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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登高柳定祈生 

─淨土宗二祖善導大師的死亡書寫 

謝智光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班二年級 

 

一、淨土傳記的書寫傳統 

依據 雪廬老人深入淺出的《佛學常識課本》1所云，佛教分立宗派，並非為了

爭優劣，而是為眾生契機說法。淨土宗自晉代慧遠大師2（334-416）創立，取《佛

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三種為主要典籍，主張四法念佛3，

往生極樂。這一宗的修持方法，因為三根普被，利鈍全收，所以無論出家、在家人

修習，皆覺方便。淨土念佛法門，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主要修行目標。對淨

土宗的信徒而言，好的死亡不只是一般人所認知的生命消逝、善終，另有「往生」

的意義。往生，非死而生，代表著其超越現世死亡的意涵。綜觀佛教各宗，對於祖

師大德的往生及死亡描寫，往往帶有「神聖性」及「祥應傳統」。淨土宗又以「往生

與否」作為是否「當生成就」的指標，因此淨土宗的死亡書寫，更帶有宣揚典範的

意味存在。 

淨土宗十三代祖師當中，二祖善導大師4（613-681）的死亡書寫甚為特殊。何

以故？歷來祖師的死亡描寫，「端坐入寂」者有之（如慧遠大師），「自知時至」者有

之（如曇鸞大師5），佛菩薩來迎接者更是不勝枚舉。惟二祖善導大師的往生情形，

                                                      
1
 雪廬老人（1890-1986）即李炳南老居士，參見氏著：《佛學常識課本》（臺中市：青蓮出版社，2008 年 3 月），

頁 48。 
2
 慧遠大師，俗姓賈，并州雁門樓煩縣（今山西寧武附近）人，東晉高僧，中觀般若學大師。慧遠在廬山東林寺

同劉遺民、雷次宗等共一百二十三人僧俗二眾在阿彌陀佛像前發願，共期西方，以修行念佛三昧，而期得解

脫。因弘揚淨土，被尊為淨土宗初祖。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云慧遠：「初學儒，二十一歲出家，以道安為師，

達大乘之奧旨。……，於是隱士劉遺民雷次宗及沙門千數，由遠遊止，遠乃與緇素百二十三人結白蓮社，於無

量壽佛像前修淨業。……居廬阜三十餘年，不出影山。送客每以虎溪為界。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寂，壽八十三。」 
3
 淨宗念佛，約有四法，一為持名，二為觀像，三為觀想，四為實相帶業往生極樂。 

4
 善導大師，俗姓朱，山東臨緇人。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云善導：「唐光明寺善導，稱光明寺和尚。聞河西道

綽講淨土之觀經，發心於念佛一門，悃篤精苦，頭燃如拂。續至京師，激發道俗，專使願求往生。」 
5
 曇鸞大師（476-542）。《續高僧傳》云及曇鸞求以轉而修習淨業的過程：「曇鸞……，雁門人。初研究四諦之

佛性，註解大集經，半而罹疾，欲以長生之道究佛教之蘊，學以法。大通年中，至梁接陶隱居，得以經十卷，

欲往名山依法修治。行至洛下，途遇天竺三藏菩提留支，問曰：佛經中長生不死法有勝此以經者否？留支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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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傳記說紛紜。究竟善導大師是準備往生，攀爬至柳樹上發願生西而亡？抑或是從

樹上跳下來捨報生西？在眾多柳樹往生的記載之外，亦有「怡然長逝」的安祥往生

書寫情現。如此書寫狀況的歧異引發筆者好奇，下文將從各種相關文獻當中檢視，

希冀能窺見善導大師其特殊的死亡書寫，在佛教、乃至於淨土宗的教義宣揚中，帶

有何種作用與意涵。 

    淨土宗的敘事傳統，除了宗門中的祖師大德對於研讀經典的創發而建構教義，

以及念佛、儀軌、拜懺的訂制之外，最重要在於實踐教義內容──往生西方極樂世

界的終極境界。淨土宗重要典籍如《樂邦文類》6、《龍舒淨土文》7、《淨土聖賢錄》
8等，更將歷代往生的祖師、大德分門別類的一一記載，似乎有著閱讀期待，希望閱

讀者能夠生起對淨土信仰的信心，並助於弘揚教義的書寫傳統。近代淨土著名的典

籍《淨土聖賢錄》，經有清一代眾多居士發心結集，共有初編、續編、三編及補遺。

初編的收羅範圍是： 

首彌陀，以示立此法門之教主。次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以示闡此法

門之聖眾。次往生比邱僧、尼、王臣、士庶、女人、物類，以示往生淨土之

四眾。共五百餘人，名曰《淨土聖賢錄》，是為初編。9 

 

除了較具有神聖性質的佛菩薩與相去甚遠的西土祖師之外，觀其之後的傳主，自晉

代慧遠大師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皆有所錄。清之前的傳記資料，

多從佛教典籍中鈔錄，如《佛祖統紀》10、《高僧傳》11一系統的作品。有清一代的

傳記資料，除了已被收入典籍者加以鈔錄潤飾，如採自《近代往生傳》等文獻，更

                                                                                                                                                                                  
曰：是何言也？此方何處有長生法？縱得長生，終輪迴於三有而已。即以《觀無量壽經》授之曰：是大以方也。

鸞頂受，燒以經，一心修淨業。……所著有《往生論註》，贊〈阿彌陀佛偈〉。……是淨土真宗七祖之第三祖也。」 
6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五卷（高雄縣：佛光出版社，1999 年），內容大要為關於彌陀淨土之一切法。 

