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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
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焉知前者難？ 

       路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彈；
後賢若不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 

                     以上詩句出自唐代義淨三藏法師 



壹、前  言 

    玄奘法師是中國偉大的高僧，在中國佛教史上的成就，難有人
可以和他比擬。在當代許多學人著作中，玄奘常被稱為最偉大的
宗教家、哲學家、翻譯家、旅行家、語言學家、留學生、國民外
交家等不一而足。這些稱呼，當然是名符其實，但在正史上玄奘
法師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如〈舊唐書玄奘傳〉，對他的介紹僅362個字，不及古代一位嬪
妃的記敘，動輒千言萬語；歐陽修的《新唐書》，更並此刪之。 

 

我們究竟該如何公允地評價玄奘法師？或許可由本講所要討論的--
---「玄奘法師對中國佛教文化的影響」這一角度來觀察。 



壹、前  言 

虞愚曾歸納玄奘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有如下四個方面貢獻： 

1、佛典翻譯方面， 

2、唯識哲學方面， 

3、因明學方面， 

4、印度和中亞諸國的古代地理方面。 

 

虞愚從中印文化交流史所歸納出玄奘的四方面貢獻，很可以做為我
們分析玄奘法師對中國佛教文化的影響的參考。 

 

以下就從：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的意義、玄奘
師徒對唯識學的譯傳與創發、玄奘法師對因明學在中國流傳的貢獻、
《大唐西域記》與印度和中亞諸國的古代地理學等面向，談論玄奘
法師對中國佛教文化的影響。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從學術文化角度來看，玄奘法師的不朽業績，主要
表現在其譯著事業上。 

在他未赴印度求法之前，為了探求真理，遍訪師友，
質疑問難，以解疑惑。在「問人人不懂，找書書不
夠」的情況下，決定往「西天」取經。 

在中國佛教史上，鳩摩羅什、真諦、不空、玄奘被
稱為四大譯經師。玄奘總共譯經74部1,334卷，數
量比鳩摩羅什等三人譯經的總和還要多出600餘卷。
玄奘翻譯不僅以量勝，且質亦佳。由於他嫻熟漢梵
語文，佛學知識深厚，翻譯時能將原來佛經所說義
理，熟練而巧妙地以一家之言來貫通原本，利用六
代以來偶正奇變的文體，參酌梵文鉤鎖連環方式，
創造出一種精煉凝重的風格，來表達特別注重結構
的瑜伽學說，這是玄奘譯經的一大特色。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中國翻譯佛典從東漢末到西晉，所據原本大都是中亞胡
本，梵文本不多見，譯者大多為中亞、印度僧人或僑民。 

這些人所譯大多是零星小品，且由於語文上的隔閡，譯
者必須與漢地僧俗合作，故很難將原著意義與風格表達
出來，翻譯史上稱為「舊譯」時代。 

 

到了唐初，玄奘主持譯場後，情況大為改觀，由於他通
曉梵、漢語文，精於佛教教義，譯出的典籍在名相、經
義等無不深符原義，且多能糾正舊譯訛謬，後世稱其所
譯為「新譯」。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據印順法師〈大唐玄奘三藏傳史彙編序〉，對玄奘譯經事業有如下之陳述： 

觀奘公之譯業，亦可以見所學。貞觀廿年，初譯《瑜伽》，次及《因明》、
《唯識》諸論，以示所宗。永徽、顯慶之際，廣譯阿毘達磨───《六足》、《發
智》、《婆沙》、《俱舍》、《順正理》諸論，以見由小入大之迹。顯慶四年，
乃依護法義，兼取《三十論》諸家之釋，出《成唯識論》，集唯識學之大成，而
奘公所學所傳，於焉大備。後譯《大般若經》，出眾人所請，非所宗也。《成唯
識論》成立別有阿賴耶識，五教依於大經，十理並探《阿含》；經說心性本淨，
依心空理所顯真如，或約心體非煩惱說；如來四智菩提，生滅而非常住。宗《瑜
伽》而詳《唯識》，法義純淨，而常心、真我，欲為方便之說遠矣！ 

奘公所譯，文則一身備通華梵，故得精審允正，非餘譯所及。義則宗本《瑜伽》，
大成《唯識》，傳西元七世紀初那爛陀寺之顯學。廣譯《阿毘達磨論》，於法義
之演化，史迹可尋。奘公所譯，每獨備於中華，可謂中國佛教之「瓌寶」矣！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綜合印順法師所說，玄奘譯經可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 

一、對於所宗之唯識學的翻譯：表現在《瑜伽師地論》，以及因明、唯識諸論上；並兼
取《唯識三十論》諸家之釋，出《成唯識論》，集唯識學之大成； 

二、廣譯阿毘達磨論典：《六足》、《發智》、《婆沙》、《俱舍》、《順正理》諸論； 

三、《大般若經》雖非所宗，但還是將之全部譯出。 

 

呂澂歸納玄奘回國後的譯經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前六年（西元645–650）以譯《瑜伽師地論》為中心，同時譯此論學說有關著作，
如《顯揚論》、《佛地論》、《攝論》； 

