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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天釋道安】

明哲之燈

20 則細說道安
編輯組

「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
，
高僧的出現是難得而不易，猶如暗室裡乍現的光芒，異常珍貴，
在混亂的魏晉南北朝年代裡，與世浮沈中，道安法師是劃破黑暗的第一道光，
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燃點出另一個嶄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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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自兩漢以來，塞外部族移徙邊境及內地者，日益增多，這些部族統名為

中

「胡」，其中匈奴、羯族、鮮卑、氐族和羌族號稱「五胡」。五胡與漢人雜

處，治理不易，徙戎不成。因此，在西晉末年，與漢人雜處甚久的胡人，趁著晉室
內爭（八王之亂：291-306）之時，起而參加中國的內亂。
先是匈奴人劉淵自立為漢王（304），永嘉五年，淵子聰曾派石勒等攻城洛陽，晉兵
十萬人被殲，是為永嘉之亂（311）。西元316年，晉愍帝出降劉曜（淵從兄之子），次年遇
害，西晉亡。隔年，琅琊王司馬睿於建康即位，是為晉元帝，東晉始。
（318）
劉曜自立長安，改漢為趙，史稱「前趙」
。同年，石勒自立於襄國，也以趙為

國號，史稱「後趙」
。石勒，羯族人，初附劉淵，西元313年取鄴城後，建國之基始
定；至西元329年，滅前趙，勒遂盡有其地，翌年，即皇帝位。此時為「後趙」極
盛之期。

出生至師事佛圖澄

1 童年至出家

道安法師生於西晉懷帝永嘉六年

(312)，原籍是常山扶柳人 （今河北省）。俗

家姓衛，是當地的望族。道安父親被劉

又熟背《成具光明經》萬言，「不差一
字」。從此道安的勤奮與天賦得到師父
的器重，年二十受具足戒，並取得自由
出外參訪的同意。

曜軍隊虜殺，母親孔氏不久也病逝。年
僅四歲的道安由表哥孔氏教養。
道安七歲始啟蒙讀書，過目不忘，

2 大和尚佛圖澄

遍地烽火，上哪裡求法？道安終於

再覽成誦。不久，道安已通曉中國儒家

來到後趙國都鄴，在大和尚佛圖澄座下

經典，成為一位年少的飽學之士。

學習。

十二歲，道安剃度做小沙彌，由於

佛 圖 澄 （ 2 3 1 - 3 4 8 ）， 本 姓 帛 ， 西 域

相貌不佳、皮膚黝黑，初時不得重視，

人，九歲出家，曾兩度到罽賓學法。晉

於田間執勞服勤三年。後乞經研讀，一

懷帝永嘉四年 （310） 來洛陽，時年 79

日便熟背《辯意經》五千餘言。隔日，

歲。在石勒建立的後趙政權 （319-351）

香光莊嚴【第九十五期】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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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他以方術取得石勒、石虎的信