7
 〔宋〕王日休撰：《龍舒淨土文》（臺中市：青蓮出版社，1991 年）。 

8
 〔清〕彭希涑撰：《淨土聖賢錄》。本文所引該書為臺中市佛教蓮社所景印的初編、續編、三編、補遺合訂本。

參見臺中市佛教蓮社：《淨土聖賢錄》（臺中市：青蓮出版社，1990 年 3 月）。 
9
 釋印光：〈淨土聖賢錄排印流通序〉，收於《淨土聖賢錄》初編、續編、三編合訂本之前。 

10
 〔宋〕志磐：《佛祖統紀》，丁福保謂「天臺一家之正史也」，指出其佛教通史的性質。宋朝志磬大師於（1269

年）撰成，凡五十四卷。以「釋迦牟尼佛本紀」寫起，記錄中國佛教歷代祖師的傳記。文載歷代「佛祖」事蹟，

故曰佛祖統記。上起周昭王廿六年（公元前 1027 年），下迄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 年），時間橫跨兩千二百多

年，為重要之佛教歷史典籍。是中國歷史上，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佛教史書，詳細記述天臺宗的傳

法世系，兼涉其他各宗，引中外典籍近二百種，資料豐厚。 
11

 〔梁〕慧皎：《高僧傳》，十四卷。成書於南北朝，記錄中國東漢至當時佛教僧人的史料。記東漢永平至南朝

梁天監間著名僧人 257 人事蹟，附見 274 人，又將僧人分為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

福、經師、唱導等 10 類。其中錄有多位高僧與譯經師。此書之後，又有唐代道宣的《續高僧傳》三十卷，宋贊

寧等的《宋高僧傳》三十卷，明如惺的《明高僧傳》八卷，合稱為四朝高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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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由當代居士輾轉傳述，並於傳記條目後加入出處，如「月淨述」、「許止淨述」等。

可見淨土傳記的傳統是經由淨土宗信徒、門人不斷的傳述、闡釋、集結、鈔錄，不

斷的增修、刪減，而出現在不同的時代及作品裡。 

再觀《淨土聖賢錄》初編的集結動機，彭際清序云： 

自大教東來，單傳直指外，以念佛得度者，若緇若白，未易悉數。際清素服

儒風，兼修淨行，常欲薈萃舊聞，用資警策。而日力倉卒，因循至今。會兄

子希涑，初發信心，願成此錄，以堅向往。因為標指體要，載稽經論，次支

那著述，續以耳目所及，斟酌損益，勒成一篇，名之曰淨土聖賢錄。庶幾見

聞隨喜，得預法流，一念歸誠，同登彼岸，豈不善哉？……只在當人，覽是

錄者，其諸有樂於踐形之說矣乎？踐形者，往生之謂也。 

其雖專述《淨土聖賢錄》編纂動機，若放置於前代諸淨土傳記合看，相似且通。綜

其所述，淨土傳記的結集功用，不出以下幾點： 

1. 薈萃舊聞，用資警策。修行的初發心最為珍貴，若遇懈怠疲憊之時，翻閱淨土傳

記，可有警策砥礪之效。 

2. 標指體要，截稽經論。淨土傳記目標明確，以收羅往生淨土的聖賢典範為主，採

取亦有所本，所出來自經過祖師、大德審閱的《大藏經》，更可徵信於人。 

3. 支那著述，耳目所及。以本土的往生事蹟為主要材料，對閱讀者而言，更為熟悉。

往生不只是神聖性的諸佛菩薩及西土祖師所能實踐，中國歷史上的人物、甚至同

朝的人乃至於自己，人人皆可成就。 

序末云：「只在當人，覽是錄者，其諸有樂於踐形之說矣乎？踐形者，往生之謂也。」

可見其成書的宗旨，最要緊在於淨業修行的讀者能付諸實踐，最後得以往生西方。

值得注意的是，《淨土聖賢錄》凡例當中注明了對於「捨身」觀念的釐清。其云： 

往生集，曲為時宜，唯以吉祥善逝為高。其捐軀舍命者，概不錄。雖慮出萬

全，而事難一概。……他如善導，志通，文輦、慧誠、超城諸公，速捨報身，

求生淨土，神明安定，不震不撓，是則以普賢願王，回向彌陀法界，憑茲猛

烈，不退菩提。如斯榜樣，祇應隨學，詎可輕排。……如其三昧未成，我執

未化，祇因欣厭之情，激成取捨之行，竊恐痛苦所逼，煩惱轉強，九品難期，

波旬得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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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所舉諸佛菩薩及祖師大德的「為法捐軀」，是因為其「淨願堅牢」。尤其特別點

出幾位捨身傳統的祖師大德，如善導，志通，文輦、慧誠、超城諸公，說明他們的

「速捨報身，求生淨土」，特點是「神明安定，不震不撓，是則以普賢願王，回向彌

陀法界」，憑藉著是「猛烈」的精進之心，才得以「不退菩提」。是以特別說明，以

免讀者誤會。可見在捨身傳統，對於編纂者及教義宣揚者，產生不小的衝擊。彼等

往生書寫，既不能不入傳記，但又不可過於張揚。否則產生「自殺」或「輕生」的

誤讀效果，對於淨土教義更會因為扭曲而無法順利推行。 

 

