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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 「玄奘學專題講座」之舉辦 

二 、 過去撰有「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
供的當代意義」一文 

三 、玄奘法師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 

四、您瞻禮過玄奘大學供奉的玄奘大師
靈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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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佛教的舍利崇拜與玄奘三藏法師舍利
真偽問題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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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佛陀舍利在中國 

• 1、浙江鄞縣阿育王寺：佛身舍利 

• 2、北京西山佛牙塔：佛牙舍利 

• 3、鎮江甘露寺鐵塔塔基出土：佛身舍利
（1960年） 

• 4、北京雲居寺雷音洞：佛身舍利（1981年11
月） 

• 5、陜西法門寺：佛指舍利（1987年4月） 

• -----真禪：〈佛陀舍利在中國〉 ， 《法音》雜誌，1987年第5期，
頁3-6。  



佛教的舍利崇拜 
泰晤士河畔的和平舍利塔 

唐鑒真大師帶到日本的釋迦牟尼佛遺骨
舍利 ，一直供奉在奈良唐招提寺，據傳
有三千粒。經該寺森本長老提議，決定
將其中部分送至倫敦，供奉在泰晤士河
畔和平舍利塔。 

-----《法音》雜誌，1985年第3期（1985年1月30日出版），
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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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三藏法師舍利真偽問題的產生 
 
二、玄奘舍利的「出土」 ？ 

     千年來的一件歷史公案 

  關鍵問題之一 ：到底有沒有「出土」 ？ 

  關鍵問題之二：日本軍人在南京發現的是否就
是玄奘法師的頂骨真舍利？ 

      遺骸主體部份究竟又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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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玄奘靈骨的西安興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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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廣濟寺供奉
玄奘靈骨的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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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一段之1)                           

  一 、2003年11月5-7，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和戶縣
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召開「玄奘大師與紫閣寺學術
論證會」。與會成員來自北京、江蘇、山西、河
南、陜西和臺灣等地，共計二十二位學者專家教
授，組成了會議專家組。 

二、研調組提六個理由論述玄奘三藏法師的遺骸
曾遷葬至終南山紫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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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一段之2)                           

  三、經過學者專家的發言論證，以及熱烈的討論，得
到三點結論，會議結束，有如下三點結論被寫入專家
意見書中： 

1、陜西戶縣境內的紫閣寺就是古代玄奘大師頂骨遷
移供奉之地。 

2、陜西戶縣境內的紫閣峪的佛教寺院遺址，極有可
能就是傳自古代長安興教寺、傳向金陵長干寺的玄奘
頂骨遷移供奉寺院紫閣寺。 

3、陜西戶縣境內的紫閣峪現存的佛塔和寺院遺址具
有極其重要的文化價值，建議有關部門予以高度重視
並予以科學的保護。 10 



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一段之3)                          

        2003 年11 月30 日興教寺召開「黃巢發塔真偽辨
學術討論會」，反駁戶縣人民政府召開「玄奘與紫閣
寺學術論證會」所作的結論，否認「黃巢發塔」之說
，認為「玄奘遺骨至今仍存興教寺中」。大會結束，
興教寺舉行記者會，發布新聞稿，提出四項結論： 

一、玄奘法師遺骨至今仍存興教寺中。 

二、黃巢起義軍從未殃及興教寺，更無「發塔」舉動
。 

三、玄奘墓塔至今完好矗立在興教寺。 

四、應當把宗教信仰與歷史事實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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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一段之4)                            

  黃運喜教授的看法：「玄奘與紫閣寺
學術論證會」和「黃巢發塔真偽辨學
術討論會」，出席者完全不同，立場
各異，雙方各說各話，未有交集。無
論主張舍利是真或偽，均屬推測，無
法提出讓對方信服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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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一段之5)                           

  一 、玄奘于唐麟德元年（西元664）2月圓寂後，
4月初葬白鹿原，以至1942年冬，日人在南京發現
遺骨，歷時1270餘年，其間凡經5度遷葬。 

1、總章2年（西元669）4月8日，遷葬樊川北原； 

2、唐末「黃巢發塔」。 

3、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僧可政在長安終南山紫
閣寺得大師靈骨，奉歸金陵，宋仁宗天聖5年（1027

