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家申請文件一覽表_2020 版 

『申請出家文件 一覽表』 
 

1. 真佛宗弟子受出家戒申請書。(一、二)。(宗委會格式) 

2. 原服務道場推薦函。（格式由道場自訂） 

3. 當地密總(協)會推薦函。（格式由密總(協)會自訂） 

『如當地無真佛宗密教總(協)會，此項省略。』 

4. 出家自願書。(宗委會格式) 

5. 二位至親的同意書。(宗委會格式) 

6. 道場同意常住或掛單函。(宗委會格式) 

7. 剃度後服務道場的當地國家合法居留身份證件影印本。

(政府格式) 

8. 肺結核檢驗報告。（醫院診所格式） 

9. Β型肝炎檢驗報告。（醫院診所格式） 

10. 無犯罪記錄證明。（政府格式） 

『如無法提供此文件，需來信函詳細說明。』 

11. 自傳。(格式自訂)。 

『簡述 500 字以上，教育程度、人生經歷、出家想法、修行學佛經歷、

專長、職業、社會家庭工作經歷、出家後的規劃願景…』 

12. 申請出家者參加「出家前僧團適應課程」同意書。 

(宗委會格式) 

13. 真佛宗(特例)出家者「出家後健康養老自理同意書」。 

(宗委會格式) 

『 特例出家者定義：1. 年長者或超過 45 歲以上，申請出家； 

2. 已患有重大傷病者(如癌症、重度器官障礙等)，皆需填寫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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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宗弟子受出家戒申請書（一） 

       APPLICATION FOR ORDINATION  

本人至誠要求受出家戒為真佛宗比丘 /比丘尼，謹呈申請表如下﹕  

With the application filled below, I sincerely request to become a monk/nun of the True Buddha School: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國籍﹕ 

Nationality: 

法號﹕ 

Dharma Name: 

出生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Date of Birth:                 Y              M               D 

性別﹕ 

Gender: 

皈依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Refuge Date:                  Y              M               D 

職業﹕ 

Occupation: 

身分證號碼﹕ 

ID Number: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離婚 

Marital Status:             （）Single                    （）Married                  （）Divorced 

本人聯絡電話﹕ 

Phone Number: 

電郵﹕ 

Email Address: 

學歷﹕ 

Education: 

本人現居地址﹕ 

Current Address: 

剃度前的服務道場﹕ 

Place of Service Prior To Ordination: 

職稱﹕ 

Position: 

服務時間﹕                           年             

Length of Service:               Y 

剃度後的服務道場﹕ 

Service Location After Ordination: 

核示﹕ 

Approved By: 

 

 

 

 

 

 

填表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Fill Date:                     Y              M               D 

相片 

photo 

申請人簽名： 

Application Signature: 

出家戒牒編號： 

Ordination Number: 

剃度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Date of Ordination:             Y              M               D 

 剃度地點：  

Location:   

 

註﹕1. 本申請表須連同檢附道場推薦函、當地密教總會推薦函、自願書、親人同意書、道場常住或掛

單同意函、剃度後服務道場的當地國家合法居留身份證件影印本、無犯罪記錄證明（如無法提

供此證明，則需來信詳細說明）、肺結核與 B型肝炎檢驗報告，始得受理出家申請。 

Note:   All application will only be considered with the following submittal of: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rom Local 

Chapter and Tantric Center of the country of the applicant (if any), Letter of self-voluntary (in taking the 

ordination), and Letter of Consent (from closest family member). Letter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Temple or 

Chapters and the applicant, photocopies of the Legal Permanent Residences of the Country of the applicant, no 

criminal record:Certificate of Good Conduct (If you can not provide this proof, you need to write a letter 

explaining the reason ), Tuberculosis Examination Report, and Hepatitis B Examination Report. 

2. 四十五歲以上的申請出家者，資糧（包括健康保險、起居……等等費用）須自備。如出家前一

直在道場服務，並經道場理事會同意，則可予開解。 

Anyone who is 45 year old or older, applies to be ordained to be a monk/nun, must be self-sufficient financially 

(including the health insurance, the daily life expenses etc....).  

If the applicant has helped the local Temple or Chapter and there is an agreement by the local Temple or Chapter 

to help the applicant, then there may be an exception to the above self-sufficient finan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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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答詢 Questionnaire 

1. 是否有不良嗜好？ □有，請說明﹕                                                   □無 

Do you have any bad habits? □Yes, please specify:                                    □No 

2. 是否有負債？ □有，請說明﹕                                                   □無 

Are you in debt? □Yes, please specify:   □No 

3. 是否有傳染病？ □有，請說明﹕                                                   □無 

Do you carry any infectious disease? □Yes, please specify: □No    
 

從師學佛歷程 Cultivation History 

曾經皈依或常親近之師父 
Previous Masters/Teachers/Gurus 

道場名稱 
Name of Temple or Chapter

時間 
Duration 

主要修習課目 
Major Cultivation Topics 

    

    

    

自修學佛簡歷 Self Cultivation History 
時間 

Duration 
主要修習課目 

Major Cultivated Topics 

  

  

  

學佛心得與出家願望﹕ 
Cultivation experiences and aspirations for being ordained: 

 

真佛宗弟子受出家戒申請書（二）  
       APPLICATION FOR ORDINATION  

 



 

自 願 書 
 

本人          身分證號碼              

國籍           今次自願發心出家，一切後

果自負，與他人無關。 

 

 

 

    立自願書人            日期 

 

 

                 年   月   日 

    (簽名) 

 
 

 



 

Letter of Voluntary  
 

 

I,                       ,  

with 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nationality, vow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of my decision to be ordained as Buddhist 

Monk/Nun and to accept any consequences arising thereafter. 

