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奘大師傳奇（二）

玄奘法師在聽戒賢論師講

《瑜伽師地論》時，一道參加

聽講的大約有一千多人，其中

還有許多外道。有位婆羅門教

徒，聽講以後竟在場外時哭時

笑。

大家覺得奇怪，問他原

因，他說：「我是東印度人，

過去曾在印度南端海邊普陀羅

山觀自在菩薩像前發誓，想要

做個國王，那時菩薩叫我不可

發這樣的願，應當前往那爛陀

寺，聽戒賢論師為一位震旦比

丘講《瑜伽師地論》。依照聽

法的功德將來可以見佛，做什

麼國王呢？果然，現在震旦的

比丘已經到了，戒賢論師正在

為他開講，與當時觀自在菩薩

所說的完全脗合。所以我因此

被佛教的不可思議感動得難以

形容，而情不自禁地又哭又笑

了！」

戒賢論師得知這件事，就

允許那位婆羅門進入那爛陀寺

講堂裡面聽法。

戒賢論師花了十五個月

的時間，把《瑜伽師地論》講

完，然後派人把那位婆羅門教

徒送到戒日王那裡。

戒日王是位奇特的人物，

 聖印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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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戒賢論師那裡送了一個聽

法的婆羅門來，就封給他三邑

的土地，那婆羅門真的做起一

個小國王來，果然應了他當初

的心願。

玄奘法師在聽講和住在該

寺修學的時候，還發生很多不

可思議的事情，在《慈恩傳》

中記述得很詳細，這裡不多說

了。

那爛陀寺當時的學風，與

現在的大學教育很近似，學僧

們除了聽論師的講授外，更注

重自由的研究、討論，並且常

常舉行辯論會。

玄奘法師在那爛陀寺住了

五年之久，每次參加辯論會，

總是他獲勝，因此聲譽日隆，

五印度的國王，都爭著供養

他。其中戒日王，對玄奘法師

特別的欽敬。

唐朝貞觀十五年，也就是

西元六四一年，玄奘法師四十

歲的時候，印度的曲女城舉行

一次特別的辯論大會。全印度

共有十八位國王以及佛教的

大、小乘出家人，同時還有婆

羅門教徒等，一共六千多人參

加。

大會的主持人就是戒日

王，他特別禮請玄奘法師為大

會的主講人。

玄奘法師認為這次大會關

係重大，事先作了充分準備。

他在大會之前，就把「真唯識

頌」的講稿寫好了。

大會開幕後，他站在臺上

向大眾高聲朗誦。誦讀完畢，

又宣告說：

「我這真唯識頌，有誰

能駁倒或是更改其中的一字一

句，我願意斬首謝眾！」玄奘

法師在大會中，花了十八天的

時間，演講唯識思想，聽者無

不心悅誠服，沒有一個人敢出

來應戰，更別說更改他的「真

唯識頌」了。

於是大會就贈送他「全印

度第一位佛教論師權威學者」

的榮銜。

大會結束日，戒日王以

大象供玄奘法師乘坐，遊行全

玄奘大師傳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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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百姓都歡呼頂禮膜拜。法

師的光榮，也是中國人的光

榮。

一千多年後的今天，這分

光榮仍然被全世界學者一致傳

頌著。

曾經擔任過日月潭玄奘寺

住持的道安法師，曾經作過一

副讚美玄奘法師德學的對聯。

那副對聯是這樣寫的：

「萬古仰完人，大漢聲威揚

異域；

千秋傳絕學，盛唐文物震

全球。」

這一副對聯把玄奘法師的

德學，形容得淋漓盡致，現在

被雕刻在日月潭玄奘寺前「玄

奘大師取經行迹圖」的兩邊柱

子上，供遊客瞻仰。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

早就傳到我國了，玄奘法師住

在四川益州空惠寺的時候，有

位法師就把《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的梵音傳授給他。他就因

為不斷誦念這部經，才能安然

抵達印度。

玄奘法師進入印度以後，

剛好來到了恆河邊，看到河邊

聚集了很多土人在鼓動喊叫，

突然把玄奘法師包圍起來，然

後粗魯地把他推倒在地上。

接著他們嘴裡就嘰哩咕嚕

地叫喊個不停。當時，玄奘法

師初抵印度，言語不太通曉，

不明白他們到底在說些什麼？

或者準備對他怎麼樣？

玄奘法師正在疑惑的時

候，土人們竟把他抬到恆河的

岸邊。這時候他已經覺察到這

些土人的來意，是對他不利

的。

原來，當地婆羅門教派中

有一個惡習，就是每年都要用

一個活人來祭河神，把活人投

入恆河中淹死。玄奘法師到達

那天，剛好是他們祭河神的日

子。原來已準備了一名土人作

為祭品，這不幸土人的父母、

妻子、兒女正圍著他悲泣不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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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玄奘法師正好打那兒

