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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三藏法師傳記中的數術記載 
黃運喜1 

 

論文提要 

玄奘在佛教史上最大的功業為西行求法與翻譯經典，西行求法必須面對許

多無法預料的風險，如攀越高山、走過沙漠，面對盜匪的威脅，隨時有可能喪失

性命。本文研究發現，玄奘在面對困境時，除了對佛法的信念與平日的修持外，

似乎還有某種無形力量支持，這種力量就佛法而言雖非正道，但不失為方便法門

之一，這種支持的力量，就是來自數術的運用。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數術記載有十一件之多，其中屬夢境者八件，

占術者二件，以華遙散決疑者一件。夢境為最大宗，夢者包括玄奘生母、玄奘本

人、戒賢論師、弟子玄覺、寺主慧德，人數多且應用廣。其他占術者二件，以華

遙散決疑者一件，均為玄奘主動作為。以時間而論，包含玄奘出生、西行求法、

學成歸國、圓寂等人生重要階段。不過在玄奘最初的近二十年，以及歸國後至圓

寂前的近二十年，約四十年的時間，並未見相關記載。說明玄奘僅在面對抉擇的

關鍵，才會利用方便的利用數術以趨吉避凶。 

                                                      
1 黃運喜 台灣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生命禮儀學位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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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西安市大慈恩寺玄奘三藏院前照壁上，書有「民族脊樑」四字，代表中

國人士對玄奘的評價，此四字是根據魯迅的一段話而來：「我們從古以來，就有

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

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

脊樑。
2
」玄奘在西行求法與翻譯佛教經典的事功，無論用「中國的脊樑」或「民

族脊樑」稱呼，玄奘(600？─664)均當之無愧。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下簡稱《慈恩傳》)記載玄奘在洛陽淨土寺

出家後不久，即因隋末政局動亂，群雄起兵，洛陽各道場供料停絕，玄奘遂與其

兄長捷法師至長安，又因長安亦法筵停頓而至四川，居止成都空慧寺，並在成都

受具足戒，後因感「益部經論，研覈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式有礙，又

為兄所留，不能遂意。」3即感到在成都的法義已研習殆盡，期望回京向更多的

高僧請教。後來決定「私與商人結侶，汎舟三峽，沿江而遁，到荊州天皇寺」，4

到了荊州，因講經說法得到唐宗室漢陽王的護持。 

此後玄奘到揚州、吳會、趙州、相州等地，與當地高僧請益問難，由於中

古時代政治上南北分立的結果，造成佛學學風的不同，故對同一問題的解說，往

往是南轅北轍，尤其是在「佛性」(成佛的可能性)的問題上，就有「眾生皆有佛

性，均可成佛」與「一闡提(不具善根的人)不具佛性，不能成佛」的兩種截然不

同的答案，回到長安後的玄奘，面對「既遍謁眾師，備飧其說，詳考其理，各擅

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之適從。」的情境「乃誓由西方以問其惑，並

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5 

玄奘在武德九年(626)於長安興善寺，拜訪來自印度那爛陀寺的高僧波羅頗

迦羅蜜多羅時，可能因向他諮詢積疑，因知那爛陀寺講學盛況，與戒賢論師才學，

而決定前往印度求法取經。6 

唐初，邊境不寧，與西域諸國交通中斷，禁止人民出關，故玄奘多次上表

陳請均不被批准，終於在貞觀初年7的一次霜檢中，「下敕道俗，逐豐四出，幸因

                                                      
2 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魯迅全集》下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605。 
3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大正藏》第 50 冊，頁 222。 
4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頁 222。 
5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2；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

狀〉，《大正藏》第 50 冊，頁 214。 
6 參考楊廷福，《玄奘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84。 
7 玄奘西行求法的時間，傳統史料記載為貞觀三年(629)八月，但梁啟超首提貞觀元年(627)之說，

此後學界為此問題紛提看法，未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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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際，徑往姑臧。」8不久即「乘危遠邁，策杖孤征」，踽踽獨行於這條中西文化