二、中間十年（西元651–660）以翻譯《俱舍論》為中心，遍及與其有關的著作，如
《俱舍論》之前的《發智》、《婆沙》、《六足》，《俱舍論》之後對它批判的《順正
理》、《顯宗》等論； 

三、最後四年（西元660–664）以翻譯《大般若經》為中心。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茲參考印順法師及呂澂的分析，進一步將玄奘的譯經事業
分從：唯識諸論與因明學、阿毘達磨論典與《大般若經》三
方面解說如下。 

 一、唯識諸論與因明學：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玄奘「既遍謁眾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 

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 

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 

到了印度以後，曾對戒日王說：「玄奘遠尋佛法，為聞 

《瑜伽師地論》。」又對戒賢法師說：「從支那國來，欲 

依師學《瑜伽論》。」玄奘從印度攜回的經卷，達520夾， 

計657部，《瑜伽師地論》（100卷）是他最早譯出的一部 

大論；亦可知，《瑜伽師地論》是「玄奘學」的中心。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玄奘攜回的經卷中，與因明有關的有36部。玄奘所譯經論中，部分或
專門論述因明的約有7種，另有2種可視作運用因明的範例。按譯年先後
為：1、《顯揚聖教論》，2、《阿毗達磨雜集論》，3 、《瑜伽師地論》，
4、《入正理論》，5、《大乘掌珍論》，6、《正理門論》，7、《廣百
論釋》，8、《阿毗達磨集論》，9、《觀所緣緣論》。以上諸論，又可
按內容分為三類： 

1、古因明論：《瑜伽師地論》（卷15）、《顯揚聖教論》（卷11）、
《阿毗達磨雜集論》（卷7）、《阿毗達磨雜集論》（卷16）。 

2、新因明論：《因明正理門論本》、《因明入正理論》、《觀所緣緣
論》。 

3、運用新因明的範本：《掌珍論》、《大乘廣百論釋論》。 

玄奘譯介的這些論著均極為重要，尤其是《因明入正理論》和《因明正
理門論》二書，是漢傳因明研究的基礎。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二、阿毘達磨論典：在玄奘之前的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俱依聖教，然以根據
不同，諍論紛然。「至如黎耶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
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槃根，大小兩宗之鉗鍵，先賢之所不決，今哲
之所共疑。」玄奘於此，頗有感慨，而有西天取經之行。 

在他整個譯經事業中，無論那一個階段都注意到各家學說的來龍去脈，並為之做
完整介紹，使我們可以了解印度佛學全貌。玄奘此一譯經特色，在他翻譯阿毘達
磨論典上完全表現出來。 

 

在印度佛教史上，部派時代上承一味和合的佛法，下啟大乘佛法。論書是部派時
代的產物，對此承先啟後的發展過程，有其重要貢獻與價值。 

玄奘翻譯的阿毘達磨論典有傳於罽賓的說一切有部的七論，稱為一身六足。六足
為：《法蘊足論》、《集異門足論》、《施設足論》、《品類足論》、《界身足
論》、《識身足論》，一身為《發智論》。六足論傳為佛弟子──舍利弗等所造，
《發智論》是佛滅三百年初，迦旃延尼子纂集佛說，立自宗而遮他的要典，是說
一切有部的根本論。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玄奘翻譯的200卷《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由嘉尚、大
乘光筆受，神察、辯通執筆，栖玄、靖邁、慧立、玄則綴文，明珠、慧
貴、法祥、慧景、神泰、普樂、善樂証義，義褒、玄應正字。本論前有
符秦僧伽跋澄譯14卷本，譯文次第錯亂，舛誤甚多；次有北涼道秦譯百
卷本（今存82卷），約佔全論三分之一強。 

 

一切有部說75法，阿毘曇辨析名相條分縷析，凡治法相唯識學說，必先
精通《毘婆沙論》。玄奘為了將其所宗學派的學說來龍去脈理清，故將
本論完整重譯。 

 

此外，玄奘還譯了對《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做了批判的（世親）《俱
舍論》，以及對《俱舍論》作出批判性註解的（眾賢）《順正理論》、
《顯宗論》。玄奘所譯這些阿毘達磨論典，頗有助於我們了解部派時代
的印度佛教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三、《大般若經》：《大品般若經》有600卷，被譽為經中之王，「大品般若波羅密多
者，希代之絕唱，曠劫之遐津；光被人天，囊括真俗，誠入神之奧府，有國之靈鎮。」（玄

則法師序） 

在佛教經典翻譯方面，玄奘翻譯的《大般若經》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開元釋教錄》
收錄玄奘所有譯著，600卷《大般若經》是最重要的部分。《大正藏》般若部，也是以本經
為主；玄奘譯此經時，儘管有人建議刪除其中重覆部分，但玄奘堅持留下完整的經典。 

《大般若經》是由般若部類重要經典匯編而成的佛教大叢書，主旨在於闡明宇宙萬事萬
物都出於因緣和合，自性本空的「諸法皆空」教義。其為大乘中觀宗的根本經典，卷軼浩
繁，共四處十六會，在玄奘之前歷代已有多種部分的譯本。玄奘譯本共600卷，其中九會是
單本，七會是重譯。 

