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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華嚴蓮社佛⾨名聯錄》
為海安觀⾳禪寺⼤雄寶殿作楹聯
為海安觀⾳禪寺彌勒殿作楹聯
為海安觀⾳禪寺觀⾳殿作抱柱聯
為海安觀⾳禪寺地藏殿作楹聯
為美國華嚴蓮社講堂⼤⾨作嵌字聯
為美國華嚴蓮社講經禮懺法會作⾨聯
為美國華嚴蓮社護法堂作⾨聯
為某寺三寶佛殿撰楹聯
為東⾺沙巴普陀寺新建圓明殿作嵌字聯
為桃園⼤溪靜修寺⼤殿作嵌字聯
為某地法藏寺作嵌字聯
為⾺來西亞慧明講堂作嵌字聯
為某寺⼤雄寶殿作楹聯
為某佛教講堂撰楹聯
為宜蘭員山普照寺⼤殿作楹聯
為某寺⾦剛寶塔落成作賀聯
為僑愛佛教講堂⼤殿作嵌字聯
為某寺新建廚房作賀聯
為彰化市佛教會浴佛節慶典作會場聯
為彰化佛教會禮梁皇懺法會作懺堂聯
賀信徒結婚聯
為僑愛講堂孝親堂作嵌字聯
敬輓泰州光孝律寺先法師祖肇源太⽼和尚
為守成同學輓焦山智光太⽼和尚
敬輓焦山定慧寺智光曾師祖
敬輓泰州光孝律寺南亭法師祖
輓上海⽟佛寺真禪⽅丈
為⽩聖和尚舍利塔撰⾨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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輓俗家表弟妙然和尚
輓殊度徒圓寂
代正度信度彌度徒輓其殊度師兄
輓故護法王鳳德居⼠
代⾳度徒輓殊度師弟
代妙釋寺信眾輓殊度住持
代妙果孫徒輓其殊度師叔
◎茲將蓮社相關寺院名聯錄後：
曲塘宏開寺山⾨聯（⽟成尊宿作）
海安觀⾳禪寺山⾨聯（⽟成尊宿作）
以焦山住持⽴場輓先師祖⽟成太⽼⼈聯
宜蘭員山普照寺佛殿楹聯（南亭和尚作）
為某地弘明寺嵌字⾨聯（南亭和尚作）
⾹港⾹光精舍嵌字楹聯（南亭和尚作）
台中佛教會館法華法會⾨聯（南亭和尚作）
台中佛教會館法華佛七會場楹聯（南亭和尚作）
佛教會館法華誦經法會經堂楹聯（南亭和尚作）
⾹港東蓮覺苑⼤⾨嵌字聯 （靄亭和尚作）
賀⾹港東蓮覺苑落成聯 （靄亭和尚作）
海安觀⾳禪寺⼤雄寶殿楹聯
台北華嚴蓮社圖書館釋迦⽟佛龕聯
台北華嚴專宗學院講堂⾨聯（廣元法師作）
台北華嚴蓮社⼤⾨楹聯 （張劍芬作）
台北華嚴蓮社最吉祥殿盧舍那佛龕聯
泰州光孝律寺書擘窠⼤字聯（清初⾼江村）
營溪觀⾳禪寺僧房聯 （未記名）
泰州光孝律寺彌勒佛龕聯 （未記名）
泰州光孝律寺⽅丈廳聯 （未記名）
某寺佛殿楹聯 （未記名）
某寺功德堂楹聯 （未記名）
輓學兄常惺和尚聯（智光⼤師作）
輓先師祖⽟成太⽼⼈聯（⽂⼼和尚作）
敬輓戒師證蓮和尚聯 （南亭和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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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輓先師智光上⼈聯 （南亭和尚作）
敬輓先法師常惺上⼈聯（南亭和尚作）
敬輓先曾師祖⽟成太⽼⼈聯（南亭和尚作）
輓師兄靄亭和尚聯 （南亭和尚作）
輓焦山卓然和尚聯 （靄亭和尚作）
敬輓先曾師祖⽟成太⽼⼈（靄亭和尚作）
輓栖霞山若舜和尚聯 （靄亭和尚作）
輓窗兄常惶法師聯 （靄亭和尚作）
笑佛楹聯輯錄

