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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於玄奘大師的籍貫，由郡望說是陳留人，由祖籍說是潁川人，由

出生地說是緱氏縣人或偃師縣人，可以並存。在目前文獻中仔細考辨，

以暫定玄奘生於隋仁壽二年（602 年），卒於唐麟德元年（664 年），享

年六十三歲較為妥切。玄奘五歲喪母，而其父在其出家為沙彌前去世的

可能性大些。關於玄奘出家的原因，道宣記載似乎暗示玄奘少年時期生

活頗顯困頓，其兄由此才攜其住於佛寺。不管出於何種情形，十一、二

歲時，玄奘在其二兄長捷法師的帶領下，住於東都洛陽的淨土寺。他跟

隨其兄在淨土寺做了一兩年「行者」。依照享年六十三歲推算，此年即

為隋大業十年（61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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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Research on Several Issues of 
Master Hsuanchuang’s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in His Early Years 
 

Yang, Wei-zhong ∗ 
   

ABSTRACT: 

Master Hsuanchuang’s native place can be identified as Chenliu for the 
province, as Yingchuan for his ancestral home, and as Houshi County or 
Yanshi County for his birth place, all of which are acceptable. Based on 
remaining texts, his birth time may be more convincingly and temporarily 
set as the second year of Renshou (602), and death time as the first year of 
Lindur (664), and correlatively he died when he was 63. His mother died 
when he was five, and there is a great probability that his father had died 
before he became a novice monk. The records by Daoxuan seem to imply 
that Hsuanchuang’s renunciation was because of his poverty, and led by his 
brother he settled down in a temple of Buddhism. Anyway he followed his 
second elder brother, Dharma Master Changjear, and stayed in Pure Land 
Temple in Luoyang the Eastern Capital as a “practitioner” for one or two 
years. Deduced from his death time and age (63), this year should be the 
tenth year of Daayear of Sui Dynasty. 

 

Keywords: Hsuanchuang, native place, birth and death time, reason of his 
renunciation, early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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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唐代流傳下來不少記載玄奘生平事蹟的文獻資料，但在玄奘的

生卒年等問題上仍然有不少的分歧。下文將在引證原始材料的基礎上，

參照學術界考證，先對玄奘生卒年問題作些綜合敘述。然後，參照學術

界的研究成果，對玄奘大師早期行曆中的若干問題作些考辨敘述。 

一、玄奘三藏的籍貫 

釋玄奘（602－664 年），俗姓陳，籍貫一般稱「洛州緱氏縣」，籠統

地說他是今河南省偃師縣人。但古代史籍對其記載也有文字上的差別，

近年來，在具體地點上，也有學者提出不同看法。 

關於玄奘大師的籍貫，慧立、彥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說：

「陳留人也」，1道宣的《續高僧傳‧玄奘傳》說「為洛州緱氏人」，2冥

祥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行狀〉說「本居潁川，後徙河南」，3《舊唐

書‧玄奘傳》說「洛州偃師人」。4這幾種說法，似乎互相矛盾，其實都

沒錯。 

陳留為漢代郡名，治所在陳留縣（今河南省開封市東南陳留城）。

說玄奘為陳留人，這是指他的郡望說的，玄奘並非陳留出生，也從來沒

有在陳留生活過。玄奘先祖本居潁川（今河南省許昌市），從他的祖籍

說他「本居潁川」，是符合實際的。他的祖父陳康遷居河南洛州緱氏縣。

隋開皇十六年（596 年），廢緱氏縣，置偃師縣（今河南省偃師縣東）。

                                                 
1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1，《大正藏》冊 50，頁 221

中。 
2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4，《大正藏》冊 50，頁 446 下。 
3 [唐]釋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行狀〉，《大正藏》冊 50，頁 214 上。 
4 [後晉]劉眗等，《舊唐書》卷 191（北京：中華書局，1975 年），頁 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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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業初年復置緱氏縣。緱氏縣即偃師縣，屬洛州（今河南省洛陽市東

北）。可見，從出生地說他為「洛州緱氏人」或「洛州偃師人」，也都是

正確的。這樣一來，關於玄奘的籍貫，由郡望說是陳留人，由祖籍說是

潁川人，由出生地說是緱氏縣人或偃師縣人，可以並存。 

關於玄奘具體的出生地，道宣在《續高僧傳‧玄奘傳》中說：「其

少室山西北，緱氏故縣東北，遊仙鄉控鶴裡鳳凰谷，是法師之生地也。」5

慧立、彥悰寫《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時，新縣治已十三年，因稱

玄奘故里為：少林「寺西北嶺下，緱氏縣之東南鳳凰谷陳村，亦名陳堡

谷，即法師之生地也。」6大多數學者認為，上述描述指的是偃師縣緱氏

鎮陳河村，當地也於此村建立玄奘紀念館。然而，近年來一直有幾位學

者主張陳河村並非玄奘故里的記載，偃師縣府店鎮滑城河村才是玄奘的

真正故里。7這一說法並未得到認可。二者紛爭的關鍵有兩個：一是玄奘

出生時偃師縣的縣治位置，二是道宣等在敘述玄奘出生地時參照的是此

縣的故治還是新治。 

有學者根據《新唐書》和《舊唐書》的《地理志》考知：緱氏縣在

貞觀十八年（644 年）被廢，上元二年（674 年）七月復置，並遷址到

故縣治西北澗水南（即馬澗河），以便於管理「恭陵」（即武則天長子李

弘之陵，他被追諡為「孝敬皇帝」），縣治在今緱氏鎮。而緱氏縣本為西

漢所設，據《水經注‧洛水》記載，其縣治在春秋時期的滑國費城。考

                                                 
5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4，《大正藏》冊 50，頁 457 下。 
6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9，《大正藏》冊 50，頁 273
中。 