經過，被土人看見，於是捨棄

了土人，而改以玄奘法師當祭

品了。

玄奘法師意識到這麼一件

意料不到的飛來橫禍，心想：

「自己的生命因緣，到此為止

了，又如何呢？」於是他以似

通非通的印度話，向土人們比

手畫腳地說：

「我是從震旦來的佛教沙

門。依照震旦的習慣，沙門在

臨死之前，必須要舉行念經、

拜懺的。請你們答應我這最後

的要求，好嗎？」

玄奘法師見土人們點頭許

可，就跪在地上，雙手合十，

開始用梵音誦念《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誦完了第二遍，正

準備誦第三遍的時候，說也奇

怪，天上忽然陰雲蔽空，伸手

不見五指，而且西北刮來了狂

風，一時飛砂走石非常可怕。

土人們看見這樣的情形，嚇得

四處亂跑。他們以為這沙門有

大法術、大神通，如果把他投

入恆河，不知他會祈求梵天降

下什麼大災大難？

飛砂走石一過，白日重

現，土人們又聚攏過來，一齊

跪在地上，向玄奘法師拜個不

停，口裡喃喃的請他恕罪，玄

奘法師才得死裡逃生，接著向

土人們開示，告訴他們以活人

祭河神是迷信。殺生尚且有

罪，殺人罪惡更重！土人們聽

了，紛紛表示懺悔，從此改了

惡習。

玄奘法師能夠逃過一劫，

可說是靠誦念《般若心經》的

不可思議功德所賜，以此功德

感應了佛、菩薩，以威神的大

力前來庇護，使他得以脫離大

難，轉危為安。

玄奘法師是在貞觀三年動

身前往印度，到貞觀十九年才

返抵國門，這一趟遠行，前後

共花了十七年的時間。

當玄奘法師向戒賢論師

及戒日王等表示要回國的時

候，受到一再的挽留，但是他

返國的意志非常堅決，對方發

玄奘大師傳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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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無法勉強，改以各種供養，

以供他途中的需要。由於經書

及行李很多，戒日王還特別贈

送一頭大象、十匹騾馬、四匹

純馬，並且指派四名使者，攜

帶戒日王的國書沿途護送。此

外，還有僧侶七人、雇工二十

多人隨行。沿途所經各國，無

不一一迎送。等玄奘法師一行

安抵中國邊境，他們才依依不

捨的回國。

過去玄奘法師曾答應高昌

王於回國時必須取道高昌，停

留三年。但是到達活國時，打

聽到高昌國已經被大唐所滅，

國王鞠文泰殉難，如此一來就

不必前往高昌了，於是改道越

過帕米爾高原，到于闐國。

歸途因涉水流失了不少經

典，只好在于闐暫作停留，一

面派人到龜茲以及喀什噶爾諸

國再行蒐集，並修書派人前往

長安呈送太宗皇帝，表白當初

偷渡出國的罪行。在于闐等候

了七、八個月，應補充的經書

已經蒐集齊全，而太宗的詔書

也來到了，詔書中赦免了法師

偷渡出境的罪，且言詞懇切，

促勉立即動身回國。

接詔書後由于闐出發，向

東行三百餘里到此馬城。由此

進入沙漠，再行二百餘里，才

到達尼亞城，再向東行就入流

沙區域。流沙之中沒有水草，

且風吹沙流，有熱毒魍魅、發

燒囈語等的疾病流行。而且沙

中沒有路徑，行人多以人畜遺

骨作為標誌。行旅的艱難，如

同越過鬼門關一樣，隨時有死

亡的可能。

經過重重的艱險返回國

境後又上一表，太宗皇帝就命

宰相房玄齡，指派官員出城迎

接。到貞觀十九年也就是西元

六五四年正月初六，才安抵長

安都城。那時玄奘法師已經

四十四歲了。在那十七年中遊

歷三十多國，遍訪各處佛蹟及

法師，學成唯識之學，並攜回

梵文原具六百五十部之多。

玄奘法師回國後，太宗

皇帝就安頓他住在弘福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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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多位僧俗學者，與玄奘法

