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星雲大師《玉琳國師》傳記故事之傳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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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星雲大師所著之《玉琳國師》傳記，記敘清順治皇帝之國師玉琳通琇一生的行誼，
特別是接受佛法諸種因緣考驗後，證得出一位出家者應有的修養歷練。大師此一
著作，寫於 1953 年，初於《人生》雜誌上連載一年六個月後，正式於 1954 年出
版。作為一本已經出版將近七十年的佛教小說，此一故事已經耳熟能詳，但被搬
演的魅力仍不減，到底此一著作在文學敘事上特點為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改編此一故事者，又能以什麼樣的角度來作詮釋?因此，本文選擇以文學性的角
度，詮釋大師此一著作觀點，並以 2012 年尚和歌仔戲《玉琳國師》(撼動版)為例，
敘述小說與禪境戲劇如何改編與連結。

一、前言
星雲大師所著之《玉琳國師》傳記，記敘清順治皇帝之國師玉琳通琇一生的
行誼，特別是接受佛法諸種因緣考驗後，證得出一位出家者應有的修養歷練。大
師此一著作，寫於 1953 年，初於《人生》雜誌上連載一年六個月後，正式於 1954
年出版。做出撰寫動機《玉琳國師》故事，乃因書寫小說的前些年曾與煮雲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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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埔里布教，於每夜臥眠時間，皆聽聞煮雲法師講述玉琳國師事 ，於是，大師
後來根據這些內容，再加上史傳語錄記載，老和尚所言之相關傳說，與大覺寺附
近之磬山寺所見國師遺跡等等諸種線索，完成了這一本教界成名之作。
大師常言自己受文學啟蒙的時間很早，也因此相當熱愛文學。他自孩提時
代接觸圖畫書後，文學離不開他的生活，並陪伴各個階段的成長時期。因此，他
會選擇引用文學創作方式來弘揚佛法，絕非一時興起之念頭。再加上二十八歲青
年時期，有些因緣讓他主動爭取磨練當眾說話的機會，於是啟發他以「說故事」
方式作為佛法傳播管道。這一段宜蘭辦理佛法講座的經驗，磨練大師以講故事的
可能性傳播佛學，他以為，一位年輕的僧人要如何讓信眾能接受佛法理念，可能
運用「說故事」的方式，才能有助於講經效果。他說:「在廟口講演，群眾來去
就像潮水一樣，大家一步走來，一步又走去，每逢我講到故事，群眾就會慢慢向
我集中，故事講完之後要講道理，大家又慢慢散去，一場講演約兩個小時，人慢
慢聚合而來，或者人慢慢解散而去，常常都要幾個回合。2」他又說:「一九五三
年初我到了宜蘭，宜蘭是一個鄉城，平常沒有什麼活動，當地居民忽然聽說一個
外省的年輕和尚要來說法，一下子湧進兩、三百人。每次的集會中，我也體會到
一個技巧，光只是講說還不夠精彩，如果有圖片會更好。於是我向日本購買許多
幻燈片，再用幻燈機播放出影像，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看圖說話』，這更容易吸
引信徒的喜愛，他們都認為這是在放電影。」
透過用說故事方式與信徒講座，藉由「敘事說法」與「看圖說話」等訓練，
大師自然而然超脫一般生硬的佛經說理，因此，這一本文筆通暢的高僧傳記《玉
3
琳國師》 ，讓他很早即享有佛教文壇「文藝明星」的美名。但大師並不以此自
滿，他希望這樣的傳播方式，能予以擴大其影響力，對佛教義理傳播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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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輕的時候，寫了詩、寫了文章，忽然動了念頭想為佛教寫一篇小說，這是因為主編《人
生》雜誌時，感於大部分都是刊登一些傳統守舊的文章，沒有人要看。為了吸引更多的人讀佛教
的雜誌，除了寫文章外，我就開始寫起小說《玉琳國師》了。這本書的起因，是我曾經投宿在一
個村莊，夜晚，尿桶的臭味，實在薰得我睡不著覺。一直以來，我很歡喜聽煮雲法師講故事，我
就起床要求他：「煮兄，講一段故事給我聽吧！」他一聽也沒有推辭，就講了一段「千金小姐與
萬金和尚」的故事。我覺得很有趣，同時，這則故事也發生在江蘇宜興磬山崇恩寺，是距離我出
家的祖庭大覺寺不遠的寺廟。我就跟煮雲法師說：「感念你，為了不辜負你的辛苦，我會整理起
來，把它寫成一篇小說。」後來就有這本《玉琳國師》問世，甚至還曾被改編拍成電影、電視連
續劇、歌仔戲、空中電台廣播小說。」(出自:星雲大師:《百年佛緣 5，文教篇 1，我與文學的關
係》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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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星雲大師:《百年佛緣 2 生活篇_我的演講緣》
。
本文參考星雲大師:《玉琳國師》
，新北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54 年出版。以下若出現本
文參考內容，僅於出處註記頁碼，不再一一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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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 1954 年之後，《玉琳國師》相關影視戲劇不斷，甚至於 21 世紀之後，
仍持續計畫性搬演。
作為一本已經出版將近七十年的佛教小說，此一故事已經耳熟能詳，但被
搬演的魅力仍不減，到底此一著作在文學敘事上特點為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改編此一故事者，又能以什麼樣的角度來作詮釋?因此，本文選擇以文學性的角
度，詮釋大師此一著作觀點，並以 2012 年尚和歌仔戲《玉琳國師》(撼動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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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二十一世紀後佛教高僧傳記敘事及其傳播特質對民間信仰的影響力。