），於天禧寺（明宣德6年改名報恩寺）東岡瘞之。 

4、元至順3年壬申4月6日，在原處改葬。 

5、明洪武19年（1386），遷葬于南岡三塔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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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一段之7) 

  上述由2至3，即樊川至南京天禧寺東
岡中間之播遷，詳情待考。 

第4、5次的改葬是根據日軍發掘大師
靈骨石函中的古物、石棺碑文拓片而
來。可見日軍發掘大師靈骨，對於玄
奘大師靈骨播遷史實之厘定，確具關
鍵，雖然其中還存有許多間隙尚待填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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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二段之1)                  

   1943年春，南京日本高森部隊於中華門外，發掘
金陵製造局內之小山，發現三藏塔故基，並得法師
頂骨及附葬古物，部隊長高森隆介執交日本駐華大
使館，復由前重光大使於2月23日正式交還國民政
府，舉行奉移儀式，褚民誼部長即於是日恭迎至雞
鳴寺麓之文教保管委員。褚民誼又選擇玄武湖畔覆
舟山建塔，除將發掘時原有附葬品外，另有珍貴文
物多種，合葬於塔內。  

 

15 



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二段之2) 

  褚民誼：〈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塔碑記〉
云：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廿三日，日本高森部隊，為
建神社，平土于南京中華門外故製造局內之小山，開
鑿既深，因得三藏頂骨塔址，循址見壙，而獲石函焉
。函側鐫宋、明兩代改葬事畧，中置法師頂骨一部，
及祔葬佛像珠璧爐，歷代貨幣諸珍物。隊長高森隆介
，上其事於日本駐華大使館大使重光葵，以法師為華
夏應化高僧，應慎重將事，使佛法光被東亞。乃於三
十二年二月廿三日，舉行奉移典禮，暫供於雞鳴山麓
，文物保管委員會之博物館。四方人士瞻禮者，絡繹
道途，誠盛事也。 16 



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二段之3)      

依目前情況看來，玄奘大師與紫閣寺
關係史實，還存有甚多可以討論的空
間。又筆者在閱讀相關文獻時，發覺
有關玄奘法師靈骨之分供，僅是「頂
骨」部份，未見及其它部份，其他「
身骨」不知下落究竟如何？或許這些
答案，就與紫閣寺或興教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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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二段之4) 

自玄奘大師靈骨在南京出土後，有關遷流分
供情形，各家說法頗不一致。其中，劉大任
〈南京靈谷飼所藏玄奘法師頂骨的來龍去脈〉
乙文，提出「三份說」、「六份說」、「八
份說」等不同說法，並認為當時確實作了三
份處理；「六份說」、「八份說」與「三份
說」並不矛盾，只不過是根據後來頂骨供奉
處而說的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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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二段之5) 

依劉大任看法，「三份說」是根本，當時的三份
，及其後來的演變分供情形如下：  

1、由褚民誼與日本重光葵發起在南京小九華山
建塔供奉。 

2、存放在汪偽中央文物保管委員會。 

  1954年迎至毗盧寺供奉，1963年迎奉至棲霞寺
供奉。1966年文革開始，送交市文管會保存。
1973年，迎至靈穀寺供奉。 

19 



3、由北京汪克敏發起，迎請至北京。 

   3-1、日佛教聯合會會長昌持秀峰、顧問水野梅曉從中取了一份回國，先安
放在東京芝增上寺，後移至慈恩寺。 

  3-1-1、1955年11月25日，昌持秀峰等5人奉拇指甲大小的一塊頂骨到臺灣
，後被供奉在日月潭玄奘寺。 

   3-2、留在北京這份頂骨，又被分為四份： 

  3-2-1、仍留北京，供奉在廣濟寺，文革中遺失。 

3-2-2、送廣州六榕寺，文革中遺失。 

3-2-3、送天津大悲院，後由達賴喇嘛代表中國政府，轉贈印度，安放那爛陀
寺紀念堂。 

3-2-4、送成都，現供奉在文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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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二段之6) 