7 參見馮雙海，〈玄奘法師誕生及發祥地考證考察〉，《妙林》，1992 年；肖冰，〈玄

奘故里訂正〉，《中國文物報》，1993 年 3 月 21 日；溫玉成、劉建華，〈玄奘生

平幾個問題的再考訂〉，《文物春秋》，2005 年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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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調查發現，在滑城河村的南面殘存一小段城牆實體，考古鑽探也發

現，在其東南角、西北角均有城牆牆體遺跡，整個城址平面呈倒梯形，

這就是滑國費城的遺址。不過這一證據只能證明，此地確實曾經是貞觀

十八年之前的緱氏縣故治，但不能確證道宣等在敘述玄奘故里時參照的

就是舊縣治而不是新縣治。 

對於上述疑問，力主此說的學者舉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的一段話：「自後備通經奧，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不觀，非聖哲之

風不習，不交童幼之黨，無涉闤闠之門，雖鐘鼓嘈囋於通衢，百戲叫歌

於閭巷，士女雲萃，其未嘗出也。」8有學者解釋說：「滑城河村在隋代

緱氏縣城的東北角，所以才有『通衢』（大道）及『閭巷』（小道）。而

陳河村只是一個普通農村，絕不會有這一番熱鬧景象。即玄奘故里不是

在偏僻的農村，而是在一座城市之中。」9這一證據如果屬實，則可推知

玄奘少年時的生活環境確實是在縣治近邊，可惜上述引文僅僅是文學性

的表述，顯然是作者的懸測之辭，不足為據。 

二、玄奘三藏的生卒年考辨 
現存史籍中，沒有明確記載玄奘的生年，而其卒年則有間接記載。

因此，確定其生年的關鍵在於其在世壽命。而關於玄奘的在世之年，常

見的異說有五種。近代學者分別採納其中之一，玄奘的生年和生平中一

些事蹟的年月推定就會發生歧義。五種說法如下： 

第一種以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行狀〉為根據主六十三歲說。

                                                 
8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1，《大正藏》冊 50，頁 221

下。 
9 溫玉成、劉建華，〈玄奘生平幾個問題的再考訂〉，《文物春秋》，2005 年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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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狀〉並沒有在玄奘圓寂時敘述其享年歲數，僅在圓寂的那一年，即

麟德元年（664 年）正月一日，「謂弟子及翻經僧等曰：『有為之法，必

歸磨滅，泡幻之質，何得久停？今麟德元年，吾行年六十三，必卒於玉

華，若於經論有疑，宜即速問，勿為後悔。』」10〈行狀〉這段記載，即

表明玄奘圓寂時，年齡為六十三歲。 

第二種以道宣《續高僧傳‧玄奘傳》為根據主六十五歲說。《續高

僧傳‧玄奘傳》記載：玄奘在圓寂的那一年，「告翻經僧與門人曰：『有

為之法，必歸寂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行年六十五矣，必卒玉華，

於經論有疑者，今可速問。』」11道宣也是用間接的方式，表明玄奘寂年

為六十五歲。 

第三種以唐劉軻〈大遍覺法師塔銘〉（一般簡稱〈塔銘〉）為根據主

六十九歲說。〈塔銘〉則在麟德元年（664 年）二月五日云：「俄而去，

春秋六十有九。」12直接表明玄奘享壽六十九歲。 

第四種《舊唐書‧玄奘傳》的五十六歲說。《舊唐書‧玄奘傳》則

說：「六年，卒，時年五十六，歸葬白鹿原。」13直接說明玄奘享壽五十

六歲。 

第五種，《慈恩傳》記載：顯慶五年（660 年）至龍朔三年（663 年）

譯《大般若經》時，玄奘曾「謂諸僧曰：『玄奘今年六十有五，必當卒

命於此伽藍，經部甚大，每懼不終，人人努力加勤，勿辭勞苦。』」14由

                                                 
10 [唐]釋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行狀〉，《大正藏》冊 50，頁 219 上。 
11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4，《大正藏》冊 50，頁 458 上。 
12 [清]劉軻撰，〈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並序〉，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742

（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頁 7684。 
13 [後晉]劉眗等，《舊唐書》卷 191，頁 5109。 
14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10，《大正藏》冊 50，頁 27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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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推算到麟德元年（664 年），玄奘寂年的歲數，應為六十六至六十九歲。