二、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文學特質
妙願法師提到《玉琳國師》一書的文學成就:「就台灣戰後到 1954 年佛教文
學作品而論，本書是唯一一部僧眾創作出版的長篇小說，內容帶有多種革新觀念。
第一、以和尚與千金小姐的愛情為故事主軸，一反傳統的忌諱。第二、以文藝小
說形式撰寫高僧傳。第三、以小說內容批評佛教弊端。5」由此觀之，大師的小
說創作，不單只在形式上有所創新，在敘事結構佈局上，均企圖創生出不同以往
的佛教觀點，落實人間佛教思維。
(一)用文學敘事還原人間佛陀本來面目
星雲大師在二十八歲傳播佛理，對信眾接收佛法教義，主張佛陀雖具「神」
性，但其修為均與人一般，強調人間修維的特質。佛陀生前亦具七情六慾，也受
世間所苦，但因各種因緣修持，最終修成正果，始得成佛。因此，各種佛菩薩之
修行始於人間世，故，世間人要能精進佛法，其修行亦在日常生活中得以被完成，
大師認為:
人間的佛陀一向倡導平凡、平常、平淡、平等，生活化、人間化。因此，
現在我們要還原人間佛陀的本來面目，才能把人間佛教應用十方，傳揚國
際。從佛陀出家求法、成立教團，以及日常生活、教化弟子、利生服務等
各方面來認識佛陀，了解他真實的人間生活，相信更能為現代人所接受和
信仰，這也是我在佛陀紀念館揭示「佛陀是人，不是神」的本意，畢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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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的人間佛教，是真實無欺無妄的教法 。
佛陀是在日常生活悟道，同樣的，星雲大師體認到玉琳國師的修為必於人間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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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劇是尚和劇團再度於 2012 年 6 月 2-3 日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發行影帶後，定為「撼動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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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妙願法師《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琳國師》之研究》
，參見《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第七期，2018 年，頁 188。
6
參閱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二、佛陀的人間生活，出自《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
二期。

成，才能真正成就道體，回歸最初義理。他以為出家僧人本為凡人，是靠著本身
自尊、自覺與自信進而不斷修持，才能出脫世塵染缸，成就佛法。然而對應 1954
年當時的佛教狀況，受日本統治影響，戰後台灣多數僧眾所遇到狀況，包括無修
持戒法、佛道不分，以及識字率不普及等等狀態，要真正讓佛教普及達成正統化
思惟，必要落實傳說教義的通俗化與普及化，要讓世間有心修佛者具備信心。因
此大師在本書創造出幾個概念，最終以行菩薩道精神，來貫穿本書創作核心。
小說主角玉琳，一開始就是描述他在宜興磬山崇恩寺出家生活擔任香燈師，
然而，玉琳經歷一連串的事件之後，才真正了悟「為教爭光」
、
「弘法利生」的宗
教情懷，因為他至終了悟「菩薩道」必須在「有情」
、
「利生」當中，才能真正落
實。因此在本書佈局上，用了幾個事件貫穿他習得的義理。包括:與王宰相女兒
因宿世因緣而構成的入贅成親事件、不識師兄玉嵐「外現羅漢像、內秘菩薩行」
特質、因吳師爺枉受殺人冤獄的災禍考驗、救援順治皇帝船難始為國師事件、雲
遊四海將山寨改為佛殿等等，直到晚年自覺身衰後圓寂法王寺。這些事件有幾個
重要的人物，伴隨著主角玉琳國師者，亦有天隱老和尚、王小姐(後出家法號醒
群)、玉嵐師兄、賊首王德盛(後出家法號醒道)、王小姐婢女翠紅(後出家法號道
宏)以及順治皇帝等7。
這幾個事件與相關人物並非隨機串接，這些事件穿插，是強化作家的精神結
構，在面臨問題時，致力尋求一個具有意義的解決辦法8，那麼，大師要如何設
定。在小說剛開始，玉琳也是位相當謹慎、努力的出家者:
玉琳的個性每人都曉得的，他安分守己，見人都是一團和氣，唯有對一些
有權勢的人不肯低頭，對於一些名人要到寺院中來，他都是鄙視那忙著歡
迎的人。……不過玉琳終是一個很好說話的人，後來，違拗不過糾察師父
的再三勸請，他已經答應不管他什麼人的來去，只要自己把應盡的責任盡
了，因為打掃整理佛殿是他香燈師應負的責任。(《玉琳國師》，頁 3~4)
小說一始，第一個引起玉琳「反感」事件，即因王宰相千金要來寺院進香，全寺
動員灑掃重整，唯有玉琳心生排斥，不願積極配合。但儘管心中不願，但仍勉強
行役勞動，應付寺院要求。
再看一段王宰相來寺中表明欲招贅玉琳，成全女兒心志後，玉琳所言:
這事太奇怪了，做和尚如果不能守僧戒而去捨戒還俗，這本是佛制所允許
的，也不算是什麼可醜的事！可是徒弟自從十九歲時皈投佛門以來，已經
六年了，至今並未有越軌的行為，我也認不得王相爺的千金。現在若要我
去捨戒還俗，當初我又何必要出家？而且人生的生死，以及一切的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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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與戲劇的腳色名有出入，但人物性格不變。小說中玉琳國師的師兄名為「玉嵐」
，尚和歌
仔戲則為「岩頭師兄」
；小說的小姐為「王小姐」
，歌仔戲中小姐名為「珍蓮小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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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何金蘭:《文學社會學》
，其中引自高德曼的理論，提到「意涵結構」之意。台北市:桂冠圖
書出版社，1989 年，頁 158。