玄奘極重視此經的全譯，但他篤守瑜伽行宗的宗義，依《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三時
判教原則，可想見他企圖以瑜伽學說上通於般若來調和空、有兩宗的對立。玄奘本以弘揚
「法相宗」教理為主，其門徒亦以傳揚「法相宗」為最著，然他卻將部頭浩大的《大般若
經》全譯。《大般若經》雖非玄奘之所宗，但還是將其譯出。就學術傳承史角度言，這是
度量宏大而且非常負責任的一種作法。玄奘的這種態度，也表現在前文說到的----翻譯與部
派佛教相關的論書上。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玄奘「以《起信》一論（即《大乘起信論》），文出馬鳴，
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
之緣，東西互舉。」除將《大乘起信論》譯為梵文外，也將
《老子》翻譯為梵文，介紹於印度。 

 

這是一種佛教（文化）「倒流」的現象，此對研究佛教史，
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世界宗教史，都有深刻的意義。 



貳、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
的意義 

玄奘回國後門徒眾多，他在譯經的同時，「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向大眾講解在印度所
學的佛理，其中參與筆受較著名的有-------智澄、辨機、玄頤、大乘巍、大乘林、知仁、靈
雋、玄忠、大乘欽、大乘暉、大乘詢、慧立、大乘諶、敬明、靖邁、大乘雲、惠明、嘉尚、
元瑜、玄則、詮、窺基、弘彥、神昉、道世、法寶、圓測、順璟、彥悰、元曉、宗哲、懷
素、利涉、玄應、神昉、明覺、文備、玄範、神廓、淨眼等，均各有成就。這批人是各個
都擁有專長的佛教學者，有的來自新羅（如神昉、圓測等），薈集長安，使得長安成為當
時亞洲的佛教中心。 

  

就玄奘翻譯的質量來說，其卷恢之浩繁，譯筆之精粹，態度之謹嚴，均超越他前後的譯
經大師。「廓魔氣以為志，繼聖達而為心」，「一無貯蓄，隨得隨散，唯以翻譯傳法為務。
每翻一經，急急然恐不終訖。一部了已，歡喜稱慶云：『用此以答四恩』。」可視為玄奘
戮力譯經的精神寫照。而凡其所譯，「皆是鎮國之寶，學人藪澤。」呂澂對於玄奘之所傳
譯，曾評價說：「慈恩宗學說的特色，首先在於所用資料的完備和精確，這不能不歸功於
玄奘的翻譯。」除玄奘本宗經典，玄奘廣譯其他各經論，對中國佛教文化具有不可磨滅的
價值與貢獻。 



叁、玄奘師徒對唯識學的譯傳與創發 

玄奘法師嚴守印度佛教的唯識學，以一經（《解深密經》）、二論
（《瑜伽師地論》和《成唯識論》）為基本經典，其思想主要見於弟子
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和《因明入正理論疏》等著述中，內容的要點
是「三性說」，「阿賴耶識說」及與之相關的「真唯識量」。 

  

《解深密經》在唯識學發展史上，具有標竿的意義，從本經之後，唯
識學才獨立形成學派。在此之前的部派佛教，唯識學源流的「種習熏生」
與「細心相續」是分流的，到《解深密經》正式結合兩者，成為「一切
種子識」或「阿賴耶識」。 

 



叁、玄奘師徒對唯識學的譯傳與創發 

《瑜伽師地論》是瑜伽行派的根本論書，是大乘毘曇規模最大、
法義齊備、體系完整、組織嚴密，說理究竟的權威論著，在玄奘
之前，《瑜伽師地論》尚無譯本，只有曇無懺節譯的《菩薩地持
經》10卷，求那跋摩節譯的《菩薩善戒經》10卷，真諦節譯的
《十七地論》5卷和《決定藏論》等數種。 

 

玄奘發願譯出全本，且在翻譯此論時向譯寮僧眾口述真義。最勝
子在《瑜伽師地論釋》，讚本論「理無不窮，事無不盡，文無不
釋，義無不詮，疑無不遣，執無不破，行無不修，果無不證。」 

 

本論與《大智度論》，可說是大乘論典的雙璧，比較兩者內容，
因《大智度論》主要是發揮一切皆空的思想，且為《大品般若經》
的釋論，受到論題限制，顧與《瑜伽師地論》所明的廣泛程度不
能相提並論。《瑜伽師地論》是一部很值得參考的禪修論集，即
使無意於禪修，仍可將本論當成是一部「佛教的百科全書」，可
藉以了解佛教的諸多義理 