二、為人傳誦的死亡書寫 

善導大師（613-681），俗姓朱，傳載安徽泗州人（一說山東臨緇人）12。淨土史

傳載唐太宗貞觀年間，善導大師向道綽大師（562-645）求學的事蹟。《淨土聖賢錄》

所錄善導傳，參考自《佛祖統紀》及《樂邦文類》二書。善導大師的修持形象趨進

於苦行僧，其云： 

  見西河綽禪師淨土九品道場，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

唯此法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旋至京師，激發四眾，每

入室，長跪唱佛，非力竭不休。出，則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未嘗睡眠。

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供眾，粗惡自奉。所有[貝親]施，用寫阿彌陀經

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修營塔寺，然燈續明。道俗從其化者甚眾，…… 

文中善導的形象，是遇到修持淨土法門的道綽師之後，找到「入佛之津要」。其修行

的狀況，更有「勤篤精苦，晝夜禮誦」的勤奮描述。善導弘法普及於僧俗二眾，自

我要求更是嚴格，文載「長跪唱佛，非力竭不休」。傳記當中更有「三十餘年，未嘗

睡眠」的驚異描述，已非常人之能為。善導的勇猛精進，成為以「深信切願」為特

色的淨業宗師之典範。這樣子的描述，似乎可以理解善導是一位「性格強烈」的出

家僧人。 

    傳記以較長的篇幅闡述善導的「往生觀」。先以或問的方式向善導提問：「念佛

生淨土耶？」念佛能否生淨土，相信是所有信徒的疑惑。善導的回答展現了堅定的

信心，以「如汝所念，遂汝所願」答之，並且實際操作，誠心念一聲佛，竟表現出

                                                      
12

 《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善導傳〉云其姓朱，安徽泗州人。《新修往生傳》及《佛祖統紀》云其為山東臨

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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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光明從其口出，這也是非常人之所能為。在善導的〈勸世偈〉13之後，又一或

問，「何故不令人作觀，直遣專稱名號耶？」在此，善導表示了推廣「稱名念佛」的

理念，與「修觀念佛」有所區別。傳記並收錄其〈臨終正念文〉，全面指示專修淨業

之人，應如是觀想，如是交待親友如何處理。因全文與死亡書寫有密切的關係，茲

錄如下： 

凡人臨終欲生淨土者，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緣，種種交纏。

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解脫生死苦趣，乃是稱意之事。如

脫弊衣，得換珍服。放下身心，莫生戀者。纔遇有病，便念無常，一心待死。

須囑家人，及問候人，來我前者，為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雜之話，家中長

短之事，亦不須輭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華無益。若病重將終，親屬不

得垂淚哭泣，及發嗟歎懊恨聲，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教記取阿彌陀佛，

守令氣盡。若得明解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為大幸。用此法者，決定往生，

無疑慮也。死門甚大，須自家著力始得。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

思之思之！ 

〈臨終正念文〉傳達出善導所建構的淨土往生觀，約可分六點闡釋： 

其一，須是不得怕死。就生理自然現象而言，死亡即是生命的逍逝，是依循自

然規律達到終點時的狀態。對於死亡，就實際狀況而言，所有在世的人沒有經驗可

體會，往生者又無法告知在世者死後的現象，因此產生害怕、恐懼，是在所必然。

但淨土教義所告知信眾的，即是以自、他二力，信願持名是自力，臨終時佛菩薩來

迎接是他力，於一念頃即得往生在十萬億佛國土之遠的極樂世界。善導所云的「不

得怕死」，專指在娑婆世界的分段生死14的死亡。 

其二，在「不得怕死」的總綱領下，善導依不同層次解說。「常念此身多苦」此

小段，提醒凡夫現生報身，是由不淨惡緣和合而成，凡所有造作，皆不離生死輪迴

之苦。若能捨棄「此穢身」而超生至西方淨土，即能「受無量快樂」。此即提撕信眾，

勿貪戀煩惱生死大海，應生起「欣求極樂、厭離娑婆」之心。 

其三，「纔遇有病，便念無常」一段，說明一般人正常的死亡歷程，應是經過老、

病、到達死亡，善導此言病，應指嚴重的病痛，提示患者在病痛之時，應藉由自身

                                                      
13

 善導大師〈勸世偈〉云：「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難免衰殘老病；任汝千般快樂，無

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14

 〔明〕一如：《三藏法數》云：「分即分限，段即形段。謂六道眾生，隨其業力所感果報身，則有長有短；命

則有壽有夭，而皆流轉生死，故名分段生死。（六道者，天道、人道、修羅道、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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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痛來體會無常15觀，明白死生無常的道理。在這裡，因為病重，無常隨時到來，