都是由於愛慾所致，徒弟怕在生死愛慾中沉淪，所以割愛辭親，辭別了父
母，離開了家鄉，皈依在佛陀的座下，親近師父受教，現在怎麼能叫我拋
棄了光明的大道不走，又去走那黑暗的歧途，將來哪一天才能離開了這生
死的大海？(《玉琳國師》，頁 24)
對玉琳而言，他的「心志」是堅定，無法拋擲對佛法冀求不墜的一顆心，他以為
自己一旦遠離佛寺，心即出走，終致讓自己墮入黑暗歧途而萬劫不復，所以絕不
成全此事。然而，玉琳天隱師父、王宰相卻讓他與自己的理念背道而馳:
「但為了救人的命，佛法也會方便允許的！」王宰相雖然佩服玉琳的僧格，
但想到病床上的女兒，想到滿眼含淚的夫人，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意見。
「話雖這樣說，但真這樣做了，佛教的名譽，貴府的家聲，在一般世俗習
慣看來，都有損害。個人的問題，最好是不能使大家牽累。」玉琳整了整
衣領，每一句話很沉重的吐出來。
「好心都有好報的，菩薩救人，是不計世間上譭譽！」王宰相是一個很通
達佛理的人。
「玉琳！還是允了吧！宰相的話說得也很對！」玉琳的師父天隱和尚又跟
上一句。(《玉琳國師》，頁 25)
這是一個相當微妙的決定，小說在各個事件設定上，表面經常呈現出世人對佛家
想法有落差，而大師也常用這樣的文筆，除了表達玉琳心聲外，最終也突顯出大
眾對佛法偏執的一面。
例如，「玉琳知道得非常清楚，做一個出家人，雖然把心中一切雜染的念頭
完全壓制，對人不分男女老幼，都一律平等而視，但一般人們的傳統觀念，卻認
為這是不合法理。他們要求的是要你起分別心，是把女子不要當人，是叫你遠離
眾生，玉琳就向這些傳統的觀念低了頭。(《玉琳國師》
，頁 84~85)」因此，這就
是在事件上所起的效應，事件其實是流動的，其轉變在於心念。
大師認為，玉琳最初的修持也是從佛寺出家開始，但不是所有的道皆在寺院
被習得，因為道的獲得在於用心感受菩薩道的意涵，它是必須親臨群眾。因此在
事件意涵結構中，皆可得出均有二元意涵建構在每個事件中，因此，下表從玉琳
歷經過的重要事件裡，呈現他前、後關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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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事件均會有從表象接受，經過歷經過程的醞釀後，使之發生改變，而讓內
涵的實質結果表現出不同的意義來。
事實上，每一件事對未修行者而言，產生分別心是無可避免的，若要能化解
這兩端必須端靠心的轉念。因此，對始能以「菩薩道」弘揚利生的玉琳國師，自
「入贅成親」後，逐能將二者使歸於一，直至人生終點「圓寂法王寺」事件，雖
然雲遊至終到法王寺以為整部小說寫作篇幅最短的部分，但此時他已能真正布施
眾生，超然無我，達成弘揚利生的菩薩道境界，這正是大師一生所勉勵出家修行
者最高境界，而在「枉入冤獄」之前，對玉琳修持在於「拋擲個人好勝執著」；
到了「奉為國師」事件之後，則能「拋擲有形身體束縛」，達成身心於人世間的
磨練。
使玉琳體悟修持方式的改變，最初是藉他者之力所推波助瀾，「他者」以師
父天隱和尚、師兄天嵐等二人是最能成就玉琳行使菩薩道者。每一次都能讓玉琳
敞開心懷，學習放下自己，試著接納他者。尤其在他第一次順利完成與小姐成親
事件後，師父對他讚譽，也只是提到:「玉琳！你把你和王小姐的這段因緣了結
處理得非常得法合理，我早就知道你是會這麼做的，這一次已顯示出你出家的堅
貞不拔的信念，和你崇高純潔的人格，你已經懂得愛護自己，但我更望你能尊重