此一歲數，似為前四種說法以外的另一種說法。 

儘管對於玄奘的享年記載分歧，但在近代之前注意者不多。現今能

夠查考到提及此事的最早著述，是元代釋念常編的《佛祖歷代通載》。

明萬曆間趙崡即已發現在玄奘生卒年問題上，文獻史傳間的記載互有參

差。趙崡在《石墨鐫華》卷四說：「《唐大遍覺玄奘法師塔銘》玄奘久居

西域，廣譯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於顯慶六年，即龍朔元年；

銘則云卒於麟德元年之二月。史云年五十六，銘云年六十九。」15入清

後，有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倪濤〈六藝之一錄〉、林侗〈來齋金石考〉

和王澍〈竹雲題跋〉等，對《慈恩傳》、〈塔銘〉與《舊唐書‧玄奘傳》

之間的抵牾，皆作過細緻的比勘和分析。迨至 1923 年 4 月，梁啟超在

《東方雜誌》第 27 卷第 7 期上，發表〈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

書後〉一文，認為〈塔銘〉的六十九歲說，為唯一正確的寂年俗壽。此

文引起陳垣等人的反駁，遂使玄奘享年問題成為唐史研究上的一大論

爭，一直到現在尚未成定論。 

五種說法之中，《舊唐書‧玄奘傳》的五十六歲說錯謬明顯，又是

晚出，不足憑信。儘管有學者以僧臘說來維護這一記載，認為玄奘十三

歲出家為沙彌，二者的相加證成六十九歲之說。但古代僧人僧臘是以受

具足戒為比丘或比丘尼的時間來計算的，玄奘二十一歲受具足戒，可

見，其僧臘並非五十六。這一說法漏洞最多，可不置評。第五種說法，

常常被作為六十九歲說的證據。而其餘三說——六十三歲說、六十五歲

說、六十九歲說，各有學者維護，也有學者反對，需要考辨一番，以確

                                                 
15 [明]趙崡，《石墨鐫華》卷 4，《石刻石料新編》輯 1 冊 25（臺北：新文豐出

版公司，1986 年），頁 18627。 



 
   玄奘佛學研究 第十九期 2013/3 32 

定本文的立場。 

六十九歲說的最初認定者是梁啟超。他在〈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

奘傳》書後〉一文中，認定〈塔銘〉的六十九歲說最為可信，其理由有

以下五點：16第一，在古今所有名人譜傳中，《慈恩傳》的價值應推第一，

諸家所記，什九皆取材於慧立的傳記，故《慈恩傳》實為奘傳的基本資

料。第二，〈行狀〉誤將《慈恩傳》所載的顯慶五年譯《大般若經》時

所說的「玄奘今年六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藍」17一語，記為「今麟

德元年，吾行年六十有三。」18又〈行狀〉中有「貞觀三年……時年二

十九」19一語，若以六十三歲推算，其年僅二十八耳，自相矛盾者一年。

而《續僧傳》的六十五歲，也自相矛盾。第三，《慈恩傳》載，顯慶二

年九月二十日，玄奘上表云：「歲月如流，六十之年，颯焉已至。」20以

六十九歲推算，是年為六十二歲，與「已至」二字之意合。第四，《慈

恩傳》於顯慶五年條下，記玄奘翻《大般若經》時，曾經對諸僧曰：「玄

奘今年六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藍」21一語，依〈塔銘〉六十九歲推

算，正與《慈恩傳》符合。 

對於梁啟超上述幾點，當代學者反駁者很多，概括起來主要是： 

第一，《慈恩傳》並非最早最可信。幾種玄奘傳記中，先寫成的是

                                                 
16 參見梁啟超，〈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佛學研究十八篇》附錄

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年），頁 355。 
17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10，《大正藏》冊 50，頁 276

中。 
18 [唐]釋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行狀〉，《大正藏》冊 50，頁 219 上。 
19 同上註，頁 214 下。 
20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9，《大正藏》冊 50，頁 273

下。 
21 同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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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狀〉，其後則是《續高僧傳‧玄奘傳》，此後才是《慈恩傳》。因此，

與其說諸家所記大多取材於慧立的傳記，倒不如說慈恩傳抄自〈行狀〉、

《續高僧傳》等書。 

第二，梁啟超說，《續高僧傳》所云「行年六十五矣，必卒玉華」22

一詞，似抄自《慈恩傳》。而石萬壽考證的結論是：「上列三段，詞句含

義大體相同，可能是同一來源，也就是傳抄自最早撰成的文獻。按：撰

成時間最早，作者參與玄奘治喪事宜最深的史料為〈行狀〉，極可能是

《續高僧傳》、《慈恩傳》所載都來自〈行狀〉，而非〈行狀〉誤載《慈

恩傳》。」23 

第三，對於〈行狀〉中所舉年歲自相矛盾的現象，幾乎是所有玄奘

相關資料的共同現象。 

第四，梁啟超以《慈恩傳》顯慶五年（660 年）條下有「年六十五

歲」一語，推算到麟德元年（664 年），正好為六十九歲，認為〈塔銘〉

可信。查《慈恩傳》所載「年六十五」一語，系玄奘翻譯《大般若經》

時所說的，而譯《大般若經》的時間，是在顯慶五年正月一日至龍朔三

年（663 年）正月二十日之間，《慈恩傳》的「年六十五」一語，在顯慶

五年到龍朔三年間，每一年都有可能，並沒有指明是在那一年，實不可

以顯慶五年作為推算的依據。 

對於梁啟超的觀點，後來主要有郭元興〈試論玄奘法師出生西行的

年代問題〉、羅香林〈舊唐書僧玄奘傳講疏〉、〈玄奘法師年代考〉和釋

東初〈玄奘大師生平年代考〉等五篇論文加以補充論證，但上述疑點並

                                                 
22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4，《大正藏》冊 50，頁 458 上。 
23 石萬壽，〈玄奘寂年歲數新證〉，《人文學報》4 期（1997 年）。在玄奘生卒年

考證的綜述和辯駁上，此文所論尤其精慎，本著此部分是參照此文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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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消除。另外，更重要的一個細節是，玄奘出家為沙彌時的「恒度」的

主持者鄭善果的官職變化，與此說不符。正如楊廷福所說：「即以六十

九歲來對勘《傳》、《狀》、《碑》、《錄》、《表》中的年歲記載，就沒有一

處相合。」24因此，此說採納者不多。 

六十五歲說，初見於道宣《續高僧傳》，後來《開元錄》、《貞元錄》

沿襲其說。現代學者陳思《唐玄奘三藏法師年譜》、呂澂〈玄奘法師略

傳〉等先後採用此說，而楊廷福在其論文和《玄奘年譜》中的考辨較為

詳細，影響也很大，大陸一些論述玄奘的書籍，一度直接標注此說而不

加甄別。 

呂澂撰〈玄奘法師略傳〉對玄奘寂年歲數，並沒有專文論述，僅於

附註中，註明採用六十五歲說的理由是：「關於奘師的年歲，有六十三、

六十五、六十九等數說，現依顯慶四年（六五九年）奘師表啟自稱『行

年六十』一語，暫定為六十五歲。」25此中所引的文獻是〈重請入山表〉。

此表中，玄奘說：「自奉詔翻譯一十五年，夙夜匪遑，思力疲盡，行年

六十，又嬰風疹。」26此中的「行年六十」一詞，呂澂即解釋為年六十

歲，由此下推至麟德元年，正得六十五歲。此表為玄奘自述的年代，按

道理應是最為可信的資料，但如有學者指出的，「奘師所上表啟中的年

歲，常自相矛盾」，27並不是最可信的資料。呂澂由表中的「行年六十」

一詞，推定為六十五歲之說，似難以成立。28 

                                                 
24 楊廷福，《玄奘年譜》（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頁 11。 
25 呂澂，〈玄奘法師略傳〉，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8（臺北：大