所以善導提示應該「一心待死」，在此的死是指專求往生。善導充分了解中國人對於

死亡的處理，特別提示臨終者，應特別對於家屬有所囑咐，才能使往生順利。其云：

「須囑家人，及問候人，來我前者，為我念佛。」這裡已見淨土宗在後代逐漸發展

的助念念佛、求生極樂的基礎架構。乃至於今日之下，臨終助念已成為佛教徒的想

望，並非為淨土宗信徒的專利。善導並提示無論如何，臨終者本身必須專心致意於

念佛求生極樂，家屬也不應再以其他雜事擾亂臨終者的心志，以免反倒害了臨終者

往生產生障礙。 

其四，「若病重將終」一段，善導更深一層次的提示，倘若病重將終，對臨終者

而言是最關鍵時刻，與臨終者最親密的親屬此時的責任更加重大，是「不得垂淚哭

泣，及發嗟歎懊恨聲」。因為臨終者最掛念的親屬如果情緒激動，最容易使之「惑亂

心神，失其正念」。這點更是臨終者本人、家屬與助念者共同的考驗，若能達到「但

教記取阿彌陀佛，守令氣盡」，則為最高。 

其五，「若得明解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為大幸」此小段說明了如有對淨土宗

深有信心、並深入了解教義者，乃至於弘揚淨土的僧侶、居士前來勉勵，對臨終者

最為受用。因為如果不夠深信切願篤行，臨終時業障現前，或信心動搖，或貪瞋突

起，都會造成遺憾。故善導云「用此法者，決定往生，無疑慮也」，更是堅定信心之

語。況且有威德的僧侶、居士前來慰導，有時不只幫助了臨終者，更無形能增加家

屬的信心。 

其六，「死門甚大」一段，善導最後以〈臨終正念文〉總結。死門甚大，意味著

死亡是最為關鍵的時刻，一生修行的最後考驗在此時，下一生是否再繼續輪迴受苦，

也在此時。這一關鍵時刻的詴煉，還得「自家著力始得」，由臨終者本人自己懇切、

努力才行。倘若「一念差錯」，導致「歷劫受苦」，亦沒有其他人可以相代之。文末

云「思之思之！」更有警眾的成分。是以到了淨土宗第九代，明朝的蕅益大師在《阿

彌陀經要解》強調的「深信、切願、篤行」，正是因為「死門甚大」。 

善導大師的往生觀頗具實用性，善導之後的淨業學人，亦以此綱領信受奉行。

善導自己本身的臨終情形又是如何呢？《淨土聖賢錄》善導的傳記末，則用較短的

篇幅記載： 

                                                      
15

 〔明〕楊卓：《佛學次第統編》云「無常」，是指：「世間一切之法，生滅遷流，剎那不住，謂之無常。」並

與出無常有二：「一、剎那無常：謂剎那剎那，生、住、異、滅之變化也。二、相續無常：謂一期相續之上，

生、住、異、滅之四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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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一日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寺前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

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而逝。高宗知其神異，

賜寺額曰光明云。 

此即是自唐以後，淨業學人對於善導大師臨終所相信且傳誦的狀況。以此條文獻，

可看出幾點善導的往生情形： 

1. 自知時至：自云「此身可厭」、「將西歸」，即是知道自己何時要臨終，且是要往

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2. 選擇地點：「登寺前柳樹」。祖師大德往生的情形莊嚴，往往會增加門人及信徒學

佛的信心。此條文獻則表示了善導選擇所駐錫的寺院前柳樹，作為其往生的地

點。「登」有登高之意，或可解讀成爬上寺前柳樹。 

3. 朝西發願：善導選擇好地點後，面向西方，代表求生西方，並發願祝禱，求佛菩

薩來接助，使其不失正念，得生安養──即西方極樂世界。 

4. 投身而逝：善導發願完「投身而逝」，依上文「登樹」，於此應可解讀者從樹上往

下跳而亡。 

5. 高宗賜額：因為善導在世時，本就以「口念彌陀而放光」而聞名於京城，而捨身

往生的行為又更為驚異，所以傳至皇帝耳中，以「神異」稱之，並賜額「光明」。 

 

由上可知，依此文獻記載，善導大師如同諸多祖師大德，是自知何時往生，甚

至可以說往生與否，是由自我意識決定之下而完成、並加以實踐的。從細節上來看，

不但自己選擇一個特別的往生地點（寺前柳樹上），不是一般人臨終的床上，並自我

實踐其常常向人勸說的「朝向西方發願」之儀式，更以「投身」的方式結束這一期

的生命。然而，佛菩薩是否如其所願前來迎接？傳記中並未記載。但其臨終的情形，

確實異乎常人，加上善導往生前很長一段時間在當時的京朝長安弘法，其神異的往

生情形，應是震驚全京師，甚至促使唐高宗賜額至寺，此事蹟更廣為流傳。 

 

 



8 
 

三、不同文獻中不同展現 

上節所述善導的往生觀、善導的臨終情形，載於清人編纂的往生錄《淨土聖賢

錄》當中。前已述及，歷代往生錄的編纂，是經過祖師、大德的口述、傳鈔、增修，

不斷形成為屬於淨土宗思想特色的書寫傳統。但有關於善導傳記的幾種文獻，並非

只有這一種臨終描述情況。 

回溯中國本土的淨土傳記，最早記錄善導的兩種佛傳，皆未言其臨終情形。一

是唐道宣（596-667）的《續高僧傳》16，善導當時尚在世間，時又年輕（約 33 歲），

已載善導寫《彌陀經》數萬卷等事蹟；亦因時尚未往生，誠然未能記載臨終情形。

二是唐文諗（？-？）與少康（？-805）合錄的《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17，亦載

多則善導大師親聞淨土教義後所發之種種言論，顯示其堅決深信淨土法門的志向。

道宣將善導大師入於《續高僧傳》時，善導尚未往生，但其德行已廣為流傳，所以

道宣預先將其附於傳中。於此也可見善導在當代的知名度。文諗、少康晚於善導，

少康又同樣是以修持淨業聞名，但傳記中並無記載善導的臨終情形，只能推測可能

是因為其往生情形並不特殊，又或者其弘化事蹟更為可觀，而不錄往生情形。 

與前二書相對而言稍晚的兩本傳記，則出現了關顧善導大師的臨終記載。一是

宋朝戒珠的《淨土往生傳》，二是王古的《新修往生傳》。《淨土往生傳》載： 

導厭此身諸苦逼迫。情偽變易無暫休息。乃登所居寺前柳樹。西向願曰。願

佛威神。驟以接我。觀音勢至亦來助我。令我此心不失正念。不起驚怖。不

於彌陀法中以生退墮。願畢於其樹上投身自絕。時京師士大夫。傾誠歸信。

咸收其骨以葬。高宗皇帝。知其念佛口出光明。又知捨報之時精至如此。下

勅以額其寺為光明焉。 

 