別人，這兩者都是學佛的人所不能缺少的！(《玉琳國師》，頁 45)」師父點出玉
琳此生修行還有眾多功課等待完成，尤其必然得學習朝向尊重、關懷他者這條
路。
另，小說第二回「十不全的書記師」是在「入贅成親」的一個小插曲，一般
都視為第三回的成親姻緣。然而，星雲大師描述玉琳國師前世相貌乃醜陋之出家
眾，小說中描述他的長相是:「頭上既然是癩子，臉上又是麻子，嘴長得歪歪的，
幾顆長牙齒露在口外面，鼻孔已經低得看不出，眼睛凹得成了兩條細縫兒(《玉
琳國師》
，頁 15)」那般模樣，他與未來的王小姐已在這一世相遇，但小姐因他的
長相如「見到的夜叉羅剎鬼」而昏厥，使他自尊蒙受陰影，痛苦到以自盡方式了
結，然而被寺住持所開導，點醒他:「人生長得美醜，都是與前世離不了關係的。
好比一個人過去常用香花供佛，常讚美他人，今生就可能得到相好莊嚴；反之，
不在佛菩薩座前求功德，而又一味的譏謗他人，來生就會得到醜陋的果報。你不
要難過，這都是你前生的業力所感招的。你要想離開醜陋，求得美貌，自殺是不
能解決這個問題。(《玉琳國師》，頁 16)」又言:「學佛就是要能控制自己，使自
己不受外面的境界惑動，你應該知道，一個人生在這世情冷暖的人間，所遭受的
利、衰、苦、樂、稱、譏、譭、譽，都是免不了的，不過，那些都是虛幻不實的，
放下這一切，才能過到自主安樂的生活。(《玉琳國師》，頁 17)」要他要改變長
相，
「你可以多多禮拜『藥師琉璃光如來』
。此佛有願，誰要恭敬禮拜他，誰就能
求得相好圓滿的美貌面容。(《玉琳國師》，頁 17)」於是十不全書記師遵行師父
所言，到他下一世使成為「身如琉璃面如秋月」。
但當成為下一世的玉琳師，再度遭此劫難，亦不免問著:「今日無數苦惱的眾
生，沉淪在業海裏，他們為什麼都不肯為多數可憐的人類著想，而專在貪求個己
福樂呢？我為了自己的生死的解脫，也為了眾生長遠的幸福，披剃在佛門，總以
為從此超生，不受輪迴的苦果，萬萬料想不到和你小姐還有這麼一段孽緣，這次
要我還俗捨僧戒，也就是要我沉淪在苦海裏。(《玉琳國師》
，頁 34」故第二回表
面是為小說第三回小姐因宿世前緣、一見鍾情而來做鋪陳，但其實本質上已在說
明兩世同為出家眾的玉琳，他的心態若無朝向更廣大的修行境界，只是把注意力
放在自我的修為上，仍世世仍遭受苦厄危難，無法超脫。
是故，佛陀修練在於人間，人間是不離大眾的，故雲水十方乃成就菩提。然
而文藝小說體裁，又如何佈道說「理」?而這一連串事件，如何以「理」貫串?
以下繼續關注大師於文藝寫作的說理特色。
(二)擅用「以事顯理」、「以理明事」之方來推波佛學義理
星雲大師喜以故事來弘法講演，他知道「故事」最受人所喜愛，也是最好的
弘法利器，尤其是對普羅大眾而言，故事中傳達佛學真諦，吸收故事，也能將佛
理潛藏於心。因此，他認為說故事必講求方法，才能達成效果。
大師年輕時在宜蘭弘法體認到:「我從那個地方學到一個經驗，有時要『以事
顯理』
，有時要『以理明事』
，理事要圓融，要契理契機，思考如何將故事與佛學

結合，才是一場最好的弘法講演。這也是我後來一直很用心佛經裡的故事，或人
間社會生活小故事的原因。9」此種以事顯理、以理明事的表達技巧，也是大師
在本部高僧小說中使用的方式，巧妙鑲嵌將菩薩道印證於玉琳師所發生的經歷與
佛理結合，他先於事前與事後，都有相應對此一事件的理，來看小說中的文字描
述，或許我們可以更大膽的將此部小說，取名為「思維小說」。
此一「理」字，不是用通篇生硬文字寫出佛法大道理，而是將經歷事件的轉
折過程，用文字清晰載明。以下摘入「入贅成親」
、
「抄經論戰」兩個事件的書寫
文字，留意敘事技巧，如何將其事件前後的發生過程與接受心態表述清楚，並能
有其生活智慧，此則為大師「以事顯理」的寫作技巧。
事件

外援的推力

試煉心態

入贅成親

『唉！我怎麼招來這樣大的魔
難？』玉琳不住的在暗暗的問
著自己。
『玉琳！』天隱和尚打斷了他
翻滾在心中的思潮：
『菩薩利他
的精神，不是在躲避眾生的，
應該隨緣現化而來設法救出眾
生，這才是真正菩薩的精神，
你怎麼也是小家的氣派？』
(三、只有一個條件，頁 25)

他的這一套法寶，就是用假設
的觀想來驅除美色的誘惑。他
想：所謂美人，不過是一些血
肉皮骨穿起一襲漂亮的外衣，
等到無常一來，在她的身上見
到的只是血和膿，蟲和蛆，這
有什麼美麗呢？這有什麼值得
愛戀呢？玉琳的理智非常清
楚，
「為教爭光」四個字像一盞
明燈似的照著他的心房，所以
一切都能照著計劃進行。(四、
洞房花燭夜，頁 31)

抄經論戰

玉琳自從知道師父把自己當作
半個徒弟看待，他的自尊心確
實是受了不小的打擊。在他的
心中有這樣的想法：自己假若
有一個無論是智慧、道德、能
力、都比我強的師兄，那時師
父再說我是半個徒弟，我也可
以心悅誠服，無如現在的這位
師兄，既無德學，又不會做事，
反而說他是一個徒弟，自己只
能算是半個，這樣看來，世間
上的公理又在那兒呢？ (頁 54)
……
『你兩個近來修持都很精
進！』天隱和尚說後，以手示
意叫他們坐了下來。
『我每天不
眠不息，加功用行，可惜至今
並未認識自己！』玉嵐像是報
告師父關於修行的經過，又像
特別把「不眠不息」四個字說
給玉琳聽的。『師父慈悲，我不
敢打妄語欺瞞師父，我每天不
眠不息是不能夠的！』玉琳聽
了玉嵐的話，心中是老大的不
高興，他以為他的師兄說這樣
欺誑人的話，難怪師父要說他
是一個徒弟。因此玉琳的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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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煉後的啟發