師成立譯經場。那時候的譯經

場相當於現在的「國立編譯

館」。玄奘法師從此一心一意

從事佛典的翻譯工作。

經過了十九年，共譯出佛

典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

卷。在譯出的佛典中以法相

唯識經和論為主。其他如大

乘經典的《大般若經》六百

卷；小乘經典的《毘婆沙論》

兩百卷，都是大部頭經論，也

先後翻譯出來，這些都是佛

學思想的精華。這樣大規模

的譯經，為中國翻譯史開創

了一個新紀元。由於日以繼

夜的譯經，玄奘法師終於積

勞成疾，原先就有的哮喘宿

疾也復發，痛苦不堪。

《大般若經》原文共有

二十萬頌，比《華嚴經》還要

多。玄奘法師翻譯時，已經

五十九歲，加上有哮喘病，並

不適合譯這麼大部頭的經典，

所以弟子們建議法師用節譯的

方法。

於是玄奘法師想效法鳩摩

羅什法師執簡卸繁的譯經法，

省去重複不當的地方，只選擇

重點加以翻譯。但是有一天晚

上玄奘法師作了一個惡夢，夢

見他在危崖上被惡獸攻擊。驚

醒後，就認為可能是不夠精進

的一種責罰，於是，對弟子們

說：「《大般若經》仍照原典

翻譯，不可省略一字。」並且

還在身邊放了三種譯本作為參

考，翻譯的工作可說是一絲不

苟。

經歷了四年的時間，到了

龍朔三年冬天終於大功告成。

完成時頓感心力交瘁，便向弟

子們預言：

「我將與你們永別，如果

你們對我譯出的經典有不明白

的地方，趁我一息尚存時，趕

快提出來問我吧！」

譯完了《大般若經》，麟

德元年春天，跟玄奘法師一同

譯經的僧眾和玉華寺的僧人們

請他繼續翻譯《大寶積經》，

該經有一百二十卷的原文。玄

玄奘大師傳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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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法師說：「這部經的卷帙與

《大般若經》不相上下，我覺

得力不從心，同時，我已經預

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你們

不妨送我去『芝蘭幽谷』，禮

拜俱胝佛母，也好讓我安然而

去！」

弟子們不敢違命，就伴

同法師一起去禮拜佛母。回來

後，法師命嘉尚法師把譯出的

佛典目錄呈閱，共計譯出經典

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

卷，另有俱胝佛母及彌勒菩薩

畫像一千幅，俱胝佛母塑像十

尊，抄寫的其他經典各十部，

還有一切「悲田」與「敬田」

功德都迴向予大眾，受益者萬

餘人。前來向玄奘法師燃燈贖

罪者達數萬人之多。麟德元年

也就是西元六六五年的二月五

日，玉華寺住持慧德，夢見金

色聖像千餘人從空而降，進入

譯經院中，香華布滿天空，冉

冉落下。

二月四號後半夜，為玄

奘法師診病的明歲禪師，親眼

見兩位身高一丈多，手拿白蓮

花的出家人走到玄奘法師面前

說：

「法師自無始以來諸多煩

惱，有情諸惡業，現在都和病

業一同消滅，願共歡喜！」

當時，玄奘法師向他們合

掌，然後用右手支持頭部，左

手伸放在左股上，兩腳伸直重

疊，右脇下伏，面向西臥，如

釋迦牟尼佛示寂入涅槃時的臥

姿，直到氣絕而不變。

二月五日的夜半，法師臨

終前，弟子大乘光問說：

「和尚必定往生彌勒內院

嗎？」

玄奘法師回答說：「一點

不錯，決定往生內院！」

到了八日晚上，高昌國的

弟子玄覺法師在夢中，看見一

座聳入雲霄的佛塔崩落，一時

驚醒，不久就傳來了玄奘法師

圓寂的消息。

玄奘法師圓寂的時候，

從腳部逐漸向頭部冷卻，但頭

部到了最後，依然保持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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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溫。臉部呈紅白色，一如生