此是目前史傳首次記載其往生情形，亦較之後代詳盡。在此則傳記中，善導往生同

樣是「厭離娑婆」，原因是「此身諸苦逼迫，情偽變易無暫休息」。登寺前柳樹、向

西發願，及投身自絕的描述非常完整，且有影響時人的情況描述：「時京師士大夫，

傾誠歸信」。也詳細的說後人「咸收其骨以葬」的後事辦理情形。 

                                                      
16

 唐道宣撰：《續高僧傳》第 27 卷，第十〈釋會通傳〉（附善導傳）。 
17

 唐文諗、少康合錄：《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第十二〈善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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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晚於戒珠的王古，所輯撰《新修往生傳》的〈釋善導〉則是戒珠上文的擴充

版本，又另有〈唐往生高僧善導〉，同本傳記記載同一位僧人，臨終情形卻產生歧異。

《新修往生傳》的〈釋善導〉廣增戒珠《淨土往生傳》載的善導行狀，其自我要求

豈止用嚴格二字可形容。戒珠《淨土往生傳》說善導的精勤是「於是篤勤精苦，若

救頭然」，如救頭然已可表現出感覺到對於死生無常、死生事大的要緊，王古《新修

往生傳》更詳述《淨土往生傳》已載的善導「入堂」做功課的用功情形。即是「合

掌胡跪，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乃至寒冷亦須流汗」，用此相狀來表示其至誠之心。 

    其刻苦的情形也展示在平日生活當中：「三十餘年無別寢處。不暫睡眠。除洗浴

外曾不脫衣」、「所行之處，爭申供養。飲食衣服四事豐饒，皆不自入并將迴施。好

食送大厨，供養徒眾。唯食麤惡纔得支身，乳酪醍醐皆不飲噉。」更加以擴充描述

《淨土往生傳》所言善導的廢寢、忘食、供眾、粗茶淡飯滋養色身18的形象。 

    對於持戒、念佛，《新修往生傳》說善導是「般舟行道」，這可能是因為善導本

身撰有《般舟讚》，「般舟三昧」本就是一種刻苦的修持方法19。而持戒方面也是「護

持戒品，纖毫不犯，曾不舉目視女人」。這種類似苦修的行為，傳記並擴充《淨土往

生傳》所說的「絕意名利，遠諸戲笑」，而撰文為「一切名利無心起念，綺詞戱笑亦

未之有」的側寫。 

 

                                                      
18

 關於粗茶淡飯來滋養色身，可參考佛門中的「沙門受食五觀」。梵語沙門，華言勤息。謂勤行善法，息滅惡

事。凡受食時，先作五觀，然後方食，故名沙門受食五觀也。食存五觀是「一者計功多少，量彼來處」，計功多

少者，《智度論》云：此食墾植收穫，舂磨淘汰，炊煮及成，工用甚多。量彼來處者，《僧祇律》云：施主減其

妻、子之分，求福故施。凡受食時，當作此觀。二者忖己德行，全缺應供。忖己德行，全缺應供者，毗尼母律

云：若不坐禪誦經，營三寶事，及不持戒，受人信施，為施所墮，則不宜受食。德行若全，則可應供受食。凡

受食時，當作此觀。（三寶者，佛寶、法寶、僧寶也。）三者，防心離過，貪等為宗。防心離過，貪等為宗者，

明了論疏云：出家先須防心三過，謂於上味食起貪，下味食起瞋，中味食起癡。以此不知慚愧，墮三惡道，凡

受食時，當作此觀。（三惡道者，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也。）四者正事良藥，為療形枯。正事良藥，為療形

枯者，謂飢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以食而為醫藥，用資其身。凡受食時，當作此觀。（四百四病者，

人身假地、水、火、風、四大所成，一大不調，則生百一種病，四大共成四百四病也。）五者為成道業，應受此

食。為成道業，應受此食者，謂不食則飢渴病生，道業何成？增壹阿含經云：多食致苦患，少食氣力衰，處中

而食者，如秤無高下。凡受食時，當作此觀。參考〔明〕一如：《三藏法數》。 
19

 「般舟」，梵文音譯，意譯為佛立、常行。「或七日、九十日身行無間總名」。「般舟」意為常行道。修行時，

獨居閑處；常乞食，不受別請，嚴飾道場，備肴及佳果，盥沐其身。修行期內，在阿彌陀佛佛像周圍步行，口

中稱阿彌陀佛名號，心中想念阿彌陀佛，除用食外，常行無休息。步步聲聲念念：阿彌陀佛。善導撰《般舟

讚》，旨在說明般舟三昧行道的往生之方法。強調身、口、意三業相應，「三業無間」。《般舟讚》篇幅過多，

節錄釋迦教興、彌陀願益內文如下：「般舟三昧樂，三界六道苦難停，曠劫以來常沒沒，到處唯聞生死聲。釋迦

如來真報土，清淨莊嚴無勝是，為度娑婆分化入，八相成佛度眾生。或說人天二乘法，或說菩薩涅槃因，或漸

或頓明空有，人法二障遣雙除。根性利者皆蒙益，鈍根無智難開悟。瓔珞經中說漸教，萬劫修功證不退。觀經

彌陀經等說，即是頓教菩薩藏。一日七日專稱佛，命斷須臾生安樂。一入彌陀涅槃國，即得不退證無生。萬劫

修功實難續，一時煩惱百千間。若待娑婆證法忍，六道恒沙劫未期。貪瞋即是輪迴業，煩惱豈是無生因。驗此

貪瞋火燒苦，不如走入彌陀國。」 

../../HP/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24&B=X&V=78&S=1546&J=2&P=&422842.htm#0_0
../../HP/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24&B=X&V=78&S=1546&J=2&P=&422842.htm#0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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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善導大師臨終情形之前，《新修往生傳》有異於前三種傳記的描寫，其云： 