『但是，我愛一切人，我也
愛你，我不忍心見你在這裏受
苦！』王小姐給玉琳的話感動
得又流起淚來，她這時候已經
把玉琳再也不當做是一個美男
子，她這時只想到王琳好似一
尊和藹，慈悲，聖潔的菩薩。
(四，洞房花燭夜，頁 35)
玉琳的胸中不是沒有愛火
的燃燒，他和一般人一樣，王
小姐的美貌和多情，像七月的
颱風，瘋狂的要捲去他不動搖
的意志。但他比一般人強的，
就是他知道懸崖勒馬，他懂得
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個智者，
往往在要緊的關頭，能夠控制
住自己的情感。(五、小姐!你醒
得很早呀，頁 38)
時光如流水，這是在半月抄經
『我不會就這麼說你遲慢的，』
的第十四天的晚上，玉琳總算
師父懂得玉琳的脾氣，安慰著
負責，一部妙《法蓮華經》抄
說：
『你並未誤時間，而且師兄
完了，他非常興奮，他預備即
到底比你出家年頭多些，他比
刻把抄好的經送去給師父，才
你強，這也是意料中事，你不
會讓師父知道自己做事認真，
必為此而感到不安！』
『不！師
即使師兄也抄好，他明天送
父！』玉琳合起玉嵐抄寫的《法
去，時間也比自己遲，何況並
華經》
：『我不是說師兄能勝過
未見師兄抄寫？這半月來，他
我而我就妒嫉他，相反的我無
每天還是照常的睡覺，任他有
時不希望師兄能比我強，師兄
通天的本領，不去工作，工作
能夠智慧、道德、能力都超過
也不能完成。玉琳想至此，滿
人，這不但師父歡喜，就是我
心歡喜的捧了經書往方丈室中
也很光榮，無如我並不知師兄
走去。他走到方丈室，把衣冠
的功夫在那裏？』
『你知道的是
又重整一整，先在師父的房門
只看到他每天吃飯睡覺？』
『我
上輕輕的用手指彈三下，師父
想師父比我更知道！』『傻孩
在裏面應了一聲『請進！』他
子！難道師兄做什麼都非要告
立刻就把房門推開了進去。
『師 訴你們不可以嗎？』玉琳沒有
父！你所命我抄寫的《法華經》 回答，他的師父又繼續說：『一
已經抄好了！』玉琳一個問
般人只愛看人的另一面，只愛
訊，把抄好的《法華經》呈奉
尋人的短處，別人的長處一概
給他的師父。
『已經抄寫十四天 不提，因此就往往輕視別人。
了！』師父屈屈手指。
『是的， 孩子！聰明的如你，也不能認
我怕師父掛念，所以早一日抄
識你的師兄！』『這一個世間，
好送來！』
『你到今天送來，已 永遠是黑白是非不分的世間，
經不算早了！』
『我想師兄是會 多少賢能的人，被人誤認為是
比我抄寫得更慢的！』玉琳很
庸才；多少為非作歹的小人，

本文出自星雲大師:《百年佛緣 2 生活篇_我的演講緣》

免就有些諷刺玉嵐，可是玉嵐
傻笑著，好像就沒有聽到似
的。
『你兩個都不必客氣，尤其
玉嵐，我一向是知道他精進不
懈的！』天隱和尚說後，到身
旁一個經櫥裏去翻東西。玉嵐
聽了師父的讚言，雖然不敢怎
樣的放肆，但一陣傻笑的聲音
還是毫無忌憚的響了起來。玉
琳這時候已經有點不耐煩，他
朝師父看了一眼，這一眼包括
了他多少要說的言語。他想，
師父一向是精明強幹的，怎麼
就給師兄蒙在鼓中不知道，難
道寺裏大眾師的批評，師父一
句也沒有聽說？他又再轉過頭
來看看傻笑著的玉嵐，一股憎
厭的心就自然而然的生起來，
他以為他本來是好吃懶做，而
現在居然告訴師父是不眠不
息，這種說謊的行為令人不能
同情！不過，玉琳並不想揭穿
玉嵐的謊言，他總覺得像玉嵐
如此的不忠實，將來一定有很
大的不幸或很大的苦吃。玉嵐
看著玉琳，只是輕聲的傻笑
著，好像他是看出了玉琳在想
些什麼。這時，天隱和尚從經
櫥中拿出一大堆經書，微笑著
說：
『古代佛經的流傳，都是靠
人工抄寫，這裏是兩部手抄《妙
法蓮華經》
，你師兄弟二人拿去
為我每人再抄一部，字要寫得
端正，要越快越好，最遲以半
月為限，這正好試試你師兄弟
二人對於文字的能力誰比較
強！

莊重而又很有把握的說。
『你說
你的師兄玉嵐嗎？他所抄寫的
一部三天前就送來了！』他的
師父用手指著對面桌子上堆得
很高的經書。
『師兄三天前就送
來了？』玉琳驚奇的口吻。
『你
去拿了看吧，他抄寫的字特別
清秀美觀呢！』玉琳過去翻開
第一本，裏面第一頁就很端正
的寫著；
「不休息沙門玉嵐沐手
敬抄！」 (頁 59)