他，後來，佛圖澄講法，要道安複述，

任，並以「大和尚」、「國之大寶」名

道安挫銳解紛，答辯有力，得眾人信

揚一時。在朝廷中有「一人之下，萬人

服，時人流傳「漆道人(指膚色漆黑)，驚四

之上」的地位，後趙軍政機要都得先徵

鄰。」

詢過佛圖澄的意見才實行。期間，由於

道安在佛圖澄的教導之下，所學以

佛圖澄的勸諫，令二石殘暴的行為略微

小乘為主，兼學大乘般若學，在佛教理

收斂，救活了不少人，「凡應被誅餘

論方面打下堅實的基礎。也曾在其門

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

下，習學戒律 。

佛圖澄儀態風雅，通曉內外經典，

除此之外，佛圖澄曾告訴道安等弟

不做戒律所不允許的行為，一生無欲無

子，佛經中提到「若要建立正法，則應

求。他是中國佛教史上透過國主力量發

親近國王，得其支持。」澄曾表示：自

展佛教的第一人；由於他的推動，石虎

己以道術神通，令石勒、石虎稽首信

詔許各族民人皆可出家，也是中國歷史

服，使胡人皈依，讓百姓蒙益，促佛法

上第一次朝廷明令許可漢人出家。

得一時之盛，這是一種方便權宜的方

由於二石的倡導，佛教在後趙佔領
地區（今河北、山西、河南、山東、陝西、江蘇、安

法。要令佛法住世，深入佛法的究竟實
相，還是必須研究佛法的義理。

徽、甘肅、遼寧） 大為盛行，建寺達 893

這些想法，影響了道安一生的傳法

所。門下受業的常有數百人，栽培不少

風格。道安深知「不依國主，則法事難

如道安、法雅等有才華學問的門徒。前

立」，日後，他雖積極依靠苻堅等君王

後門徒近萬，成為佛教一代宗師。

擴展佛教，但不以神通來引惑常人耳
目，而是以自己的學養與人格，開一代

3

師事佛圖澄
西元 335 年， 24 歲的道安到鄴都

鄴宮寺師事佛圖澄，「服膺終身」，直
至澄死（348）。
十來年的時間，道安得到佛圖澄的
賞識與栽培。初因其貌不揚，有人輕視

20

香光莊嚴【第九十五期】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風氣。
可說，道安是佛圖澄的真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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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30 年，石勒既滅前趙，即皇帝位，統治大半華北地區。石勒雖起自群

西

盜，目不識丁，但好聽歷史故事，日久逐漸重視漢族文化與知識份子。在其

定基襄國之後，注重教育，胡漢分治，另外也積極抬高羯人的地位，嚴禁稱「胡」
，
號胡為國人，經濟上則勸課農桑。在經過長期戰亂之後，北方出現了一個相對安定
的局面。
石勒死後，石虎廢勒子弘而自立（334），遷都「鄴」
。石虎性極殘暴，並大興土木，
使社會受到極大破壞。石虎死後（349），石氏諸子自相屠殺。五月，石遵殺石世自
立。遵在位六月餘，石虎愛將冉閩殺遵立石鑒。冉閩利用漢人反對石氏壓迫的情
結，親率漢人誅胡，死者二十餘萬。
翌年，冉閩殺石鑒，自立為魏皇帝（350）。後趙境內又起割據拼殺，至西元 351
年，後趙亡，共三十三年。
不久，冉魏被鮮卑族慕容M所滅，冉魏亡（352），慕容M稱帝，是為前燕。

河北時期

4 避難

鄴城第一名園，建築華麗美觀，非達官

佛圖澄圓寂後的第二年(349)，後趙

顯要難以一睹其美。道安雖然入住華林

王石虎死，後趙內部為爭奪王位而發生

園，但已預見「石氏之末」、「國運將

大亂。石虎在世時屢易太子，後立少子

危」，便決定帶著師兄弟沿鄴都西北方

石世為皇太子。石虎死後，石世繼位，

避難，逃往「牽口山」(今河南安陽西北)。

在位才 33 天，其兄石遵就聯合冉閔等
大將起兵謀反，殺石世，自立為王。
石遵稱帝後，頗感時局無常，性命

牽口山離鄴都不遠，經濟及居士等
護持資源還容易取得。因此，從石氏之
亂至冉閩敗亡，道安一直在此居住。

朝不保夕，常恐他人謀反篡位。由於石

西元 351 年，冉閔廢殺石遵，並鼓

遵一向尊崇道安，就派遣中使竺昌蒲去

動漢胡相互仇殺，大批人才遭禍，人心

邀請道安到「華林園」居住，並為之廣

惶惶，無人顧及道安教團；加上那一年

修房舍，禮遇甚重(349)。華林園是當年

「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

香光莊嚴【第九十五期】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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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支援恐斷絕。在「人情蕭索」情況