潘實君、塵空、趙朴初及石鳴珂、楊榮良與高樹森、宗性法師、
王仲德等6家對於玄奘靈骨分供不同說法，略為疏解如下： 

 1、抗戰勝利後復員回南京的潘實君說，玄奘大師靈骨分4份：1

、南京城北三藏塔，2、南京中山門內半山園中央博物院，3、
日本岐玉縣慈恩寺，4、臺灣日月潭玄奘寺。 

 2、塵空〈禮首都三藏塔記〉記雲：1943年12月28日，在南京
舉行分受三藏玄奘靈骨典禮。北方人士聞風，亦請求分靈骨為建
靈塔于華北，後即奉之北行，過天津，當地人士曾舉行供養瞻禮
玄奘靈骨大會。聞靈骨又分為多份：1、南京建塔委員會一份藏
於塔內；2、南京偽紅卍字會一份，擬在報恩寺建塔供養；3、
北平市一份；4、五臺山一份；5、日人水野攜往東京一份；6、
褚民誼攜藏廣州六榕寺一份；7、偽博物館一份，已由中央接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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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二段之7) 



3、趙朴初及石鳴珂在1955年時說，玄奘頂骨分存6

處：即北京廣濟寺、南京玄武山塔、廣州六榕寺、
天津佛教協會、成都近慈寺，以及日本琦玉縣慈雲
寺。 

4、據《金陵佛寺攬勝》編者楊榮良、高樹森記載，
頂骨被分為8份：南京小九華山塔葬1份、天津、成
都、北京、廣州等地各有1份、侵華日軍盜走2份，
汪偽文物管理委員會存1份（後由南京博物館接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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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二段之8) 



5、四川省成都市文殊院方丈宗性法師認為，現在世界上共存在
8份唐僧頂骨。其中成都1份、南京2份、臺灣2份，以及印度1份
、日本2份。最近總數可能再增加1份，即西安從南京分得1份。 

6、王仲德宣稱，玄奘法師頂骨舍利，分供在世界
上10個地方：南京2處（小九華山三藏塔下，靈穀
寺大遍覺堂中），北京1處（法源寺），廣州1處（
六榕寺），成都1處（文殊院），臺灣2處（日月潭
畔玄奘寺，玄奘大學），日本2處（東京慈恩寺，
奈良藥師寺），印度1處（那爛陀寺玄奘學院）。
其中法源寺及六榕寺2處，被毀于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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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兩段史實分析玄奘法師舍利分供的
情況              (第二段之9) 



玄奘大師頂骨兩度到臺灣的因緣 

玄奘大師頂骨曾先後在兩度到臺灣 

第一次在1955年11月25日，由日本分供至
臺灣，後被供奉在日月潭玄奘寺； 

第二次在1998年10月，由南京靈穀寺分供
至臺灣，後被供奉在玄奘大學。 

 

第一次分供過程中，曾引發海峽兩岸一場外
交戰；第二次分供活動，因兩岸關係已逐漸
解凍，故能在極和平的氣氛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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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師頂骨第一次來臺 

1952年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二次會議在日本東京召開，中
國佛教會派遣章嘉大師、印順法師、趙恒惕、李添春、李子寬等
5位代表出席會議，日方代表親向章嘉及趙恒惕透露玄奘大師頂
骨下落，並表示願意分送一部份給臺灣建塔供養。此一提議，獲
得中日雙方代表同意。 

但此舉卻引來大陸佛教界的抗議，1955年11月5日，中國佛教協
會秘書長趙朴初致日本京都東本願寺大穀光暢和大穀瑩潤電云： 

「查玄奘法師頂骨之大部份，目前分別供奉在北京廣濟寺、南京
玄武山塔、廣州六榕寺，天津佛教協會和成都近慈寺，而另一部
份，則在第二次世界戰爭時被劫運到日本，現今仍在日本琦玉縣
慈雲寺內。我們希望日本佛教界的朋友們，能將上述存在日本之
玄奘法師頂骨之一部份，設法歸還我國。」 

25 



玄奘大師頂骨第一次來臺 

 

關於玄奘大師靈骨奉安地點，南投（日月潭）、苗
栗（獅頭山）兩地均極力爭取。最後選訂在日月潭
畔建玄奘寺，直到1965年11月，玄奘寺建成後，靈
骨才遷移迎入。臺灣日月潭玄奘寺為一仿唐式建築
，寺內有蔣介石親題「國之瑰寶」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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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師頂骨第二次來臺 