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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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蓮社佛⾨名聯錄》

為海安觀⾳禪寺⼤雄寶殿作楹聯

佛陀⼤慈悲懷念眾⽣中⼟垂迹施救濟　含識多苦難亟思解脫⼗⽅感
戴作津梁　

為海安觀⾳禪寺彌勒殿作楹聯

入世顯慈悲未曾開⼜先含笑　隨時現感應豈待當來始下⽣　

為海安觀⾳禪寺觀⾳殿作抱柱聯

照五蘊皆空知⾊受想⾏識諸法如幻　度⼀切苦厄於⼈天獄鬼畜隨類
現身　

為海安觀⾳禪寺地藏殿作楹聯

受佛陀殷囑於忉利天宮縱令劫盡願無盡　秉菩薩宏誓作幽冥教主直
待⽣空獄倂空　

為美國華嚴蓮社講堂⼤⾨作嵌字聯

華藏世界廣演法⾳天龍八部常擁護　嚴淨道場普濟含識晝夜六時恆
吉祥　

為美國華嚴蓮社講經禮懺法會作⾨聯

演揚八⼤⼈覺感佛深恩開智慧　啟建慈悲道場懺我宿業出輪迴　

為美國華嚴蓮社護法堂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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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杵鎭魔軍佛海三洲同感應　⾦剛護正法僧園四眾共霑恩　

為某寺三寶佛殿撰楹聯

三祇煉⾏百劫修因功圓果滿成⼤覺　九界導師四⽣慈⽗含識有情悉
皈依　

為東⾺沙巴普陀寺新建圓明殿作嵌字聯

圓修普賢⾏萬德莊嚴五濁惡世成淨⼟　明悟⽂殊智⼀塵不染六道含
靈証真如　

為桃園⼤溪靜修寺⼤殿作嵌字聯

靜⽽後能安安住菩提⼤道　修以彰性德德嚴妙果法身　

為某地法藏寺作嵌字聯

法海壯波瀾唯信能入三摩地　藏識多善種得緣即証⼀佛乘　

為⾺來西亞慧明講堂作嵌字聯

慧劍重揮煩惱頓成妙覺道　明珠乍現光輝永耀古禪⼼　

為某寺⼤雄寶殿作楹聯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超三乘因果⼀實頓圓是名善逝　世出世間從本無
⼆離諸般幻相眾緣悉備乃稱如來　

為某佛教講堂撰楹聯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依經律論証⼀佛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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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宜蘭員山普照寺⼤殿作楹聯

萬德莊嚴五濁惡世成淨⼟　⼀⼼皈命六道含靈證真如　

為某寺⾦剛寶塔落成作賀聯

無⼈相無我相無眾⽣相無壽者相有相皆虛妄　有佛⼼有聖⼼有平等
⼼有安樂⼼無⼼不慈悲　

為僑愛佛教講堂⼤殿作嵌字聯

僑寄娑婆厭茲五趣輪迴脩道早離煩惱去　愛棲安養登彼三摩寶地超
塵常伴聖賢居　

為某寺新建廚房作賀聯

⾹積廚中興妙供　五觀堂裡享酥酡　

為彰化市佛教會浴佛節慶典作會場聯

九龍吐⾹⽔諸佛現⾦身祥光普照三千界　萬眾誦尊經全民蒙法益瑞
靄遍覆五⼤洲　

為彰化佛教會禮梁皇懺法會作懺堂聯

建勝會禮梁皇仰仗佛慈回劫運　迎吉祥消災難願憑法⼒致和平　

賀信徒結婚聯

同德同⼼成佳偶　修福修慧結良緣　

為僑愛講堂孝親堂作嵌字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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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能合道功始⽴　親得離塵願⽅酬　

