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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法師自小跟著表哥生活，出家，

一路走來，有師長提攜、道友相伴、居士護持，他更教育了許多的佛教英才。

這些互動，都在難以思議的緣分裡，彼此「相為而來」，輾轉圓滿不盡的故事。

相為而來 道安法師與親師友的互動

編輯組

【彌天釋道安】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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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點點頭，取出一本約五千字的

《辯意經》交給他：「田裡的事不可怠

忽，有餘力再讀經。」

「謝謝師父。」道安如獲至寶般地

接過經書。

道安隨身攜帶經書。利用休息時間

閱讀。黃昏時回到寺裡，就將經書歸還

師父，請求再借其他經本。

師父：「昨天借你的經書讀完了

嗎？怎麼又來借新的？」

道安：「已經全部背起來了。」

師父非常驚訝，他一時無法分辨道

安說的是實話還是大話。但還是取出一

萬多字的《成具光明經》交給道安。

隔天黃昏，道安又將經書還給師

父。並請求借新的經書。

師父：「你先背來我聽聽。」

道安一字不漏流暢地背出。

師父驚訝不已：「你是我見過最聰

明的人。現在起，你到藏經樓去研讀，

不用再到田裡去了。」

道安滿二十歲，受完具足戒後，師

父對他說：「你才性聰敏，應該四處遊

歷，尋訪明師，讓自己更上層樓。」

道安便辭別師父，向四方訪道。

參考《梁高僧傳》

彌天

釋道安

專輯

七歲的道安走在上學途中。他手不

釋卷，沒有注意到街坊鄰居在談論他。

鄰人甲：「別看這孩子長得又黑又

醜，卻是我們村裡最聰敏的！任何書他

只要看兩遍就都記住了。」

鄰人乙：「這麼聰明的孩子卻是個

孤兒，由外兄孔氏收養。」

甲：「孔氏真是個好人，時局這麼

差，還供道安讀書。」⋯⋯

道安十二歲時，外兄的境況已經非

常困難。孔氏對道安說：「對不起，時

局太差，吃飯都有問題。沒法再讓你讀

書了。聽說佛門有三藏十二部，你就出

家去當沙門，也有現成飯吃，好嗎？」

道安聽說佛門有三藏十二部，十分

嚮往，便點頭答應。

師父見到又黑又醜的道安，一副莊

稼漢的樣子。為他落髮後，便說：「你

就跟師兄們到田裡耕種吧！」

道安在田裡辛勤勞動，從不抱怨。

他精進修行，嚴格奉行戒律。

三年後，道安對師父說：「我想閱

讀經典，請師父成全。」

師父有點意外，但徒弟有求法的心

還是該鼓勵的。便問：「識字嗎？」

「讀過幾年書。」道安回答。

生逢百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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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弟子們對道安輕視及疑惑的眼神，

佛圖澄對他們說：「道安見識遠大，不

是你們所能明白的。」

道安：「師父謬讚了！如蒙不棄，

請師父收入門下，讓弟子侍奉您。」

佛圖澄：「你要入我門下，我非常

歡喜。雖然我運用神通來讓人民信仰佛

教，但要幫眾生開智慧，必須靠法的弘

傳，這個責任就由你來接棒。這樣吧！

我年紀大了，聲音傳不遠。我登台講經

時，你就在旁複述，讓在後座的信眾也

能聽清楚。」

雖然道安的複述完全正確，但弟子

們還是因他的外表長得漆黑如炭而輕視

他，暗中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漆道

人」。大家都在私下議論：「明天一定

要叫這個漆道人大大地出醜。」

隔天，道安為佛圖澄複講時，眾人

紛紛提出各種難題，指名要道安回答。

道安不慌不忙，從容應對，將尖銳的問

題清楚地條分縷析，眾人都聽得清楚明

白。

這下子，大家都心悅誠服，明白師

父為何這樣器重道安。讚賞地說道：

「漆道人語驚四座。」

參考《梁高僧傳》

彌天

釋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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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受完具足戒後，師父對他說：