帶上了假面具，別人就會把他
當作正人君子。這個世間上的
人，那裏能真正的認識人？』
『你的師兄，他是外現羅漢
相，內秘菩薩行，用世俗的眼
光，是不能了解認識你的師
兄！』
『在今日出家的僧團中，
雖然份子是良莠不齊，但有道
心的大心菩薩還是多的，他們
不顧小節，放浪形骸，超然物
外，若錯怪他們，真是獲罪無
量！』玉琳給師父這一頓話說
得目瞪口呆，過了一會，他無
限抱歉似的說：
『我的確和一般
人一樣，我錯怪了師兄，聆聽
了師父的開示，使我深深慚
愧！』
『你這樣懂得很好。』天
隱和尚連連點著頭：『到底你這
孩子是有不凡的智慧和高尚的
風度，你自尊自重的精神，和
你獨特不群的人格，我是很清
楚的，但你若和師兄一比，孩
子！你終於只能算是我的半個
徒弟！』玉琳羞慚得低下頭去。
『你回去好好安心用功吧！你
很有福報和善根，只要你努力
不懈，你的聲名榮耀，將來定
能勝過你的師兄！』
『我是不願
辜負佛教對我的養育之恩，更
不願辜負師父對我的希望之
殷！我要照師父的話去做！』

這樣的案例，是對應事件，一邊啟發一邊說理，侃侃而談不覺說教。
另，所謂「以理明事」，即是以說理來明白此事件發生過後的處理狀態。在
小說中，可能發展在對話中，也可能補述主要角色個人思考所運用的文字。以「入
贅成親」這件事而言，玉琳雖然能避美眷誘惑，但他遲遲避諱男女事，未能真正
為王小姐剃度出家，而師兄玉嵐正以點播方式，運用比喻來讓玉琳提出行動:
玉嵐把縮著的頭伸了一下：
『師弟！我問你，什麼是現在出家人應做的事？』
『弘揚佛法，救度眾生！』
『你把佛法弘揚了沒有？』
『我還沒有懂得什麼！』
『你把眾生救度了沒有？』
『有機會我是這樣做的！』玉琳的腦海中浮起了救度王小姐的種種事情來。
『師弟！』玉嵐親切的喊了一聲：『你說要懂得佛法才去弘揚，我想也許
你永久不會懂得佛法，因為在弘揚佛法的時候，才能了解到佛法。天天關
在象牙之塔的寺院裏，日日在一些古書裏翻來翻去，這樣就能得到佛法了
嗎？』
『是的，這樣只能了解到佛法的皮毛，而不能真正懂得佛法的受用！』玉

琳順著玉嵐的意思說。
『真正的佛法是不離眾生，修學佛法要到眾生處去求，你知道現在學佛的
人，都要離開眾生嗎？』玉琳點點頭，表示承認師兄的看法。
『你說你有機會就救度眾生的，其實你至今一個眾生都還未度。好比有一
個人落在這個水裏，』玉嵐用手指了一指池塘裏的水：『你要想來救這個
落水的人，你應該要把他救上岸來，離開能淹死他的深淵，這樣才能使他
得救，但你現在並未這樣去救度眾生，你看到眾生在生死愛慾的洪流中翻
滾，你只發了五分鐘救度眾生的心願，你把沉沒在生死愛慾洪流裏透不過
氣來的眾生，提出水面看了一下，使他呼吸了一口氣，又把他放到水裏去，
你逍遙自在的走了，你說，這樣算是救度眾生了嗎？』玉嵐的話，說中了
玉琳的心病，玉琳沒有回答，慚愧得低下了頭。『你以後救人要救到底，
可不能半途又放下了人！』玉嵐的話，就像是命令似的口吻。(《玉琳國
師》之《九.原來還是你》，頁 75~76)
因此，這一段以對話方式，進行哲理，一方面也帶領著閱讀者進行思辨，解釋這
件事後續應有作為的原因。
至於個人思辨的狀態，亦以此事為例，為何玉琳對小姐剃度一事有所罣礙，
最主要他對男、女之不同所起的分別心，進而產生疑惑，故小說中也將他所罣礙
的事理與思維顯示出來。
以他離開王府再度聽聞王小姐為愛受苦時為例，不知所措的內心話語:「這
時的玉琳，真是狼狽到萬分。他自從在王宰相府中招過親感化了王小姐回
寺以後，就一直不知王小姐的情形，是再病了呢？抑是出家去了呢？玉琳
為免得藕斷絲連，為了怕結果惹出更多的是非，所以他就儘量的避免思想
這些問題，縱然有時候為了慈心的激發，想探問一下她的消息，但男女之
間的事，從古以來，就好像有條很深很闊的鴻溝隔在中間。這一條鴻溝，
多少人都不敢越過它，都怕被沉沒了。因此，男女間的神秘就是這樣的形
成。釋迦牟尼佛受牧女的乳糜供養，和他同在一起修行的憍陳如等五人，
竟認為很不屑的憤而離去；阿難受了一次摩登伽女的魔難，大家就責備他
只重多聞而不重戒行。這些事，像烙印似的烙在玉琳的心版上。年輕的玉
琳，起初和他的師兄對於這些本來就有著不同的人生觀，他的師兄，凡事
我行我素，只要問心無愧，外面的稱譏譭譽，一概不放在心上，而玉琳和
他的師兄完全不同，他有一顆好勝心、榮譽心，別人所公認為最不屑的事，
明知那並不一定是正確的，但他就不敢違反。所以，為了免除別人的閒言，
他就不得不將一顆關懷王小姐的慈心，勉強的、痛苦的，拋向腦後！(《玉
琳國師，頁 84》)
這就是他「救人救一半」無法跨越的原因，但也巧妙地結合佛教的典故進行思辨，

