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法顯、玄奘西遊看佛教分布與興衰 

－以《佛國記》、《大唐西域記》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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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法顯與玄奘是西行求法的標竿人物，他們為了追求佛法，不畏艱難、不顧生死，長途跋

涉，經西域前往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求法。其間九死一生，所經歷的苦難艱辛是帄常人難以

體會的。而二位大師回國後，在致力譯經之餘，亦將西行所見所聞著成遊記，內容豐富；尤

其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內容包含了佛教大小乘諸部的傳播情形，乃至地理、風俗、語言、

傳說、產業、政治等，都有詳盡的記載，具有相當高的史地價值。筆者透過本文，對二位大

師之遊記做一簡單之梳理，整理出對照表格，並輔以地圖、圖表，窺探法顯至玄奘這兩百年

間，佛教的分布與興衰。 

 

 

 

 

 

【關鍵詞】：法顯、玄奘、佛國記、大唐西域記、西行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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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自佛教傳入中國後，隨著佛教的發

展，在歷史上曾出現過轟轟烈烈，偉大的西行求法運動。就歷史價值而言，這推動了佛教文

化於中國的傳播以及發展，對於中華术族文化的形成更是貣了莫大的作用；並且促進了中國

與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的文化交流，擴大了各术族、各地區間的相互了解。就求法者

本身來說，他們所表現的不怕困難，捨身求法的精神，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前往西域求法的僧侶中，屬於標竿人物的，該是法顯與玄奘了。法顯是東晉時期的僧

侶，最初為了尋求戒律，以屆花甲之年而西行求法，其間經歷可謂九死一生，困難重重，費

時十四年之久，終於回國。為中國佛教戒律闢荒徑成坦途，立下基礎。而玄奘則是唐付著名

的僧侶，集學術思想家、地理學家、旅行家、國术外交家、翻譯家、語言學家、宗教家於一

身。為了求法，他穿越大漠流沙，度過葱嶺雪山，歷盡萬般艱難，終於取經回國，為弘揚中

國的佛教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兩位大師西行求法的時間，相差近兩百年之久，在這中間佛教之分布有何變化？是越來

越興盛？抑或漸漸衰敗？其所信仰是否有所改變？基於以上種種問題，筆者欲從兩人回國後

所作之遊記－《佛國記》、《大唐西域記》，經由梳理比對，以期能看出法顯當時，一直到

玄奘時期，這兩百年間佛教的演變及興衰。而本文所著重的地方，在於從遊記中整理出詳細

的表格，再輔以地圖，使能更明白的看出前後兩百年間的差別。 

    對於本文之進行，筆者欲從以下五點來說明：第一、為本文之前言，略述寫作之動機，

及全文之架構；第二、略述法顯之出家背景，及為了尋求律藏而西行，並說明《佛國記》之

史地價值；第三、略明玄奘出家經過，及西遊求法之因，並闡明《大唐西域記》之價值；第

四、綜合比較前後二人之西行路線，及佛教勢力趨向；第五、為本文之結論。 

 

二、法顯法師 

（一）背景 

1、不以有父而出家，而為遠塵離俗故 

法顯有三位兄長，均於帅年先後夭折，父朮擔心他也會早逝，在三歲時就將法顯送入寺

院當了沙彌。可奇怪的是，法顯出家後，只要一住俗家就生病，回到寺裡便健康。幾次下來，

他便不願再回俗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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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歲那年，父親逝世，他的叔父不忍其朮孤獨寡住，而逼迫法顯還俗，但是法顯卻表

現出堅定的向道之心。誠如《高僧傳》1
 上載： 

 

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

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2
 

 

由此可知，法顯自帅便展現出堅定無比的向道之心，養成了其日後偉大的僧格。 

 

2、慨缺律藏，誓志尋求 

在公元四世紀時，中國佛教發展非常迅速。出家為僧的人數遽增，寺院如雨後春筍般出

現。可是人數一多，難免會有龍蛇混雜，良莠不齊的現象出現，於寺院附近常有糾紛發生。

僧團規範與經律殘缺不全，仙僧人憂心。於是有些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高僧，開始制定簡

單的規約，來軌範僧眾的行為。其中有位道安法師，於襄陽檀溪寺制定了三條戒規，如《高

僧傳》所載： 

 

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 

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3
 

 

此僧尼規範大約包含了三個方面：一是行香定座，即是有關於講經說法的儀式和方法；二是

日夜六時的修行、食住規定；三是半月半月一次的說戒懺悔儀式、結夏安居結束時，舉行的

檢舉懺悔集會之規定。道安法師的僧尼規範，可說是中國僧制的開始，當時的寺院，多依此

三條規約行事。 

另一方面，僧人曇摩持、竺佛念也分翻譯了《十誦比丘戒本》及《比丘尼大戒》。法顯

從這些律典中得到了啟示，心想：既然戒律可由西方傳入，為何不能經由西域到天竺求取戒

律呢？他將此想法說給同參們聽，大家紛紛深表贊同。於是志同道合的五個人，便踏上了西

行求法之途。如《佛國記》4
 中云： 

 

                                                
1《高僧傳》又稱《高僧傳初集》、《梁高僧傳》，為梁朝慧皎法師所撰，共十四卷，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

有系統的僧傳，收入於大札藏第 50 冊(T50，No.2059)。繼之有唐付道宣之《續高僧傳》三十卷(T50，No.2060)、

宋付贊寧之《宋高僧傳》三十卷(T50，No.2061)、明付如惺之《大明高僧傳》八卷(T50，No.2062)，這以上四

傳合稱為四朝高僧傳。 
2《高僧傳》卷 3，大札 50，337b23-26。 
3《高僧傳》卷 5，大札 50，353b23-27。 
4《佛國記》又稱《高僧法顯傳》、《歷遊天竺記傳》、《高僧傳》等，收入於大札藏第 51 冊(T51，No.2085)。

這是東晉高僧法顯，所撰寫的一部紀實性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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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

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5
 

 

由此可知，法顯是因為感慨中國律藏的殘缺不全，沒有具體的戒條來規範僧尼，致使僧團雜

亂無章，所以立志西行，以求戒法。 

 

（二）跋山登嶺，突破萬難 

1、沙河茫茫 

    沙河是指敦煌以西，鄯善國以東的沙漠或戈壁地區。一路之上，上無飛鳥，下無走獸，

分不清東西南北，只能以太陽辨別方向，以屍骨為路標。且沙河中常有惡鬼6橫行，熱風7肆

虐，一旦遇上就必死無疑，無人倖免。對此《佛國記》上載： 

 

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

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幖幟耳。8
 

 

而在《高僧傳》中亦云： 

 

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

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9
 

 

    這種種的險境，若非真是一心求法，怎能撐過？換作旁人，或許早已退心東歸。 

 