的孔道─絲路，途經今日的新疆、吉爾吉斯、哈薩克、烏茲別克、阿富汗、巴基

斯坦、印度等地，在摩揭陀國的那爛陀寺向戒賢論師學法五年，然後又向西印度、

南印度旅行，回到那爛陀寺，再向杖林山的勝軍居士學習二年，最後參加戒日王

主持的辯論大會。盛名之下的玄奘，婉拒戒日王的要求，堅持回國將所學到的佛

法傳布國人，於是整裝歸國，以陸路的方式越帕米爾高原，到新疆和闐，並在此

上表，請太宗原諒其私自出關之罪，最後在太宗歡迎下，兼程返國，到長安時已

是貞觀十九年(645)了。 

中國本部與印度次大陸間，隔著帕米爾高原、喜馬拉雅山等天然屏障，加

上地形惡劣，有「死亡沙漠」之稱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橫亙，窮山惡水，委實讓玄

奘的求法之行步步危機。 

在玄奘的求法過程中，有三座大山的攀登令人難以忘懷，分別是去程時的凌

山(天山山脈別迭里峰)、大雪山(興都庫什山)，及回程時的蔥嶺(帕米爾高原)，其

艱辛驚險的情形如此： 

至凌山，即蔥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於天。自開闢以來，冰雪所聚，

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與雲連屬，仰之鎧然莫睹其際。其凌峰

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嶇，登涉艱阻。加以風

雪雜飛，雖複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

席冰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餒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
9 

至凌山，此則蔥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

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陵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

赭衣持瓠，大聲叫喚。微有違犯，災禍目睹，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

喪沒，難以全生。10 

據文獻記載，凌山南北綿延一百二十多里，中間有著名的冰川谷道。其間冰

崖聳立，直次青天，冰崖下是多年的積雪，11山勢極為險峻，且沒有一席乾燥之

處，所以只能「懸釜而炊，席冰而寢」。 

大雪山(興都庫什山)亦行程艱險： 

(大雪山)塗路艱危，倍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

                                                      
8 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大正藏》第 50 冊，頁 447。 
9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7。 
10 玄奘撰，辯機記，《大唐西域記》，卷一，收入《大正藏》第 51 冊，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

頁 870─871。 
11 陳飛、凡評注釋，《新譯大唐西域記》，台北市，三民書局，1998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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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則平途數丈。故宋玉稱西方之艱，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即此也。

嗟乎！或不為眾生求無上正法者，寧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12 

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雪彌谷，

蹊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祟，群盜橫行，殺害為務。13 

 大雪山為今日的興都庫什山，位於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中國交界之處，終

年為積雪所覆蓋，行旅到此需與冰川雪原搏鬥，經常險象環生，旅途充滿風險。

蔥嶺(帕米爾高原)亦崎嶇難行： 

行七日，至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峰，參差多狀或平或聳，勢非一儀，登

陟艱辛，難為備敘。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行。復經七日，至一高嶺，

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養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發，

仍令村人乘山駝引路。其地多雪澗凌溪，若不憑鄉人引導，交恐淪墜。

至明晝日，方渡凌嶮，…明日到嶺底，尋盤道復登一嶺，望之如雪，及

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雖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頂，

而寒風凄凜，徒侶之中無能正立者。又山無卉木，唯積石攢峰，岌岌然

如林笋矣。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度者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百

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尋贍部州中嶺岳之高，亦無過此者。14 

 

蔥嶺者，據贍部州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

烏鎩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恆積冰雪，寒風

勁烈，地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15 

 帕米爾高原為世界屋脊，為地球表面地勢最高峻之地，崖嶺重重，幽谷險

峻，冰雪堆積，終年不化，寒風凜烈，不宜人類之活動。 

除崇山峻嶺外，玄奘選擇從河西走廊，經新疆，越天山到吉爾吉斯的「西北

絲綢之路」，再到印度，再從帕米爾高原，經南疆回到長安，不可避免的均要通

過世界上最險惡地形之一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在沙漠裡，極度的乾旱伴隨著隨時

吹來的熱風，因呼氣而蒸發水份，加上缺乏路標依循，有海市蜃樓現象，令旅人

歷盡生理、心理上的極度考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 

自是孑然孤遊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眾數百隊滿沙

磧間，乍行乍息，皆裘褐駝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易貌易質，倏忽千變，

                                                      
12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頁 228。 
13 玄奘撰，辯機記，《大唐西域記》，卷一，頁 873。 
14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頁 250。 
15 玄奘撰，辯機記，《大唐西域記》，卷十二，頁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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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瞻極著，漸近而微。法師初睹，謂為賊眾，漸近見滅，乃知妖鬼。16 