乘文化出版社，1977 年），頁 8。 
26 玄奘，〈重請入山表〉，《大正藏》冊 52，頁 826 中。 
27 石萬壽，〈玄奘寂年歲數新證〉，《人文學報》4 期（1997 年）。 
2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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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廷福確認六十五歲說，主要的根據是「〈行狀〉較後出，系據《續

傳》與《慈恩傳》而成。」29道宣撰《續高僧傳》的時間，最初的完成

時間是貞觀十九年（645 年），此後他又補充新撰若干篇，曾經單獨流通，

後於流通過程中被合併，因此而成今日習見之面貌。根據學者研究，道

宣寫僧傳的下限時間為麟德二年（655 年）。而〈行狀〉的作者為冥祥，

從〈行狀〉的敘述看，似乎參與了玄奘治喪事宜。且有學者認為，行狀

中所提及最後日期，係玄奘圓寂後的六十日，並未提玄奘葬儀等事。而

「奘師的葬期，據《慈恩傳》卷十所載，是在麟德元年（664 年）四月

十五日，為寂後的七十天。〈行狀〉未載葬所，實為當時的通例。因此，

行狀似應作於奘師寂後的第六十天，即安葬奘師於滻東之日以前。」30由

此可見，楊廷福以此作論據來成立六十五歲說是有困難的。 

力主六十三歲說的，最初是陳垣〈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

此後劉汝霖〈唐玄奘法師年譜〉、曾了若〈玄奘法師年譜〉、釋印順〈玄

奘大師年代之論定〉、釋隆根〈唐僧玄奘大師生平之研究〉等以及石萬

壽〈玄奘享年問題的商榷〉、〈玄奘寂年歲數新證〉兩篇論文，都主張此

說。 

陳垣在 1924 年 10 月出版的《東方雜誌》第 21 卷 19 號發表〈書內

學院新校《慈恩傳》後〉一文，反駁了梁啟超的六十九歲說，認為六十

三歲說可信，其理由有以下四點：第一，諸家記玄奘的年歲，皆自相矛

                                                 
29 同註 24，頁 9。 
30 同註 27。印順法師在〈玄奘大師年代之論定〉一文中也認為《行狀》「最為

先出。奘公卒于麟德元年（公元六六四年）二月五日。三月十五日，敕京城

僧尼以幢蓋送葬。四月十五日，葬于滻東白鹿原。《行狀》說及敕葬而未及葬

事，有『捨命時經六十日，頭髮漸生』之語，可斷為四月初旬，臨葬前所作。」

（《佛教史地論考》[臺灣：正聞出版社，1992 年]，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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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慈恩傳》亦不例外，「蓋諸師撰傳時，各據所聞，並未預先制為年

表月表，而後系以事實，故有此誤。」31第二，劉軻在玄奘寂後的一百

七十餘年撰塔銘，「為避免矛盾計，芟夷武德、貞觀時一切年歲，獨標

法師寂年為六十九。溯其所根據，蓋即根據本傳顯慶五年條下之六十五

歲，而推算麟德元年為六十九也，然何解於諸家武德五年二十一歲之說

耶﹖如是孤證，殊不足據。」32第三，「《舊唐書‧玄奘傳》謂：法師顯

慶六年卒，年五十六，尤謬，梁任公謂顯慶無六年，亦非！顯慶六年三

月朔，始改元龍朔。」33第四，「今校本於法師寂年，特取六十三歲，至

為審慎。蓋綜合諸家記載，惟武德五年滿二十歲，即二十一歲，及麟德

元年寂之說，唯能統一，校者即根據此說，推算為六十三，而又與〈行

狀〉合也。」34陳垣提出上述四條論證來支持六十三歲說的成立，但沒

有作詳盡解說。 

1930 年 9 月、1931 年 1 月出版的《師大學術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第 2 卷第 1 期，劉汝霖發表了〈唐玄奘法師年譜〉，也力主六十三歲說。

1961 年印順法師撰〈玄奘大師年代之論定〉批駁羅香林〈舊唐書玄奘傳

講疏〉35、〈玄奘法師年代考〉36所持的六十九歲之說，力主六十三歲說。

此後的石萬壽先於 1971 年 4 月發表〈玄奘享年問題的商榷〉一文，後

                                                 
31 陳垣，〈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陳垣學術論文集》集 1（北京：中華

書局，1980 年），頁 410。 
32 同上註，頁 410-411。 
33 同上註，頁 411。 
34 同上註。 
35 羅香林，〈舊唐書僧玄奘傳講疏〉，《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8（臺北：大乘文

化出版社，1977 年）。 
36 羅香林，〈玄奘法師年代考〉，《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8（臺北：大乘文化出

版社，197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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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7 年發表〈玄奘寂年歲數新證〉，全面評述諸說，完善了六十三歲

之說。著者認為，與其它諸說相比，這一推定最為成熟、妥當，本著採

取此說來論定玄奘三藏的行曆。下文選擇最重要的幾個理由來說明之。 

在現有的文獻記載中，玄奘十三歲時，鄭善果批准剃度其為沙彌之

事，對於確定玄奘的生年具有重要作用。在此需要略作綜述。 

〈塔銘〉記載玄奘六十九歲圓寂，十三歲出家，《慈恩傳》所載略

同。而玄奘圓寂於麟德元年（664 年）。依照六十九歲說，十三歲應為隋

煬帝大業四年（608 年），也就是玄奘在大業四年，由大理卿鄭善果剃度

出家。從學術界考證的結論看，這是不可能的。 

關於鄭善果任大理卿的時間，史書並未明載。而經過學者考證，鄭

善果於此年不可能任此官職。《舊唐書》卷六十二《鄭善果傳》云：「鄭

善果，父誠，大眾初討尉遲迥，力戰遇害。善果年九歲，以父死王事，

詔令襲其官爵。大業中，累轉魯郡太守。事親至孝，所至有政績，百姓

懷之。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蒞政嚴明，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