叁、玄奘師徒對唯識學的譯傳與創發 

玄奘的唯識學，出於世親、護法、陳那、戒賢一系，得戒賢之真傳，
他在繼承印度唯識學的同時，還發展了唯識的理論體系，具體表現
在成《成唯識論》一書。 

《成唯識論》實一糅合印度諸大論師之精華而成。如果說，印度瑜
伽行派宗論的「一本十支」是《瑜伽師地論》，那麼法相唯識宗的
「一本十支」便是《成唯識論》。 

《成唯識論》以護法的學說為主，並折衷眾說，又根據玄奘自己的
參學對於各家學說作了抉擇，分境、行、果三部分，詳闡其宇宙論、
人生觀的觀點。故此論可視為代表玄奘哲學思想的著作，為法相宗
開宗立派的要典。 

 

玄奘主要從事譯經，其弟子窺基則主要致力於著述，唯識宗的許多
論著，如《唯識二十論述記》（2卷）、《成唯識論料簡》（2卷）、
《成唯識論述記》（20卷）、《成唯識論別鈔》（10卷）、《成唯
識論掌中樞要》（8卷）、《大乘百法明門論解》（1卷）、《大乘
法苑義林章》（7卷），頗能克紹箕裘，因此被稱為「百部疏主」。
窺基與玄奘的關係，有如天台宗的灌頂與智者大師；一創一成，相
得益彰。 



叁、玄奘師徒對唯識學的譯傳與創
發 

據呂澂研究，《成唯識論》雖是唯識宗學說的主要資料，但並非是唯一
的資料。如由玄奘所親承的戒賢及其服膺的親光等人的學說來看，《佛
地經論》一書可能更為重要； 

 

從《佛地經論》看唯識說，乃歸宿於「轉依」上：「轉依」有兩種，一
為「由染到淨」的轉依，一為「由迷到悟」的轉依。其中「由染到淨」
的轉變依據是在「藏識」（阿賴耶識），所以「藏識」也叫「染淨依」；
由迷到悟的轉依，乃是將分別為主的意識活動，轉變成如實理解的無分
別智慧。 

這兩種轉依，相待相成互為條件；由迷到悟，才能由染而淨，反之亦然。
唯識宗對轉依的分析，也在他們關於「種姓」的說法上表現出來，因
「五種姓說」與流行於漢地「一切眾生都具有佛性」的觀念不同，終致
影響到它們沒能在中國暢行。 

窥基 
圓測 



肆、玄奘法師對因明學在中國流傳的貢獻 

中國有名學，印度有因明，西方有邏輯。名學乃九流之一家，因明乃佛教之一
宗，邏輯乃哲理之一科，似乎無與於人事與學術之全體。然不通名學，則言不順
而事不成，不通因明，則說教析理失所憑依，不通邏輯，則精神科學與社會科學
無由樹立。三者論證法雖各有不同，而功用則一。 

 「因明」，是印度五明中的一明。明，即現在所說的知識或學問。印度古代
學人，將各種流行的學問，歸納成五大類，稱為「五明」。五明中的「因明」，
在印度來說，不但發生很早，而且發展為體系完整的辯論法，原因就在他本身就
是從辯論術來的。從印度學術思想史上去看，大約在古代《奧義書》時代(紀元前
800－500年)，就有了「因明學」。 

「因明」是追求真理的學問，學者如欲探本窮源，就要學習「因明」。因明是
邏輯學、知識論和論辨學的共生體，其中最有學術價值的是邏輯學，故被推崇為
世界三大邏輯起源之一。 

因明源於印度，7世紀後在其本土日漸式微而傳盛於中國，形成了別具特色的
漢傳因明和藏傳因明，並播及日本、朝鮮、蒙古、俄羅斯諸國，綿延千年不衰，
近代以來，更是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術。 

 



肆、玄奘法師對因明學在中國流傳的貢獻 



肆、玄奘法師對因明學在中國流傳的貢獻 

因明是由印度瑜伽行學派彌勒、無著、世親、陳那、法稱等論師，在尼也耶派
十六范疇中有關邏輯思想上逐漸發展起來的。 

漢傳因明有兩次：第一次是後魏延興年（472）西域三藏吉迦夜與曇曜所譯的
《方便心論》，陳天竺三藏真諦譯的《如實論》，和後魏（541）三藏毗目智仙
共瞿曇流支所譯的《回諍論》。《方便心論》相傳為龍樹所造，宇井伯壽則認為
它是龍樹以前小乘學者的作品。《如實論》，為世親所造。《回諍論》是龍樹為
批評尼也耶派足目所立的量論而造。以上三論，在中國並沒有發生重要的影響。 

玄奘從印度攜回的經卷，計657部，其中《因明論》有36部。玄奘遊學印度時，
參訪精通因明的論師很多，除戒賢、勝軍以外，還有僧稱和智賢兩家。玄奘跟他
們學習陳那、商羯羅主等有關因明論著，做到了「轉益多師是汝師」。玄奘回國
前，對因明的貢獻，具體表現在對勝軍「諸大乘經皆是佛說」一量的修改和戒日
王為玄奘在曲女城召開無遮大會所立的「唯識量」上。 

 

•玄奘 



肆、玄奘法師對因明學在中國流傳的貢獻 

 

玄奘回國後，對因明的貢獻，不僅表現在翻譯
商羯羅主（簡稱「天主」）的《因明入正理論》
和陳那的《因明正理門論》，且表現在糾正呂才
對因明的誤解上。玄奘又通過翻譯、講授，和他
的弟子窺基的《因明大疏》，對因明有所發展，
有所創造。 