「你天資聰穎，應該去尋訪更高明的老

師來指導你。當今的國師—佛圖澄

，是當代首屈一指的高僧。你去跟他學

習，一定能得到很大的啟發。」

道安：「謹遵師命。但佛圖澄大師

在那兒呢？」

師父：「就在鄴城。」

道安於是拜別師父，往鄴城出發。

沿途他聽人說：澄大師神通廣大，能預

知未來，並在旱季時祈得雨水；鄴城的

民眾都非常敬重他，不敢朝他所在的方

位說壞話或吐痰。道安聽得十分神往，

心想：「澄大師以神通來傳播佛法，真

是用心良苦。」

經過長途艱苦的跋涉，終於來到國

師所在處。魏晉風俗非常重視外表，喜

愛白皙俊美，但是道安卻長得又黑又

醜，因此受到佛圖澄弟子們的白眼。只

因大師強調眾生平等，因此還是讓他進

去禮拜大師。

澄大師當時已是百歲人瑞。他和道

安非常投契，兩人不知不覺竟談論了一

整天。

弟子們覺得這位道安看一眼都討

厭，不知道師父為何能跟他談那麼久。

漆道人驚四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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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在分析佛法的名相上能讓信眾快速

入門。像是用道家『無』的觀念，來比

附般若思想的『空』」義，就能讓信眾

很快理解。不知您為何要反對先賢所使

用的這個方法？」

道安：「『無』和『空』雖有相通

處，基本內涵全然不同。我們弘揚教

理，必須做到允當，使用正確的方法，

也就是要用佛法來解說佛法，讓法鼓競

鳴於天下，而非墨守前人的作法。」

僧光：「如果不用格義的方法，您

打算如何用佛法來解說佛法呢？」

道安：「大概有三樣工作：一是廣

求經典，除了中原已有的經典，還去訪

求西域僧人是否還有未見的經典。

再則是整理經錄。經典的來源常有

重複的地方，同一部經典，譯者不同，

而有不同版本。必須加以整理，將同一

部經不同譯本並列一處，方便學者比較

參考。

有了這兩樣基礎工作，第三就是深

入經藏，鑽研義理，為經典作注釋，讓

信眾易於入手。」

僧光：「難怪澄老讚您視見遠大，

果然不是溢美之辭。」

參考《梁高僧傳》

彌天

釋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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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圖澄圓寂不久，天下大亂，道安

與徒眾離開鄴城避難，後來到了飛龍

山，遇到昔日好友釋僧光。

道安：「當年，我們分別時還互相

約定：絕不可忘了我們的情誼。」

僧光：「現在正好實現當年之約。」

道安：「聽說您已修得禪定的智

慧，還請點撥一二。」

僧光：「我才要請您指點。現在您

不只『驚四座』，還是全國聞名的高

僧。」

道安：「虛名罷了，佛法浩瀚，我

所知僅如滄海一粟。」

僧光：「您太謙虛了，我們現在就

來共同研讀經典，探討法義吧！」

於是兩人相互交換所學，得到很多

新的領悟。不過在方法上，道安和僧光

有了歧異。

道安：「您都是用『格義』的方法

來講經嗎？也就是用中國現有經典中的

義理來解說佛理嗎？

然而，我認為中國無論是儒家或道

家，所談的義理和佛理有許多出入的地

方。用『格義』的方法講經，是無法說

出佛法深義的，甚至多有違礙。」

僧光：「我認為『格義』是座橋

勿忘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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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很難理解，時時露出疑惑的眼光望