此為玄奘出玉門關，在前往伊吾國(今哈密)的途中的莫賀延磧，即古謂「八

百里沙河」，此時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且顧影唯一，不幸的是，玄

奘走了百餘里時，伸手拿出水囊，但卻失手打翻，千里路途的飲水全數倒罄，本

想回頭取水，但走了十餘里，想到自己的初發心：「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

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東歸而生！」於是回頭繼續西行，在四顧茫然，人

鳥俱絕，夜則妖魅舉火(鬼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的情況下，

過了四夜五日，終因饑渴難耐而臥倒沙漠中，幸而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

快如沐寒冰，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適時駝玄奘到「野馬泉」，終於走出險境。17 

玄奘到印度求法，往返共歷五萬里，跋山涉水，穿越無數荒原、沙漠、急流、

叢林等地，沿途治安的良窳各不相同，根據《慈恩傳》的記載，玄奘一共遇到六

次盜匪，其中的前三次有驚無險，後三次則危險萬分，且危及生命。 

首先是在北印度，前往碣迦國時，在波羅奢大林中，遇盜匪五十餘人，將玄

奘及同伴所帶衣服資具等搶劫一空，並揮刀將他們驅往道南枯池，欲總屠害。幸

玄奘所帶沙彌機警，見池南有一水穴，兩岸蓬棘蘿蔓，堪容人過，私告法師，即

相與透出，向東南疾走二三里，遇婆羅門耕地，告之被劫，該婆羅門在驚愕之餘，

即解牛，向村吹具，鼓聲相命，得八十餘人，各持器杖，急往賊所，賊見眾人，

逃散各入林中。玄奘遂到池旁，解眾人縛，又從眾人施衣分食，相攜至村投宿。
18 

最危險的一次是在中印度，自阿踰陀國，前往阿耶穆佉國途中，河流兩岸各

藏盜匪十餘船隻，一時俱出，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盜匪令玄奘等一行人上岸，

解脫他們的衣服，搜求珍寶。又因這些匪徒為印度突伽女神的信徒，看到玄奘質

狀端美，欲將之殺取肉血以祀女神，遂將法師捆綁，於林中治地設壇，取水和泥

塗掃，令兩人牽法師上壇，欲即揮刀，玄奘向盜匪說：「願賜少時，莫相逼惱，

使我安心歡喜取滅。」法師乃專心觀想覩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生此處，受《瑜

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後還來下生，教化此人(指盜匪)令生勝行，捨

諸惡業。就在玄奘專注觀想，一心不亂之際，突然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流湧

浪，船舫漂覆。盜匪大驚之餘詢問法師同伴：「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同

伴告之：「從支那國來求法者此也。諸君若殺，得無量罪。且觀風波之狀，天神

已瞋，宜急懺悔。」盜匪聞說，立即釋放玄奘，並受五戒，歸還所奪衣資等物，

                                                      
16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3。 
17 參見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4。 
18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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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禮辭別。19 

最後一次遇盜匪，是在歸途中從竭盤陀國，越蔥嶺，前往烏鎩國時，「逢群

賊，商侶驚怖登山，象被逐溺水而死。」20這次的遇險，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

傳》中雖清描淡寫的寥寥數語，但大象是在玄奘歸國時戒日王所送，用以駝運經

書，大象之死，代表有許多經書跟著沉到河裡，未沉部分應如何運送，著實讓玄

奘大費周章。 

玄奘的求法之旅，可說是充滿著危機，並有喪失性命之憂，其為法忘驅的情

操，正如在越大雪山時《慈恩傳》的記載：「嗟乎！或不為眾生求無上正法者，

寧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波坂，自云我為漢室忠臣。法師今涉

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真子矣。21」 

在面對困境時，除了對佛法的信念與平日的修持外，似乎還有某種無形力量

支持，這種力量就佛法而言雖非正道，但不失為方便法門之一，這種支持的力量，

就是來自數術的運用。本文擬就《慈恩傳》中所，敘述玄奘在面臨抉擇時，數術

對其的影響。此類相關研究闕如，也不符佛法「正命」標準，卻可以反映中國佛

教的某些特性，可謂「雖小道，亦有可觀也」。 

 

