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域遊記講座-玄奘法師》第二講 

恒懿法師 2017年 10月 29日下午講於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

識：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繼續講玄奘大師，我們稍微復習一

下上個禮拜講的內容。 

我們所講的會依據兩個著作，一個就是《大

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個就是玄奘大

師的傳記，他的生平事蹟由他的弟子來撰寫

的。還有《大唐西域記》，就是玄奘大師他

從西域回來以後跟唐太宗報告，唐太宗就要

他把它寫成一本書，所以玄奘大師口授，他

的門人依他講的撰寫編輯成書，叫做《大唐

西域記》。書中記載了玄奘大師遊歷各國所

有的風土民情，以及他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這本書除了記載他到各國去他本人的資料以外呢，其實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史

部地理的書籍。後來很多重要的地點的確定，都會找這本《大唐西域記》來對

照，過去是什麼地方，變成一本很重要的旅遊書。 

這個我再稍微帶過一下。他是唐朝時候的人，他其實是在隋朝晚年的時候生的。

他父親做過隋朝的官，但因為隋朝沒落了，衰亡了，所以他就隱居，託病不出。 

一個國家快要滅亡，通常皇帝都是昏君，國家混亂，時代很多變動。很多人其實

他有很大的才能，他也不願意出來做，為什麼？因為他不願為這個昏君來做事。

即使他有很好的建議，這個昏庸的君主未必會接受。他想要為人民做的事情他做

不到，所以他不願出來做。 



那也有一種情形，有一些人他即使在這樣狀況下，他也會出來做。為什麼？因為

他想如果不做的話，那政策會更糟糕。所以這完全看人的心態是怎麼樣。但是也

要看看你面對的什麼樣的主子，或什麼樣的皇帝。 

玄奘法師有四個兄弟姐妹，他父親在他們

很小的時候就教他們儒家的經典，玄奘法

師他很聰明。十一歲的時候因為他父親去

世了。他哥哥在洛陽淨土寺出家，他就跟

他哥哥去廟裏學經典。 

他十三歲的時候，正好隋煬帝說要度幾個

出家衆，要考試，所以他就破格的出家，

本來十三歲是不可能的。他為什麼會出

家？因為那個考官很欣賞他的言談，他的

志向；又看他的相貌非常莊嚴，所以就錄

取他了。他後來因為戰亂，所以他又跟他

哥哥離開洛陽到四川去學法，在四川的地

方受具足戒。 

到後來他在學習的時候，他發現經典有很多講法都不一，有大乘小乘的論點，還

有南北的論點，而且每一個見地都不同。所以對他來講並沒有滿足，他覺得這樣

不夠，所以他又回到長安去學。 

後來就碰到一個印度的法師，叫波羅頗迦羅密多羅，他就跟他問佛法。那個法師

就告訴他說，在印度那爛陀寺有個戒賢法師，他在宣揚《瑜伽師地論》，非常重要

的一部經典。他聽了以後，就想一定要到印度去求這個佛法，求這個《瑜伽師地

論》。所以這個是他想要到西方取經的開始。 

為什麼《瑜伽師地論》這麼重要呢？因為《瑜伽師地論》實總攝三乘之說。三

乘，就是羅漢，還有緣覺、菩薩這三個，這三個都合起來，所以大小乘都有。所

以那時候他就發願到西方去求法，拿原來的經典來重新的翻譯，把中國佛學的思

想統一起來。這是他的願力。所以他就跟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寫了信申請，就像

我們現在要申請出國一樣，要申請。結果政府不

准，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時局非常亂，如果讓人

民出去的話，會受到北方的的侵犯。所以唐朝那個

時候就不准人民出關。就等於在限制人民不能出

國。 

不准怎麼辦啊？其他的同伴就說：「這樣就算了，不