著慧遠，慧遠引用諸多佛經典故解釋，

眾人還是一臉茫然。直到引用了莊子的

文義解說時，眾人總算心開意解。

道安知道這事後，對弟子們說：

「我不讓你們用世俗典籍來解說佛法，

是怕眾人將佛法混同於世間法。但慧遠

例外，他可以自由引用俗世的書籍，因

為他不會將世間學及出世間學相混。」

時局一日比一日混亂，匪寇四處流

竄。一天道安聚集僧徒，說道：「這樣

的亂世，正需要佛法引導人心。我們聚

在一起的緣分將盡，各位都是佛門的棟

樑，現在最好分散到全國各地去弘傳佛

法。」

道安說完後，僧徒們便開始收拾行

裝。道安也一一約見他們，叮嚀吩咐一

番。只有慧遠沒獲得師父的訓示。

疑惑不安的慧遠跪在道安面前，

說：「師父對大眾都有指導，唯獨遺漏

弟子，難道您認為弟子不堪教導嗎？」

道安：「不是的。而是我認為你有

足夠的能力，完全不需要我憂心。」

慧遠便率眾前往江南，日後果真成

為佛教界的一大高僧。

參考《梁高僧傳》

彌天

釋道安

專輯

道安法師停留在河北講經說法。這

天講授完《般若經》後，有一對長得弘

偉朗拔的兄弟倆前來禮拜，哥哥自我介

紹：「弟子慧遠，今年二十一歲，是雁

門樓煩人，這位是我弟弟—慧持。」

接著說明來意：「請師父慈悲，度我們

出家。」

道安：「為什麼想出家？」

慧遠：「原本我們想到河南范宣子

處求學，因道路不通，滯留在此。卻因

緣際會地聽到師父說法，方知九流門派

及俗世的眾多學說，都不及佛法圓融通

達。所以發心出家，歸命於佛門。」

道安：「很好。我就度你們出家！」

慧遠兄弟出家後，每日用功誦持經

文，夜以繼日，毫不懈怠。不久慧遠就

顯現出超群的卓越識見。道安讚歎他：

「能使佛道大興於中國的，必是慧遠。」

慧遠出家三年後，道安要他登台解

說《般若經》。

慧遠：「弟子出家才三年，才疏學

淺，恐不能勝任。」

道安：「師父相信你的能力，你也

要有自信，就放心上台吧！」

慧遠初次說法流利順暢，切中要

旨。然而「般若」涵意深遠，當時的人

高足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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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十顆梨子，說：「區區心意，請笑

納。」

道安：「多謝施主。」吩咐弟子取

來刀具，親自剖分梨子，大小一致，正

好均分在場的眾人。

習鑿齒非常滿意地告辭離開。他認

為道安法師無論是學問、言談、持戒或

待人處事各方面，都十分圓融，令人佩

服。真是不虛此行。

習鑿齒曾寫封信給謝安：「我親自

和道安法師會過面。他說法不倦，帶領

數百徒眾，個個認真修行。他不顯現變

化神通來迷惑常人的耳目，也沒有大權

威或勢力可以來整治小人。但師徒間道

風肅肅，嚴嚴整整，互敬互重。我從未

見過哪個僧團聚集這麼多人才的。

道安法師不僅精通佛理，國內外群

書也大都看過，通曉陰陽算數等學問，

學識非常淵博。闡釋佛經妙理，深入精

微，游刃有餘。

可惜那日您沒有同來。等您有空一

定要來和法師見個面，道安法師也很想

同您一敘。」

可惜謝安終究太忙，沒能和道安法

師當面敘談。

參考《梁高僧傳》

彌天

釋道安

專輯

道安從弟子手中接過書信。看完

信，沉默深思了好一會，便說：「這是

襄陽名士習鑿齒寫給我的信。他並沒有

提出什麼疑難，還承他謬讚『道業之

隆，咸無以匹。』」

弟子：「師父為何心事重重呢？」

道安：「我想：時局一天比一天混

亂。相較之下，襄陽是目前比較安定的

地方，是否該去那裡傳法？我正在琢磨

這件事。」

不久道安便偕同弟子遷移到襄陽的

白馬寺。

習鑿齒一聽說道安法師到了襄陽，

將手邊的事全放在一旁，立刻前去白馬

寺。他不管一旁有信眾正在向法師請

益，一見到法師便開口說道：「四海習

鑿齒。」

道安法師立刻回答：「彌天釋道

安。」

一時大家都靜了下來。好一會才有

信眾說道：「師父這個回答對偶工整，

含義深刻，真可說是『名答』。」

大家聽了也都點頭。深深佩服法師

的智慧。

習鑿齒和法師暢談佛法與玄理。兩

人相談甚歡。這時習鑿齒站起身來，拿

彌天釋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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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四百間僧舍的「檀溪寺」眼看就將