佛教史上可說是第一人。

下，道安慨嘆：「今天災旱蝗，寇賊縱

只是，道安透過什麼方法來糾正

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道安決定

「格義」的缺失，並沒有明確的記載。

再次率眾離開牽口山，逃往飛龍山(今河

在這之後四年 （357），慧遠援用莊子理

北石家莊)。

論解經，令聽者豁然大悟的事件，道安
「特聽慧遠不費俗書」，應是發現只以佛

5

對格義的反省
道安不得不再次考慮遷徙之事。他

首先想到自己少年時的好友—僧光。
僧光為避石氏政權內亂，潛隱飛龍山。

經解經，還是不夠。

6 河北太行恒山立寺傳教

在飛龍山的看法歧異之後，也可能

而道安和僧光當年曾有「若俱長大，勿

是彼此商議應該分頭行化，西元 353

忘同遊」之約，此時，道安便決定投靠

年，僧光與竺法汰一起離開飛龍山；而

已在飛龍山落腳的僧光。

道安則來到河北太行恒山一帶(今河北阜平

僧光「勵行精苦，學通經論」，並

北部)，立寺傳教。

專精禪修。二人相逢欣喜，後共同研究

此時的道安，名聲已播揚全國，才

佛教義理。同期，還有竺法汰、道護等

到河北不久，不少人投其門下，所謂

人一起研習經典。後來，道安與僧光二

「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改服從化

人對「格義」的看法有了分歧—僧光

者，中分河北」。其中包括了慧遠，也

贊成，道安則否。

因仰慕道安的盛名，趕來隨其出家。

「格義」，是指早期僧人講解佛經時

道安的名氣愈來愈大，當時任武邑

引用中國原有的名詞和概念，甚至引用

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便苦邀道安至

老莊書上的術語，目的是為了使中土人

武邑講經，此次傳法「名實既符，道俗

士更容易了解佛法，進而接受佛法的教

欣慕」
，這約是西元 355 年的事情了。

化。早年，道安也曾使用「格義」的方

西元 356 年，前燕已經統治河北大

法解析佛理。但此時，道安認為：以

半，定都「鄴」，政治相對安定。道安

「格義」講解佛法，常會發生偏差誤

率眾又回到鄴城，住受都寺。道安率領

解；這只是佛法初傳時，不得已而為
之。這種批判反省的精神，在中國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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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發生內訌，道安再次率眾入「王屋

受到北方佛教對禪學的重視，道安

女休山」（濩澤，今山西陽城西南）。但是北方

認為禪數是「眾經之喉襟，為道之樞

戰亂未止，天災也隨之而來。道安只好

極」， 是 研 究 佛 學 的 基 本 。 加 上 竺 法

率眾離開王屋女林山，渡河南下，來到

濟、支曇講等人的幫助與鼓勵，道安對

「陸渾」（今河南嵩縣）。此時的生活更加困

漢末安世高所譯的《陰持入經》、《道

難，以致到了「山棲木食」的地步。

地經》、《大十二門經》等用功頗深，

不久，前燕攻克洛陽，西元 365
年，道安等仍迤邐南行，決定避往襄陽
（今湖北襄樊）。

並寫序作註。
除此之外，道安對於《般若經》也
相當用心。道安之前，支孝龍、永僧
淵、支道林等名家，大力弘講《般若

7

對禪學的興趣
從佛圖澄圓寂後，道安四處避難，

直到定居襄陽前，在這十五年的時間
裡，雖然顛沛流離，道安仍齋講不斷，
註經甚勤。此期道安的主要展現在對禪
學的鑽研。

經》，在當時的中國佛學界，般若學是
一門顯學，並形成了般若學研究的各種
學派。道安撰寫許多有關《般若經》的
文章，來註解發揚此經奧義。但此時道
安對般若的註釋，仍帶有修習禪定的痕
跡；相對的，描述禪定的境界，也帶有
般若學的痕跡。

◎道安處於年年
戰禍、兵荒馬亂
的時代，為了躲
避禍亂，不得不
四處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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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族慕容M於西元352年率兵過遼河滅冉魏，建立前燕政權，五年後，遷都

鮮

鄴。與此同時，氐人在關中所建立的前秦政權，日益強大。西元357年，苻

堅即位後，任用漢族士人王猛為相，振興儒學，興修水利，勸課農桑，勢力迅速擴
張。西元370年，東滅前燕，西兼前涼，北併鮮卑拓跋氏之代，南取梁益二州，遠
征西域。至此，北方又一度出現統一的局面。
相對偏安的東晉，在長安淪陷後，琅琊王司馬睿於建康即位。時北方大亂，中原
人士相率南渡，王導為之撫輯流亡，復延結吳地故老，共度艱危。在王導的輔佐
下，東晉立國基礎賴以穩固。而許多仁人志士一心光復國土，東晉中期前，最有名
的是祖逖與桓溫。祖逖因不得後方援助，憂憤而死，原收復的土地又為後趙所奪。
桓溫（312-373）功高權大遭忌，朝廷反支持殷浩與之抗衡，殷浩終因喪師辱國被廢。
之後，桓溫獨攬大權，曾展開三次北伐。雖然後趙亡後二十年，正是東晉廓清中原
的好機會，但終因內部相互猜忌，卒無所成。