了中法師在1989年4月，返鄉探親，路經南京，到
靈谷寺拜訪，知寺中供奉有玄奘舍利。了中法師在
臺灣創辦的大學是以「玄奘」為校名，因此對玄奘
舍利有一分獨特的親切感，希望能夠迎請供奉於校
園中。 

首先，了中請教江蘇省及南京市相關部門，但是彼
等認為茲事體大，非經中央核准不可。於是乃轉往
北京，拜訪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承趙應允。
自此以後，經過3年多奔走，終於在中國佛教協會
協助下，獲得宗教局、文化部等相關單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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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師頂骨第二次來臺 

1998年8月23日，南京靈谷寺舉行分取玄奘頂骨儀式，從頂骨木
塔中取出一小塊頂骨，供入小金塔中，並量定重量為2803克；
再由主法人茗山、真慈，見證人量定單位後，簽字加封。 

9月25日，了中法師率200餘人的「玄奘三藏法師舍利奉迎團」
前往大陸。先到北京，受到中國佛教協會及宗教局等單位熱烈歡
迎。旋轉南京，29日上午，在南京靈谷寺舉行「玄奘法師頂骨
舍利迎送典禮」，海峽兩岸諸山長老，佛教四眾及各界人士千餘
人參加典禮法會。中國佛教協會亦組成30餘人「玄奘大師頂骨
護送團」到臺灣，10月3日在玄奘大學校園，舉行舍利奉安大典，
行政院長蕭萬長暨各級長官，各界來賓，佛教界人士，全校師生
5000多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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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頂骨重歸故土 

1984年10月1日，中日兩國佛教徒在長安興
教寺共同舉行佛教儀式，紀念玄奘法師圓寂
一千三百二十周年。在儀式上，以高田好胤
長老為團長的日本奈良藥師寺友好訪華團把
一份流落在日本的玄奘法師頂骨交給興教寺
住持常明法師，重新供奉在玄奘塔內。 

-----《法音》雜誌，1985年第1期（1985年1月30日出版），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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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師精神有待發揮 
有關玄奘大師頂骨兩度到臺灣的因緣十分不同，海峽兩岸由原先的對立，逐
漸走向共生和解，也影響了玄奘靈骨兩度來台奉安的不同方式。 

令人遺憾的是：臺灣還在蔣家專政的時代，憑著蔣介石個人意志，加上民間
對玄奘大師原有的崇敬，玄奘大師頂骨第一次來台，是一風動全台的盛舉，
不但環島一周，夾道接受民眾膜拜。在安奉玄光寺到移至玄奘寺期間，整整6

年，還派有情治人員嚴密保護。不僅如此，日月潭旁還精心修築了玄奘大道，
同時蔣介石本人也捐助了50萬元，在玄奘寺旁蓋了一間齋堂。然昔日的「國
寶」除了蔣介石特別重視外，後來的幾位總統就很少再到玄奘寺。 

玄奘寺的落寞，應與其未能發揚玄奘真精神有關。據道安法師〈日月潭玄奘
寺建設構想建議書〉，要加強文化、環境與經濟各方面建設，應設立玄奘圖
書館、佛學研究部、玄奘譯著編輯委員會、碑林等，可惜這些措施均未能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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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之一) 

 
 

 

一、佛陀舍利崇拜 

二、當代僧人的舍利崇拜 

三、我們要如何來看待舍利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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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之二) 

佛陀舍利崇拜 
 

 
 

 一、北京西山靈光寺佛牙舍利 

二、法門寺佛指舍利 

三、 佛陀紀念館佛牙舍利 

四 、斯里蘭卡佛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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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之三) 

泰晤士河畔的和平舍利塔 

唐鑒真大師帶到日本的釋迦牟尼佛遺骨舍利 ，
一直供奉在奈良唐招提寺，據傳有三千粒。經
該寺森本長老提議，決定將其中部分送至倫敦，
供奉在泰晤士河畔和平舍利塔。 

-----《法音》雜誌，1985年第3期（1985年1月30日出版），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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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之四) 