貳、《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數術 

 目前有關玄奘的史料，除《慈恩傳》外，主要是以《大唐西域記》、《續高僧

傳‧玄奘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等為主，22《大唐西域記》是玄奘奉

唐太宗敕命而作，記述新疆、中亞、中東、印度等一百一十國與傳聞中二十八國

的見聞。詳細記載各國的疆域、氣候、山川、風土、人情、種族、語言、文字、

教育、宗教、佛寺、傳說、產業、政治等。其中雖有一些數術記載，但其內容為

玄奘之所聽聞，與其自身無關。《續高僧傳》與〈行狀〉與《慈恩傳》同質性高，

本文引文均為《慈恩傳》記載。 

 《慈恩傳》中記載與玄奘有關的數術資料共十一則，其內容按其分類如下： 

一、西行求法之徵兆：共二則。 

法師初生也，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

曰：「為求法故去。」此則遊方之先兆也。
23
 

                                                      
19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頁 234。 
20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頁 250。 
21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頁 228。 
22 《大唐西域記》為玄奘撰、辯機記，收入《大正藏》第五十一冊；《續高僧傳》為道宣撰、〈大

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為冥祥撰，均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冊。 
23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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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三年(629)秋八月24，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

山，四寶所成，極為嚴麗，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無船筏，不以為懼，

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踊乎波外，應足而生，卻而觀之，隨足而滅。

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踊身自騰，有搏颷颯至，扶而上昇到山頂；

四望廓然，無復擁礙，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25 

二、西行求法之初問前程：共一則 

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者，誦咒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

行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赤老瘦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胡人所

乘馬赤漆鞍有鐵，與何君言合，心以為當，遂即換馬，胡翁歡喜，禮敬而

別。26 

三、夜夢神人催促上路而脫離困境：共一則 

時四夜五日，無一滴沾喉，口腹乾燋，幾將殞絕，不復能進。遂臥沙中，

默念觀音，…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

亦能起27。體既蘇息，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

曰：「何不強行，而更臥也！」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

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

水，甘澄鏡澈，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蘇息。28 

四、戒賢論師夢玄奘求法徵兆：共一則 

(玄奘)坐訖，(戒賢)問法師從何處來？報曰：「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

伽論》。」聞已啼泣，喚弟子佛陀跋陀羅(此言覺賢)，即法藏之姪也，年

七十餘，博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可為眾說，我三年前病惱

因緣。」覺賢聞已，啼泣抆淚，而說昔緣云：「和尚昔患風病，每發，手

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痛，乍發乍息，凡二十餘載；去三年前，苦痛尤甚，

厭惡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二琉璃色，三白

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輕明，來問和尚曰：「汝欲棄此身耶？經云：說身

有苦，不說厭離於身。汝於過去，曾作國王，多惱眾生，故招此報。今宜

觀省宿愆，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經論，自當銷滅，直爾厭身，苦終

不盡。」和尚聞已，至誠禮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語和尚曰：「汝識

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銀色曰：「此是慈氏菩薩。」和尚即禮拜慈

氏。問曰：「戒賢常願生於尊宮，不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

得生。」金色者自言：「我是曼殊室利菩薩，我等見汝，空欲捨身，不為

                                                      
24
 《傳》、《錄》：是年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西向燉煌。 

25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2。 
26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3。 
27
 《行狀》：起下云復強行二十餘里，還臥不能起。 

28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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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故來勸汝，當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徧及未聞，汝身即