 

    玄奘開闢了因明漢傳的傳統，並為其界定
了基本的發展方向。漢傳因明有理性取向，
傳遞了佛教求真、求實、求慧的精神。玄奘
在譯因明論時，不譯陳那最主要的《集量
論》，而是譯出側重於邏輯立破的《正理門
論》和商羯羅主的《因明入正理論》，反映
了玄奘是把知識論與邏輯區分開，更注重於
因明的邏輯思想，這突顯出玄奘是把因明首
先看作一種立破的工具，由此開創了別具特
色的漢傳因明。 



肆、玄奘法師對因明學在中國流傳的貢獻 

商羯羅主的《因明入正理論》一書，從發現的梵本看，其書名叫「入正理
論」，「因明」二字是玄奘翻譯時加上去的，玄奘加這二字是為了方便歸類，
已簡別其他著作。此書之名「入正理」，有兩層意義：其一，陳那早年關於
因明的重要著作是《正理門論》，文字簡奧，不易理解。本論之作即為《正
理門論》入門階梯，所以稱為入正理。其二，正理是因明論法的通名，本論
為通達論法的門徑，所以稱為入正理。 

《因明入正理論》以立破為方隅，是因明的入門之作。本論按：能立與似
能立，現量、比量與似現量、似比量，能破與似能破的次序來闡說「八門」，
而將重心置於能立與似能立。層次分明，闡說精當。玄奘在翻譯因明典籍時，
其弟子紛紛記錄其口義撰成疏、記。這些著作雖經千餘年顛沛流佚，迄今尚
存有玄奘門人所撰因明論疏目20餘種之多。 

對《理門論》作疏解的有文備、玄應、定賓、神泰、圓測等。對《因明入
正理論》作疏解的有靖邁、靈雋、勝莊、璧公、文軌、窺基、利涉、神泰、
明覺、文備、淨眼、玄范、順憬。另有普光著 《對面三藏記》，元曉撰《判
比量論》 等。此外，玄奘的再傳弟子，如窺基門下的慧沼著有《因明義斷》、
《因明入正理義纂要》、《因明入正理論續疏》、《二量章》、《略纂》等；
慧沼的門人智周著《因明論疏前記》、《後記》、《抄略記》；道邑的《義
范》、道獻的《義心》 等。上述諸疏大都亡佚，現存的僅有窺基的《大疏》、
神泰的《理門述記》殘本及文軌的《莊嚴疏》等。 

 



肆、玄奘法師對因明學在中國流傳的貢獻 

上述各書，以窺基所著《因明人正理論疏》最重要，是對《因明
入正理論》的注疏，集唐代諸疏之大成，被尊為百疏之冠，故尊稱為
《大疏》，是漢傳因明形成的標志和代表作。 

其實，《大疏》是一部較晚出的論疏，在窺基作疏之前，先有神
泰、靖邁、明覺、文軌、文備淨眼等注疏以及呂才的立破注解。窺基
的論疏即在這些著作的基礎上寫成，因此得以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
果，發展出新的見解。 

由於《大疏》較之其他疏記更為精詳，更能體現玄奘對因明的貢
獻，所以為諸疏之冠；加上其門人慧沼對它的續疏纂解，以及慧沼的
傳人智周對它的詳解，《大疏》成為公認的漢傳因明的綱要性著作。 

綜上可知，玄奘在中國邏輯史上有其傑出貢獻，在邏輯方面，玄
奘得陳那新因明之真傳，造詣甚深，更是他人誰以望其項背。他不僅
將新因明引入中國，且發展了因明的理論與方法，同時也由於他在因
明研究上的高深造詣和積極的傳授、倡導，激發眾多高僧探究這門新
學問的興趣，產生了一大批有影響的因明疏記，使中國成為因明的第
二故鄉。玄奘及其門人在因明上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肆、玄奘法師對因明學在中國流傳的貢獻 

1、將因明中的邏輯與知織論區分開來，以純邏輯的態度來闡發因明。玄奘不譯《集
量論》而譯 《理門論》和《入論》正是反映了這一意向。在他的倡導下，唐代諸師以來
的漢傳因明都注重邏輯的闡發，形成了漢傳因明研究的特色。  

2、對因明的語用模型作了具體的闡發，將陳那的「生因——了因」說擴展成「六因
說」，各自按言、義、智分為三因，較完整地刻畫了論辦中的表意和解意的語用機制，
使因明由狹義因論擴展為廣義因論。 

3、對因三相的表述作了重要的改進，主要體現在《入論》的翻譯中，第一相定義為
「遍是宗法性」，第二相為「同品定有性」，第三相「異品遍無性」。此中的「定」、
「遍」都是玄奘所新增，以更明確地揭示宗有法、宗法與因法的不相離關係。 