為天下第一，再遷大理卿。」37《新唐書》卷一百《鄭善果傳》云：「鄭

善果，父誠，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大業中，

轉魯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故善果所至有績，號稱清吏。嘗

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再遷大理卿。」38《隋書》卷八十及

《北史》卷九十一《鄭善果傳》則云：「鄭善果，轉魯郡太守，號稱清

吏。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勞之，考為天下最，征授光祿卿。其母卒後，

善果為大理卿。」39由此三則史料可知，鄭善果任魯郡太守，與樊子蓋

                                                 
37 [後晉]劉眗等，《舊唐書》卷 62，頁 2378。 
38 [宋]宋祁、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100（北京：中華書局，1975 年），頁 3936-3937。 
39 [唐]魏徵、令狐德棻，《隋書》卷 80（北京：中華書局，1973 年），頁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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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考為天下第一後，調任光祿卿，母卒服喪起復時，始轉任大理卿。唯

轉任三職的時間，史書並未明載。鄭善果調任光祿卿的原因，是和樊子

蓋共同被考為天下第一以後。關於樊子蓋被考為第一的時間，《隋書》

卷六十三〈樊子蓋傳〉記載：「煬帝即位，授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

業三年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40《北史》卷七十六〈樊子蓋

傳〉說：「煬帝即位，轉涼州刺史，改授銀青光祿大夫武威太守，以善

政聞，大業三年入朝，加金紫光祿大夫。」41這兩則史料，均明載樊子

蓋在大業三年（607 年），以武威太守的身份蒙煬帝召見。除此次以外，

各史書均無樊子蓋再一次以武威太守的身份被召見的記錄。由此可知，

樊子蓋與鄭善果二人，以善政被召見的時間，是大業三年，鄭善果由魯

郡太守轉任光祿卿的時間，不會早於大業三年。 

至於鄭善果改任大理卿的時間，是在其母崔氏逝世、善果服喪期滿

起復以後。服喪的時期，《隋書》卷八《禮儀志》云：「開皇初，定禮制，

凶服不入公門，期喪已下不解官，齊喪心喪已上，雖有奪情，不吊，不

賀、不預宴。」42可見，父卒，母未改醮而喪，子須為母服齊禮三年。

在此三年中，必須解官守喪，縱有奪情，亦不可遷官和預慶喜宴。三年

的喪期，依鄭玄的說法是二十七個月，王肅的說法是二十五個月。鄭善

果母逝世的時間，史書並無明文記載。即使鄭母在善果於大業三年拜光

祿卿之後即告逝世，而善果起復後，即拜大理卿，其就任新職的時間，

最早也當在大業五年以後。因此在大業四年整年中，鄭善果似不可能任

                                                                                                                   
[唐]李延壽，《北史》卷 91（北京：中華書局，1974 年），頁 3007。 

40 [唐]魏徵、令狐德棻，《隋書》卷 63，頁 1490。 
41 [唐]李延壽，《北史》卷 76，頁 2994。 
42 [唐]魏徵、令狐德棻，《隋書》卷 8，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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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理卿。43玄奘自然也極不可能由鄭善果剃度為僧，而與此事有關的六

