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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有大乘與聲聞乘兩種，遠從印度傳到西藏與中國內地，再從這

兩處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的佛法就是大乘佛教，也是目前全球學術界對

佛教的主流研究對象。其中龍樹論師在大乘佛教的思想發揚有不可磨滅

的功績，而在龍樹論師的弟子中，提婆論師則無疑是最傑出的一位，也

是一位德高望重、享有盛名的論師。 

在相關的佛教典籍中，提婆論師是一位有許多傳說的傳奇人物，在

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中，也先後 6 處共 37 次提及其一生奇特的行

誼，包括窣祿勤那國、鉢邏耶伽國、摩揭陀國、憍薩羅國、珠利耶國、

朅盤陀國及結論。本文將從《大唐西域記》及其他文獻來探討，希望藉

由此文能儘量減少神話的傳說，增加對此一人物在實際面上的重視與認

識。 

 

 

關鍵詞：《大唐西域記》、玄奘、龍樹、提婆、馬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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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age Comparison of Aryadeva:  

Referencing to the materials descrip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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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hayana (the great vehicle) and Śrāvakayāna (the vehicle of the 

hearers) are included in Buddhism; the teachings that originated in India 

branched out to China and Tibet and eventually spread to all corn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referred to as Mahayana Buddhism. In the moment, this is the 

mainstream subject of study among Buddhist academia. 

Nagarjuna’s contribution in propagating Mahayana Buddhist philosophy 

is considered indelible. The Madhymika (the Middle Way School) founded by 

this great scholar. Among all Nagarjuna’s disciples, Aryadeva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outstanding one, also a renowned scholar who is highly revered for 

his achievement.  

Given his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 chose to investigate 

this legendary figure from The Great Tang Record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hich was written by Master Hsuan Chuang and other articles, he has been 

mentioned in totally 37 times of 6 points in The Great Tang Record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Śrughna, Praya^ga, Magādha, Kauśala, Cholya, 

Khabandhaand Conclusion.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give more weight to 

 
＊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漢藏二部資料記載的提婆論師形象比較  155 

 

 

factu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acknowledgement of this important figure, without reliance 

on mythical tales. 

 

 

 

Keywords: The Great Tang Record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Hsuan-Chuang, 

Nagarju, Aryadeva, Avasgosana 

  



156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八期 2022/9 

 

 

 

所有佛教起源於印度是毫無爭論的事實，佛教有大乘與聲聞乘兩

種，大乘又有般若乘與密宗乘兩種。大乘佛法一路從印度流傳到中國內

地，再從中國內地流傳到日本、韓國等地。另一路則從印度直接流傳至

西藏，再從西藏流傳至蒙古等地。簡言之，遠從印度傳到西藏與中國內

地，再從這兩處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的佛法就是大乘佛教，也是目前全

球學術界對佛教的主流研究對象。 

大乘佛教（以藏傳佛教定義）主要可分為無著論師開創的唯識宗及

龍樹論師開創的中觀宗兩種，後者（中觀宗）又可分為主張諸法非諦實

成立、非自相成立的中觀應成宗及另一主張諸法雖非諦實成立，然而是

自相成立的中觀自續宗兩種 1，在龍樹論師的弟子中，提婆論師無疑是

最傑出的一位 2。 

龍樹論師在大乘佛教的思想發揚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並且他除了是

中觀宗之開創者，甚至被尊為是八宗之祖，而他的後繼弟子提婆（阿闍

梨）亦是一位德高望重、享有盛名的論師。並且在其後的佛護論師與清

辨論師等諸自續宗與應成宗的阿闍梨，都將提婆阿闍梨視同於龍樹論師

般的尊崇，並奉為根本中觀宗祖師而恭敬頂戴，故針對此一特殊地位之

學者加以探討。 

在相關的佛教典籍中，提婆論師是一位傳奇的人物，故希望藉由此

文能儘量減少神話的傳說，增加對此一人物在實際面上的重視與認識，

故將針對以下之議題逐項討論： 

一、出生的討論。 

二、在《大唐西域記》中之記載。 

 
1 以藏傳佛教之宗義分類，把如來藏歸類於中觀宗之中。 

2 聖嚴法師，《印度佛教史》（新北市：法鼓文化事業，1997 年），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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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授記與師承。 

四、度眾事蹟。 

五、結語。 

 

提婆論師，亦有稱提婆菩薩、聖提婆、提婆、聖天、或是阿亞疊瓦

等譯名（除原翻譯外，以下統稱為提婆論師），阿亞疊瓦的梵文是आर्यदेव，

轉寫為 Ārya-deva，根據《梵藏漢對照辭典》，ཨཱརྱ་འཕགས་པ་ 的意思是「聖

（佛）」3，即超出世間、超出凡夫的地位；而 དེབཏ་ལྷ་ 的意思是「天（佛），

神，功德處」4，即恭敬與供養的對象，如國王、高僧、神、佛等。 

在梵文आर्यदेव翻譯成藏文為 འཕགས་པ་ལྷ，音譯為 ཨཱར་དེ་ཝ་，中譯「聖天」，

梵文轉寫 deva 的音譯為「提婆」，《大唐西域記》中總共提及「提婆菩薩」

11 次，有時比較常用「提婆」二字，但較少使用「聖天」這個名稱 5；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翻譯的《提婆菩薩傳》中也使用「提婆菩薩」之譯名。 