當代僧人的舍利崇拜 
 一、慈航法師從民國37年10月到臺灣，民國43年5月示寂於彌勒

內院法華關中，在臺灣僅住錫6年，這6年時間對臺灣佛教言，
無疑是具有關鍵性的，從圓光寺的臺灣佛學院開始，他努力地收
留並攝受大陸來臺僧人，以他一貫慈悲、改革的精神，為僧伽教
育鞠躬盡瘁，肉身成道，留下臺灣第一尊全身舍利。 

二、新店海藏寺清嚴法師 

三 、北投安國寺瀛妙老和尚 

 

  ★ （六祖惠能大師及憨山大師真身在粵北韶關南華寺） 

★★（肉身菩薩的不斷出現，是九華山佛教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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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之五) 

當代僧人的舍利崇拜 
 許多人會很重視全（生）身舍利，但吾人對圓寂僧人的

評價，更應留意其「法身舍利」，也就是其傳述佛法真
理的風範與遺留下來的著作；因屬於肉體的生身不恆存
在，而諸佛菩薩所證得的理體法身，闡述佛陀所言教化
的語言經典，才具有永恆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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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之六) 

我們要如何來看待舍利崇拜? 
 佛及弟子的舍利，受到佛弟子的尊敬供奉，不但

有著敬愛追慕的孝思；由於佛及弟子的甚深功德，
所以供奉舍利，能使人引發信心、向上心，能激
發人類的善念，鼓舞人類向真理的追求。 

《金光明經》說：「舍利是戒定慧功德所熏修，
甚難可得，最上福田」。 

《般若經》云：「佛身及設利羅（即舍利），皆
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所熏修故，乃為一
切世間天人，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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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之七) 

我們要如何來看待舍利崇拜? 
 印順法師說： 

舍利子的受到尊敬，實由於生前的德業；而
舍利子在信徒的心目中，充滿著鼓舞向上的
巨大力量。太虛、印光、章嘉大師等舍利子，
值得我們尊敬，建塔供奉，那是由於他生前
的功德──慈悲、智慧、自利利人的德業。
他們的舍利子，是戒定慧等功德所熏修的，
所以是「甚難可得，無上福田」！後人供養
他們的舍利，即是對於他們德行的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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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之八) 

我們要如何來看待舍利崇拜? 
 生身舍利與法身舍利（經卷）一樣﹐具有弘

法的價值。佛陀和高僧大德們留下舍利﹐能
使我們懷戀企慕而生渴仰之心﹐讓我們能夠
信順佛法。值得留意的是，供養佛舍利塔，
只能生信作福，而書寫的經典，更可以讀、
誦、解說，依法修行，比佛舍利更有意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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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之九) 

我們要如何來看待舍利崇拜? 
 《廣弘明集 》 〈舍利感應記〉 ： 「 …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

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 …迎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
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
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
。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瑠璃各三十。以瑠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
。薰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
函。一時起塔。 諸沙門各以精勤。奉舍利而行。」 

「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珽而立。迎請佛像及
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
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邑
。茫茫萬寓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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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之十) 

我們要如何來看待舍利崇拜?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

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
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蜆。勅令審視之。各於蜆內得舍利一
。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
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推試之
。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拶而無損。 」 

→ 如何理解隋文帝所言「何必皆是真」 一語？ 

→舍利有些只是「替代品」 ，當人們賦予其神格時，它就自
然成為神聖的供養對象。 

→舍利瘞埋與供養，是佛教在傳播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現
象。（可參冉萬里： 《中國古代舍利瘞埋制度研究》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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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之十一) 

我們要如何來看待舍利崇拜? 
 當我們在討論玄奘大師頂骨分供問題時，更

應重玄奘大師所留下來的法身舍利。玄奘大
師最大的功業，應在他所譯出的《大般若
經》、《瑜伽師地論》、《大毗婆沙論》、
《成唯識論》等，可以說是他的法身舍利。
吾人若徒知瞻仰崇拜他的生身舍利，而忽略
了他的法身舍利，不能研讀他所譯的經論，
一任束之高閣，蛛網塵封，這是非常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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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題報告完畢! 

敬祝大家 

吉祥平安! 

 

 
敬請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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