十九歲說，也就不可能成立。 

根據學者的考證，鄭善果於大業十一年（615 年）因為「突厥圍煬

帝於雁門，以守禦功，拜右光祿大夫。」44可知，鄭善果為大理卿，應

在大業十一年前。又根據《隋書》、《通鑒》等書考證，鄭善果於大業九

年十月至東都審問楊玄感黨羽，誅殺三萬餘人，而《隋書·煬帝本紀》明

載，大業九年十二月甲申車裂玄感弟朝請大夫積善及黨羽十餘人。由此

可知，鄭善果審判此事，必然延續至大業十年初。由此可見，玄奘在洛

陽可能在此一階段遇到鄭善果而批准剃度。 

現存的幾種早期史料中，各文獻完全相同者之中有一條是：武德五

年（622 年）玄奘於成都受具足戒，當時的年齡是年滿二十，而虛歲已

經為二十一歲。這一記載符合佛教制度中的滿二十方才允許受具足戒的

規定，以此下推，麟德元年（664 年）玄奘圓寂時的歲數應為六十三。〈塔

銘〉載，玄奘年十三出家於洛陽。《慈恩傳》又載：受度時，大理卿鄭

善果奇之。如前所考辨，大業五年（609 年）後，鄭善果方有可能在東

都，是時法師十三歲，這也與六十三歲說相合。 

總之，在目前文獻中仔細考辨，以暫定玄奘生於隋仁壽二年（602

年），卒於唐麟德元年（664 年），享年六十三歲較為妥切。 

三、玄奘出家的因緣 
關於玄奘幼年時期的事蹟，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記較詳，

而其它文獻參差互見。下文的敘述以之為主。 

                                                 
43 參見石萬壽，〈玄奘寂年歲數新證〉，《人文學報》4 期（1997 年）。 
44 [後晉]劉眗等，《舊唐書》卷 62，頁 2378。 



 
   玄奘佛學研究 第十九期 2013/3 40 

依照文獻記載，玄奘法師的俗姓陳，名為褘。其先祖為「漢大丘長

仲弓之後。本居潁川，後徙河南，子孫因之為緱氏人焉。」45高祖陳湛，

曾經做過魏清河太守。曾祖陳欽（山）曾為魏征東將軍、上黨太守，封

南陽郡開國公。祖父陳康，曾為齊國子博士，轉司業，又轉禮部侍郎。

其父陳惠，「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長八尺，美眉明目，裒衣博帶，

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郡舉孝廉，拜陳留令。又遷江陵，後隋

運將衰，遂息纓冤之心，結薜蘿之志，識者高之。」46又根據《續高僧

傳‧玄奘傳》記載：「父惠，拜江陵令，解纓而退，即大業年也。」47可

知，陳惠於大業年辭官歸故里，具體時間不詳，但不會晚於玄奘八歲那

年。 

玄奘的母親為廣平宋氏，隋洛州長史宋欽之女，育有四子一女，玄

奘法師為其第四子。關於其母的情況，《古今譯經圖紀》卷四有一句話

說及玄奘「鳩車之齡落彩」，48根據學者考證，此「鳩車之齡」指五歲，

「落彩」是說「居母憂」。49也就是玄奘五歲喪母的意思。 

僧傳說：「法師粵自褓辰，夙標溫嶷，迨於二十日，更表貞淳，機

智有殊，聰敏絕異。」50這些描寫文學性很強，不可拘泥，但他確實卓

爾不群，聰慧異常，這可從以後的發展得到證實。在玄奘年少的時候，

其父就教以儒家、道家典義。靖邁《古今譯經圖記》卷四有一句話說玄

                                                 
45 [唐]釋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行狀〉，《大正藏》冊 50，頁 214 上。 
46 同上註。 
47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4，《大正藏》冊 50，頁 446 下。 
48 [唐]釋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卷 4，《大正藏》冊 55，頁 366 下。 
49 陳思，〈玄奘法師年譜〉，《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8（臺北：大乘文化出版社，

1980 年），頁 177。 
50 同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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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竹馬之齒通玄」，51根據學者考證，「竹馬之齒」是指七歲。52「年八

歲，父坐於幾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

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訓，豈宜安坐？』父甚悅，知其

必成，召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烏也。』」53可見，其父及其族

人早就感到此兒將來必成大器。 

關於玄奘父親的卒年，幾種重要的玄奘傳記都隻字未提。而現存的

玄奘於顯慶二年（657 年）改葬父母時，上唐高宗的表文中說：「玄奘不

天夙種，荼蓼兼複，時逢隋亂，殯掩倉卒，日月不居，已經四十餘載。」54

當今學者對此解讀不一。有學者將此事係於大業七年（611 年），其理由

是：在玄奘十一歲前後，其兄長捷法師攜其至洛陽淨土寺，「若其父尚

在，必不致有此。」55有學者不同意此解，其理由有三：第一，大業七

年，隋亂初起，尚未波及東都附近，則似未至於殯掩倉卒之境。第二，

因由顯慶二年（657 年）回溯至大業七年，已經四十七年，與五十年接

近，不應該說成四十餘。第三，玄奘法師出家之年，如在其父卒後，則

慧立《慈恩傳》中應有提及。其父卒年在出家之後，則傳內略之，尚較

可信。56兩種不同解釋的差別，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對其出家動機的認定。 

關於玄奘出家的原因，現存文獻語焉不詳。〈行狀〉說：法師「爰

                                                 
51 同註 45。 
52 同註 49。 
53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1，《大正藏》冊 50，頁 221

下。 
54 同上註，頁 273 上。 
55 劉汝霖，〈唐玄奘法師年譜〉，《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8，頁 224。 
56 曾了若，〈玄奘法師年譜〉，《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8，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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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宿植，早厭樊籠，驛思玄門，翅神覺道，大業之際」57而出家。《慈恩

傳》卷一說：「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

因將詣道場，誦習經業。」58這兩種記載，都將玄奘出家的動機解釋為

對佛法的崇信。對比之下，道宣的記載則頗為微妙：「兄素出家，即長

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聯班群伍，住東都淨土寺。

以奘少罹窮酷，攜以將之。日授精理，旁兼巧論。」59此中的「少罹窮

酷」耐人尋味，似乎暗示玄奘少年時期生活頗顯困頓，其兄由此才攜其

住於佛寺。對於此問題，現存的有限資料無法判定，姑且從疑。 

不管出於何種情形，十一、二歲時，玄奘在其二兄長捷法師的帶領

下，住於東都洛陽的淨土寺。他跟隨其兄在淨土寺做了一兩年「行者」。

「俄而有勅，於洛陽度二七僧。時業優者數百，法師以幼少，不預取限，

立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理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見而奇之。問曰：

『子為誰家？』答以氏族。又問：『求度耶？』答曰：『然。但以習近業

微，不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為？』答：『意欲遠紹如來，近光

遺法。』果深嘉其志，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僚曰：『誦業

易成，風骨難得。若度此子，必為釋門偉器。但恐果與諸公不見其翔翥

雲霄、灑演甘露耳。又名家不可失。』」60玄奘出家為沙彌的經過就是如

此，當時他年十三。依照享年六十三歲推算，此年即為隋大業十年（614

年）。 

                                                 
57 [唐]釋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行狀〉，《大正藏》冊 50，頁 214 上。 
58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1，《大正藏》冊 50，頁 221

下。 
59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4，《大正藏》冊 50，頁 446 下。 
60 同註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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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玄奘法師的早期行曆 
出家之後，玄奘與兄長捷法師同住於洛陽淨土寺。「時寺有景法師

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論》，愛好逾

劇，一聞將盡，再覽之後，無複所遺，眾咸驚異。乃令升座覆述，抑揚

剖暢，備盡師宗，美問芳聲，從茲發矣。」61玄奘剛出家為沙彌，就有

機會學習《大涅槃經》和《攝大乘論》，這為他以後研習佛法精義打下

了良好的基礎。 

大業年間的東都，佛教法事極盛。隋煬帝於東都建立四大道場，召

天下著名僧尼居於此。如《慈恩傳》卷一記載：「初煬帝於東都建四道

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來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將如林，景、脫、