4、對「簡別」方法作了概括，因明作為一種論辯邏輯，所涉及的概念必須立敵共許，
但由於各派教義的不同，勢必有一些專用術語不可能共許，這就需要在論式中標明，這
也就是簡別的方法，在陳那著作中未作進一步的概括，而玄奘及其門人則總結為「共、
自、他」三種比量，並確定了各自的簡別語，這樣就使因明立量更為靈活，適用範圍更
廣。 

5、進一步豐富了因明的過失論。陳那歸為二十九種似能立過失。天主補充了四種，
並予以命名和排列。玄奘及其門人也講三十三過，但又有新的發展，即按概念的有體、
無體，自、他、共比量，以及全分、一分（對概念內涵的全部或部分極成）進一步作了
劃分，使因明的過失論更為豐富。 

6、由於玄奘的倡導和推動，因明學東漸傳入日本和朝鮮。 

  



肆、玄奘法師對因明學在中國流傳的貢獻 

玄奘所開展出來的漢傳因明學說，主要是以瑜伽行派的唯識學說為其
教理背景，而法相唯識屬大乘有宗，漢傳因明在漢地和東亞的流傳始終
與法相宗相伴隨，故其流傳之命運，亦隨著法相宗自中唐以後之沒落而
幾乎失傳。 

就漢傳因明與藏傳因明之比較言，漢傳因明之傳入中國，不及傳入西
藏的完備。西藏所傳因明，主要以法稱的因明七論為主，即：《釋量
論》、《定量論》、《正理滴論》、《因滴論》、《觀相續論》、《諍
正理論》、《成他相續論》，這七論是藏傳因明的基礎文獻。 

藏傳因明是知識論、邏輯學、論辨學、語言學四位一體，於知識論尤
為看重，由此形成因明在佛學體系中的不同的作用和地位。 

在漢傳佛教，因明只是論辯的工具，屬於「小道」，在藏傳佛教，因
明與內明合一，可以通過現、比二量證成四諦之理，最終達到解脫的目
的。這也是漢地因明中斷而藏傳量論能綿延至今的主要原因。 

  



肆、玄奘法師對因明學在中國流傳的貢獻 

漢傳因明的復興，應歸功於清末楊文會，1866年他在南京
創辦金陵刻經處，專事於佛經校刻刊印。 

1878年，他隨曾紀澤出使英、法，在倫敦結識日本佛學家
南條文雄，由此陸續從日本搜購回中國久佚隋唐佛教著疏300

多種在國內刊行。 

楊文會十分注重唯識與因明，認為這是「振興佛法之要
門」。 

1896年，他主持刊印窺基的《大疏》，使得玄奘所傳的因
明又重新復歸中國，開啟了民國時期唯識學及因明的重興。 

然玄奘當年之所以能光耀西天、譽滿五印，並非純是由於
「因明」的骨架，主要還是由於有血肉的「唯識學」。 

所以當我們評價玄奘法師對中國佛教文化的影響時，對其
所傳之「因明學」與「唯識學」，應給予同樣的重視。 



伍、《大唐西域記》與印度和中亞諸國的古代
地理學 

玄奘著作中的《大唐西域記》，凡12卷，是應唐太宗的要
求，將自己親歷見聞所及，口授門人辯機綴文而成。 

此書記述西域和印度的佛教古蹟以及當時佛教的傳佈情況，
對於印度佛教歷代諸大論師，備載其學行和諸重要論書的製作
因緣，記述範圍上下涉及千餘年，對印度佛學史實的發展，提
供了極重要的資料。 

又，書中旁及舊史往事，以及民間傳說、土俗、博物等等，
保留了許多古代史料。成為現在我們研究古西域和印度歷史、
地志、交通的主要參考書，並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 



伍、《大唐西域記》與印度和中亞諸國的古代
地理學 

這一部傑作之所以能夠產生，除了玄奘本人的天才與努力之外，
還有其客觀的需要。由於隋末的統治者濫用民力，對外討伐，對
內鎮壓起義軍，殺人盈野，國力虛耗，突厥人乘機而起，不但威
脅了隋代的統治基礎，而且連新興起的唐高祖李淵也不得不暫時
向突厥低頭稱臣。唐高祖和太宗都深以為恥，必欲雪之而後快。
想要進攻突厥或西域其他威脅唐王室的民族，必須了解地理情況，
唐太宗之所以一見面即敦促玄奘寫書，其原因在此。 

  

《大唐西域記》一書，記當時西域諸國之地理風俗文化，較
《唐書》〈西域列傳〉為詳核，書中所敘諸國又多為《唐書》所
不載，蓋玄奘遊蹤之廣，學識之博，窮？古所未有。其書文辭絢
爛雅瞻，歷代渡天僧侶中，雖不少記行之作，然內容之豐富，流
布之廣遠，無出其右者。宜其顯於當時，傳於後世，書中所記載
的內容不限於印度史、佛教史，對於西域史地，也有很多的紀錄。 

 



伍、《大唐西域記》與印度和中亞諸國的古代
地理學 

要想了解古代和7世紀以前的印度，只能依靠《大唐西域記》。 

研究印度歷史的中外學者都承認，古代印度的歷史幾乎全部都隱
沒在一團迷霧中，只有神話，只有傳說，對歷史科學來說最重要的年
代，卻無從確定。 

《大唐西域記》對於確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過作用。對印度古代
和中世紀的歷史上的許多大事件都有所記述。 