准能怎麼辦。」可那個時候他還是說：「我的心已

定，國家不准，我還是要去印度去求經典。」 

這是他西行的路線。這是玄奘大師。 



我們再看看《瑜伽師地論》跟玄奘大師有什麼因緣。這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

傳》是玄奘大師他的

傳裏面所寫的，來告

訴我們這個《瑜伽師

地論》有多重要。 

這個是玄奘大師到了

那爛陀寺去參訪戒賢

法師。 

戒賢法師在印度很重

要，人們很尊重他，

也不直接稱他的名字。他很尊重到連名字都不提，叫「正法藏」。所以他就參訪正

法藏，「正法藏」就是戒賢法師。為什麼？因為很尊重他，不講戒賢法師的名字。

所以玄奘大師他就隨著大衆去參訪戒賢法師。 

因為那邊的禮節是膝行，膝行就跪著這樣往前走，表示對這個尊者非常尊重。那

個戒賢法師看到有人來，他就趺坐，叫一些其他的僧衆來坐，也請玄奘法師坐下

來。 

他就問玄奘法師說：「你從什麼地方來的？」玄奘法師就說：「我從支那國來的。

支那國就是中國。想要跟著老師學《瑜伽師地論》。」當戒賢法師聽到這句話，他

就痛哭流涕，然後他就叫他的弟子佛陀跋陀羅──就是覺賢的意思。他是正法藏

（戒賢法師）的侄子，七十歲了，他學經論學了很久，也很會講法。戒賢法師就

跟他說：「你來告訴他們，我三年前生病的因緣。」 

然後覺賢法師，就是他的侄子也哭了，他就跟大家講說：這和尚（戒賢法師）他

過去患的風病（類似風濕），常常手腳痛，骨頭痛得不得了，好像刀刺火燒那麼

痛。而且會突然的發作，突然的沒有。戒賢法師這樣的病痛二十幾年都無法去

除，所以他非常痛苦。三年前，尤其越來越嚴重，他痛苦到他對自己的身體非常

厭惡了。他就想：我乾脆不要吃，我就死掉好了。他有這種想法。 

戒賢法師有這種想法以後，那天晚上就夢到有三個天人來，一個是黃金色、一個

是瑠璃色、一個是白銀色，都很莊嚴。金色天人就跟和尚講說：「你要放棄你這身

體呀？經上說身有苦，都不說要厭離身啊。你過去曾經做過國王，你因為害了很

多衆生，所以你今天有這個報應。那你現在應該好好的懺悔、反省，宣講這個

《瑜伽師地論》，這樣的話你這個業就會消滅；你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今生你厭離

這個身體自殺的話，你這個苦還是不會完的，你還是繼續有這個苦的。」所以戒

賢法師在夢中聽到這樣，他就很至誠的禮拜。 

那個金色天人指著琉璃色的天人說：「這位是觀自在菩薩。」他指著銀色的天人

說：「這個是慈氏菩薩，就是彌勒菩薩。」戒賢和尚就禮拜慈氏菩薩，說：「我想

生在彌勒內院，有沒有可能呢？不知道可不可以？」彌勒菩薩就說：「如果你廣傳



正法的話，一定可以得生到我的彌勒內院的。」 

金色天人的就告訴戒賢法師說：「我是曼殊室利菩薩（就是文殊師利菩薩）。我們

看到你要捨身了，不為衆生的利益，所以來勸你的。你要照我的話來做，要弘揚

正法，弘揚《瑜伽師地論》。告訴那些不懂的人，讓這個正法遍及到所有沒有正法

的地方，那你的身體就會慢慢的好了，不用擔心。將來會有一個從支那國來的僧

人，他很喜歡也通達這個大法，就是大乘佛法，想要來跟你學，你可以在這等待

來教他。」 

戒賢法師聽到之後，再次禮拜，說：「我一定遵照您的教誨。」他這樣禮拜完以後

呢，他們這三個天人就不見了。 

戒賢法師的侄子就跟玄奘講說：「你來以後，我和尚所有的苦、病就除了。」在裏

面那些僧衆聽了歎為稀有，真是不可思議。 

玄奘法師也很高興得不能自勝，他說：「如果像這樣，那我更應該要用心來聽習，

希望法師慈悲來教誨。」 

戒賢法師就問玄奘法師說：「你在路上幾年啊？」玄奘法師說：「三年。」 

你看，剛好就是他夢中的時候，跟他夢完全相符。所以這裏面可以告訴我們，佛

法真的不可思議，而且這個正法也真的很不可思議，所以說這個《瑜伽師地論》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講玄奘大師十三歲出家，二十歲在成都受具足戒，二十八歲他就立志到西方