敬輓泰州光孝律寺先法師祖肇源太⽼和尚

中洲勝剎史有⾼僧風骨邁前賢說法傳萬⾔妙諦　濁世清流功侔抵柱
庸愚慚後學瓣⾹悼⼀代宗師　

為守成同學輓焦山智光太⽼和尚

多年承訓兩度封關庇蔭向蒙公厚愛　⼀旦睽違千秋永訣憑依頓失我
何堪　

敬輓焦山定慧寺智光曾師祖

終身道業精勤為佛教為眾⽣濟度悲懷多已遂　〺載慈⼼訓誨授經論
授⽂學海山恩德愧未酬　

敬輓泰州光孝律寺南亭法師祖

住世八三年談經說法上中下根俱蒙益　侍公四七載⾯命⽿提戒定慧
學愧未明　

輓上海⽟佛寺真禪⽅丈

法界宗⾨待復興那堪遽殤⼤匠　娑婆含識盼拯濟祈願速返慈航　

為⽩聖和尚舍利塔撰⾨聯

⽩公⼤法傳千古　舍利靈光耀萬年　

輓俗家表弟妙然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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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不阿堅守民族傳說　處事因果分明衛護佛⾨威儀　

輓殊度徒圓寂

⼗年發⼤⼼弘法利眾新古剎　⼀旦⽣華藏功圓果滿証真常　

代正度信度彌度徒輓其殊度師兄

殊勝⽅便智稱真如性圓覺道　度緣功德滿歸華藏界証法身　

輓故護法王鳳德居⼠

極樂願⾏深今朝暫⾏西⽅去　娑婆眾⽣苦他⽇亟盼東⼟回　

代⾳度徒輓殊度師弟

揮淚哭師弟發⼤願展長才重興古剎稱能⼿　回⾸愧愚兄學未充道待
⽴欲建伽藍⽋籌謀　

代妙釋寺信眾輓殊度住持

⽣性恬淡⼒戒浮華⾜為後學矜式　操持溫和倡⾏實踐誠乃今世良模　

代妙果孫徒輓其殊度師叔

殊途同歸相敬相親執卷問法承指點　度眾共學希聖希賢登⾨求教失
瞻依　

◎茲將蓮社相關寺院名聯錄後：

（以上諸聯皆成⼀習作，如有不通處，敬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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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教）

曲塘宏開寺山⾨聯（⽟成尊宿作）

暮⿎晨鐘驚醒多少江湖名利客　經聲佛號喚回無邊苦海夢中⼈　

海安觀⾳禪寺山⾨聯（⽟成尊宿作）

憂鉢花開⾹傳三千世界　善提樹長蔭遮百萬⼈家　

以焦山住持⽴場輓先師祖⽟成太⽼⼈聯

（智光⼤師作）

道範冠諸山密⾏精持齒德兼尊不獨泰東稱長⽼　此時歸真去⾨庭整
肅⼦孫繁茂永留塵跡好光輝　

宜蘭員山普照寺佛殿楹聯（南亭和尚作）

跡降西乾龍吟虎嘯驚魔膽　教流東⼟⽟震⾦聲演法⾳　

為某地弘明寺嵌字⾨聯（南亭和尚作）

弘願啟愚蒙⼆空能解眾⽣縛　明星昭正覺萬類原齊我佛⼼　

⾹港⾹光精舍嵌字楹聯（南亭和尚作）

⾹海湧⾦蓮出世善根深境界　光明作佛事普⾨無礙妙莊嚴　

台中佛教會館法華法會⾨聯（南亭和尚作）

會三歸⼀舉⼿低頭皆成佛　開權顯實受持讀誦總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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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佛教會館法華佛七會場楹聯（南亭和尚作）