漸安隱，勿憂不差。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可待教之。」

法藏聞已，禮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不見。自爾以來，和尚所苦瘳ㄔ
ㄡ

除。29 

五、為求決疑三事，以華遙散觀自在菩薩像：共一則 

伊爛拏鉢伐多國，…最中精舍，有刻檀觀自在菩薩像，威神特尊。常有數

十人，或七日，二七日，絕粒斷漿，請祈諸願。心殷至者，即見菩薩，具

相莊嚴，威光朗曜，從檀像中出，慰喻其人，與其所願。如是感見，數數

有人，以故歸者逾眾。其供養人，恐諸來者，坌污尊儀，去像四面各七步

許，豎木鉤闌，人來禮拜，皆於闌外，不得近像，所奉香華，亦並遙散。

其得華住菩薩手，及掛臂者，以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

種種華穿之為鬘，將到像所，志誠禮讚訖，向菩薩胡跪發三願：一者於此

學已，還歸本國，得平安無難者，願華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覩史

多宮，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華貫掛尊兩臂；三者聖教稱眾生界中，

有一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

華貫掛尊頸項。語訖，以華遙散，咸得如言。既滿所求，喜歡無量。其傍

同禮，及守精舍人，見已，彈指嗚走，言未曾有也！當來若成道者，願憶

今日因緣，先相度耳。30  

六、曼殊室利菩薩夢示玄奘早歸及預言印度將亂：共一則 

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無復僧侶。法師從幼日

王院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室，內心歡喜，

欲登上無由，乃請垂引相接，彼曰：「我曼殊室利菩薩也，以汝緣業，未

可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是。」法師尋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邑

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處十年31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亂，

惡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怪歎，向勝軍說之。勝軍曰：

「三界無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圖焉。」是知大士所行，皆

為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無常以勸歸。若所

為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饑荒，並如所告。

國家使人王玄策，備見其事。
32
 

七、請尼乾子占相詢去住何最為吉，及壽命長短：共一則 

                                                      
29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頁 236—237。 
30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頁 239。 
31
 十年：《狀》作十餘年。 

32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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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摩羅使未至間，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羅，忽入房來；法師舊聞尼乾

善於占相，即請坐問所疑曰：「玄奘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已久，今

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最為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

尼乾乃索一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住時最好，五印度及道俗無不

敬重。去時得達，於敬重亦好，但不如住。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

年，若憑餘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歸，經像既多，不

知若為勝致？」尼乾曰：「勿憂，戒日王、鳩摩羅王，自遣人送師，必達

無苦。」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來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尼乾曰：「鳩

摩羅王已發使來請，二三日當到；既見鳩摩羅，亦便見戒日。」如是言訖

而去。33 

八、玄奘圓寂之徵兆：共三則 

至八日，有弟子高昌僧玄覺，夢見有一浮圖端嚴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

告法師。法師曰：「非汝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34 

 

至十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華大於槃，鮮淨可愛。」十七

日，又夢見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繡及妙花珍寶裝法師所臥房

宇。以次裝嚴遍翻經院內外，爰至院後山嶺林木。悉竪幡幢，眾彩間錯并

奏音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輿輿中香食美菓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

擎來供養於法師。法師辭曰：「如此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

此位，何敢輒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止。35 

時寺主慧德，又夢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來下入翻經院香花滿空。36 

上述十一則數術記載，均屬於《漢書‧藝文志》「雜占」的範圍，屬夢境

者八件，占術者二件，以華遙散決疑者一件，夢境為最大宗，夢者包括玄奘生母、

玄奘本人、戒賢論師、弟子玄覺、寺主慧德，人數多且應用廣。其他占術者二件，

以華遙散決疑者一件，均為玄奘主動作為。以時間而論，包含玄奘出生時母夢、

西行求法、學成歸國前、圓寂等人生重要階段。不過在玄奘出生至西行求法的近

二十年，以及歸國後至圓寂前的近二十年，約四十年的時間，並未見相關記載。

這似乎反應出，玄奘僅在面對抉擇的關鍵，才會利用數數以趨吉避凶。 

                                                      
33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頁 245—246。 
34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頁 276。 
35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頁 276。 
36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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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教化比丘，以「八正道」為解脫根本，占相、算命、咒術等均為非法、

邪命，因無助於個人解脫，此為學佛者之常識。既然如此，何以《慈恩傳》中不

斷的出現一些數術記載？以下為本文之解釋。 

 