完成了。

涼州刺史楊弘忠因道安的啟發，已

成為虔誠的佛子。他聽到建寺的消息，

送來萬斤黃銅，說：「希望法師能用這

些銅來鑄造承露盤。」

道安：「感謝施主發心，但承露盤

已經在建造而且快完工了。如果將這些

銅拿來鑄佛像，不知尊意如何？」

楊弘忠：「那是無上的福報，自然

非常樂意。」

信眾聽說要建佛像，紛紛解囊捐

獻。在眾人合作下，雄偉的佛像終於建

造起來。該像高有一丈六尺，金光閃

閃，容貌光明莊嚴，端莊詳和。傳說此

像每日夕陽照射時，就會發出奕奕光

彩，光芒長達六丈，耀人眼目，佛堂整

個被籠罩在這片光明之中。

檀溪寺落成那天，全鎮上的人都前

來瞻仰、禮佛。

道安見到宏偉的寺院已建造齊備，

百姓有了信仰中心，大家能在這裡安心

辦道、學法，覺得完成了一樁大心願，

便感嘆地說道：「就是今晚死，也不覺

得遺憾了！」

參考《梁高僧傳》

彌天

釋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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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來到襄陽的白馬寺定居後，跟

隨道安出家的僧眾日益增加。見到這情

形，道安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

佛法弘傳順利，深入民間，已為眾生開

啟正知正見；憂的是白馬寺的土地面積

不夠寬廣，已無法容納日漸增加的七眾

弟子。看著有心向佛的信眾只能擠在門

邊聽法，道安想著：「是否該另立新

寺？」但最根本的問題是：去那裡找這

麼大的土地呢？

此時，信眾張殷前來拜見，他對道

安法師說：「我有間宅子想捐給師父。」

道安聽著又驚又喜，趕忙回答：

「感謝施主發心。明日我同您一起前去

察看。」

跟著張殷走完整個園林，道安非常

高興：「我正愁白馬寺太過擁擠。佛祖

一定聽到了我的請求，讓您布施這麼好

的宅子作為弘法之用。我準備在這裡建

立一座新的寺廟，叫做『檀溪寺』。」

張殷：「這宅子能合適您用，真是

太好了。我會請人幫忙建寺，如果有用

得到的地方，請師父不用客氣。」

信眾聽說法師要建檀溪寺，大家踴

躍捐獻建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在眾人通力合作下，有五層樓的高

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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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的教誨。與其講求譯得精巧流

暢，弟子寧可守住原來樣貌。

師父！弟子希望不要刪減重覆的地

方，就依原貌翻譯。」

道賢也站起來說：「我贊成慧常的

看法。」

道安沉思了一會，說：「那就還是

依原文翻譯，不刪除重疊的句子，只有

遇到倒裝句型，跟中土文法不合時，才

改動句型，讓句子順暢。」

《比丘大戒》譯完後，道安對僧眾

開示：「世尊教導我們戒、定、慧三

學。戒是斷三惡道的利劍；定能讓我們

專心一意；慧是治療我們愚昧的良藥。

其中，戒是學佛的基礎，通往成佛路上

的舟車。只要片刻沒有收攝身心，傷戒

之心就會進入意識田中。如此，還希求

能不入三惡道是不可能的。這是如來把

戒律放在三學之首的原因。

我有個偈子要勉勵大家，請大家牢

記：『僧盡共思惟，一切生死過，求於

度世道。若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不

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寧持戒而死，

不犯戒而生。譬如駃水流，日月不常

住，人命疾於彼，去者不復還。』」

參考《出三藏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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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聽說有位外國來的僧人有部