京華諸州僧尼士女，或投身高嶺，或寄命深泉，或自墮高枝，焚身供養者略

聞四遠，向百餘人。諸修梵行棄捨妻子者，誦《阿彌陀經》十萬至三十萬徧

者，念阿彌陀佛日得一萬五千至十萬徧者，及得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不可

知數。 

 

其以較長的篇幅說明善導大師對時人、信眾的影響：京城等地，受善導弘法影響的

四眾弟子20，除了「誦《阿彌陀經》十萬至三十萬徧者」、「念阿彌陀佛日得一萬五

千至十萬徧者」、「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是淨業修持的情形之外，竟有「或投身高

嶺、或命寄深泉、或自墮高枝、焚身供養者」的捨身而亡的情形。慧淨在〈善導大

師略傳〉云，《淨土往生傳》所述的捨身往生的信徒事蹟，蓋是從《續高僧傳》描述

善導感化信眾的情形而來。此事與後來善導傳記言其「投樹往生」的情形頗有關係，

待下節分析。《親修往生傳》云： 

乃登所居寺前柳樹。西向願曰。願佛威神驟以接我。觀音勢至，亦來助我。令

我此心不失正念，不起驚怖，不於彌陀法中以生退墮。願畢於其樹上。投身自

絕。時京師士大夫傾誠歸信，咸收其骨以葬。高宗皇帝知其念佛口出光明。又

知捨報之時精至如此。賜寺額為光明焉。 

 

由上文與《淨土往生傳》比對，所述無大的差異。但善導的形象已藉由擴充的傳記

資料，增加了對自我嚴格的要求的描述、甚至加上影響時人信眾捨的事蹟記載，更

將善導形象導入「捨報生西」的方向前進。 

    然如前文所述，王古輯撰的《新修往生傳》不只一則傳記記載善導。另一則 

〈唐往生高僧善導〉，其事蹟似與善導弘化淨業相符，喜誦《觀無量壽佛經》，並曾

往廬山觀淨土宗初祖慧遠大師之遺風。又與道綽禪師習《無量壽經》、並畫淨土變相

圖等。此則記錄與〈釋善導〉的勇猛精進形象，又自不同。而對善導的臨終情形描

述則是： 

 

                                                      
20

 四眾弟子，此指僧俗四眾，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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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淨土變相。忽催令速成就，或問其故則曰：「吾將往生，可住三兩夕而

已。」忽然微疾掩室，怡然長逝。春秋六十有九。身體柔軟，容色如常，異

香音樂久而方歇。 

在此則善導的往生情形，最不被後代傳記所傳誦。但就此文獻而言，善導的臨終，

也是自知時至，而且頗具有佛教本身既有的祥應書寫傳統：「身體柔軟，容色如常，

異香音樂久而方歇」。此則並言其年歲，是六十有九，這也是後來所有文獻紀錄善導

年歲的推斷根據所在。就中國傳統「壽終正寢」的觀念，此則文獻中的善導，可以

是「善終」的典範。看似平淡無奇，要達成卻也非常不容易。 

 

四、期待視野中形象重塑 

《續高僧傳》中有最早記載善導的記錄，然依前述所言，因為道宣撰寫之時善

導尚未往生，斷不可能有其臨終的記載。《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成書時，善導亦

已往生，卻仍無善導臨終情形的記載。《淨土往生傳》及《新修往生傳》則是善導之

後較近且可信的記錄。《淨土往生傳》已有善導「樹上投身自絕」之語，《新修往生

傳》則記錄了兩則不同的善導往生情形。一則是「願畢於其樹上，投身自絕」，另一

則是「忽然微疾掩室怡然長逝」。自此之後，所有的傳記皆載善導的臨終是「投身自

絕」，雖然淨土學人不能大聲宣揚，卻也因為信徒對於種種感應或靈驗、奇異事蹟的

好要，而能在低調當中傳誦千古。 

何以「怡然長逝」的善導不被廣為流傳，「投身自絕」的善導則一直被深信於淨

業學人心中？兩種臨終形象大相逕庭，今人慧淨法師云此為「以訛傳訛，誤傳捨身」
21。蓋《續高僧傳》云： 

 

……時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淨土不？」導曰：「念

佛定生。」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

表，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臺省。 

 

                                                      
21

 參見慧淨法師：〈善導大師略傳〉，收於慧淨法師、淨宗法師編述：《善導大師全集》（臺北市：淨土宗文教

基金會，2004 年 8 月），頁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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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京城長安受善導感化的事例之一，上柳樹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而至地遂死的