談到佛教史，這書的材料就更多。如關於大乘與小乘，大乘的許
多大師，馬鳴、龍猛(樹)與提婆，無著與世親，他們的活動的情況，
這裏也都有。全書，包括了100多個國，玄奘的記述有長有短，但是
不管多麼短，他的記述似乎有一個比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員大小、
都城大小、地理形勢、農業、商業、風俗、文藝、語言、文字、貨幣、
國王、宗教等等。這些方面幾乎都要涉及到。他能用極其簡潔的語言
描繪大量的事實，不但確切，而且生動。 

我們可以說，玄奘是一個運用語言的大師，描繪歷史和地理的能
手。 



伍、《大唐西域記》與印度和中亞諸國的古代
地理學 

總之，《大唐西域記》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世界聞名的偉大
著作，是中亞西亞、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歷史地理的記載最可
靠的一部書。玄奘所記見聞，就時代說，是第七世紀上半期，
這時期印度歷史有關的文獻不多，因此它對印度這時代歷史的
貢獻，有重大意義。也是中國對外關係上的文獻，有重要的國
際意義。 

  

附帶一提的是，與《大唐西域記》頗有關係的辯機。辯機，太宗時長安大
總持寺道岳之弟子，為玄奘譯經場內綴文者之一，《大唐西域記》即由他綴
文而成。《大唐西域記》由玄奘口述、辯機撰文而成。依史家陳援庵考證，
辯機嘗與唐太宗第十七女高陽公主有染，事發後遭太宗腰斬。此事載於《新
唐書》〈公主傳〉、〈房玄齡傳〉及《資治通鑒》等史書。據陳援庵〈大唐
西域記撰人辯機〉一文所載，辯機出家之年至遲當在貞觀8年（634），時年
15。貞觀19年（645）開始譯經。大約在貞觀22年7月至23年5月之間被戮。享
年約為30左右。辯機文采優美，除為玄奘執筆撰寫《大唐西域記》之外，且
是《顯揚聖教論頌》、《六門陀羅尼經》、《佛地經》、《天請問經》等書
之綴文者。這裡不想為辯機被戮一事多加評論，只是想說，當後人提及《大
唐西域記》對佛教文化之貢獻時，不應以人廢言，對於參與推動文化工作者，
均應給予某種程度的肯定。 

 



陸、結論 

玄奘是一位「對中國思想文化作出重大貢獻的千古名僧」，他的
偉大，不限於他的宗教家這一面，他不僅是偉大的旅行家，而且是世
界上最偉大的翻譯家，同時又是出色的教育家和外交家。 

在中國歷史上，玄奘是了解印度文化最深的一個人。他一生追求
真理，盡瘁於學術研究，他的思想影響遠及日本、朝鮮；他對中國佛
教文化以及對世界學術史上的貢獻，有待全面估計。 

  

    玄奘大師畢生對佛教文化的貢獻，對「世界文化名人」這一稱號，
可說是當之無愧。 

    他作為旅行家，加強中印文化交流和國際友誼的使者是前無古人的；
作為翻譯家，譯作之多，也是獨佔鰲頭；作為愛國者，他崇高的愛國
主義品德，為中華民族贏得殊榮；他的嚴謹治學態度、淵博的學識也
是罕見的，他在世界佛教史上和文化史上成就卓著，為我們留了豐厚
寶貴的佛教文化遺產。 

    「扇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仁於五印之間」，是古人對他的評價，
今人又該如何看待他呢？茲根據前述各節有關對他在各方面的論述，
進一步綜合說明如下。 



陸、結論 

一、玄奘是是繼承印度正統佛教學說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翻譯弘傳佛教大學者，他翻譯的經
論既多且精，弘揚佛法真義，亦最得力。 

雖說在他之先有功佛教的，尚有「彌天釋道安」和慧遠；大量翻譯經典的，有鳩摩羅什和覺賢，
西行求法的，有法顯和智猛諸僧人，但在成就上總不及他的全才備德。 

玄奘所譯出之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顯揚聖教、阿昆達磨論、二十唯識論、三十唯識論、百
法明門論、因明入正理論，皆為人天之典，鎮國之寶；不惟確立法相宗而已，而無著、世親學
說能全部輸入中國，實因玄奘之力。 

又他不獨翻梵為漢，並梵譯老子道德經及馬鳴菩薩之大乘起信論。因此，其譯經，不僅東被，
並兼西傳，實為中印文化史上交流一大盛事。 

玄奘的歷史貢獻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他在譯介和翻譯理論方面，成就輝煌，影響深遠。玄奘不
但在翻譯上成果輝煌，在翻譯理論上也有獨到的見解，他強調翻譯「既需求真，又須喻俗」，
並提出有名的五不翻原則：秘密故不翻、含多義多故不翻、此方所無故不翻、順於古例故不翻、
為生善故不翻。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云：「自大教東流，翻譯之盛，未有如法師者，雖滕、蘭、
澄、什、康、會、竺、護之流，無等級以寄言。其彬彬郁郁，已布唐、梵新經矣！」〈開元釋
教錄釋玄奘傳〉有云：「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法勇，終於道邃、道生，相繼中途，
一十七返。取其通信華梵，妙達文筌；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法師矣！前後僧傳，往天
竺者，首自法顯、法勇，終於道邃、道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信華梵，妙達文筌；
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法師矣！」 