襄陽傳教

8 新野分張徒眾

西元 365 年三月，道安南下的途

中，來到新野 (今河南新野) 時，道安對眾
人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
化之體，宜令廣布。」為此，他決定分
散徒眾到各地去傳揚佛法。
首先，道安派竺法汰率眾前往揚
州，他認為那裡「多君子，好尚風流。」
法汰與道安是同學，新野涕泣而別後，
帶著弟子曇壹、曇貳等四十餘人沿沔水
南下，因病停留在揚口，道安還曾派慧
遠去探望他。竺法汰來到東晉首都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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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官寺，受到帝室禮遇，王侯公卿，
無不畢集；流名四遠，士庶成群。汰六
十八歲卒於建業。佛法行於江南，可說
是道安分張徒眾的安排。
道安又考慮西邊蜀地，少聞佛法，
於是派法和前去蜀地，他認為那裡「山
水清幽，易傳佛法。」法和在巴蜀弘
化，「巴蜀之士，慕德成群。」巴蜀佛
教傳播，亦可說是道安分眾之功。
道安則帶領弟子慧遠等四百多人，
直抵襄陽。開啟了荊、襄佛教鼎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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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襄陽的佛教中心：檀溪寺

而為弘法創造了很好的機緣。

道安在襄陽的十五年時間，是他一

另外一位江東名士—郗超，曾為

生中從事佛教活動的最重要時期。襄陽

桓溫幕僚，信奉佛教，與支道林相知。

屬荊州，地處南北交通要衝，是東晉的

他欽崇道安學問德行，派人送米千斛，

重鎮。此地人傑地靈，薈聚了不少名流

並「修書累紙，深致殷勤。」

顯要和文人學士。
道安先居襄陽白馬寺，因寺狹僧
眾，得當地權貴的贊助，另建「檀溪

東晉孝武帝信奉佛教，聞道安德行
學問，也曾遣使問候，並下詔：道安的
俸祿與王公相同，由該居住地給付。

寺」。檀溪寺不僅是道安等眾人修道的
好環境，而且，隨著道安影響力的不斷
擴大，也成了道安廣結名賢的地方。

11 宣講《般若經》

道安受到南方佛教重視義理的關

係，以及東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其

10 與士大夫、王室的往來

道安在襄陽講經說法，受到普遍歡

迎與支持。荊州刺史桓豁與鎮守襄陽的
朱序等權貴人物都與之交往頻繁。
其中交情最深的，莫過於習鑿齒。

思想逐漸由禪學轉向義理，著意宣揚
《般若經》，同時也搜尋其他經典進行整
理與研究。
在襄陽十五年，道安每年講兩遍
《放光般若經》，並對大小品《般若經》

習鑿齒出身鄉豪，以博學多聞，辯才無

進行比對研究。就是到了長安，道安仍

礙，文筆高妙為名。他久慕道安盛名，

留心研究大品《放光般若經》與《光贊

曾在道安率眾南下至南陽時通書致好。

般若經》。

道安博學多識，既不耍弄方術，也
得井然有序，對此，習鑿齒相當欽佩。

12 纂輯佛經目錄

他不僅常到檀溪寺向道安請教，還致書

成漢文，各種手抄經本也日益繁多，但

當朝顯貴，竭力推薦，褒揚道安的道德

傳經之人的名字無從得知，因此無法推

與學養，謝安就是其中之一。道安透過

算其年代。道安以前，雖已有經錄，但

習鑿齒，結識不少東晉的顯貴名士，從

只是一代或一人所翻譯的經錄，只列經

不憑藉威勢，卻能將數百人的僧團管理

佛教傳入中國，大量佛教典籍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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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標著名類年代。至道安始作總

現了以某個僧人或某寺為核心發展的僧

錄，嚴別真偽。「安乃總集名目，表其

團。如後趙時，即以佛圖澄為中心的僧

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眾

團，「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

經有據，實由其功。」是中國佛史上最

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

早的、具有系統的佛經目錄。此經錄又

百九十三所。」北方戰亂後，也形成了

稱《道安錄》、《安錄》，或《綜理眾經

許多以佛圖澄弟子為中心的地方性僧

目錄》。此錄雖已佚失，但其內容大部

團，如道安的僧團，在泰山竺僧朗的僧

分為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卷二至

團等。

卷五所收，我們還可大體知其原貌。

道安自在河北恆山建寺傳法之時，
已有以他為核心的數百人大僧團。至襄

13

註經作序
翻譯的佛經時常有錯誤，主要是印

度文體與中土不同所致。佛法許多名相
概念本就艱澀難懂，譯成中文，往往不
知經義所指。針對這些情況，道安透過
經典作註解的方式，逐段釋義或字詞解
說，使得疑難隱晦的意義，都變得易於
解讀。道安不僅為佛經分段釋疑，還為
每部經典的要旨作序，便於人們領會。
「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
明，自安公始。」不侷限該時期普遍講
經的方法—對經典概要說明或複述原
文。—道安是中國佛教史上，逐字逐
句做詳細義理研究的第一人。