是向善導詢問「念佛名」能否「生淨土」的信徒，而不是善導。稍晚成書、宋志磐

撰的《佛祖統紀》則有另一個「往生惡輩傳」的記載： 

長安京姓本為屠，因善導和上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興

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眾

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天童即其識神）。 

以上二則，其一是有一信徒於善導大師修行處欲求念佛求生西方之信心，隨即「上

柳樹」、「投身」而亡；其二是善導大師感化惡輩，致使惡輩自發性的「回心發願」，

亦是「上高樹念佛」，而「墮樹而終」。一是信徒、二是惡輩，皆因善導大師之因緣，

投樹而亡。《淨土往生傳》是否是依《續高僧傳》的記載，而誤植善導大師本身「樹

上投身自絕」之語？目前文獻記載中尚無其他證據。但前述及佛教本身即有捨身傳

統，這也是淨土祖師當中，最令人無法斷定其臨終情形的一則。 

《樂邦文類》收錄了西湖居士李濟的一首〈京師善導和尚〉云： 

畫三百壁淨土相  寫十萬卷彌陀經 

貴賤不論皆激勸  況登高柳定祈生 

 

末句「況登高柳定祈生」，若承接「貴賤不論皆激勸」而來，或許是指受善導感化而

「捨身往生」的信者眾，無論是虔誠的信徒，還是造惡的小輩，只要具備信願行三

資糧，最後都必定得生西方極樂世界。然而無論是撰傳記的學者，或是閱讀者，乃

至於虔誠的信徒們更相信，若是善導大師本身投身而逝，那更是了不得的一樁事蹟，

而善導大師更具有神聖性，無形中又為淨土祖師大德增添不少奇異的光彩。是以後

代的淨土傳記，乃至於清代集結的《淨土聖賢錄》，都傳遞出信眾如是的想望。 

    從佛教史當中回頭檢視，釋迦牟尼佛在臨終前三個月即告知弟子自己何時離

世，並宣說佛教的根本教義之「無常觀」。死亡如果解惑、超越，乃至於對淨土的嚮

往，達到「死亡的昇華」，成為淨土宗最核心的義內容。然而淨土不單指往生西方極

樂世界，亦有藥師琉璃淨土、彌勒淨土等等。淨土宗初祖慧遠大師是師承道安，而

道安是信仰彌勒淨土的代表。海波以為：「選擇彌陀信仰是中國特有的務實心理的折

射」。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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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淨土不僅比彌勒淨土殊勝，而且具有諸淨土皆無的特徵。…阿彌陀佛

的四十八大願給往生者提供了極其完美的生活和修行條件，…其他淨土都憑

藉自力到達，然後再藉佛力起修，而阿彌陀佛則稱，只要「發菩提心修諸功

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定與「大眾圍繞現其人前」。佛親自接

引是彌陀淨土的特色，親蒙佛現，給人以萬修萬成的信念。…22 

以「念佛」作為修持的一派，如善導大師之前的曇鸞大師將《無量壽經》中的「十

念」，由原先的相續十個念頭，譬喻極為短暫的時間，理解為誦念十聲阿彌陀佛名號。

因此，得生西方國土方法就是誦念佛號，依信、願即可往生。善導大師將誦念佛號

判為正功夫、正行，將禮拜、讀經、觀想、讚嘆等稱為助功夫、助行。雖然經中也

說要行十善，但這些世間的善行為雜行。要想往生，必須捨棄雜行，歸於正行，最

終將修行收攝到一心誦念佛號之上。專修念佛，成為淨土宗最主要的修行法。因為

誦念佛號極為簡便，效果又極大，不必如其他宗派要長期修行、禪定。這種簡易法

門，讓淨土宗得以有更多的信徒入門。淨土宗的修持方法這麼簡捷方便，堪稱自力

和他力的二力法門，善導大師何以苦口婆心造〈勸世偈〉等勸人念佛求往生呢？蓋

「死亡」是不可預期、臨終者可以計畫，卻未得以實踐的人生最後旅程。雖然修淨

土念佛法門如善導大師所言，是「萬修萬人去」，但要緊的是真正修持念佛法門，才

有可能一萬人修持、一萬人去。 

  以現今「臨終關懷」、「生死學」的觀點來看，好的臨終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依據我國的法令《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定，為尊重不可治癒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

及保障，病人可為自己的善終作準備，如簽署不侵入性的急救等意願書。對於「安

寧療護」的推廣，如黃凌蘋所云的： 

過去，進「安寧病房」往往被誤解為「等死」，事實上，罹患不可治癒重症的

末期病人（如癌症、愛滋、漸凍人等）最被推薦的照顧方式是「安寧緩和醫

療」（即安寧療護）。尤其癌末治癒率低，並不是「有醫有保佑」，再多治療，

有時只是延長病人的瀕死期，增加身體負擔甚至引發併發症死亡，有些則是

身心交煎、痛苦失落直到往生。因此，安寧療護不像過去醫療只重視「病」

的治癒，而是緩解疼痛及後遺症，先讓病人「無痛不苦」，再協助處理社交、

情緒、財務和宗教靈性等事宜。目的在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質，而不是延長痛

苦的生命。澳洲墨爾本大學的安寧療護中心（University of Melboume Centre 

                                                      
22

 參見海波：《佛說死亡︰死亡學視野中的中國佛教死亡觀研究》（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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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alliative）作了數個研究証實，病人要求安樂死是因為太痛苦，若痛

苦減除，反而會更珍惜且善用有限的生命。活著，是最好的禮物；善終，是

最美的祝福。不論是達官顯要或販夫走卒，面臨死亡大都同樣焦慮恐懼、手

足無措，但選擇適當的臨終照顧，便能把握住每一刻，畫下圓滿無憾的句點，

而不會到最後才恍然發現，什麼都來不及交代準備，生死兩相憾。選擇安寧

療護、活得有品質，且臨終前不遭受痛。23 

 