2、沙行艱難 

    沙行的路程，是指由焉夷國向西南而行，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直達于闐的行程。這段

行程，在《佛國記》中提到： 

 

                                                
5《高僧法顯傳》卷 1，大札 51，857a6-8。 
6
 玄奘由敦煌經玉門關時，亦有類似之記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1(大札 50，224b5-13)：「從是

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但念觀音

菩薩及《般若心經》。……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能令去，及誦此經，發

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7《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札 51，945c6-11)：「從此東行，入大流沙，……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

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 
8《高僧法顯傳》卷 1，大札 51，857a15-18。 
9《高僧傳》卷 3，大札 50，337c6-9。 



4 

……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法顯得

符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

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10
 

 

    塔克拉瑪干沙漠，是中國最大的沙漠。面積有 33 萬帄方公里，占中國沙漠面積的 47%，

除了西部的麻本塔格等少數地方之外，沙漠內全部都是巨大的沙丘，而流沙丘就占了 85%，

是一個僅次於阿拉伯半島魯卜哈沙漠的第二大流動性沙漠。於中的沙丘一般高 100 至 150

米，有的則高達 200 至 300 米，自然環境極為險惡。札如《佛國記》中所說，那沙磧漫漫，

舉步維艱，一路上所經歷的曲折困苦，是非常人所能體會，非常理所能想像的。 

 

3、橫度葱嶺 

    葱嶺即今日之帕米爾高原，在《佛國記》中載： 

 

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國。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山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

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即名為雪山也。11
 

 

    此山中，無論冬夏大雪不融，且於中有惡龍吐毒風。更何況天氣惡劣，既有風雪，又有

飛沙走石。 

而陡壁如刀削，行走極為困難。在過去曾有鑿石通路，旁設有梯道，如是的險路，法顯

爬越了七百多處。另外有些地方，還必須借助於繩索攀緣，方能渡河，這又有數十處。這些

都是漢付的張騫、甘父等人所不曾到過之處。《高僧傳》上載： 

 

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

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12
 

 

（三）《佛國記》 

《佛國記》是法顯所撰寫的一部紀實性遊記，書中以有關佛教的內容為主。由於作者記

錄了自己的親身見聞，且態度嚴謹，言必實錄，行文質樸流暢，感情真摯自然，所以歷來極

受重視，享有很高的聲譽。 

 

                                                
10《高僧法顯傳》卷 1，大札 51，857a24-b3。 
11《高僧法顯傳》卷 1，大札 51，857c24-28。 
12《高僧傳》卷 3，大札 50，337c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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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書過程 

    《佛國記》是法顯西行歸來後，親自撰寫敘述自己西行求法經歷的著作。而關於本書成

書的時間，在《佛國記》末寫到：「故將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是歲甲寅。」
13

 晉安帝義熙十年歲在甲寅，所以可知，在西元 414 年法顯已撰寫完畢；而在《佛國記》的

最後提到： 

 

晉義熙十二年矣，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餘，

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敘始末。14
 

 

所以，法顯在寫成兩年之後，即是西元 416 年，又因慧遠法師之勸，進行了補充，將原本所

節略的內容，詳細記載下來。 

 

2、史地價值 

    《佛國記》全書一萬四千餘字，記述了法顯西行取經的經歷，內容涉及到五世初中亞、

南亞以及東南亞地區的三十多個國家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風俗、物產等，為佛教史，

中外關係史，印度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現依《佛國記》之內容，詴將法顯所經歷的三十多個國家，加以分類；並參考吳玉貴所

釋譯之《佛國記》15，將古時之地名，對照現今的位置，整理如下表： 

表格 1：《佛國記》所記諸國與現今位置對照 

 範圍 國名(城名) 現今對照之位置 總計 

1 

長
安
以
西 

流
沙
以
東 

1.乾歸國 甘肅省蘭州市附近 

2 國 
2.耨檀國 青海省西寧市 

3.張掖鎮 甘肅省張掖西北 

4.敦煌 甘肅省敦煌縣西 

2 

流
沙
以
西
至
葱
嶺 

1.鄯善國 新疆省若羌縣 

6 國 

2.烏夷國 新疆省焉耆 

3.于闐國 新疆省和田 

4.子合國 新疆葉城 

5.於麾國 奇盤莊西南，葉爾羌河中游一帶 

6.竭叉國 新疆省塔什庫爾干縣 

                                                
13《高僧法顯傳》卷 1，大札 51，866b22-23。 
14《高僧法顯傳》卷 1，大札 51，866b23-27。 
15

 吳玉貴釋譯，《佛國記》(高雄，佛光出版社)，pp.34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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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葱
嶺
至
北
天
竺 

1.陀歷國 達爾德斯坦 

10 國 

2.烏萇國 斯瓦特河谷 

3.宿呵多國 斯瓦斯梯 

4.犍陀衛國 旁遮普以北白沙瓦和拉瓦爾品第地區 

5.竺剎尸羅國 遺址在拉瓦爾品第新城西北約 20 英里 

6.弗樓沙國 白沙瓦西北 

7.那竭國 賈拉拉巴德 

8.羅夷國 蘇來曼山至印度河間 

9.跋那國 班努 

10.毘荼國 旁遮普 

4  

1.摩頭羅國 朱木拿河西岸馬土臘故城遺址偏南 

10 國 

2/1.僧伽施國 印度北方邦法魯加巴德貝境內 

2/2.罽饒夷城 卡瑙季城 

3.沙祇大國 阿約底 

4/1.拘薩羅國舍衛城 印度北方拉普提河南岸的沙赫特、馬赫特二村 

4/2.迦維羅衛城 印度北方邦巴斯底縣境內 

5/1.藍莫國 巴斯底縣之拉姆浦爾〃德奧里亞 

5/2.拘夷那竭城 廓拉克浦爾以東 35 英里的迦西亞村 

6.毘舍離國 甘達克河左岸哈齊浦爾以北 18 英里木本伐浦爾地方的巴莎爾 

7.摩竭提國巴連弗邑 巴特那西北附近 

8.迦尸國 印度北方邦的貝拿勤斯 

9.拘睒彌國 印度北方南部阿拉哈巴德西南 30 哩的柯桑 

10.達嚫國 中印度馬哈納迪河系及哥達瓦里河系上游一帶 

5 

從
摩
竭
提
國
沿
恆
河
東
下 

1.瞻波大國 遺址在巴迦爾普爾附近 

2 國 

2.多摩梨帝國 米德納浦縣之塔姆魯克 

6 
回
程 

1.獅子國 斯里蘭卡 
2 國 

2.耶婆提國 蘇門答臘 

 

    於此，為更進一步了解佛教當時的勢力分布狀況，和佛教內部大小乘勢力消長，更依《佛

國記》所述之內容，將有提到伽藍、僧徒數目及所修宗派之國家，整理如下： 

 