 

 

 

Signature:        Date: 

 

 

                  Y    M    D 

 



親人同意書(一) 
本人                    （請正楷書寫）， 

同意                    （申請出家者的姓名）
於真佛宗剃度出家。 

本人是申請出家者的          （親屬關係）。 

本人地址： 
聯絡電話： 

  立同意書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親人同意書(二) 
本人                    （請正楷書寫）， 

同意                    （申請出家者的姓名）
於真佛宗剃度出家。 

本人是申請出家者的          （親屬關係）。 

本人地址： 
聯絡電話： 

  立同意書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親人同意書，由二位至親填寫。有配偶者，其中一位必須是配偶。無配偶者，必須是父母親。無父母

親者，必須是兄弟姐妹。無兄弟姐妹者，必須是親生子女。如上述親人皆無者，則須來函註明。 



Letter of Consent (First) 
I,                    (First Next of Kin),  

Consent                     (Applicant)  

to be ordained as the True Buddha School Buddhist Monk/Nun. 

I am the applicant’s         (Relationship)     

My Address and Tel: 
 

Signature:        Date: 

                Y    M    D 
 

Letter of Consent (Second) 
I,                    (Second Next of Kin),  

Consent                     (Applicant)  

to be ordained as the True Buddha School Buddhist Monk/Nun. 

I am the applicant’s         (Relationship)     

My Address and Tel: 
 

Signature:        Date: 

                Y    M    D 
Note: Application needs two Letters of Consent. These are from two immediate relatives: Spouse if married, if 

not, then parents, if parents not available, then siblings, if not available, then uncles and aunts, if not available 

then sons or daughters etc.; if no relatives, please write a letter to explain. 



道場同意常住或掛單函 
 

道場名稱：                                                     
道場地址：                                                       

道場電話：                   道場傳真：                          

 

茲有              發心剃度出家，理事

會（董事會）同意其剃度後，聘請其成為本道場

的□常住   □掛單（請打ˇ），在本道場服務。              

                             

 

 

 理事會（董事會） 

 

 

 

                年   月   日 

  （蓋章）                （日期） 
 



Letter of Agreement 

For Permanent or Temporary Residence for the Applicant 

by Temple or Chapter 

 

Temple or chapter name:                                                

Temple or chapter address:                                                             

Temple or chapter tel:               fax:                                                

 

The applic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who has 

vowed to take Buddhist ordination, upon his or her ordination, 

and upon approval of the temple’s committe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be accepted into the temple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temporary residence (please check 

one of the boxes), and will serve in the above mentioned 

temple or chapter.                                    

Committee (Board of directors):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              Y    M   D 

(Stamps)         



申請出家者參加「出家前僧團適應課程」同意書 

申請出家者參加「出家前僧團適應課程」同意書 
 

    本人(姓名)：                       年齡：      歲  性別：□男  □女 

    國藉：                學歷：               

    居住地址：                                                        

   為了更加了解自己是否能堅定出家志願，並能夠適應僧團生活： 

1. 本人願意遵守並配合，依照宗委會指定之日期、時間，至宗委會指定之道場

進行出家前僧團適應課程十週。 

2. 在本課程學習過程中，本人願意配合宗委會指定道場之日常生活作息安排及

相關規定。 

3. 本人了解，完成此十週的僧團適應課程，不代表就已經通過出家審核。無論

課程考核結果如何，宗委會擁有本人可否出家的最後決定權，本人願意無異

議接受任何結果。  
 

本人願意接受「出家前僧團適應課程」的學習與指導，茲此證明 

                      立約人簽名：                         

                   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  

◎備註：  (以下由宗委會法務處填寫)  

宗委會安排「出家前僧團適應課程」之指定事項如下： 

國家：                        道場：                                        

學習觀察期間為(十週)： 

(西元)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報到日期：              時間：              



健康養老自理同意書_2020 版 

真佛宗(特例)出家者「出家後健康養老自理同意書」 

◎特例出家者定義：□1. 年長者或超過 45 歲以上，申請出家； 

                  □2. 已患有重大傷病者(如癌症、重度器官障礙等)， 

                      以上皆需填寫本表。請在□內打勾ˇ。 

本人姓名：                                 法號：________    __ __________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年齡：      歲 性別：□男 □女 

國藉：        ___ _身分證號碼：                 護照號碼：        ___     __ 

 

本人對於出家後的「個人健康管理規畫」，擬定如下： 
(註：請確實填寫您的醫療保險，老人年金，老人院，生活自理等等規劃，以供宗委會審核參考)： 

1. 出家後的醫療保險：□沒有   □有，名稱：                                 

2. 公積金、勞保年金、國民年金或其他：□沒有 □有，金額約：                          

3. 退休金或存款 ：□沒有  □有，金額約：                                   

4. 養老院(或臨終關懷中心)規劃：□沒有  □有，名稱：                       

5. 家人奉養照顧終老：□不願意  □願意，家屬姓名：                           

6. 參加「年老(或醫療)」生活自理計畫：□沒有 □有，名稱：                    

 

茲此證明 
    本人屬於年長超過 45 歲者(或已患有重大傷病(如癌症、重度器官障礙等)

者)，自願發心出家，並同意於出家後，一切自身健康與養老等費用(包括衍

生所有照顧看護等情況)，一律由本人自理或由本人至親家屬協助處理，與

宗委會或出家後所服務之道場無關。 

          立約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屬一位代表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 

家屬住址：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