從現今醫療界的安寧療護推動，再回頭觀察善導大師的兩種死亡書寫，可以不難推

想：為人所傳誦的善導往生形象是「投身自絕」，斷非常人所能為，而且想必無法避

免撞擊的痛苦。佛教中常引「生龜脫殼」24 比喻臨終的巨痛，從登柳樹而投身，撞

擊力更強。倒是不被傳記接受史中廣為宣傳的「怡然長逝」往生形象，反而是現今

推廣臨終關懷、善終的最高模範。臺灣的三藏法師會性長老25曾提出關於臨終器官

捐贈的種種觀念，其云： 

然則捐贈器官決辦不到，是否？此又不然。若是大修行人，功夫到家，能夠

視死如歸，能夠徹底放下，要捨就捨，如：晉之僧群
26
，宋之曇稱

27
、法進

28
，

                                                      
23

 參見黃凌蘋：〈善終，人生最後的幸福〉，《自由時報》家庭版，2006 年 10 月 11 日。 
24

 清朝的省庵大師〈八苦詵〉〈死苦詵〉曰：「識神將盡忽無常，四大分離難主張，脫殼生龜真痛絕，落湯螃蟹

漫慞惶！」說明了「死」是一件至極痛苦的事。 
25

 會性法師（1928-2010），為臺灣佛教界為人所敬仰的佛學泰斗、天臺大家。民國 36 年親近當時斌宗法師。民

國 37 年親近慈航法師，擔任客語、臺語翻譯。民國 41 年接任獅頭山元光寺住持。 民國 57 年創建普門講堂。民

國 54～69 年任教於高雄壽山寺東方佛教學院、屏東東山寺佛學院、光德寺淨覺佛學院、臺中市慈明佛學院、臺

中佛教蓮社內典研究班。重要著作為《大藏會閱》、《讀印光大師文鈔記》等。 
26

 僧群的事蹟見《神僧傳》卷三。其云：「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搆立茅室。孤在海中。

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以所宅。群因絕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為梁。

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群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

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為報也。」其「絕水而終」，因其自知「少時折鴨」之果報。 
27

 曇稱的事蹟見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二。其云：「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昆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

人年八十夫妻窮悴。迺捨戒為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為二老

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入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

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咒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

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在。因葬而起

塔。爾後虎災遂息。」以自己的肉身給虎食，解村莊之虎災。 
28

 法進的事蹟亦出於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二。其云：「釋法進。…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

所重。遜卒子景環為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為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

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

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缽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眾雖飢困猶義不

忍受。進即自割肉和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

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看。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輿之還宮。周敕以三百

斛麥以施餓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闍維之。煙炎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不爛。即

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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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富，齊之法光、曇弘等（皆見高僧傳忘身篇）之高僧大德，決能做到，毫

無問題，今人若有如此高行，要做捐贈器官功德，決能成辦。29 

 

其中「若是大修行人，功夫到家，能夠視死如歸」說明佛教信徒極其重視、並遵循

祖師大德行誼的標準。無論是「怡然長逝」，還是「投身自絕」，兩極化的死亡描繪，

都不可抹滅善導大師在淨土宗神聖的地位。 

本文從淨土宗善導大師的傳記出發，先從清代淨土學人熟知的《淨土聖賢錄》

考察，發現自宋代以來關於善導的傳記，皆云善導大師的往生是「投樹而亡」的剛

強、特殊形象。這種捨身傳統，雖在佛教史上並非異類，但亦不適宜對所有信眾宣

揚。筆者回顧善導大師的傳記，發現現存最早的文獻，是與善導大師同一時代的道

宣首將善導傳記附於《續高僧傳》內，此時因為善導正值壯年，並未往生，並未記

載善導大師的臨終情形。稍晚的《往生西方瑞應刪傳》亦無載善導大師臨終情形，

但對於善導的種種弘化事蹟皆有所述。《續》、《往》二書皆成出於唐代，較為可信。

到了宋代，《淨土往生傳》已載善導臨終情形，而且是「登柳樹投身自絕」；其根據

可能是將《續高僧傳》所載，善導勸信徒、感化惡輩而使他們都能念佛往生，而信

徒、惡輩都於寺院柳樹前投身而亡而誤植入傳。《新修往生傳》更延續此一說法，歷

來佛傳即採用此說。值得注意的是，《新修往生傳》有另一則善導傳，此傳中的善導

形象，與其他傳記多有相同處：一樣對淨土變相圖好樂，一樣求道於道綽禪師，然

而描述其臨終往生的情形卻大不相同，是「怡然長逝」的平靜與自在。筆者以為，

捨身傳統對於中國佛教徒而言，似乎是可以於私底下傳誦，而禁止在大眾面前宣揚。

善導的投身自絕，幾乎已根植於佛教徒的心中，這或許是因為其致力於推廣淨土教

義、往生西方而帶來的效果，也為其死亡書寫寫下奇特的一頁。在生死學、死亡學

及臨終關懷逐漸受到重視的今天，本文重新檢視善導大師的死亡書寫，具有幾點展

望。死亡者除非起死回生，否則死亡本身是無法書寫。只能從見證者站在旁觀的角

度加以觀看、記錄。因此書寫本身即具有文學性，也可以說是虛構性。本文的從文

獻檢視的方法著手，察覺出善導大師的死亡書寫之接受史，亦可反映出無論是信徒、

閱讀者的思想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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