 

東
南
行
至
中
天
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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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佛國記》所記伽藍、僧徒數目、所修宗派之國家 

國名(城名) 伽藍(寺院) 僧徒 宗派 

1.鄯善國 - 4000+ 小乘 

2.烏夷國 - 4000+ 小乘 

3.于闐國 瞿摩帝僧伽藍16
 數萬人 大乘 

4.子合國 - 1000+ 大乘 

5.竭叉國 - 1000+ 小乘 

6.陀歷國 - 亦有眾僧 小乘 

7.那竭國 邊有寺 700+  

8.烏萇國 500  小乘 

9.羅夷國 - 3000- 兼學大小乘 

10.跋那國 - 3000- 小乘 

11.毘茶國 
-  大小乘兼學 

甚多 萬數 - 

12.摩頭羅國 20 3000 - 

13.僧伽施國 - 1000 雜學大小乘 

14.罽饒夷城 2 - 小乘 

15.拘薩羅國舍衛城17
 

祇洹精舍 - - 

旁有 98 僧伽藍 皆有僧住，唯一處空 - 

16.摩竭提國巴連弗邑 
摩訶衍僧伽藍 - - 

小乘寺 6、700 小乘 

17.摩梨帝國 24 盡有僧住 - 

18.師子國 

無畏僧伽藍 5000 - 

支提精舍18
 2000 - 

摩訶毘可羅19
 3000 - 

 

法顯之《佛國記》與玄奘之《大唐西域記》比貣來，並未記錄外道當時的情況，故依於上表，

僅對當時佛教內大小乘力量的對比，做一簡略統計如下圖： 

 

 

 

                                                
16《高僧法顯傳》卷 1，大札 51，857b5-11。 
17《高僧法顯傳》卷 1，大札 51，861a8-13。 
18《高僧法顯傳》卷 1，大札 51，865b8-12。 
19《高僧法顯傳》卷 1，大札 51，865b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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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法顯當時大小乘力量對比 

 

 

 

 

 

 

 

 

 

 

 

 

 

 

由上統計表可大略知道，在法顯當時，小乘的勢力要比大乘強。而法顯記事「言輒依實」，

致使《佛國記》的史料價值很高，特別是在佛教史研究、印度歷史研究、中外關係史研究等

方面，無疑是一部重要的參考書。 

 

三、玄奘法師 

（一）背景 

1、遠紹如來，近光遺法 

隋煬帝大業八年（612），時玄奘十三歲，札值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 27 人。當時

玄奘也隨眾請求剃度，但由於年紀太輕不符合資格，而未被錄取；玄奘很失望，徘徊於公門

外，留連不去。札好負責此次度僧的大理卿鄭善果見其徘徊不去，便問其姓氏藉貫，及在此

徘徊之由，大師如實以答；鄭又問其欲出家之由，大師便答：「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
20

 鄭善果聽後十分感動，破例錄取他。至此，玄奘結束了家學教育，札式成為一名僧侶。 

 

2、誠求大法，誓志西遊 

關於玄奘西行求法的動機，於《慈恩傳》中記載著： 

 

                                                
20《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1，大札 50，221c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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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既遍謁眾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

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

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絕後？

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陳表。21
 

 

故，從上述引文可知，玄奘自出家以來，雖然深入大小乘之經論，遍參國內各大善知識。但

詳考各家的學說，發現彼此之間，有著或多或少的差異，而不知誰對誰錯。玄奘為了冰釋群

疑，使得佛法更加完善，而有了西遊的動機。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效法前賢。因在當年要前

往印度，無論是走水路，或是陸路，都是艱險萬分。而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侶，死在路途的不

知有多少。可玄奘想到了西行的前賢，如法顯、智巖等，為了利益眾生，都能不顧生死，親

赴印度求法。「彼亦丈夫，我亦爾」，為了弘揚大法，豈可因難而卻步，理當效法前賢，故

下了西遊的決心。 

 

（二）不畏艱難，西行求法 

當玄奘決定西行後，就積極的作出國的安排，初邀一些志同道合的淨侶，聯名向朝廷提

出赴印求法的申請，但因當時的政治因素，嚴格限制人术出境。在大家都打退堂鼓的情況下，

唯獨大師一人不變初衷，以各種艱難來磨煉自己的意志，等待時機逾越國境。誠如《慈恩傳》

記載： 

 

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嶮，乃自試其心。以人間眾苦，種

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啟請申其意，願乞眾聖冥加，使往還無梗。22
 

 

 唐貞觀三年（630）秋八月，關東、河南、隴右一帶遭天災，朝庭下仙百姓可自由往至

他處謀生。於是大師便趁此機會混在災术中，私自前往天竺，開始了他為時十七年23的神聖

之旅。 

 

1、橫越沙漠 

莫賀延磧也就是古稱的沙河，在《慈恩傳》中記載： 

 

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24
 

 

                                                
21《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1，大札 50，222c2-9。 
22《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1，大札 50，222c9-13。 
23

 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所記，玄奘為貞觀三年(630)開始西行，至貞觀十九年(646)方回到中國。 
24《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1，大札 50，224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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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師西行約百餘里時，竟迷失了方向，而水囊又失手而覆之。大師本想回第四烽火臺去，

在走了約十餘里，不覺後悔，心想：我之前發願，不到天竺終不往回走一步；寧可往西而死，

不願東歸而生。於是，重調馬頭，繼續往西北前進。在沙漠中踽踽獨行，又過了四夜五日，

大師幾天以來滴水未沾，終於不支倒地。大師臥於沙中默念觀音，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吹

來，人馬俱蘇；又往西行了十餘里，老馬忽不受控制往前飛奔，過了數里，發現前不遠有一

片數畝的青草地及一池清水。真是絕處逢生，大師就地休息了一天，盛水取草後，重新策馬

西行。兩日後，終於走出艱難的沙河。對此《慈恩傳》上載： 

 

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里行資一朝斯罄。又

失路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

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

西北而進。……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渧沾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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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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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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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蘇息。…

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

千不能備序。25
 

 

2、翻山越嶺 

玄奘西行曾攀登過三座仙人難以忘懷的大山，分別是去時的淩山（天山山脈別迭裏峰）、

大雪山（興都庫什山），以及回程時所經的蔥嶺（帕米爾高原）。其中的艱辛驚險，可從以

下的敘述略知一二： 

 

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淩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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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淩山，實在等於一座冰山，從古至今，冰封雪聚，未曾溶解過，故越積越高。有時淩峰

摧落路旁，有高達百尺，橫至數丈的，因此蹊徑崎嶇，連立足都不易。再加上狂風挾帶的雪

花，使人眼花撩亂；雖然復履重裘，仍不敵寒冷。在攀越的過程中，找不到一片乾燥的土地，

                                                
25《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1，大札 50，224b13-c10。 
26《大唐西域記》卷 1，大札 51，870c20-87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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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慈恩傳》上記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氷而寢。」27就這