基、暹為其稱首。」62此中所說的四大師即慧景、智脫、道基、寶暹。

智脫卒於大業三年（607 年），其餘三位高僧後來都先後成為玄奘的老

師。由此導引，洛陽的義學僧人極多，講說經論，探究經義，蔚然成風。

《續高僧傳‧玄奘傳》有記載：「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攝

論》，輪馳相系。每恒聽受，昏明思擇。僧徒異其欣奉，美其風素，愛

敬之至，師友參榮，大眾重其學功，弘開役務。時年十五，與兄住淨土

寺。」63從這一段敘述看，玄奘剃度為沙彌之後，經常至慧日道場聽高

僧宣講《大涅槃經》和《攝大乘論》。而至十五歲時方才常住淨土寺，「由

是專門受業，聲望逾遠。」64如果依照玄奘享年六十三歲推算，大業十

二年（616 年）玄奘十五歲。 

                                                 
61 同註 58。 
62 同註 58，頁 222 上。 
63 同註 59。 
64 同註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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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隋末戰亂，洛陽成為混戰中心，大業十三年前後，很多僧人

逃離了洛陽。在隋煬帝於揚州被殺後，王世充在此地建立「鄭國」，同

時，僧人已經不能自由出入洛陽了。玄奘法師對其兄說：「此雖父母之

邑而喪亂若茲，豈可守而死也？余聞唐帝驅晉陽之眾，已據有長安，天

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65於是，玄奘與其兄一起來到長安，

此即武德元年（618 年）。唐王朝是在此年五月正式立國的，因此，玄奘

兄弟到長安不會早於本年五月。 

關於玄奘此年在長安的活動，《續高僧傳‧玄奘傳》記載稍詳些：「大

業餘曆，兵饑交貿，法食兩緣，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

欽仰，乃與兄從之，行達長安，住莊嚴寺。」66由此可知，玄奘與其兄

是跟隨道基法師一起離開洛陽至長安的。到達長安後，住於莊嚴寺。此

寺是隋文帝修建的，原名禪定寺，武德元年（618 年）剛剛改名。 

《慈恩傳》說：「是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為急務，

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67而隋末，

大批僧人前往蜀地，玄奘法師對其兄說：「此無法事，不可虛度。願遊

蜀受業焉。」於是二人相隨，與經子午穀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

皆道場之大德。相見悲喜，停月餘，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68

需注意，此引文中的「道場」應該是指隋煬帝在洛陽建的「四道場」，

如果聯繫前文所說的玄奘曾經至慧日道場聽講經論的話，引文中所說的

「相見悲喜」就更易於理解。因此，此中的「景法師」即慧景，空法師

                                                 
65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1，《大正藏》冊 50，頁 222

上。 
66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4，《大正藏》冊 50，頁 446 下。 
67 同註 65。 
68 同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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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四道場」僧人之一。 

在前往成都的路旅，玄奘法師仍然向空法師和景法師請教，到達成

都時，已經將《攝論》、《毗曇》各研習一遍。 

當時的成都，儼然一個新的弘法中心，在戰亂的背景下，此地大師

雲集，各種經論都有宣講弘揚者。如《慈恩傳》記載：「諸德既萃，大

建法筵。於是更聽基、暹《攝論》、《毗曇》，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

陰，勵精無怠。二三年間，究通諸部。時天下饑亂，唯蜀中豐靜，故四

方僧投之者眾，講座之下常數百人。」69到成都後，玄奘聽寶暹講《攝

論》，向道基學《毗曇》，向道振學《迦旃延阿毗曇》（即《阿毗曇八犍

度論》）。 

關於玄奘在成都研習《攝論》的情形，道宣有一敘述：「昔來《攝

論》十二住義中表銷釋，十有二家，講次誦持，率多昏漠。而奘初聞記

錄，片無差舛。登座敘引，曾不再緣。須便為述，狀逾宿構。如斯甚眾，

不可殫言。」70 

玄奘在成都還向「震法師」學習《迦延》。 

玄奘入蜀的時間大概是在武德二年（619 年）年初之後的事情。至

於在成都停留的時間，幾種史籍記載不一致，〈行狀〉說「四、五年間，

究通諸部。……法師年二十有一，以武德五年受戒」71等等。《慈恩傳》

卷一記載：「二、三年間究通諸部。……法師年滿二十，即以武德五年，

於成都受具。」72但不管如何，玄奘與武德五年在成都受具足戒是一致

                                                 
69 同註 65。 
70 同註 66，頁 447 上。 
71 [唐]釋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行狀〉，《大正藏》冊 50，頁 214 中。 
72 同註 65，頁 22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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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按照佛教儀軌，受大戒之後的比丘需要有一兩年時間學習戒律，

因而玄奘離蜀的時間不大可能是在武德五年，應該是晚一兩年之後的事

情。如此來推理，兩家的記載不見得就是矛盾的。《形狀》的寫法可能

是將法師在成都的時間先作一綜合敘述，然後再寫其受戒之事。而《慈

恩傳》則可能是先敘述學習經論之事，然後再敘述武德五年受戒之事。

總之，玄奘在成都停留的時間不會短於五年。離開的年齡應該是在二十

二歲後。玄奘在成都由沙彌成為一位比丘，而其兄長捷法師則是一位公

認的高僧。對此，史籍也有記載敘述。 

《慈恩傳》記載：玄奘法師受具足戒「坐夏學律，五篇七聚之宗，

一遍斯得。益部經論，研綜既窮，更思入京，詢問殊旨，條式有礙。又

為兄所留，不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侶，泛舟三峽，沿江而遁，到荊州

天皇寺。」73玄奘離開四川，是因為研綜已窮，多留無益。他離蜀之後

想到何處呢？依〈行狀〉和《慈恩傳》，是因當時天下粗定，京城法席

更開，便再思入京，由於因緣不遂，為兄所留，只得私自跟隨商侶，沿

江而下，到達荊州。道宣《續高僧傳‧玄奘傳》說：「晚與兄俱住益南

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遠，義重疏通，鑽仰一方，未成探賾。』

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敷化，振網趙邦。憤發內

心，將捐巴蜀。捷深知其遠量也，情顧勤勤，每勸勉之，而正意已行，

誓無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間行江硤。」74依此說，則是玄奘聽說趙州

道深之名，想從學於他，因為兄長不同意，他只好偷偷離開。應該說，

《續高僧傳》的說法更準確，因為後來玄奘並未從荊州到京，而是北上

求學。不過依照〈行狀〉和《慈恩傳》，玄奘後來從荊州直接北上，依

                                                 
73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1，《大正藏》冊 50，頁 222

中。 
74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4，《大正藏》冊 50，頁 44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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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所敘述，則是「經途所及，荊揚等州，訪逮道阾，莫知歸詣。便北

