願輔弼　六度十方　登涅槃天
入薩婆若

雲峨禧禪師派演二十字。

行至覺海澄　光含福慧清　慈舟興普濟
正法印南能

慧林宗禪師派演十六字。

本常清淨　行解宏深　宗開慈濟
紹祖傳燈

眉山霈禪師派演十六字。

道傳正宗　戒宣真印　萬古祖燈
光明吉慶

麻城興福寺派演三十二字。

紹續聯芳　慧燈普照　智廣覺圓
了悟心宗　繼起善德　道果周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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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雲法海　清淨光風

隨州大洪山派演十六字。

祖道興隆　萬世聯芳　戒德元宏
永遠遐昌

黃岡寶葢寺派演四十字。

本有智善法　因證悟尚因　自從今古派
萬代永興隆　傳道如來慧　廣施濟世功
了明真實義　理事悉圓融

鵝湖峰頂派演二十字。

悟本成等妙　應修戒定章　元遵定理實
古世慧從昌

大悟山派演四十字。

祖道明宗正　戒定福慧圓　妙性真如海
慈濟廣宏傳　機靈心大悟　義勝理周全
若問玄中旨　長空月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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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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