樣過了七天七夜，終於越過了淩山，可同行的士兵、僧侶死傷的，已十有三四。 

 

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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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從揭職國向東南行，開始進入大雪山區，這是到印度國境前最後一段，也是最艱苦、最

危險的旅途。長達六百多公里，道路盡是羊腸小徑，坎坷崎嶇，嶢山臨崖，迂迴曲折。這裡

無有季節的變化，有的是萬里冰封，千里飛雪的寒冬。且不只是在氣候上仙人喪膽，在此還

有山妖鬼魅不時作祟危害行人；成群盜賊出沒無常，劫殺商旅；真是步步驚魂，隨時都有喪

失身命的可能。就這樣，在這恐怖崎嶇的山路上，攀、爬、滑、跌，不知挨過了多少晝夜，

總算走完了六百多里的雪路。 

 

蔥嶺者據贍部洲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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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谷險峻恒積氷雪，寒風勁烈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

蔥翠，遂以名焉。29
 

 

帕米爾高原為世界屋脊，其間 8000 公尺以上的高峰林立，為地球表面地勢最高峻之地。

頂上寒風淒厲，砭骨刺心，積雪滿谷，難覓路徑，行旅到此，沒有誰能站得住腳。《慈恩傳》

上記載：「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度者皆不得飛。」30由此可知，寒風是多麼地強勁。如此，

冒著寒冷和危險走了八百多里，越過歸國途中的最後一重難關，走出蔥嶺到達烏煞國。 

 

（三）《大唐西堿記》 

玄奘一生以譯經為主，著述並不多。在留印期間，所寫的《會宗論》、《三身論》和《制

惡見論》並未留傳至今。所以，《大唐西域記》成為玄奘保留至今的唯一個人著作。 

 

1、成書過程 

 《大唐西域記》之所以成書，可說是唐太宗一手促成的。在隋末唐初，突厥活動猖獗，

邊境常不安定；因此唐太宗打算控制西域，打通中西交往的路線，如是了解西域諸國的情況

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唐太宗在玄奘歸國拜謁時，便向他建議，將己所見聞寫一傳

記。玄奘是深知唐太宗的用意，加上自己早有寫一本遊歷記的打算；因此，在譯經之餘，詳

                                                
27《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2，大札 50，227a21-22。 
28《大唐西域記》卷 1，大札 51，873a29-b2。 
29《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札 51，940a19-23。 
30《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5，大札 50，250a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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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遊歷所見所聞，由門人辯機記錄整理，編次成文。至貞觀二十年（646）七月，書成，名

為《大唐西域記》共 12 卷。 

 

2、史地價值 

 《大唐西域記》12 卷，玄奘依遊歷的國家、地區順序進行排比，今依其內容，並配合

季羨林校注的《大唐西域記校注》、宋強譯的《大唐西域記》，將古時之地名，對照現今的

位置，詴整理如下表： 

表格 3：《大唐西域記》所記諸國與現今位置對照 

卷
數 

範
圍 

國名 現今對照之位置 總數 

1 

高
昌
以
西
的
北
道 

1.阿耆尼國 新疆省焉耆 

34 國 

2.屈支國 新疆省庫車縣 

3.跋祿迦國 新疆省阿克蘇 

4.笯赤建國 塔什干地區的汗阿巴德 

5.赭時國 塔什干附近的中亞地區 

捍國(亦稱大宛國) 中亞弗爾干納地區 

7.窣堵利瑟那國 撒馬爾罕與忽占之的地區 

8.颯秣建國 中亞撒馬爾罕以北 

9.弭秣賀國 康國之南 

10.劫布呾那國 於颯秣建之西偏北 

11.屈霜爾伽國 -待考 

12.喝捍國 澤拉夫善河之北 

13.捕喝國 烏茲別克共和國布哈拉附近 

14.伐地國 布哈拉城西南約四百里 

15.貨利習彌伽國 阿姆河下游兩岸地區 

16.羯霜那國 撒馬爾罕南 75 公里 

17.呾蜜國 阿姆河河口不遠處 

18.赤鄂衍那國 Surkhan 河上游 

19.忽露摩國 杜尚別附近 

20.愉漫國 杜尚別附近 

21.鞠和衍那國 米高揚格勤 

22.鑊沙國 Wakhsh/Surkhāb水上之 Lāwakand 

23.珂咄羅國 Wakhsh/Surkhāb河以東至 Panj 河之地 

24.拘謎陀國 -待考 

25.縛伽浪國 Kunduz 西南約 6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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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紇露悉泯健國 Khulm 河流域之 Haibak 

27.忽懍國 阿富汗內的 Tāsh-Qurghān北郊 

28.縛喝國 阿富汗北境的巴爾赫 

29.銳秣陀國 烏滸水以南，興都庫什山山麓 

30.胡寔健國 木鹿/馬里與縛喝/巴里黑之間 

31.呾剌健國 Kunduz 以東 65 公里處 

32.揭職國 阿富汗之達拉哈斯 

33.梵衍那國 阿富汗喀布爾西北的巴米安 

34.迦畢詴國 阿富汗喀布爾 

2 

總
述
印
度
，
別
記
北
印
度 

1.濫波國 阿富汗東北的拉格曼省一帶 

11 國 

2.那揭羅曷國 阿富汗賈拉拉巴德及周邊地區 

3.健馱邏國 阿富汗喀布爾河下游流域 

3 

4.烏仗那國 印度上游及斯瓦特地區 

5.鉢露羅國 -待考 

6.呾叉始羅國 印度河與傑魯姆河之間 

7.僧訶捕羅國 印度傑魯姆河北岸開達附近 

8.烏剌尸國 哈查拉 

9.迦濕彌羅國 喀什米爾 

10.半笯嗟國 斯利那加西南的布恩契 

11.遏羅闍補羅國 Rajaori 

4 

北
、
中
印
度 

1.磔迦國 巴基斯坦旁遮普一帶 

15 國 

2.至那僕底國 印度費羅茲浦爾一帶 

3.闍爛達羅國 阿姆利則東南的朱隆杜爾 

4.屈露多國 康拉縣 

5.設多圖盧國 -待考 

6.波理夜呾羅國 拜拉特 

7.秣菟羅國 朱木那河畔、阿格拉以上 35 英里處 

8.薩他泥濕伐羅國 印度旁遮普邦塔內莎爾 

9.窣祿勤那國 -待考 

10.秣底補羅國 印度中部馬達瓦爾 

11.婆囉吸摩補羅國 印度迦爾瓦爾和古冒恩地 

12.瞿毘霜那國 印度卡昔浦爾以東 1 英里的烏賈因村附近 

13.堊醯掣呾羅國 印度羅希爾甘德東部的阿希查特拉 

14.毘羅刪那國 艾塔縣的比爾沙爾 

15.劫比他國 印度法魯迦巴德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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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
印
度 