參、《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性質與數術記載之意義 

《慈恩傳》除了是一本記載高僧行誼的傳記外，同時也是一本集眾多奇聞

異事的「釋氏輔教之書」。寫作風格似乎受到中國自南北朝以來感應文類大盛，

宣揚奉佛感應、靈驗的故事，如感應傳、靈驗記、功德記、冥報記等類的作品的

影響；和義理深奧、需抽象思考的經論比起來，《慈恩傳》情節曲折，描述神異

的感應故事更具感染力與說服力。教外人士視之為小說情節，視之為「釋氏輔教

之書」，教內人士卻視之為神聖實相的顯現。但無論如何，神蹟感應是宗教必備

的元素之一，而且在這些靈驗故事之中，也相當程度的反映了一個時期的人、事、

物的歷史現象，有補充史料不足的功用。37至於《慈恩傳》記載許多數術感應之

事，佛教內部的接受程度如何？若從佛教典籍對於世學的態度來探討，答案是可

以接受的。 

釋迦牟尼在出家前，已接受完整的世學教育，出家之始，曾不斷的尋師訪

道，遍學當時印度的各種修行方法，在其成道後，於鹿野苑轉法輪，成立僧伽制

度。佛陀的弟子中，不乏原為印度各宗教的修行者，熟習各種世間學問，後隨佛

陀而悟道，在初期的佛教僧團中，弟子因求解脫而來，世學在當時不佔有重要地

位，但為與其他教派競爭，佛陀制律時亦聽比丘、沙彌誦讀外道書。《十誦律》

卷三十八謂：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捨修多羅、阿毗曇，捨毗尼，誦外書文章兵法，

遠離佛經。佛言：從今諸比丘，若有學誦外書文章兵法者，突吉羅。

佛未制是戒時，長老舍利弗、目連處高座上，為諸新比丘沙彌說法、

教學誦外書，為破外道論故。制是戒已。長老舍利弗、目連便不處高

座，為諸新比丘沙彌說法教學誦外書。爾時諸外道，聞沙門瞿曇不聽

弟子誦外書，是婆羅門便往語諸信佛優婆塞言：可共往到諸比丘所。

答言：隨意。外道到已，與新比丘沙彌共議論，諸新比丘沙彌皆不能

答，一者新入道，二者佛制不聽學故。時諸外道輕弄諸優婆塞言：汝

之大師汝所供養，汝所尊重上坐先食者，正如是耶？諸優婆塞心愁不

樂，以事白佛。佛言：從今聽為破外道故，誦讀外道書。38 

    到了大乘佛教時期，許多經典允許比丘在精通內典後再涉獵外書，如《菩薩

                                                      
37 傅楠梓，《淨土聖賢錄研究》，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1 月，頁 
38 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十誦律》，卷 38，〈明雜法之三〉，《大正藏》第 23 冊，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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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持經》卷三謂：「明處者有五種，一者內明處，二者因明處，三者聲明處，四

者醫方明處，五者工業明處，此五種明處菩薩悉求。」39 

《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三稱上述五明中的內明為出世間慧，其餘四者為世

間慧：「云何菩薩自性慧，謂能悟入一切所知，及已悟入一切所知，簡擇諸法，

普緣一切五明處轉，一內明處，二因明處，三醫方明處，四聲明處，五工業明處，

當知即是菩薩一切慧之自性。」40 

    在西域，沙彌與婆羅門均接受五明教育，《大唐西域記》卷二謂： 

開蒙誘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受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

詮目流別；二曰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術；三曰醫方明，禁咒閑邪藥

石針艾；四約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

理。41 

這種思想在中國，表現於沙彌教育方面，則產生出家前未受教育者則先授

儒學後學佛經，及出家前已讀過儒書則直接授以佛經的現象。42沙彌先儒後佛的

教育程序，可能是基於二項考量：一是儒學是中國文化的正統，沙彌熟習儒家經

典，可掌握中國文字的運用，對日後參加譯經或向門第中人弘法都很有幫助；43二

是儒家對於修身、修心的思想，與小乘佛教有許多接近之處，因此在中國早期常

以儒家及部分道家思想取代小乘的受學次第。 

玄奘為漢太丘長仲弓(陳寔)之後。其祖陳康，以學優登仕齊，任國子博士。

其父陳慧44，早通經術，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郭泰)。性恬簡，無務榮

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45因其家學淵源，玄奘八歲時其父就授與《孝

經》，其兄長捷法師「好內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毘曇》，兼通

《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慕。」46《慈恩傳》雖未敘述玄奘的世

學成就，但從其各類表、啟文中善用典故，得知玄奘儒學造詣深厚。 

內外典籍中，不乏夢占等數術記載，如《漢書‧藝文志》將數術列為七略之

一，謂「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之來。』眾占非一，

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

考吉凶。」47在佛經中亦有現世夢中見佛之事，《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云： 

當去家、捨妻子、斷愛欲，行作沙門就無為道，當作菩薩道，奉行六波

                                                      
39 曇無讖譯，《菩薩地持經》，《大正藏》第 30 冊，頁 903。 
40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 43，《大正藏》第 30 冊，頁 528。 
41 玄奘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 2，頁 876。 
42 曹仕邦，〈古代佛教對小沙彌所施行的儒學教育〉，《大陸雜誌》第 69卷第 6期，1984年 12