《比丘大戒》，立刻帶著懂梵文的竺佛念

去請求抄錄。爾後由道賢譯成中文，道

安潤稿，慧常筆受。

譯了一陣子，道安覺得裡面太多句

子重覆，讀來重疊累贅。便對慧常說：

「你把一再重疊的句子刪去吧！」

慧常立刻從座位上站起來，恭敬地

回答：「弟子認為這樣做不合適。『戒』

就如同我國的『禮』一般。禮，教導我

們謹慎自身的行為舉止。制定禮，是為

了實踐，而不在於文辭優雅，讓人誦讀

愉悅。

而佛戒的制定，除了規範行為及言

語，還包括起心動念的部分，是佛子們

珍重寶愛的。一代一代由師父傳承並且

嚴格遵守，如果有違反根本戒律的，就

加以懲處，甚且逐出僧門。這是外國持

戒的情形。

又如國內的《尚書》、《河圖》及

《洛書》等典籍，內容樸質，卻沒人敢

將它改動或潤色。為什麼呢？因為這是

先王的法言及神明的訓示，不可妄加更

動。更何況，戒律是聖賢所珍視寶貴

的，難道可以因為中土喜愛文字簡明優

雅，就去刪節改動嗎？這恐怕違反佛陀

寧持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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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得到他來輔佐我治理國家。」

權翼：「微臣立刻派人去迎請大師

前來。」

左等右等都沒等到道安。苻堅問權

翼：「怎麼法師還沒來？」

權翼：「幾次派人邀請，都因襄陽

人士堅留而沒能成行。」

苻堅聽了很不高興，說：「朕不願

再等了，立刻點齊十萬大軍，進攻襄

陽。」

苻堅領著十萬大軍快速攻下襄陽，

將道安及習鑿齒擄去。

苻堅親自迎接道安前來長安，請他

駐錫於五重寺。

苻堅對權翼說：「我派十萬大軍去

攻打襄陽，就為了得到一人半。」

權翼：「這話怎麼說呢？」

苻堅笑答：「所謂一人半，釋道安

為一人，而習鑿齒只是半人啊！」

當時藍田縣發現一個大鼎，可容納

二十七斛，鼎邊有用古篆銘刻的文字，

當地學者無法辨認鼎文。有人將鼎文複

抄一分拿去五重寺請教道安。道安說：

「這是古篆文，意思是：『魯襄公所

鑄』。」又把這些字寫成當時流行的隸

彌天

釋道安

專輯

東晉時期，朝廷偏安江南，中國北

方動盪不安，後來由苻堅統一了北方，

建立姚秦帝國。

他聽說道安是當代高僧，正在襄陽

的檀溪寺升座說法，便派人贈送七尺高

的外國金箔立像，此外還贈送了金箔坐

像、結珠彌勒、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

尊。道安令人把這些佛像陳列講堂，只

見金像珠寶交相輝映，熠熠生暉，進入

法堂者莫不肅然起敬。

當時大殿有尊外國銅像，形狀古

怪，信眾都不太敬重它。道安說：「這

尊佛像形像甚佳，就是髮髻不太相稱，

你們把髮髻部分重新爐冶便可。」

弟子們一將銅像的髮髻放入爐中，

立刻光芒四射，眩人眼目。原來髻中有

顆舍利。趕緊報告道安法師。道安對弟

子們說：「這尊佛像既然有特殊的靈

異，就不用再重新冶煉了。」

弟子們聽了趕緊將佛像端正地供奉

起來，眾人虔敬禮拜佛像，一面為自己

先前的無知感到懺悔，另方面對師尊無

邊的智慧更感敬佩。

苻堅對道安十分景仰，他對手下權

翼說：「襄陽的釋道安是座『神器』，

道德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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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對道安說：「朕不久將和法師您南