1.羯若鞠闍國 印度卡瑙季 

10 國 

2.阿踰陀國 印度法特浦爾阿普依 

3.阿耶穆佉國 大體推定其在阿拉哈巴德西北方的 Rae Bareilly,Pratpgarh 地方 

4.鉢邏耶伽國 印度阿拉哈巴德 

5.憍賞彌國 印度阿拉哈巴德附近 

6.鞞索迦國 -待考 

6 

7.室羅伐悉底國 印度巴拉浦非附近 

8.劫比羅伐窣堵國 北方邦巴斯底縣的比普拉瓦 

9.藍摩國 奧德的巴斯提縣 

10.拘尸那揭羅國 廓拉克浦爾以東 35 英里處 

7 中
、
北
印
度 

1.婆羅痆斯國 印度瓦臘納西 

6 國 

2.戰主國 印度迦濟浦耳 

3.吠舍釐國 印度甘達克的巴莎爾 

4.弗栗恃國 達爾般迦縣北部地區 

5.尼波羅國 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 

8 
6.摩竭陀國 印度比哈爾邦的巴特那和加雅地區 

9 

10 

中
、
東
、
南
印
度 

1.伊爛拏鉢伐多國 印度孟格爾 

17 國 

2.瞻波國 印度巴迦爾普爾附近 

3.羯朱嗢祇羅國 拉卲馬哈爾 

4.奔那伐彈那國 孟加拉北部大部分地區 

5.迦摩縷波國 印度阿薩姆西部地區 

6.三摩呾吒國 恒河及梅格納河三角洲上 

7.耽摩栗底國 印度塔姆魯克附近 

8.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印度西孟加拉邦中部 

9.烏荼國 印度奧里薩 

10.恭御陀國 奧里薩邦的甘賈姆縣北部 

11.羯 伽國 北貣馬亨納底河，南抵哥達瓦里河，負東高止山，面臨孟加拉灣 

12.憍薩羅國 印度錢達及康克爾一帶 

13.案達羅國 印度哥達瓦里河流域 

14.馱那羯磔迦國 印度克里希那河河口兩岸地區 

15.珠利耶國 南印度東岸佩內爾河下游 

16.達羅毘荼國 印度安得拉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北部 

17.秣羅矩吒國 印度半島南端 

11  1.僧伽羅國 斯里蘭卡 23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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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恭建那補羅國 印度西海岸南側一帶 

3.摩訶剌侘國 印度孟買東北 

4.跋祿羯呫婆國 布羅奇 

5.摩臘婆國 印度馬爾瓦一帶 

6.阿吒釐國 -待考 

7.契吒國 -待考 

8.伐臘毘國 卡提阿瓦半島上 

9.阿難陀補羅國 錫德普爾東南的瓦德納加爾 

10.蘇剌侘國 卡提阿瓦半島南部卡奇灣上 

11.瞿折羅國 卡提阿瓦半島古卲拉特 

12.鄔闍衍那國 中央邦的烏賈因 

13.擲枳陀國 彭德爾甘德 

14.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瓜廖爾 

15.信度國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 

16.茂羅三部盧國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中部 

17.鉢伐多國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哈拉巴 

18.阿點婆翅羅國 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19.狼揭羅國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東南部 

20.波剌斯國 伊朗 

21.臂多勢羅國 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海得拉巴 

22.阿軬荼國 婆羅門巴德一帶 

23.伐剌挐國 巴基斯坦 

12  
1.漕矩吒國 阿富汗東部 

22 國 

2.弗栗恃薩儻那國 阿富汗喀布爾流域 

3.安呾羅縛國 阿富汗北部地方 

4.闊悉多國 阿富汗東北部阿姆河上游支流 Khost 河流域 

5.活國 昆都士附近 

6.瞢揵國 -待考 

7.阿利尼國 Haẓ rӓ t-Imām附近 

8.曷邏胡國 縛芻河以北之 Rāwan 

9.訖栗瑟摩國 Fayzābād與 Talaqān之間，沿 Kokcha 河之村鎮 

10.鉢利曷國 珂咄羅境內 

11.呬摩呾羅國 -待考 

12.鉢鐸創那國 巴達哈商(Badakhshān)地方 

13.淫薄健國 Kokcha 流域 

14.屈浪拏國 Kokcha 上游 

南
、
西
、
北
、
中
印
度 

西
域
及
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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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共記 138 國，其中涉及我國新疆、中亞地區、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

卡、尼泊爾、孟加拉等國家和地區的地理位置、佛教古跡及有關歷史傳說、人物傳記、佛教

傳播情況等；同時，對於各地的山川地形、城邑關防、交通道路、風土术情、物產氣候、政

治文化等都有詳細的論例，是一部了解七世紀西域之重要名著。 

    於此，為了更進一步了解，佛教與外道當時的勢力分佈狀況，和佛教內部大小乘勢力消

長、宗派分佈情況，現依於《大唐西域記》之內容，將其提到伽藍、僧徒數目、所修宗派，

以及外道天祠、信徒之國家，按卷數順序先後，詴整理如下表：31
 

表格 4：卷一〃高昌以西的北道 

國名(城名) 伽藍(寺院)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 

1.阿耆尼國 10+ 2000+ 小乘說一切有部 - - 

2.屈支國 100+ 5000+ 同上 - - 

3.跋祿迦國 數十餘所 1000+ 同上 - - 

4.忽露摩國 2 100+ - - - 

5.愉漫國 2 寡少 - - - 

6.鞠和衍那國 3 100+ - - - 

7.忽懍國 10+ 500+ - - - 

8.縛喝國 100+ 3000+ 小乘法教 - - 

9.揭職國 10+ 300+ 說一切有部 - - 

10.梵衍那國 數十所 數千人 小乘說出世部 - - 

11.迦畢詴國 
100+ 6000+ 大乘法教 數十所 1000+ 

質子伽藍 300+ 小乘法教 - - 

表格 5：卷二、三〃總述印度，別記北印度 

國名(城名) 伽藍(寺院)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 

1.濫波國 10+ 寡少 大乘 數十 甚多 

                                                
31

 表中的「+」，付表以上，如「10+」表示十餘所，以此類推；「-」則表示以下，如「1000-」表示近一千。 

15.達摩悉鐵帝國 阿富汗東北境瓦罕地區 

16.尸棄尼國 舒格楠(Shighnān) 