月，頁 38。 
43 參見淨空法師，《認識佛教：幸福美滿的教育》，台北市，佛陀教育基金會，1995 年，頁 51。 
44
  慧，一作惠。 

45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1。 
46 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2。 
47 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北京市，中華書局，頁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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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經者，……齋戒清淨，心無所貪慕，至精願欲生無量清淨佛國，當

念至心不斷絕者，其人便今世求道時，則自於其臥睡中，夢見無量清淨

佛及諸菩薩阿羅漢。48 

《大阿彌陀經》也說上輩「自然於其臥止夢中，見阿彌陀佛及諸菩薩阿羅漢。」

中輩「亦復於臥止夢中，見阿彌陀佛。」49夢占成為顯示修行成就的方法之一。

玄奘世學造詣深厚，對各數術並不陌生，對於佛法的修持是「知行合一」，故在

許多場合，能借助數術之方便法門，趨吉避凶，脫離各種災殃。 

 

肆、結論 

玄奘西行求法的動機，主要是取得《瑜伽師地論》原典，欲從此經探討人類

佛性的問題，在貞觀初年時「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為達成目標，不惜離鄉背

井，身赴異域，途中充滿艱辛，但均能臨危不亂，以其智慧與情操化解危機，感

化群小；在惡劣的天候或環境中，亦能堅此百忍，終底於成，充份顯示出不凡的

一面。 

本文論者在閱讀《慈恩傳》時，發現書中對於數術的記載有十一件之多，

且均屬於《漢書‧藝文志》「雜占」的範圍。其中屬夢境者八件，占術者二件，

以華遙散決疑者一件。夢境為最大宗，夢者包括玄奘生母、玄奘本人、戒賢論師、

弟子玄覺、寺主慧德，人數多且應用廣。其他占術者二件，以華遙散決疑者一件，

均為玄奘主動作為。以時間而論，包含玄奘出生、西行求法、學成歸國、圓寂等

人生重要階段。玄奘為出家僧侶，在面對諸多危機與抉擇時，亦不能免俗的使用

數術以預測前程，以達趨吉避凶的功效。 

若以《慈恩傳》的性質而言，除了是一本記載高僧行誼的傳記外，同時也

是一本集眾多奇聞異事的「釋氏輔教之書」，內容情節曲折，描述神異的感應故

事更具感染力與說服力，與《大唐西域記》一樣，深受讀者喜愛。《慈恩傳》、《大

唐西域記》所記載的故事，也成為許多文學創作的淵源。 

若以「八正道」而言，占相、算命、咒術等均為非法、邪命，因無助於個

人解脫。但分析這些數術記載，以時間而論，包含玄奘出生時母夢、西行求法、

學成歸國前、圓寂等人生重要階段。不過在玄奘最初的近二十年，以及歸國後至

圓寂前的近二十年，約四十年的時間，並未見相關記載。這亦反應出玄奘僅在面

對抉擇的關鍵，才會利用數術。 

由於中國古代就有利用數術的傳統，且在佛教典籍中亦有將夢占成為顯示

修行成就的方法之一。故玄奘故在許多場合，能借助數術之方便法門，趨吉避凶，

脫離各種災殃。最難得的是，玄奘深知「道」(佛法)與「術」(數術)對修習解脫

的關係，以佛法修行正道，以數術方便抉擇，並不因此產生執著而陷入修行困境。 

本文寫作匆忙，許多三藏典籍對於數術之評論來不及引用，日後將補充之。 

                                                      
48 （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卷三，《大正藏》第 12 冊，頁 291。 
49 （吳）支謙譯《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大正藏》第 12 冊，頁 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