去。因為在長安，本來關卡是關著的，他不可能出關的。剛好那一年貞觀元年，

長安一帶有天災，就是莊稼沒有生長，人民就沒有辦法為生。朝廷沒有辦法，也

沒東西給人民吃，只好打開城門讓老百姓自己去謀生。所以玄奘法師就趁這個機

會，躲在難民裏，就離開長安了。 

剛好那時候有位秦州的僧人孝達，他要回秦州去，所以玄奘法師就跟著孝達法師

就一起到秦州；到秦州住了一晚，又到蘭州，然後要到瓜州，這個是路程。你

看，剛好有一些人要去蘭州，所以他跟那些人去蘭州去；剛好又有一些人要去涼

州，甘肅那邊，其實就是河西走廊那裏，他又到了涼州。所以一路上從長安到涼

州，都算是順利。 

涼州是都會，商業很發達，他就在那邊開講大乘論，就講經，在那裏停留一個多

月。因為那時候在涼州的都督就封閉鎖關，所以就不准玄奘大師出關。還好那裏

有一個佛教的領袖叫慧威法師，他對玄奘大師要出國西行求法的願力非常的佩

服。他就派兩個弟子暗中的護送他偷渡出關。所以他離開涼州是偷渡出去的，然

後一直走了十幾天，就到了瓜州。 

現在看看，這是長安，長安在這裏，然後經過秦州、蘭州到涼州去，涼州那裏就

是講經說法一兩個多月，然後就跟兩個出家衆偷渡到瓜州，這是瓜州。 



瓜州是邊境嘛，那時候管瓜州的人叫李昌，就收到從涼州來的訪碟，就好像捉拿

的單子一樣，就說有一個想要往西域去的僧人，你一定要把他送回京師。因為他

偷渡去嘛。涼州沒有抓到這人，所以想到玄奘大師一定到瓜州去，就送到瓜州

去。 

剛好李昌這個人又是個佛教徒，他就去問玄奘大師，就說：「你是不是想要往西邊

去的那個僧人？」玄奘大師就老實的跟他說，他是。「你為什麼要去？」他說：

「為了要求法。」他聽了以後就很欽佩他，又很同情他境遇，所以當著面就把這

個公文撕掉。他就跟他說：「但是你必須要趕快離開，免得節外生枝。」因為捉拿

他的單送去了，很久沒有回來，他會再送一次，會一直送。 

但是玄奘師他也不知道去哪裏，也不知道怎麼走，西域的地方他也不熟。那邊有

個廟，他沒有辦法，只好在佛像面前祈求有人引渡。求了以後，就有一個胡人叫

做石盤陀的來禮佛，他就請求玄奘給他受戒。玄奘大師給他受戒之後，就跟他說

他很想去西方，問他說有什麼方法可以過去。這石盤陀就很熱心跟他講：「我可以

幫助師父過去。」然後答應他，第二天他們兩個約在草叢外面見面。 

然後他帶來一個比較老的胡人，就跟他講說這個老人家很熟西域，因為他來回伊

吾三十多次，就是他下一站是伊吾，很熟悉這個地方。叫他來了跟師父見面，指

點一下這條路要怎麼走。這個老人家就開始跟他講：「哎，這個西行路非常險惡

的，很多鬼魅、熱風啊，很多人去了都沒辦法過，更何況你單獨一個人。我勸你

考慮一下，不要去好了。」 

玄奘大師說：「不行啊，我為了要求法，就算客死他鄉，我在所不辭。」這個胡人

看到他意志這麼堅決就說：「好，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話，我希望你換我這一匹老

馬，不要看它又老又瘦，可是它識途；而且它常常這樣走，它其實耐力很夠的。

有些馬很大，可是它耐力不夠。」所以玄奘師想想說：「也好。」而且他曾經在長

安的時候，有位占卜的術士就預言他將來有騎著一匹老紅馬往西遊走。所以他就

換了，就走上了旅途的路。 

但是到了玉門關的時候，在瓜州那邊過一點就是玉門關了。玉門關一過去就是西

域了，就不屬於中國了。石盤陀就變心了，他為什麼變心？他講說：你要去玉門

關一定要拿水，你去拿水的話一定會被抓到，被抓到一定死刑啊。他想想說：算

了，我不要去了。他本來是要殺死玄奘師的，但是他後來想想又沒有了。但是他

就跟他講說他不去了。 

玄奘大師就說：你不去，我還是要去。因為他覺得玄奘師一定會被抓到的，把石

盤陀講出來的話，石盤陀就沒命了，所以他就很怕玄奘大師會講。玄奘師就跟他

講說，無論如何，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說出你的名字。所以石盤陀才放心。從那