前，而且面露笑容，經過七日

不變，遺體連一點臭味都沒

有。

當唐高宗得知玄奘法師圓

寂的消息，非常悲傷的流著淚

說：「朕失國寶了。」

因為玄奘法師的去世，

高宗皇帝表示衷心的哀悼，竟

然罷朝五天之久，可見朝廷對

於這一代譯經宗師的崇敬與真

誠，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四

月十五日，是玄奘法師遺體大

葬的日子，長安附近的百姓，

人人悲戚傷痛，如喪父母一

般。

沿途扶老攜幼跪拜送葬的

竟然有一百多萬人，道路為之

阻塞。

等到玄奘法師的遺體埋葬

好了，天色也變黑了，鳥獸一

致發出哀叫聲。信徒百姓等在

墓地紛紛設齋供養之後，大眾

才陸績返家。

一代大師從此與世長辭

了，可是他崇高的精神與偉大

的事業，卻永遠地留存在這個

世間上，令人懷念不已！尤其

是他費盡心力辛辛苦苦所譯出

的《大般若經》，更將永遠地

留傳於世，永垂不朽！

玄奘法師從六百卷《大般

若經》中，濃縮它的要義，而

成《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另

譯成專經流通，供佛弟子們誦

念。凡是誦念此經的人，功德

不可思議。

事實上玄奘法師自己就是

依持此經，而度過往返印度途

中，許許多多的艱難危險，甚

至免於一死的災禍。

所以不妨說《般若心經》

與玄奘法師，可謂是骨肉相

連，他以自身的經驗貢獻給了

大眾，啟示後人凡是誠意持誦

此經的，就能夠同他一樣，得

到無比的利益。因此我們佛弟

子，應當秉持誠敬的態度誦念

《般若心經》，才不辜負玄奘

法師慈悲崇高的心意。

玄奘法師在印度留學的時

候，被戒賢論師以及戒日王當

玄奘大師傳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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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寶。返國以後，唐太宗、

高宗也一樣把他當成國寶。到

了民國時代，先總統蔣公更

稱讚他是「國之 寶」。所以

說，玄奘法師一生偉大的事

業，以及對佛教，對國家的貢

獻，真是永垂千古。

我們都知道：

「玄奘法師是一個最富有

愛國情操的留學僧，也是自古

以來最偉大的翻譯家，最具有

修養的道德家，最富學養的學

術家！」

難怪時隔一千三百多年

後的今天，蔣公特地親筆書寫

「國之 寶」四個大字，製匾

懸掛在日月潭玄奘寺三樓大殿

之中，使之能與天地共長久，

與日月爭光輝；也好供千萬佛

子共膜拜，天下遊客同瞻仰。

道安法師所作的聯：

「萬古仰完人，大漢聲威揚

異域；

千秋傳絕學，盛唐文物震

全球。」

可以說是對玄奘法師最佳

的禮讚詞。

綜觀玄奘法師的一生，他

完全為佛教而奉獻自己。平時

的生活態度是那麼的嚴肅，戒

律清正，不奉迎權力，尤其是

豐盛的學問，高尚的道德，可

以永遠作為後世的表率。

既然玄奘法師學德兼備，

加上修為高深，實在不愧被尊

奉為三藏法師。

唐太宗與唐高宗兩朝的

皇帝，都皈依在大師座下為弟

子，對佛教表現出莫大的敬

意。大師譯經的同時，對於龍

門石窟，佛像雕塑工程的擴

展，也不遺餘力的贊助。

不過，由於唐朝姓李，與

老子李聃同宗，所以，也尊崇

道教，並以老子為祖先，刻意

供奉。雖然玄奘大師曾據法力

爭，結果仍照未得到改正，這

件事，讓法師感到非常遺憾。

中國佛教到了唐代，可

以說是鼎盛時期。所謂南禪北

教，互相爭輝。同時對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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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也有莫大的影響。因為

玄奘大師由印度帶回大乘經

典，翻譯多種，也引起了日本

佛教徒的向道之心，紛紛入唐

求學佛法。他們以奈良地方為

佛教中心，建立了很多寺院，

開始研究佛教。

玄奘大師在印度除了修習

經典之外，更把佛教的因明論

也就是論理學，帶回到中國。

他在印度並且親自參與論戰，

論述法義及學理，縱橫無盡，

辯才無礙，都是得力於因明的

論理之法。

中國四大譯經家，前有

鳩摩羅什與法顯，後有玄奘與

義淨。不過，對佛典翻譯的認

真，正確的逐句逐語，一言一

句的譯法，實在只有玄奘法師

一人。其他諸人大都是潤飾文

句，當然，就譯經者本身文藝

創作的立場來說，多少總會加

入一些主觀成分的。但玄奘法

師始終堅持尊重經的原來精神

與面貌。

我們中國古代有東人主、北

馬主、西寶主、南象主等四世

界之說，也可以說中國人古

代的世界觀。對於馬主之國

和寶主之國，中國人並不陌

生。但是有關象主之國則知

道得很少。玄奘大師親自經

歷了印度一百零十個國家，

有傳聞記錄的達二十八國；

他對印度的歷史地理及風土

人情知道得極為清楚。這在

他歸國後所著的《大唐西域

記》裡面，報導得極為詳盡。

這本書可以稱之為中國去印

度 以 及 中 亞 各 國 的 文 化 橋

梁。玄奘法師終生生活在佛

法的世界裡，始終是為修行

佛道，翻譯經典作了最大的

貢獻。

他在各地長期旅行期間，

每逢夏日，都作結夏安居，這

一點傳流給後世佛教徒們，常

久維持釋尊在世的風習，實在

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 （全

文完）

節錄自聖印法師著作《般若心經講話》

玄奘大師傳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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