故使說理更有著深刻性。
(三)以文學筆法建構敘事畫面的立體性
大師此一著作具備真實人生、真實情感的體驗，文字部分有很多畫面上的表
達，使得本傳記中，畫面更具立體性，這也是後續影視戲劇喜歡挑選此一著作假
改編的原因。包括:「以景喻情」與「以景寫理」等，運用文字將其心中的影像，
以外線的景色加以對照、詮釋。
以景喻情部分:
玉琳望著師兄的背影消失在路的那頭，他才怏怏的移動腳步，預備回去吃
早飯。這時，玉琳又看看四週，四週都是靜靜的，靜靜的早晨，靜靜的山
林，靜靜的路面，靜靜的池水。玉琳想到，人的情感本來也是這樣靜靜的，
無所謂什麼喜怒哀樂，憂愁苦惱，但因不善處理外面的境界，給外境誘惑
得就不能靜靜的了。好比：靜靜的山林中有了微風吹動，山林就不能靜靜
的了；靜靜的路面若有輕緩的腳步，路面就不會靜靜的了；靜靜的池水，
若投下一顆細小的石子，池水就不能靜靜的了。過去的玉琳，天真無邪，
純潔的心靈上，一塵不染，等到他年齡稍長了，不平的世間，憂患的人生，
散漫的佛教，沒落的僧團，就一一的擾得他不能寧靜了。再加上現在王小
姐以及玉嵐，他們的事，他們的話，都不能叫玉琳完全無動於衷，因此，
玉琳覺得自己的情感就不能平靜了(頁 79~80)。
又，以景寫理部分:
玉琳莊嚴的言語，又像警鐘一樣的敲著她沉迷的心靈，她此刻坐在窗
下的一張椅子上，頭望望窗外的天空，空中飄著片片變幻不定的白雲；注
意聽聽枝頭鳥兒的歌唱，好像鳥兒也是在慨嘆著人間的興亡。她的嘴角泛
起了深沉的哀愁，她沒有回答玉琳的問話，只有一聲深長的嘆息！
『小姐！你是很聰明的人，你應該知道，昨天這房中桌子上的花瓶裏，
所插的花兒是多麼美麗芬芳，但今天，你看，落在桌上的花瓣，己經萎謝，
枯黃！昨天點的一對花燭，這時的火光也將微弱熄滅！誰敢保證我們的青
春永在？誰能說我們的生命久長？所以聰明的人不會愚痴，不會空過了寶
貴的青春與生命，
「莫待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
，我希望小姐要用
智慧的眼光來判別，要有勇敢的精神向新生的前途邁進！不要為一念的迷
情誤了大好時光！』(頁 40)
故，大師善於在佛教故事中，將其畫面表達出來，讓文字更具張力與可看性，也
更具文學的特質。

三、玉琳國師二十一世紀後的傳播方式_以尚和歌仔戲為例
星雲大師此一著作在小說寫定後，呈現多樣性戲劇作品。本文則敘述至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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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紀之後，尚和歌仔戲團在 2010 年所搬演的禪風歌仔戲《玉琳國師》 為例，
探究大師此一著作於二十一世紀後戲劇傳播特色。
11
此劇自搬演後廣受好評，再次於 2012 年於高雄演出，並定調為「撼動版」 ，
並前往日本交流。編劇者為梁越玲團長，他為了此劇，親自編寫的『玉琳國師』，
不著重於佛學說教方式，而以人性皆然為出發點，建構出兼具智慧、趣味並重的
生活禪戲劇，並且為了如實感受，融入玉琳國師悟道歷程與一生事蹟，梁團長演
出前特地到元亨寺皈依剃髮，法號堅惇，此一用心做劇的歷程的確令人佩服。
尚和歌仔戲以禪風為主導，這是他們禪風系列第二部，他們在此劇除了運用
歌仔戲方式外，更提出他們的創作訴求:「歌仔戲首次嘗試禪風心靈劇場，以禪
風入味，給觀眾更多不同的心靈感動與思維空間」，因此，他們設定了「心靈的
禪動」、「視覺的撼動」與「聽覺的心動」，建構出本劇獨特的禪風意境。本文試
擬此劇如何以禪風意境帶出為人所熟悉的《玉琳國師》，分析其戲劇傳播特點:
(一)裁減事件，每一幕清楚建構玉琳國師修行意涵
本劇雖根據小說的事件鋪敘完成劇本敘事，但以倒敘方式，將老玉琳國師
到法王寺掛單的事件置入於「啟幕_緣生」開場，法王寺老方丈問老玉琳:「從何
而來又從何而去」，老玉琳師以一句禪機語:「不來相而來，不去相而去」相告，
此時，安排小沙彌挽留國師，開啟玉琳國師說自己故事的契機。後以禪師圓寂作
為「圓幕_緣滅」收尾。以下則是編劇的各幕戲，以及所剪裁的事件。
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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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名與禪境

說明

事件

啟幕

緣生

法王寺掛單

幕一

前世今生
禪境:因緣

前世的諸根不具，今生的貌同秋 前世十不全
月
師

幕二

荷上露珠
禪境:情關

千金小姐與萬金和尚的因緣糾葛 十不全的修
行、
小姐一見鍾
情

幕三

洞房花燭
禪境:持戒

玉琳如何與千金度過洞房花燭夜 入贅成親

幕四

夏雨安居

精進的玉琳竟是師父的半個徒弟 抄經論戰、

此劇首演於 2010 年 11 月 25-26 日晚上七點半於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後發行影帶定為「首

演版」。參見尚和歌仔戲官網資訊，
http://sunhopeecho.com.tw/product_view.php?kind1=1&pid=11&page=(2018.5.4 查
閱)。
11

此劇再度於 2012 年 6 月 2-3 日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發行影帶後定為「撼動版」
，參見尚

和歌仔戲官網資訊，http://sunhopeecho.com.tw/product_view.php?kind1=1&pid=7&page=(2018.5.4
查閱)