玄奘一方面具備印度大論師縝密周詳的治學頭腦與不惜身命的求法精神，同時兼有中國第一流
學者沖曠明朗的襟懷與崇高純摯的德操。 



陸、結論 

    二、一個偉大學者或思想家的所傳，大都源於他的所學，欲知其所傳，
須先了解其所學。 

    玄奘在印度不僅學習了佛教三藏教典，就是當時印度各派哲學，亦無不
研習，他是內外兼學的。 

    誠如湯用彤所說的：「玄奘在印所學，雖以《瑜伽》為本，然絕不拘於
一宗義，而有所偏執也。玄奘歸國後，就其所譯經，亦可見其風度之博
大。」。 

    玄奘大師所傳學說既經流行，使得過去《地論》、《攝論》各家游移無
際的議論，都得到了糾正，而「瑜伽」宗旨也就影響到佛學思想的各個方
面。 

     他所傳播的學說有《般若》《瑜伽》的廣博精微，又有《唯識》《因明》
的縝密周至，不管在教學規範方面，或思惟法則方面，凡有講述，概屬創
聞；所以影響於中國佛學思想的地方，極其廣泛而深遠。 



陸、結論 

三、玄奘大師是一個具有多方面品格、業績和特色的歷史
人物。 

他作為旅行家、加強中印文化交流和國際友誼的使者以及
傑出的佛經翻譯家，是前無古人的。 

他的嚴謹的治學態度，淵博的學識也是古今中外罕見的。 

他在世界佛教史和其他文化史上勞績卓著，貢獻是不朽的。 

在他圓寂後，窺基直給他所傳，並加以發揚，使唯識宗成
為中國佛教的一個獨立宗派，在佛教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 

 



陸、結論 

四、法相唯識學在中國的命運，與其說是一種宗教運動，倒不如說是一
股佛學思潮或思想潮流。 

縱觀其一千多年的興衰史，其命運幾乎全掌握在高僧或幾個學者手裏，
近代的復興也是如此。精英分子之存在和命運，註定了它的存在和命運。 

近、現代以來的百年多中，對因明的研究不斷形成熱潮，在漢地以1896

年楊仁山迎回《大疏》為起點，其後三四十年代是一個高峰，八十年代又
是一個高潮。在西方則自本世紀初就形成了一種「東方學」熱潮，二三十
年代是高潮，英、德、意、奧、美、俄諸國都出現了一大批因明學者。印
度本土也有一批專著問世，而日本則始終是站在國際因明研習的前列。 

在中國，清末民初以降學習法相者，大抵祖述玄奘所傳。如楊仁山、歐
陽漸、梅光羲及太虛法師等。太虛法師著有《法相唯識學概論》，太虛門
下印順法師有《攝大乘論講記》、《唯識學探源》，及演培法師有《成唯
識論講記》。 

對於玄奘所傳之法相唯識學，我們如何看待？它對於當代到底具有什麼
樣的意義？如何利用之以發展未來的佛教？凡此，都是值得吾人加以深思
熟慮的問題。 



陸、結論 

大陸學者陳堅認為，作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兩位偉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
別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遠赴
印度取經學習並最終成為印度佛教唯識學專家和佛經翻譯家，而智顗走的
則是「天台之路」，他來到天台山隱修以尋求適合中國人的佛教解脫法門
並最終創立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 

 

與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學而毫無創新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智顗表現出了
佛學上的巨大創造力，開啟了中國佛教創造自身中國化模式的大幕。中國
佛教正是在選擇智顗模式而拋棄玄奘模式的基礎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獨特風
格並發展壯大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玄奘對於中國佛教的重要性還遠不
如智顗，盡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陳堅是從中國佛教尤其是天台宗的立場來比較玄奘和智顗對中國佛教的
貢獻，但我們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展開未來的佛教，「天台
之路」是否比「天竺之路」更為合適？ 

 



陸、結論 

總之，玄奘不僅為中國和印度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也影響了整個東方歷史文化的內容及其形成過程。 

不僅在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持續至今。 

我們正處於全球化的時代，需要建構一種異彩紛呈的
全球性和諧文化，這自然包括持續發展的宗教。 

因此，相互之間的理解、言語的轉譯、相互的尊重將
成我們和平交往中共同的心靈語言，這原則不僅適用於
中國與印度，亦適用於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之間，於此，
玄奘法師為我們提供的一個成功典範。 

我們如何從此典範獲得啟示並加以發揚光大？也是我
們重新評估玄奘思想在當代的意義時，應該特別著意之
處。 



報  告  完   畢! 

敬祝大家 

健康快樂! 

 

 
敬請不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