五⼗年捨⽗逃逝嗟欣稚⼦知歸⾜承家業　百千劫草菴稽留且喜⾦山
垂範堪教佛乘　

佛教會館法華誦經法會經堂楹聯（南亭和尚作）

五⼗年⾟苦竛竮祇為捨⽗逃逝　三千界塵坌躊躅惟憐稚⼦無知　

⾹港東蓮覺苑⼤⾨嵌字聯 （靄亭和尚作）

東照⼀光昏衢灼破　蓮開九品彼岸同登　

賀⾹港東蓮覺苑落成聯 （靄亭和尚作）

法苑結東蓮芳範直追師惠遠　義學興寶覺仁風不減聖宣尼　

海安觀⾳禪寺⼤雄寶殿楹聯

（茗山法師作）

因滿果圓導三乘以齊成覺道　悲深願切拯四⽣⽽共證真常　

台北華嚴蓮社圖書館釋迦⽟佛龕聯

（廣元法師作）

授記燃燈修⾏歷三僧祇劫　降⽣兜率說法滿四⼗九年　

台北華嚴專宗學院講堂⾨聯（廣元法師作）

翠⽵⿈花皆佛性　清溪皓⽉照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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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華嚴蓮社⼤⾨楹聯 （張劍芬作）

因該果果徹因發⼼便成正覺　理涵事事具理⾏布不礙圓融　

台北華嚴蓮社最吉祥殿盧舍那佛龕聯

（張劍芬作）

安坐寶蓮華真性光明原遍照　周環⾹⽔海微塵剎⼟悉相涵　

泰州光孝律寺書擘窠⼤字聯（清初⾼江村）

顏光瞻帝座　忠孝識臣⼼　

營溪觀⾳禪寺僧房聯 （未記名）

剪⼀⽚⽩雲補衲　留半窗明⽉看經　

泰州光孝律寺彌勒佛龕聯 （未記名）

眼前都是有緣⼈相⾒相親怎不滿腔歡喜　世上儘多難耐事⾃作⾃受
何妨⼤肚包容　

泰州光孝律寺⽅丈廳聯 （未記名）

倩⼈搔背上些上些再上些真痛癢應須⾃認　對⾯猜拳是了是了又是
了實消息還屬他知　

某寺佛殿楹聯 （未記名）

佛即⼼⽿可對⼼斯可對佛　天即理也不愧理⾃不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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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寺功德堂楹聯 （未記名）

虔受三皈為了⽣脫死根本　謹持五戒乃斷惡修善基⽯　

輓學兄常惺和尚聯（智光⼤師作）

溯華嚴⼀會廿載友誼法⾨知⾳公為最　驚噩耗傳來頓成隔世因緣欲
話我⼼酸　

輓先師祖⽟成太⽼⼈聯（⽂⼼和尚作）

接引仗慈光丱角得度恩難報　愴然離碩望雙林悲仰慟何依　

敬輓戒師證蓮和尚聯 （南亭和尚作）

往事溯當年屍羅堂中棒喝親承感德澤　涅槃哀此⽇獅絃響絕法⾳杳
冥動悲思　

敬輓先師智光上⼈聯 （南亭和尚作）

懿⾏在圓教塵剎劫悲願弘深⾜為後式　撝淚瞻遺容五⼗年師徒永訣
媿未忘情　

敬輓先法師常惺上⼈聯（南亭和尚作）

祖庭任重法乳恩深落⽇陟岵思罔極　⾹海波竭彌山輪毀臨風撫樹痛
無涯　

敬輓先曾師祖⽟成太⽼⼈聯（南亭和尚作）

入世具鴻慈修殘破庵堂度苦惱群眾春風化⾬　德澤幸親承⼤恩深受
難⾔報　超凡惟淨⼟持⾦剛輪咒念彌陀世尊感果如因　蓮台今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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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依頓失痛何堪　