禪境:了悟

助小姐剃度

幕五

玉琳國師
禪境:興教

玉琳國師與順治皇帝的僧俗之緣 奉為國師

幕六

山寨佛殿
禪境:修行

行搶玉琳的山賊發現國師的金印 山寨成佛

圓幕

緣滅

圓寂法王寺

這其中，最特別的，是老玉琳出現對講故事有所幫助。尤其多在轉場時候，有時
引用佛經，引證禪機，例如:在幕二時，針對十不全師的了悟修行，先言:「願我
來世得菩提時，」續唱:「若諸有情，其身下劣，諸根不具，醜陋愚頑，盲聾瘖
瘂，攣躄背僂，白癩癲狂，種種病苦，聞我名已，一切都得端正慧黠，諸根完具，
無諸具苦」。提到前世因受身體障礙而苦，故以藥師琉璃光如來經來渡苦難，繼
續轉場到下一世在崇恩寺的玉琳國師。
又，老玉琳出場又有交代劇情的功能，例如:幕五前，導演安排他與真正開
悟的年輕玉琳擦身而過，並將師兄岩頭師父所遞給的三封錦囊包，交給法王寺的
小沙彌，不但交代劇情，還有傳承意涵。因此，這一個以老玉琳說故事的身段變
得格外重要，是引發觀眾思考的樞紐。他先製造了故事對話的機會，進而開啟每
一幕的心靈對談。
(二)在事件中多運用自我對話開啟心靈對談
自幕一到幕四，除了師兄岩頭師有所應對外，戲劇還塑造一個腳色「貪嗔癡」
，
這一位身穿黑服的玉琳，代表玉琳與自己的對話。一黑、一白的服裝搭配，更顯
搶眼。例如幕三始，王爺要來詢問玉琳提親之事，玉琳不許，然岩頭師相勸，但
非以菩薩道相提，而是勸以世俗眼中的「還俗」來解套這次狀態。
此時玉琳興起對「還俗」
、
「娶親」二詞的憂煩。舞台上，佛陀影像顯於舞台
左側，但是舞台上卻啟興動念的舞者群，不斷在玉琳身邊圍繞。有一個玉琳的世
俗動念聲「貪嗔癡」開始說道:「煩惱吧，儘量煩惱吧」
。此時玉琳欲打坐，但六
位舞者與「貪嗔癡」動念者以束縛方式從背後抓緊他，一邊舞蹈著，一邊尖聲笑
著，我們來看舞台呈現:
玉琳唱:貪念難捨慢心空虛(動念者以束縛方式由背後抓緊他) 嗔怒不斷
日久生疑(玉琳祈禱，但「貪嗔癡」緊捉脖子) 癡昧難辨世間真理 (七人
圍繞著玉琳，張牙舞爪)盤據內心的我慢疑
玉琳與「貪嗔癡」輪流唸出:還俗、娶親! (二人輪流對話)
「貪嗔癡」:和尚若不能守戒，佛教的制度，是允准還俗的喔。
玉琳:但是，我並不是不能守戒，為什麼要我還俗?在寺院中留下一個汙
名。
「貪嗔癡」:但是你若娶相府千金，你就不用再苦修，你若有錢，就不用

再化緣了。
玉琳:錯誤，我若再錯踏一次紅塵，豈不是要生世受愚痴的輪迴之苦嗎?
「貪嗔癡」:小姐端莊秀麗，又對你這麼癡情。放棄世間男女之愛，豈不
是枉渡此生?
玉琳:愛欲之後，心是空虛。回頭一看，身心俱疲。
「貪嗔癡」:定頭殼，死腦筋。(舞者繼續迴轉，尖聲，玉琳頭疼)
「貪嗔癡」:世間愛情上美好，(動念以黑條布款住玉琳脖子)千金黃金嫌
不多及時行樂無煩惱 何必癡心唸佛陀
「貪嗔癡」:千金好 浴愛河 黃金多 煩惱無 (手持黑條布受駕馭綁架)
玉琳: 了因果 莫生波 一步錯 禍難逃
「貪嗔癡」(賓白):來吧 還俗 娶親 (被布條綑綁，直至有人呼叫「玉琳」
使鬆動)
師父(進場): 心若無靜，要怎有心可以修行。 前世有因緣，這是若無了
解，恐無了斷。
這樣的狀況，一直到幕五才結束，代表玉琳此時已經能夠擺脫個人好勝執著，
而成就雲遊四海的修行路。
(三)結合舞台視覺、聲、光效果，構成禪境
此一劇的禪境，利用影像畫面講述。每一次老玉琳說話，都是在一樹石下說
故事，有著靜意之美，而他在圓寂前，畫面是飄向風雪，表示身體也漸枯朽。
而當開啟玉琳與貪嗔癡對話之時，也會以藍光的方式，塑造出一種詭譎的對
話氣氛。
加上歌仔戲的唱腔，七字調的唱詞，讓其佛家意境在視覺、聲、光效果，構
成禪境。

四、結論
星雲大師以豐富的文學性手法，將玉琳國師傳承顯出來，這七十年來此一著
作廣受普羅大眾歡迎，不是沒有原因的。相較於小說出版，戲劇傳播能快速將佛
理散布，而且融於生活之中，更能幫助有心修行佛法者瞭然於心。本文也提供一
個戲劇改編的案例，在科技進步下，此一部小說與戲劇的結合，必更能提煉大師
小說的核心價值，並能深刻表達菩薩道的思想，吸引更多年輕大眾修習佛學、親
近佛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