提婆論師接續龍樹論師之派別門風，挫敗外道，弘揚佛門聲譽及恢

復佛門制度，對此一位特殊的人物，其生動傳奇的一生，更是大眾所好

奇與關注的焦點，他的出生有不同的說法，詳述如下： 

（一） 提婆論師出生於皇家之論述（胎生） 

 
3 安世興編，《梵藏漢對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 年），頁 788。 

4 安世興編，《梵藏漢對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 年），頁 198。 

5 提婆，藏傳佛教譯為聖天、聖提婆，傳說他有一隻眼睛失明，所以又被稱為

片目。另容易被混淆的是提婆達多（Devadatta），Deva 即提婆，意為天神；

Datta 意為授予、啓予、賜予，提婆達多是親人向上天祈禱才生下的，所以取

名為「提婆達多」，釋迦牟尼佛的堂兄弟。提婆達多曾經加入釋迦佛的僧團，

但是後來因為意見不合與權力鬥爭，另外成立教派，造成教團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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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瓊堪布（མཁན་པོ་ངག་ཆུང）所著《中觀四百論釋海滴》（བཞི་བརྒྱ་པའི་རྣམ་པར་

བཤད་པ་རྒྱ་མཚོའི་ཟེགས་མ）云： 

生為斯里蘭卡王族身，聖者所攝滅諸對辯者， 

闡明甚深中觀妙善道，恭禮世間獨眼聖者天。6 

按照印度的歷史記載，他是斯里蘭卡洲班紮希岡（པཉྩ་ཤི་གམ།）國王之

子。覺囊派著名學者多羅那它所著《印度佛教史》云： 

阿闍梨提婆，按照西藏人普遍的傳說，他是從僧伽羅島國王的花

園裡的蓮花中化生，國王把他視為養子撫育，後來當了阿闍梨龍

樹的弟子，在阿闍梨龍樹住世時期，他調伏了外道難勝黑色

（Durdharsakala, thub dka’ nag po）。有的人說還不止這些，他與

獲成就者揭那梨婆（karnaripa）是同一個人，在龍樹還在世時

就化作虹身而逝。在西藏這裡，……就會被認為是千真萬確的，

別的說法再也聽不入耳，甚至心裡還覺得不舒服。但事實上月

稱阿闍梨在《四百論釋》中也說（提婆）是僧伽羅島的國王之

子。7 

此外，在月稱論師所著《四百論釋》云： 

由於此位阿亞疊瓦阿闍梨，意欲成為龍樹阿闍梨弟子，是故僅屬

此宗然而非餘宗。由於聖天阿闍梨是僧伽羅洲的王子，後捨王位

出家，遊歷到南印度遇龍樹，受龍樹教，即為龍樹的近住弟子，

 
6 阿瓊堪布（མཁན་པོ་ངག་ཆུང，1879-1940）著，《中觀四百論釋海滴》（甘孜：喇榮五

明佛學院‧金剛降魔洲出版社，2007 年），頁 33。 

7 多羅那它（1575-1634）著，張建木譯，《印度佛教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

社，1994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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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學彼宗，故此《四百論》所述真實性，即是《中觀論》所宣

真實性，性相（མཚན་ཉིད་，或譯為定義）並無殊異。8 

在賈曹傑《四百論釋——善說心要》云： 

由於聖天阿闍梨是獅子島（今錫蘭島）的王子，後捨王位出家，

遊歷到南印度遇龍樹，受龍樹教，即為龍樹的近住弟子。由於他

博通並深修顯密教法，現生已得佛位，因為聖天阿闍梨在他自己

的著作《攝行論》中親口說他證得無上瑜伽不共幻身；而如果證

得無上瑜伽不共幻身，此生決定獲得殊勝成就，這是怙主龍樹的

意思。文中已以理說明論師的家世背景。9 

（二） 提婆論師出生於蓮花之中之論述（化生） 

在多羅那它所著《印度佛教史》云： 

印度的史料中也這樣傳說，所以記錄如下，僧伽羅島的國王般遮

室利甘（Pancasrigam）有一位具相之子，長大後被立為儲君。但

是他（聖天）切望出家，於是跟隨親教師黑摩提婆（Hemadeva）

出家並受了具足戒。他通曉全部三藏之後，為瞻仰各地的佛寺、

佛塔而到了贍部洲，此處（贍部洲）指印度，另有人認為：「若

主張他（聖天）是胎生恐將違背月稱論師的論述，難道沒有過

失？」10 

 
8 月稱論師著，《四百論釋》（丹珠爾對勘本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中

觀，ཡ། 卷，書號 60），頁 1010。 

9 賈曹傑（1364-1432）著，《四百論釋‧善說心要》，（瓦拉那斯：瓦拉那斯甘

丹總事部，1971 年），頁 3。 

10 多羅那它（1575-1634）著，張建木譯，《印度佛教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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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照字面解釋確實如此，但實際上因為斯里蘭卡國王班般遮室利甘