個時候開始，從玉門關開始，玄奘大師他一個人孤身的西行。而且他在茫茫的沙

漠，沒有水草，沒有路的，他能認的就是一堆骨頭、馬糞啊。 

玉門關那邊有五個烽火臺，他就到第一個烽火臺。玉門關那邊有水，但是有守



衛，他不敢取。玄奘大師他想烽火臺那邊人比較少，所以他去那邊取水。 

但是就被發現了，就把玄奘大師帶到守將去。那個守將叫王祥，守將看到他：這

個人看起來像出家衆啊，但是又不像胡人的出家衆，他應該是屬於中國人。就問

他是誰？他跟他講他是玄奘。他說：「咦，我聽說他不是已經回洛陽了嗎？」就有

點懷疑。玄奘大師把他的信物拿給他看，做得很精細，不可仿冒的。 

王祥看到了以後，就頂禮玄奘大師，就留他一晚，第二天又給他準備水、乾糧送

他。王祥跟他講：「你就直接到第四個烽火臺，那第四個烽火臺是我的親戚，叫王

伯隴的，他會幫助你，前面幾個都不要去。」奘大師他聽到後就直接到第四個烽

火臺。 

那個烽火臺的守將看到他也很殷勤，給玄奘大師準備很多糧草，又準備很大很大

的皮囊裝很多水。他說：「因為你一路很辛苦，一定需要水。」然後送他一段路。

分手的時候他還跟他講，第五個烽火臺不要過去了，你就直接走。所以玄奘大師

他就這樣自己一個人走。 

這個就是玉門關。 

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這是以前的詩。是不是

唐代時候的玉門關不一

定，但是這是玉門關遺

址。這個就是河，玉門

關旁邊的河，有點草。

所有關啊、烽火台旁邊

都會有水，所有士兵可以拿水。那些經過的人商人一定要拿水，他就可以看到這

些人，所以這邊是水。 

這烽火臺是這樣的。這是現在的，以前的大概

不會長這樣。 

烽火臺什麼作用，知道嗎？知不知道烽火臺是

幹什麼？就是比方說，看到敵人來了，他就趕

快燒火，火很強啊。第二個烽火臺看到又燒，

就這樣傳傳傳。 

一過去烽火臺，就是莫賀延磧，莫賀延磧就是一個大沙漠。他曾經講過：「上無飛

鳥，下無走獸」，你什麼都沒看到。這是最艱苦的一段路，有百多裏路，如果你迷

失的話，一定很焦急的。可是玄奘大師他很不小心的又把水打破掉到地上，所以

連水都沒有。他那時候在路上啊，在路上因為都是沙，風沙走石，他會看到很多



的幻境，我們講海市蜃樓，看到什麼這樣子；又有聲音會擾亂他，所以他在這一

段路上呢，他就一直在念《心經》。 

其實玄奘大師他一直在念觀世音菩薩，但是那個幻像還是一直會出現，一直念觀

世音菩薩沒有用，他就念《心經》；念《心經》那個幻像就會沒有，所以《心經》

很重要。 

我們每天在念《心經》，不要以為《心經》是什麼，《心經》是真的很好的。藏傳

有一個法就是《心經》除障法，用《心經》來除障礙的。所以《心經》對我們來

說是很棒。 

我記得我大哥，因為在臺灣他們要當兵嘛。那時候我還沒信佛，但是對《心經》

有這印象，當然最先念的就是《心經》，最短嘛。他那時候也會念《心經》。有一

次他晚上睡覺的時候，他們當兵有一個人不知道是自殺還是怎麼樣，反正就是在

水裏面淹死了。晚上睡覺，他就聽那個人敲他的門叫他的名字，他驚醒起來，然

後他就念《心經》裏面的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他就這樣一直念。他就

聽到那個人跟他講謝謝就走了。所以你不要小看《心經》，是蠻有力的。 

所以玄奘大師一路上，他就是在念《心經》。沒多久，水一滴都不剩了。那怎麼辦

呢？他沒有水，根本就不可能再往西走了。那時候他就想說，我再回去再拿水好

了，他就回去第四個烽火臺再去拿水，他回去比較近嘛。 

走了十多里路，他自己想說：哎呀！我曾經發過誓願：「寧向西方一步死，不回東

土一步生。」只能爬回去。他這樣經過五天四夜滴水未進，就一直走一直走。全

身是燙的、頭昏眼花的，所以他後來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但是後來一陣涼風吹