14
26

戒規確立
佛教傳入中國，逐漸普遍後，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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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弘化時期，如何管理人數日漸增多的
僧團，並且如法如律，也成了道安日夜
思索的問題。
道安參照漢地已有的戒律，為僧團
制定具體可行的戒規，這就是《僧尼軌
範 》， 大 體 包 括 三 方 面 ： 一 、 行 香 定
座，即講經說法的儀式與方法。二、每
日晝夜六時的修行、食住規定。三、半
月舉行一次的說戒懺悔儀式。還有結夏
安居結束時，舉行自恣儀軌等規定。
道安所制定的戒規影響很大，據稱
「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鑿空開
荒，則道安為僧制之始也。」
在道安之前，中土沙門依其師為
姓，僧人的姓各不相同。道安提出「大
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於
是，僧人以「釋」為姓，永成定式，至
今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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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法師避難
行經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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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既統一北方，便想南下侵晉，王猛曾加以勸阻。西元378年，派苻丕率兵

苻

南攻襄陽，翌年攻下。西元383年，王猛死後，苻堅以步騎八十餘萬大軍企

圖一舉滅晉。是時，東晉謝安當國，命謝石、謝玄等督軍八萬抵禦。兩軍隔肥水而
戰，秦軍敗退北方，此即決定南北繼續對立大勢的「肥水之戰」
。
肥水戰後二年，會稽王司馬道子弄權，引發內戰。桓玄竟攻陷京師篡位，後為劉
裕所平。自此，劉裕握有大權，西元420年，劉裕篡晉，改國號為宋。
肥水之戰後，前秦一蹶不振，統一的北方又行分裂。慕容垂、慕容泓、拓跋珪復
國於東；姚萇、乞伏國仁、呂光、楊定建國於西。八國並立，日尋干戈，此為五胡
末期的第一階段。繼又有南燕、南涼等國並爭。自劉淵稱帝以來，北方及長江上游
先後出現許多國家，通稱「五胡十六國」
。直到西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統一
北方，終於結束了這紛爭的時代。
此時南方已是劉宋，南北各自統一，而成對立之局。

長安弘法

15 與前秦苻堅的因緣

僧眾數千人的五重寺裡，受到貴賓般的

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378)，苻堅派

待遇。由於苻堅對他的尊敬和禮遇，及

遣苻丕率兵攻打襄陽，這次是為了愛才

昔日的聲望，道安很快就成了前秦佛教

而動干戈。道安為太守朱序所拘，於

界地位最崇高的人。道安又以其多聞廣

是，繼新野之後，再一次分散徒眾，使

識著名，苻堅還敕命國內諸學士，內外

其到各地去傳播佛教。

有疑皆師於道安，所以，京城流傳一

苻丕大軍攻下襄陽，帶走道安、習

語：「學不師安，義不中難。」

鑿齒，然後立刻班師回朝，所幸沒有濫

道安曾在苻堅發動肥水之戰前，懇

殺無辜。苻堅曾得意的說：「朕以十萬

勸阻止；苻堅晚年被慕容沖包圍，也曾

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安公一

將道安和能預卜吉凶的王嘉安置在外

人，習鑿齒半人也。」

殿，「動靜咨之」。這都可以看出苻堅

被迎到前秦國都長安的道安，住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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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道安，主要是倚重他過人的智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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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識，來做前秦的政治參謀。

質樸的原文作適當的修飾以適合中國人
好文的學風。三、刪略頌文中重複的句

16

翻譯並註解佛經
道安在長安仍繼續宣講與研究《般

若 經 》。 同 時 也 透 過 朝 廷 的 保 護 與 資
助，組織中外有學問的僧人翻譯佛經，
這龐大的譯場，共譯出佛典約十四部，
一八三卷，百萬餘言。
所譯經典中，雖有大乘佛典，但主
要是翻譯從印度西北和西域傳入的「說
一切有部」的經典。此外，為適應內地
僧團發展的需要，道安也十分重視搜求
與翻譯戒律。