達深所，委參勇鎧。」75還順道訪問了揚州等地。雖稱遊學訪道，然並

未遇到真正的高人，於是玄奘向北到趙州向道深求學。 

玄奘到達荊州的時間，可能是武德六年（623）或者七年。據《慈

恩傳》卷一記載： 

時漢陽王以盛德懿親，作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躬身禮謁。

發題之日，王率群僚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征詰雲

發，關並峰起。法師酬對解釋，靡不詞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

悲不自勝。王亦稱歎無極，嚫施如山，一無所取。76 

據《舊唐書》卷六十，漢陽王李瑰，武德元年（618 年）封漢陽郡公，

武德五年晉爵為王，後代兄李孝恭為荊州都督。李孝恭於武德五年四月

為荊州總管，武德六年八月，輔公祏反，李孝恭奉命為行軍元帥，前往

討伐。如此，李瑰代兄孝恭任，至少是在八月以後。玄奘受戒之後不會

立即離開成都，因此，最早也是武德六年，以武德七年最有可能。玄奘

在荊州天皇寺至少停留半年以上，因為他在此地「講《攝論》、《毗曇》，

自夏迄冬，各得三遍」。77 

對於玄奘荊州之行，其弟子靖邁亦有記載。78靖邁指出，玄奘沿江

而下，為的是尋師訪友，求道問學。這裡還講了一個新的說法，即他在

荊州說法時，大德智琰（564－634 年）等竟為之感泣，說了如上文所引

的話語，且以高齡欲拜玄奘為師。雖然《慈恩傳》中也有「深悟者，悲

                                                 
75 同上註。 
76 同註 73。 
77 同註 73。 
78 [唐]釋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卷 4，《大正藏》冊 55，頁 36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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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自勝」79之說，但未提具體僧人法號。 

據《續高僧傳》卷十四本傳，智琰是大莊嚴寺爝法師的高足，陳亡

東歸，削跡虎丘，將三十載，受到隋晉王和文帝的欽敬。隋末之時，「屬

炎曆有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吳益甚。檀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

十載，化行常部。大唐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年（624 年），蘇州總管

武陽公李世嘉，與內外公私，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賓慧侶，更

複曩時；龍沼鳳林，信為懷喜。」80智琰於隋開皇九年（589 年）陳亡後，

隱跡蘇州虎丘近三十載。隋末離亂時，化行毗陵，在常州前後十載，武

德七年回到虎丘。如此智琰未曾離開江東，武德七年時似乎仍在蘇州，

似乎不大可能跑到荊州聽玄奘說法。如此來說，靖邁此說似有道聽途說

的嫌疑。道宣所寫的玄奘傳記說及玄奘曾經到過揚州，因而玄奘曾與智

琰相見倒是可能的。 

玄奘可能於武德七年末或八年初離開荊州，前往揚州。停留數月，

繼續北上。 

玄奘北行的具體路線難於悉知，他有可能從江南渡江到彭城，漸次

向北，經山東到達河北。大概於武德八年（625 年）末或九年初，玄奘

到達趙州。依照道宣之說，是先到趙州從學道深，然後南下到鄴，再從

學於慧休。依〈行狀〉和《慈恩傳》，則是先到相州，後到趙州。這可

能是由於所述行程路線不同，若自荊州北遊，必從河南到河北，則相州

是必由之路，不可能繞過慧休北上，若是自揚而下，則可能經山東到河

北，不必路過相州。〈行狀〉、《續高僧傳》記事過簡，依《慈恩傳》說：

玄奘於武德八年末或九年初到達趙州，從學十月，則已到了九年末，又

                                                 
79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1，《大正藏》冊 50，頁 222

中。 
80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14，《大正藏》冊 50，頁 53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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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慧休之名，南下相州，從學八月，則應是貞觀元年（627 年）秋天。 

玄奘在貞觀元年（627 年）秋天之後回到長安。《慈恩傳》卷一又記

載：「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嶽法師學《俱舍論》，皆一遍而盡其旨。」81

在京之時，他先跟從道嶽學習《俱舍論》，後跟名僧法常、僧辯學習《攝

大乘論》，更從玄會學習《大涅槃經》等。至此，他已遍歷名師，所獲

極多，但還是有疑莫參，便下決心遠行印度求法。 

五、結語 
本文經過考證，結論如下： 

其一，關於玄奘大師的籍貫，由郡望說是陳留人，由祖籍說是潁川

人，由出生地說是緱氏縣人或偃師縣人，可以並存。 

其二，在目前文獻中仔細考辨，以暫定玄奘生於隋仁壽二年（602

年），卒於唐麟德元年（664 年），享年六十三歲較為妥切。 

其三，玄奘五歲喪母，而其父在其出家為沙彌前去世的可能性大些。 

其四，關於玄奘出家的原因，現存文獻語焉不詳。對比之下，道宣

記載。其「少罹窮酷」耐人尋味，似乎暗示玄奘少年時期生活頗顯困頓，

其兄由此才攜其住於佛寺。不管出於何種情形，十一、二歲時，玄奘在

其二兄長捷法師的帶領下，住於東都洛陽的淨土寺。他跟隨其兄在淨土

寺做了一兩年「行者」。依照享年六十三歲推算，此年即為隋大業十年

（614 年）。 

 

 

                                                 
81 [唐]釋慧立、彥悰，《大唐慈恩三藏法師行傳》卷 1，《大正藏》冊 50，頁 22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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