來，他精神又起來了，他就開始走，走走走。 

其實他倒在地上，後來涼風醒來的時候，醒來以後他又走走走，又蠻累的，又睡

著了。他就聽到有一個聲音跟他講說：「你還不趕快起來，趕快起來往西走啊，還

在這邊做什麼？」他聽到這聲音就趕快起來，又走。 

當他起來的時候，那匹馬就帶著他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有水的地方。所以老馬識

途就是這樣，要有老馬，它就知道哪裏有水。他看到有水，他就好開心啊就喝啊

喝，然後在那邊休息了一天。然後再把皮囊裝滿水，再割點草，再過兩天，他終

於走出大沙漠，就到伊吾國境。所以這段路，是他最辛苦的一段路。到了伊吾國

境就比較好了，等於是現在新疆的哈密。 

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這是他在傳記裏面寫的，他說長八百餘里，古來的叫做

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也沒有水草，唯一看到的就是一個影子，所以他心

裏面一直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 

為什麼玄奘大師他會念《心經》呢？那時候在四川的時候，有一個病人，身上有

很多瘡，又臭，衣服也破爛，玄奘大師就很可憐他，就把他帶到寺裏面給他衣服



啊，照顧他，給他吃的。 

慢慢的他好了，他就很感激玄奘大師，就教玄奘大師《心經》，他口授的這個經

典。所以玄奘大師他才懂得念這個《心經》，他常常念。 

「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繞人前後。」假如看到很多鬼啊，可能是我

們所謂海市蜃樓，他就會念觀世音菩薩，但念觀世音菩薩那些都不會全部走掉，

只有念《心經》這些才會全散。所以他一路的危機，都是靠這個《心經》。 

他到了伊吾，先看看這個照片好了。 

這個是實地的大陸的照片，這一塊

就是塔里木盆地，平平這個，亮亮

的，那這個地方就是瓜州，再來就

是玉門關，再來是伊吾，所以他從

這邊到這邊，瓜州這邊最辛苦。這

個是瓜州，這個是玉門關，這是伊

吾，伊吾然後再高昌。我們今天就

會講這一部分，他現在到了伊吾

了，伊吾然後再就是高昌，這個就

是吐魯番，高昌這邊就是吐魯番，

窪地，這邊是塔里木盆地。這是切

實的的一個地形圖，衛星照的地形圖。這比較清楚啊，這個是畫的塔里木盆地，

這個吐魯番。 

他到了伊吾，他就掛單于玉佛寺，寺裏面有一個出家衆是中國人，一聽到玄奘法

師，他很高興，他衣服都沒有穿，鞋子也來不及套上，就跑出來迎接他，就好開

心又相擁而泣。跟他說：「我真沒有想到，我今生今世能再看到故鄉來的人。」因

為我們看到故鄉人，都會有種見到相親的那種感覺。那玄奘大師也經歷過差點命

都沒了，也很感傷，所以兩個人就相對的哭泣。他就打算在伊吾那邊休息一陣就

走。 

那時候去西域的路有三條，北邊是隋朝路，中間跟下邊都要經過沙漠。那他已經

經過沙漠，他想他就不想要再經過沙漠，他往北一點走隋朝路。但是事與願違，

因為高昌國國王曲文泰早就聽說玄奘法師要經過西域來，他派了使者去打聽這個

玄奘大師什麼時候到。一聽到玄奘大師已經到了伊吾，他就派了他的使者去伊吾

那邊誠懇的邀請他到高昌國去。他本來要往北邊走，因為他必須要去高昌國嘛，

所以他就改變行程去高昌國。 

然後到高昌國呢，曲文泰對他非常的恭敬。高昌國這個國家是佛法很盛行的國

家，這個國王他是個漢人，為什麼是漢人呢？因為那個時候西域，本來就有一些

漢人和胡人在一起，後來漢朝比較落沒的時候，那個西域又強大起來了，那邊所

有的漢人就聚集在一起，在高昌這邊成立了一個國家，就是有漢人的國家。這個



高昌國王對佛法很恭敬的，他就求玄奘大師能夠留下來不要再往西走。他說：「你

不要去啊，就來我們這邊，我們這邊也有廟啊，你在這邊帶領我們就好了。」 