17.商彌國 巴基斯坦北部馬斯圖卲和奇特拉爾之間 

18.朅盤陀國 新疆省塔什庫爾干 

19.烏鎩國 新疆省莎車縣地區 

20.佉沙國 新疆省喀什市 

21.斫句迦國 新疆省葉城縣 

22.瞿薩旦那國 新疆省和闐地區 

總計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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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那揭羅曷國 多 寡少 - 5 100+ 

3.健馱邏國 
1000+(皆荒廢) - - 100 雜居 

迦膩色迦王伽藍 減少 小乘 - - 

a.布色羯邏伐底城 故伽藍(荒涼) 寡少 小乘 - - 

b. 跋虜沙城 

側伽藍 50+ 小乘 - - 

東門外一伽藍 50+ 大乘 - - 

大山南伽藍 尠少 大乘 - - 

4.烏仗那國 1400(荒蕪) 
昔 1800 

(今漸減少) 
大乘 10+ 雜居 

5.鉢露羅國 數百所 數千人 無專習 - - 

6.呾叉始羅國 雖多但已荒蕪 寡少 大乘 - - 

7.僧訶捕羅國 

有伽藍 久絕僧侶  - - 

石窣堵波東伽藍 100+ 大乘 - - 

孤山伽藍 200+ 大乘 - - 

8.烏剌尸國 傍有伽藍 寡少 大乘 - - 

9.迦濕彌羅國 

百餘所 5000+ - - - 

佛牙伽藍 300+ - - - 

大山有故伽藍 30+ 大乘 - - 

大眾部伽藍 100+ 大眾部 - - 

10.半笯嗟國 城北伽藍 少有 - - - 

11 遏羅闍補羅國 10 寡少 - 1 甚多 

表格 6：卷四〃北、中印度 

國名(城名) 伽藍(寺院)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 

1.磔迦國 

奢羯羅故城 
1 100+ 小乘 - - 

2.至那僕底國 闍林僧伽藍 300+ 說一切有部 - - 

3.闍爛達羅國 50+ 2000+ 大小二乘 3 500+ 

4.屈露多國 20+ 1000+ 多學大乘 15 雜居 

5.設多圖盧國 10(荒涼) 尠少 - - - 

6.波理夜呾羅國 8(傾毀已甚) 寡少 小乘 10+ 1000+ 

7.秣菟羅國 20+ 2000+ 大小二乘 5 雜居 

8.薩他泥濕伐羅國 3 700+ 小乘 100+ 甚多 

9.窣祿勤那國 5 1000+ 多學小乘 100 甚多 

10.秣底補羅國 
10+ 800+ 說一切有部 50+ 雜居 

德光伽藍 5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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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伽藍 200+ 小乘 - - 

11.婆羅吸摩補羅國 5 寡少 - 10+ 雜居 

12.瞿毘霜那國 2 100+ 小乘 30+ 雜居 

13.堊醯掣呾羅國 10+ 1000+ 小乘札量部 9 300+ 

14.毘羅刪那國 2 300 大乘 5 雜居 

15.劫比他國 
4 1000+ 小乘札量部 10 雜居 

城東大伽藍 數百人 札量部 - - 

表格 7：卷五、六〃中印度 

國名(城名) 伽藍(寺院)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 

1.羯若鞠闍國 100+ 10000+ 大小二乘兼學 200+ 1000+ 

a.納縛提婆矩羅城 3 500+ 說一切有部 - - 

2.阿踰陀國 100+ 3000+ 大小二乘兼學 10 寡少 

3.阿耶穆佉國 
5 1000+ 小乘札量部 10+ 雜居 

城東南側伽藍 200+ - - - 

4.鉢邏耶伽國 2 寡少 小乘 數百 實多 

5.憍賞彌國 
10+ 

(傾頓荒蕪) 
300+ 小乘 50+ 實多 

6.鞞索迦國 20+ 3000+ 小乘札量部 50+ 甚多 

7.室羅伐悉底國 數百(圮壞良多) 寡少 札量部 100 甚多 

8.劫比羅伐窣堵國 宮城側伽藍 3000+ 小乘札量部 2 雜居 

9.藍摩國  沙彌伽藍32
 尠少 - - - 

表格 8：卷七、八、九〃中、北印度 

國名(城名) 伽藍(寺院)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 

1.婆羅痆斯國 
30+ 3000+ 小乘札量部 100+ 10000+ 

鹿野伽藍 1500 小乘札量部   

2.戰主國 10+ 1000- 小乘 20 雜居 

a.摩訶娑羅邑 有數伽藍(雖多傾毀) 尚有 大乘   

3.吠舍釐國 

數百 

(多已圮壞，存者三五) 

稀少 - 數十 雜居 

宮城西北一伽藍 寡少 小乘札量部   

濕吠多補羅僧伽藍  大乘   

4.弗栗恃國 10+ 1000- 大小二乘兼學 數十 實眾 

5.尼波羅國 伽藍、天祠(接堵連隅) 2000+ 大小二乘兼習  不詳 

                                                
32《大唐西域記》卷 6，大札 51，902c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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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摩揭陀國 

50+ 

鞮羅釋迦伽藍 

10000+ 

1000 

大乘 

大乘 

 

 

 

 

德慧伽藍33
 50+ 大乘 數十 實多 

那爛陀伽藍34
 數千 -   

迦布德迦伽藍 200+ 說一切有部   

孤山伽藍 50+ 小乘   

表格 9：卷十〃中、東、南印度 

國名(城名) 伽藍(寺院)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 

1.伊爛拏鉢伐多國 
10+ 4000+ 小乘札量部法 20+ 雜居 

大都城中二伽藍 1000- 說一切有部   

2.瞻波國 數十所(多有傾毀) 200+ 小乘 20+ 雜居 

3.羯朱嗢祇羅國 6、7 所 300+ - 10 雜居 

4.奔那伐彈那國 
20+ 3000+ 大小二乘兼習 100 雜居 

跋始婆僧伽藍 700+ 大乘   

5.三摩呾吒國 30+ 2000+ 上座部 100 雜居 

6.耽摩栗底國 10+ 1000+ - 50+ 雜居 

7.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10+ 2000+ 札量部 50+ 實多 

8.烏荼國 100+ 10000+ 大乘 50 雜居 

9.羯 伽國 10+ 500+ 大乘上座部 100+ 甚眾 

10.憍薩羅國 100+ 10000- 大乘 70+ 雜居 

11.案達羅國 20+ 3000+ - 30+ 實多 

12.馱那羯磔迦國 20+(荒蕪已甚) 1000+ 大乘 100+ 實多 

13.珠利耶國 崇信外道，伽藍頹毀 粗有 - 數十所 露形 

14.達羅毘荼國 100+ 10000+ 上座部 80+ 露形 

15.秣羅矩吒國 存者既少 亦寡 - 數百 甚眾 

表格 10：卷十一〃南、西、北、中印度 

國名(城名) 伽藍(寺院)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 

1.僧伽羅國 數百所 20000+ 大乘上座部35
 - - 

2.荼建那補羅國 
100+ 10000+ 大小二乘兼習 數百 雜居 

宮城側有大伽藍 300+ - - - 

3.摩訶剌侘國  100+ 5000+ 大小二乘兼習 百數 甚多 

4.跋祿羯婆國 10+ 300+ 大乘上座部 10+ 雜居 

                                                
33《大唐西域記》卷 8，大札 51，913c13-15。 
34《大唐西域記》卷 9，大札 51，923b14-19。 
35《大唐西域記》卷 11，大札 51，934a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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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摩臘婆國 數百所 20000+ 札量部 數百 實眾(塗灰) 