遊吳、越，帶軍隊同去觀看南方大海，

這是件多麼愉悅的事啊！」

道安知道機會來了，不惜掃君王的

興致，很誠懇地回答：「陛下，現在由

您統治的國土，四方富庶，可比堯舜盛

世。但您打算率領百萬軍隊南下，只為

攻打區區之地，這並不是明智的作法。

我聽說南方氣候炎熱，多傳染病。

從前的聖君舜及禹去了就無法回來，就

是統一六國的秦始皇也在壯年時死於南

方。請您接受眾臣的意見，不要攻打南

方。」

苻堅：「並不是我現有的土地不夠

寬廣或人民不順從，才要往南攻伐，只

不過現在天運正向著我這邊。法師您認

為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南方人明白這點

呢？」

道安：「請陛下先派使者傳令到江

南，江南人如果不服，屆時，再攻打也

不遲。」

然而苻堅不聽從道安的勸阻，一意

孤行。結果百萬大軍被南方軍迎頭痛

擊，四奔潰散。苻堅雖得逃脫，隨行軍

隊已不足百人。他非常後悔沒有聽從道

安的勸阻，以致於一敗塗地至此。這就

是史上有名的「肥水之戰」。

參考《梁高僧傳》

書給眾人閱覽。

這事很快傳遍長安城。大家都知道

安法師博學多聞，城裡流傳著一種說

法：「不跟道安法師學習，就無法進入

學問的門檻。」

苻堅敬信道安，遇有國家大事，常

向他請教。道安都以慈悲戒殺來勸苻堅

實行仁政。苻堅雖是選擇性採納，但也

將國家治理得欣欣向榮，百姓豐樂。但

他並不滿足，還想攻下江南，一統天

下。群臣苦勸不聽，有人便去找道安。

對道安法師說：「皇上想攻打江南，我

們無法勸阻，只因皇上向來敬重法師，

所以，前來拜請大師，請您為天下蒼生

請命，勸主公打消南征的念頭吧！」

道安明白戰爭的殘酷，便對前來的

大臣說：「我找機會試試。」

不久苻堅外出到東苑，命人迎接道

安一起同車前往。權翼勸說：「微臣聽

說天子的車駕應由侍中陪乘，道安是個

出家人，不適合與天子同車。」

苻堅聽了很不高興地回答：「安公

的道德令人景仰，就是拿天下來跟朕交

換安公，朕也不換。現在只不過是同車

並行，這樣的榮耀還不夠稱頌他的道

德。」說完命權翼扶道安上車。

苻堅在車上開心地四處張望他的國

彌天

釋道安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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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對維那說：「維那！立刻鳴槌，

集合眾人！」

見眾人到齊，隨即開始點香儀式。

行香畢，法遇站到眾僧前，向竹筒致

敬，然後伏在地上，對維那自請處分：

「維那！請拿出筒中荊杖，行杖三下！」

受完杖刑，法遇將荊杖放回竹筒中

時，垂淚自責：「僧團中有人犯酒戒是

我領導不力。還讓遠在異域的師父憂

心，我真是太罪過了。」

眾人見了這事，都深受感動，更加

精進修行。

法遇寫了封信，將此事告訴在廬山

傳法的慧遠。慧遠一直銘記在心，嚴持

戒律，絲毫不敢懈怠。

慧遠晚年，身弱力衰。大夫勸說：

「喝些豉酒可調身。」

慧遠：「這違犯戒律，絕對不可！」

大夫：「喝用蜂蜜調和的水也行。」

在旁的弟子正想去準備時，慧遠叫

住他：「先去尋閱律書的記載，看看喝

這種飲品有沒有違戒。」

弟子立刻取出律書來翻閱，還沒翻

到一半，慧遠已往生。

參考《梁高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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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護持戒律，用心殷勤。他制定

了三項佛法儀軌：一是行香上經開講之

法；二是平常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

是布薩（聚眾說戒懺悔）等法。嚴格且認

真地要求僧團謹守律條。

於是寺中人數雖眾，卻秩序井然，

人人安心辦道。這風氣逐漸流向全國，

中土寺院紛紛仿效。

此時道安正在長安弘法，有弟子報

告：「師父！在江陵弘法的法遇師兄，

他所領導的僧團中，有人因為飲酒而忘

了晚上燒香的工作。若在我們僧團，這

應該要被逐出，可是師兄僅僅懲處了飲

酒僧，卻沒有將他逐出僧團。這樣做，

師父您覺得如何？」

道安思考了好一會，對弟子說：

「拿根荊杖及竹筒給我。」

道安將荊杖放入竹筒中，親自將竹

筒封好，題上「寄遇」兩字於封紙上，

命人送交遠在千里之外的法遇。

法遇打開封好的竹筒，沒有文字，

只見到荊杖。初時愣了一下，隨即了悟

師父的心意。便對眾人說：「師父為了

那位飲酒僧，特地遠道送來此物。

這都是我訓領不勤，還讓遠方的師

父憂心。」

不言之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