可是玄奘大師就是不願意，他說：「我的決心就是要往西行，你不要阻擾。」所以

兩個人就這樣講，講到最後那高昌國王就說：「如果你不願意留下來，只好送你回

京都去。」 

玄奘大師就說：「你可以把我的骨頭留下來，但是我的神識未必會留下。」 

國王就說：「我弟子慕名你這法師，你一定要留下來供養，這個蔥嶺可轉了，我這

誠意是不會改變的，希望你不要懷疑。」 

玄奘大師說：「哎呀，你的誠心不需要講我也知道，但是我到西邊來的意思是我要

求法的，不可能中間停留的，希望你能體諒；而且大王你是個修福慧的人啊，應

該要幫助我弘揚啊，怎麼可以阻礙我呢？」 

王就說：「我不敢障礙啊，只是國家沒有導師啊，希望留下法師來引導我們啊。」

講了這些了等等。 

雖然高昌國王算是蠻富有的，但是他是小國，他常常受到突厥的侵擾，所以他也

希望能夠有個法師來當個國寶一樣啊。法師就說：「我來這裏，是為了大法而來

的。」他後來又講說：「或者你就留下來，或者我送法師回國，請你自己想想

看。」 

玄奘大師就說：「你既然要這樣障礙的話，我骨頭可以被國王留下，但是我神識不

會被留下來。」他就這樣說。他就決定絕食，不吃不喝。 

國王每天都去看他，到第四天，就要快死了，他就好害怕。一個大和尚在他那邊

絕食而死，他就很慚愧。他就說：「好了，法師你要去就去了，我不會阻礙你

了。」 

但是他就跟他要求三樣事情，第一、他要跟玄奘大師結為兄弟。第二、將來玄奘

大師取經回國的時候，要留在高昌國三年講經說法。他就希望將來如果玄奘大師

成佛，他要像波斯匿王一樣來護法。第三、希望玄奘大師留在高昌國一個月，這

期間講《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這一個月他們也可以準備他要往西域的行裝等

等。 

所以玄奘大師也答應了，他就留下一個月講《仁王護國經》。為什麼講這個經呢？

其實在漢人文化裏面呢，這部經是可以護國息災的，就保護這個地方，也可以消

災勉難的一個經典，所以他請他講這個經。 

下面這個就是玄奘大師傳裏面講：「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每到講

時，王躬執香爐自來迎引。將陞法座，王又低跪為蹬，令法師躡上，日日如

此。」你看看，他跪下來給玄奘大師踩著當凳子一樣，當法座。多尊重這個法，



一個國王天天這個樣子，講經他天天如此。 

（此處放影片。） 

好，你們看這個有什麼感想啊？不要看個影片：哎呦！這個講的很好，故事很

好，情形很好，很真實啊。其實看個故事、看個傳記或看個什麼，都會引發我們

一個什麼想法。有沒有什麼想法？是很困難，他們是用生命來換取他們追求的。

玄奘大師用生命換取他要求的佛法，那些商人會用生命換取他們的財富，這條路

真的是用生命換取的。 

我們需要看看，玄奘大師他今天從一個孤孤獨獨人到最後一大對人馬跟著，他的

人格的偉大感動了人，他的人格讓老天爺也幫助他，否則他不可能這樣走的。當

然是他的願力。師父常講「堅、誠、恒」，堅持，誠懇，恒心，這完完全全的都在

玄奘大師的身上看到。他能夠成就，一定有他的原因嘛。對不對？ 

我們沒有成就，也是有我們的缺點嘛，從這點可以反觀我們。他做的事情很偉

大，他功德就是不可思議，他這樣拿著這些經典回來，我們受益多少，是不是？ 

這個故事好不好？這個故事真的很好，很發人深省啊，不是一個傳記而已，也不

是看電影；他真的是讓我們從裏面可以感受到他堅毅的精神，他那個不服輸、不

畏惡勢力的那個精神，這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到的。絕對不是小說《西遊記》裏

面的唐僧，絕對不是那個樣子，完全是不一樣的個性。以前我也有看唐三藏的故

事，為什麼？因為要講法，要看得很仔細，越看越感動，被他的精神所佩服，最

佩服他。 

好，我今天時間到了。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