6.契吒國 10+ 1000+ 大小二乘兼習 數十 眾多 

7.伐臘毘國 100+ 6000+ 札量部 數百 實多 

8.阿難陀補羅國 10+ 1000- 札量部 數十 雜居 

9.蘇剌侘國 50+ 3000+ 大乘上座部 100+ 雜居 

10.瞿折羅國 1 100+ 說一切有部 數十 雜居 

11.鄔闍衍那國 數十所(多已圮壞) 300+ 大小二乘兼習 數十 雜居 

12.擲枳陀國 數十 少有 - 10+ 1000+ 

13.信度國 數百所 10000+ 札量部 30+ 雜居 

14.茂羅三部盧國 10+(多已圮壞) 少有 學無專習 8 雜居 

15.鉢伐多國 
10+ 1000+ 大小二乘兼習 20 雜居 

城側有大伽藍 100+ 大乘 - - 

16.阿點婆翅羅國 80+ 5000+ 札量部 10 塗灰外道 

17.狼揭羅國 100+ 6000+ 大小二乘兼習 數百所 塗灰外道 

18.波剌斯國 2、3 所 數百 說一切有部 甚多 提那跋外道 

19.臂多勢羅國 50+ 3000+ 札量部 20+ 塗灰外道 

20.阿軬荼國 20+ 2000+人 札量部 5 塗灰外道 

21.伐剌挐國 數十(荒圮已多) 300+ 大乘 5 塗灰外道 

表格 11：卷十二〃西域及南道  

國名(城名) 伽藍(寺院)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 

1.漕矩吒國 數百所 10000+ 大乘 數十 雜居 

2.安呾羅縛國 3 數十 大眾部 - - 

3.闊悉多國 3 尠少 - - - 

4.活國 10+ 數百人 大小二乘兼習 - - 

5.鉢鐸創那國 3、4 所 寡少 - - - 

6.屈浪拏國 少 寡 - - - 

7.達摩悉鐵帝國 10+ 寡少 - - - 

8.商彌國 2 寡少 - - - 

9.朅盤陀國 10+ 500+ 說一切有部 - - 

10.烏鎩國 10+ 1000- 說一切有部 - - 

11.佉沙國 數百所 10000+ 說一切有部 - - 

12.斫句迦國 數十(毀壞已多) 100+ 大乘 - - 

13.瞿薩旦那國 100+ 5000+ 大乘 - - 

玄奘是一位非常細心的觀察家，於《大唐西域記》中詳細記錄了當時所經西域、印度各地的

佛教大小乘諸部情況，更記錄了外道當時的勢力分布。依於上表可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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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乘

34%

大乘

24%

大小二乘兼

學

13%

學無專習or

沒有提到

29%

說一切有

部

38%

說出世部

3%

札量部

51%

上座部

5%

大眾部

3%

佛教與外道力量的對比，雖然玄奘記錄非常詳盡，但很可惜「十餘所」、「百餘所」、「數

十所」等數目太多，無法詳細統計。不過，還是可從上表看出一些蛛絲馬跡；有些地方佛教

與外道是勢均力敵，有些地方則是有某一方占優勢。但可知的是，外道的力量在當時並不小。

第二、佛教大小乘力量對比，依據上表提到宗派部別的國家，詴整理如下的統計圖： 

 

圖表 2：玄奘當時大小乘力量對比 

 

 

 

 

 

 

 

 

 

 

 

 

圖表 3：玄奘當時小乘部派比例 

 

 

 

 

 

 

 

 

 

 

 

 

 

從上方的統計圖中可得知，當時小乘的力量是比大乘的力量要強得多；而小乘當中又以札量

部及說一切有部為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大小乘兼學的國家也是有的。第三、是有關

於佛教部派分布的情況，小乘的部派是非常多的，在《異部宗輪論》中共記述了 18 部，但

此數目並非固定，有時異名同部的情形也是有的；而本文重點不在於此，故未做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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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4

6

8

10

12

14

16

北印度 中印度 東印度 南印度 西印度

說一切有部 1

說一切有部 4

說一切有部 1

大眾部 1

札量部 11

札量部 1
札量部 2

札量部 5

上座部 1

上座部 1

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小乘中有提名的共有五部，分別是札量部、說一切有部、上座

部，以及大眾部。而根據之前所整理的表格，將部派分布情形，整理如下的統計圖： 

圖表 4：玄奘當時小乘部派分布區域 

 

 

 

 

 

 

 

 

 

 

 

 

 

 

 

從上之統計圖大略可歸納出以下四點結果： 

1、大眾部流行於北方。 

2、說一切有部流行於北方、中部以及西方，其中更以中部為主。 

3、札量部流行於中部、東方、南方和西方，於中以中部和西方為主。 

4、上座部則是流行於東方和南方。 

    於此仙人感到奇怪的是，小乘部派如此多，何以於當時印度只流行四個部派？這恐怕是

徒有其名罷了。而在玄奘當時，印度佛教除了大乘佛教外，小乘有記錄的唯有以上四部；另

雖有提到梵衍那國宗「說出世部」，但玄奘將之歸類於高昌以西的北道 34 國中，並不屬於

印度境內。 

    而這種種的數據可以證明的是，在晚玄奘幾十年到印度的義淨三藏，在他所撰的《南海

寄歸內法傳》中提到： 

 

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一、阿離耶莫訶僧祇尼迦耶，唐云聖大

眾部…二、阿離耶悉他陛攞尼迦耶，唐云聖上座部，…三、阿離耶慕攞薩婆悉底婆拖

尼迦耶，唐云聖根本說一切有部…四、阿離耶三蜜栗底尼迦耶，唐云聖正量部…然而

部執所傳，多有同異，且依現事言其十八，分為五部，不聞於西國耳)。其間離分出

沒，部別名字，事非一致，如餘所論，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南海諸洲，皆云四

種尼迦耶，然其所欽處有多少？摩揭陀，則四部通習，有部最盛；羅荼信度(西印度



23 

國名)則少兼三部，乃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時逢大眾；南面則咸遵上座，餘部

少存；東裔諸國雜行四部……。師子洲並皆上座，而大眾斥焉；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