子。四、有些帶有總結性而又重複的頌
文要刪去。五、原文中複述前文的內容
要全部刪除。
「三不易」是指三種不容易翻譯的
情況：一、不易使古代的東西譯得適合
於今時。二、不易使聖人之言譯得讓凡
愚都能夠接受理解。三、現時平常一般
譯者不易理解並表達長久以前的佛法深
意。

18 發願往生彌勒淨土

另外，道安仍勤勉地註經作序，一

有關彌勒菩薩的經典，在道安以

生共有著作六十多種，現存約二十多

前，已有譯出流行。如竺法護譯的《彌

種。現存著作有各種經論序十六篇；註

勒成佛經》、《彌勒菩薩本願經》、《彌

疏一種。內容包括佛教大小乘理論、禪

勒下生經》等。

修、律儀等廣泛的領域。

而道安對彌勒淨土早有信仰。早在
襄陽時期，道安就曾率領眾弟子，在彌

17

五失本 三不易
道安也在考評前人譯經得失的基礎

上，結合自己的體會，對佛經翻譯原則
做了總結，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
不易。」
「五失本」是指佛經翻譯中有五種
情況，須改變原本經典的表達方式：
一、語法上要適應中文的結構。二、把

勒佛像前發願生兜率天。將來再隨彌勒
下生人間修行，最後達到解脫。
道安願往兜率天，既反映了他作為
一個佛教徒的宗教理想，也反映了在動
盪不安的時代，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東晉後，往生兜率淨土的彌勒信仰
在中土得到迅速的傳播。
西元 385 年，正月廿七日，來了一
位醜陋的僧人，向道安示現了兜率天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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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的妙果。自此，道安對自己往生兜率

空之義的一個概念，道安的本無宗就是

的信心更大。該年的二月八日，道安齋

用「本無」來闡發《般若經》的「空」

戒沐浴畢，無疾而終，塔建五重寺中。

義，認為「無在元化之先，空為眾形之
始，故稱本無。」把「本無」視為宇宙

19

創建本無宗
在佛學上，道安集當時中土佛教理

論之大成，創立「本無宗」，推動了佛
教理論的中國化進程。

人生的終極本源。人如果通過禪法的修
練 而 「 宅 心 本 無 」， 就 能 息 滅 妄 念 雜
慮，真正證得般若，從而達到無言無
為、無欲寂靜的佛教理想之境。

漢代傳入的佛教，主要有安世高譯
般若學兩大系統。小乘禪學比較重視禪

20 教化及其影響

定修習，許多方法與道家方士所提倡的

教化，他在各地有許多的弟子，是當時

呼吸吐納有相似之處，因而依附盛行的

中國最大的佛教僧團，其中慧遠是繼道

黃老神仙方術，在漢魏之間流行。魏晉

安之後的佛教界領袖。道安先後兩次分

時期，老莊盛行，玄風大暢。般若學的

散徒眾，擴大佛教的影響和傳播區域，

核心是一切皆空，通過假有本無(性空)來

到處都留下了其弟子的足跡。

介的小乘禪學，和支婁迦讖譯介的大乘

說明「空」，這與談無說有的老莊玄學
頗為相似，因而得以繁興。
道安對佛教傳入的各種理論學說是
兼收並容的。不過，他一生對般若學的

道安十分重視佛教的傳播與弟子的

道安「本無宗」的出現，表現出中
國佛學對外來佛學牽強附會階段的結
束，開始了消化吸收、融會貫通和敢於
創新的新時期。

研究用力最勤，知解最深，成果也最

一代宗師釋道安的學識道風、德望

大。其次在禪學研習方面，道安也有自

功績及地位影響，一直受到佛教界和學

己獨特的體會。道安融合般若與禪學兩

術界的高度評價。他在長安譯經講學，

大系的思想，成為當時這兩系思想的集

集聚英才，為鳩摩羅什的佛典翻譯，準

大成者。魏晉時的般若學受老莊玄學的

備了良好條件。羅什來華之前，遠聞道

影響而形成了「六家七宗」，道安創立

安之名，稱其為「東方聖人」，更是肯

的「本無宗」是影響最大的一個派別。

定了道安在佛教上的貢獻與成就。

「本無」是漢魏佛學家用來表示般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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