輓師兄靄亭和尚聯 （南亭和尚作）

⼗載苦別離何期萬⾥歸來僅博得數⼣清談⿈　歇浦濱悲永訣　⼀靈
如不泯忍捨⼆師遽去空存餘幾篇遺教海　珠江上痛招魂　

輓焦山卓然和尚聯 （靄亭和尚作）

接物極慈和城府捐除到處都是真⾯⽬　慨時多患難棟樑傾折賴誰共
挽惡波瀾　

敬輓先曾師祖⽟成太⽼⼈（靄亭和尚作）

庭訓夙趨承誨喻勤勤頑⽯⼀拳資切琢　慈光今⾒背聲容渺渺家山⽚
⽉動哀思　

輓栖霞山若舜和尚聯 （靄亭和尚作）

獨⼒復栖霞艱苦經營功成⼀代中興祖　隻身來嶺海慈悲普度教化無
數有緣⼈　

輓窗兄常惶法師聯 （靄亭和尚作）

為僧界作育英才遍設講壇閩南華北皖⽔浙江　遺範今猶存匪特海陵
霑化⾬　體佛慈哀憐苦難廣施救濟收養災黎掩埋骨骼　積勞竟不起
豈唯鄉⼟失良模　

笑佛楹聯輯錄

（浙江⼀寺院中的彌勒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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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腸寬肥容世界，⼤⼤⼤︔　⼼肺冷靜笑⼈⽣，哈哈哈。　

（臺南開元寺、蘇州西園寺）

⼤肚能容，了却⼈間多少事︔　滿腔歡喜，笑開天下古今愁。　

（洛陽⽩⾺寺、揚州平山堂等寺）

⼤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慈顏常笑，笑世間可笑之⼈。　

（峨眉山靈岩寺）

開⼜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笑︔　⼤肚能容，容天容地，于
⼰無所不容。　

（山東濟南千佛寺）

笑到幾時⽅合⼜︖　坐來無⽇不開懷。　

（湖南衡陽羅漢寺）

⼤肚能容，問⼈間恩怨親仇，個中藏有幾許︖　開⼜便笑，笑世上
悲歡離合，此處已無些須。　

（民間彌勒殿）

緣何頤⼜笑︖　畢竟肚⽪寬。　

（浙江鄞縣天童寺）

⼤肚能函，斷却許多煩惱礙︔　笑考可掬，結成無量歡喜緣。　

（四川峨眉山洪春坪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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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何妨真⾯⽬︔　對⼈總要⼤肚⽪。　

（四川樂山凌雲寺）

笑古笑今，笑東笑西，笑南笑北，笑來笑去，　笑⾃⼰原本無知無
識︔觀事觀物，觀天觀地，　觀⽇觀⽉，觀上觀下，觀他⼈總是有
⾼有低。　

（湖北當陽⽟泉寺）

⼤肚能容，包含⾊相︔　慈顏常笑，指⽰迷途。　

（北京海會寺）

終⽇解其頤，笑世事紛耘，曾無了局︔　經年袒乃腹，看胸懷灑
落，却是上乘。　

（民間彌勒佛聯）

布袋元空容甚物︖　跏趺半坐笑何⼈︖　

（雲南麗江喜祇園）

⼤肚⽪千⼈共⾒，何所有，何所不有︔　開⼜笑幾時休息，無⼀
⾔，無⼀不⾔。　

（成都寶光寺）

你眉頭著什麼急，但能守分安貧，　便收得和氣⼀團，常向眾⼈開
⼜笑︔　我肚⽪這般樣⼤，總不愁穿慮吃，　只講個包羅萬物，⾃
然百事放寬⼼。　

（福州湧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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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呵呵坐山⾨外，覷看去的去來的來，　皺眼愁眉，都是他⾃尋煩
惱︔　坦蕩蕩在布袋中，無論空不空有不有，　含哺⿎腹，好同我
共樂升平。　

（杭州靈隱寺）

峰巒或再有⾶來，坐山⾨⽼等︔　泉⽔已漸⽣瞬意，放笑臉相迎。　

（昆明華亭寺）

青山之⾼，緣⽔之深，豈必佛⽅開⼜笑︖　徐⾏不困，穩步不跌，
何妨⼈⾃縱⼼游！　

（四川萬年寺）

願將佛⼿雙垂下︔　摩得⼈⼼⼀樣平。　

（廣東南華禪寺、福州⿎山湧泉寺）

⽇⽇攜空布袋，少⽶無錢，却剩得⼤肚寬腸，　不知眾檀越，信⼼
時⽤何物供養︖　年年坐冷山⾨，接張待李，總⾒他歡天喜地，請　
問這頭陀，得意處是甚麼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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