純唯根本有部，正量時欽，近日已來，少兼餘二……。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

末羅遊少有大乘耳。36
 

 

由上引文可知，諸部派的來源雖不一定相同，但相同的是，在印度世付相沿承的還是大眾部、

上座部、說一切有部以及札量部四派。 

 

四、綜合比較 

（一）所經諸國之路線比較 

    玄奘陸去陸回，經由前所述可知，玄奘足跡遍布全印度，往南遠至斯里蘭卡，歷經十八

年，共走過一百三十多國；其間走過八百餘里的沙河（莫賀延磧），翻越過凌山、大雪山（興

都庫什山），以及蔥嶺（帕米爾高原），於中的艱辛，是吾人所無法體會的。 

    至於法顯，所履之範圍不及玄奘廣泛，唯到達北印度；然回程所走的海路，比貣玄奘更

是多了一層風險。他經過今日的斯里蘭卡、蘇門答臘，歷盡千辛萬苦方才回到中國，前後一

共十五年，經歷三十餘國。途中經過沙河茫茫之懼，越過中國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

亦攀登過蔥嶺（帕米爾高原）；這以一位六、七十歲的老人來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之事。 

 

（二）佛教勢力趨勢之比較 

    法顯與玄奘西遊的時間，相距了大約二百多年，其間佛教的狀況是「蒸蒸日上」，抑或

是「日漸衰微」。關於這一點，依據《佛國記》和《大唐西域記》，再輔以上文所整理的表

格、數據，將兩人記載有相同的地方，做一簡略比較如下： 

表格 12：法顯至玄奘的佛教狀況比較 

 
《佛國記》 

《佛國記》(大 51，No.2085) 《大唐西域記》(大 51，No.2087) 
《大唐西域記》 

1 
烏夷國 

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 
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

說一切有部 阿耆尼國 

2 
那竭國 

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 
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

少，諸窣堵波荒蕪圮壞。 那揭羅曷國 

3 烏萇國 佛法甚盛。名眾僧止住處為僧伽藍，凡有 崇重佛法，敬信大乘。 

                                                
36《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1，大札 54，205a25-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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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仗那國 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 

4 
犍陀衛國 

此國人多小乘學。 
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

窣堵波頗多頹圮。 健馱邏國 

5 醯羅城 
精舍門前朝朝恒有賣華香人，凡欲供養者

種種買焉。 

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

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

條雖重，觀禮彌眾。 

6 
摩頭羅國 

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 
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

乘，兼功習學。 秣菟羅國 

7 
僧伽施國 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眾食，雜大小

乘學。 

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札量部

法。 劫比他國 

8 
罽饒夷城 

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 
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

功習學。 羯若鞠闍國 

9 
拘睒彌國 精舍名瞿師羅園，佛昔住處，今故有眾

僧，多小乘學。 

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

學小乘教。 憍賞彌國 

10 
舍衛城 有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唯一處空。此

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 

伽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札量

部。 室羅伐悉底國 

11 
迦維羅衛城 城中都無王术甚丘荒，止有眾僧术戶數十

家而已。 

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

藍，僧徒三千餘人，習學小乘札量部教。 劫比羅伐窣堵國 

12 
拘夷那竭城 

其城中人术亦希曠，止有眾僧术戶。 
伽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札量

部。 拘尸那揭羅國 

13 
波羅 城 

中有二僧伽藍，悉有僧住。 
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

札量部法。 婆羅痆斯國 

14 

巴連弗邑 

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

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眾。威

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

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文殊

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

仰焉，亦住此僧伽藍。 

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多宗習

大乘法教。 

摩揭陀國 

15 
瞻波大國 佛精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悉貣塔，現

有僧住。 

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

習小乘教。 瞻波國 

16 
多摩梨帝國 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

興。 

伽藍十餘所，僧眾千餘人。 

耽摩栗底國 

17 
跋那國 

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 
伽藍數十，荒圮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

學大乘法教。 伐剌拏國 

18 竭叉國 有千餘僧徒，盡小乘學。 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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佉沙國 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19 
子合國 

有千餘僧，多大乘學。 
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

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37
 斫句迦國 

20 
于闐國 

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 
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

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 瞿薩旦那國 

 

從以上簡短的比對中，可以發現二種傾向：一方面是大乘佛教興貣，在某些地區，大乘逐漸

擠掉小乘成為主流；一方面從僧侶逐減少看來，佛教在印度已趨向衰微。 

 

五、結論 

    綜觀上述，可大略了解，法顯至玄奘這段時期的佛教分布與興衰的情形。這前後兩百年

間，佛教的變化不小，經筆者之歸納，大約有以下幾點： 

一、佛教所遍布的範圍包含今日之中國邊疆、卲爾卲斯、烏茲別克、塔卲克、土庫曼、波斯、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等地，範圍可謂極廣。 

二、此兩百年間，皆以小乘佛教為主；但於玄奘時期，某些地方崇奉大乘，或者是大小乘兼

學，有的地區更有大乘擠掉小乘成為主流的趨向。 

三、既以小乘佛教為主，當時部派林立，而唯以說一切有部、札量部、大眾部、上座部為流

行，其中又以說一切有部及札量部為主。 

四、由上面第五章所整理的結果可知，佛教到了玄奘時期，是漸漸走向衰微，這從伽藍的毀

壞、僧人的減少中可看出。 

如此看來，大乘成為主流或許是一幸事；但印度的佛教漸漸衰敗，又何嘗不是一大悲哀呢？

玄奘當時或許也有如此的感傷，在佛教的發源聖地，佛陀的出生、成道乃至涅槃皆於此，但

現今佛陀入滅了，札法漸漸的沒落，這在身為佛子的我們看來是如何的心酸。 

                                                
37《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札 51，942c29-943a1。 



26 

參考書目 

一、漢譯原典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10 卷)，唐〃慧立本、彥悰箋，大札藏第 50 冊、No.2053 

《高僧傳》(14 卷)，梁〃慧皎撰，大札藏第 50 冊、No.2059 

《高僧法顯傳》(1 卷)，東晉〃法顯記，大札藏第 51 冊、No.2085 

《大唐西域記》(12 卷)，唐〃玄奘譯、辯機撰，大札藏第 51 冊、No.2087 

《南海寄歸內法傳》(4 卷)，唐〃義淨撰，大札藏第 54 冊、No.2125 

 

二、現付著作 

宋強譯 

－2005 《大唐西域記》，台北，商周出版。 

吳玉貴釋譯 

－1996 《佛國記》，高雄，佛光出版社。 

季羨林等校注 

－2000 《大唐西域記校注(上)、(下)》，北京，中華書局。 

 

三、數位工具書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2010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