沒有子嗣，認其為子，故稱王子並無矛盾，而月稱論師亦未曾否認他是

化生。馬鳴阿闍梨獲得不被胎生降伏的共通悉地，以及經中授記他是化

生等為理由，主張阿亞疊瓦是化生並無矛盾。因此巴沃•祖拉稱瓦（དཔའ་

བོ་གཙུག་ལག་ཕེང་བ་）說：「蓮花中化生，且被公認為王子。」因此，不僅是中

文史書、天竺印度與雪域西藏公認學者的論著中，都主張提婆是斯里蘭

卡王子，故此事實一定如是。 

在若干藏文史書中說他是斯里蘭卡國王林苑的蓮花化生，例如在薩

迦派祖師八思巴大師所著《二勝六莊嚴讚》及《薩迦派常用課誦》（རྒྱན་

དྲུག་མཆོག་གཉིས་ཀི་བསོད་པ་གཞུང་ལུགས་མ）中云： 

由福蓮池所培植，淨願蓮花中出生，有寂富饒極殊勝，恭禮殊勝

諸天師。11 

阿旺貢噶索南（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所著《噶當佛教史》說： 

阿亞疊瓦是龍樹論師的頂尖弟子，在《文殊本續》授記云：阿亞

疊瓦曾為佛陀眷屬中的蓮花手菩薩，曾於佛前發願將降伏外道

徒，並獲佛開許，他是斯里蘭卡國王花園裡的蓮花所生，國王認

其為子，於龍樹座前出家，精通所有明處，他調伏名為「瑪廓」

（མ་ཁོལ་，即馬鳴）者，由於獲得自在天加持，凡是胎生都無法勝

過他，後來〔瑪廓〕進入佛門，他就是勇士阿闍梨（སབོ་དཔོན་དཔའ་བོ་）。

 

社，1994 年），頁 97。 

11 八思巴大師（1235-1280），《薩迦派常用課誦》（拉薩：西藏民族出版社，2003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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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此論主張阿亞疊瓦是化生。12 

擁有神通的班智達上師金剛座（བླ་མ་རོ་རེ་གདན་པ་，11世紀）所著《八十

四大成就者祈請》云： 

敬師得悉地，蓮花生妙色，阿亞疊瓦尊，頂禮彼上師。13 

著名的藏傳學者布敦仁欽珠（བུ་སོན་རིན་ཆེན་གྲུབ，1209-1364）所著《布敦

佛教史》云： 

彼子阿亞疊瓦於斯里蘭卡洲蓮花中化生，國王認其為子……，成

長後往赴龍樹阿闍梨處勤學，精通所有明處與內外道宗義。14 

另外，在綽普譯師慈德（ཁོ་ཕུ་ལོ་ཙྰ་བ་བྱམས་པའི་དཔལ་）所著《聖龍樹父子讚》

（འཕགས་པ་ཀླུ་སྒྲུབ་ཡབ་སྲས་ལ་བསོད་པ་）云： 

三界自在虛空藏欣喜，妙明蓮花花蕊中誕生， 

險時肩負弘法之重任，阿亞疊瓦足下稽首禮。15 

格魯派三父子之一克主傑尊者所著《續部總釋》云： 

聖天論師於斯里蘭卡國王花園的蓮花中化生如天子，國王認其為

 
12 阿旺貢噶索南（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1597-1659）著，《噶當佛教史》（西寧：

青海民族出版社，1995 年），頁 17。 

13 班智達上師金剛座著，《八十四大成就者祈請》，丹珠爾對勘本版，怛特羅部，

ཚུ 卷，書號 41，頁 933。 

14 布敦著，《布敦佛教史》（蒙古：扎西倫波出版社，1991 年），頁 149。 

15 綽普譯師慈德（ཁོ་ཕུ་ལོ་ཙྰ་བ་བྱམས་པའི་དཔལ་，1173-1236）著，《聖龍樹父子讚》（New 

York: Dharma Publishing），頁 50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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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16 

在《中觀四百論》之後記云 17： 

《菩薩瑜伽行四百論》是龍樹論師的弟子提婆阿闍梨所撰，他於

斯里蘭卡洲蓮花中化生，徹底駁斥非正見，闡明中觀道。如上在

「丹珠爾」（論疏部）中也明確表示聖天論師是化生。18 

欽文殊（མཆིམས་འཇམ་པའི་དབྱངས་，13世紀）所著《俱舍釋明莊嚴論》（མཛོད་

འགེལ་མངོན་པའི་རྒྱན།）云： 

化生者如初劫人類、聖天、湖生等。文中的例子說明聖天論師是

化生者（四生之一）。另有上師金剛座（བླ་མ་རོ་རེ་གདན།）、綽普譯師

慈德（ཁོ་ཕུ་ལོ་ཙྰ་བ་བྱམས་པའི་དཔལ།）、八思巴大師（འགོ་མགོན་ཆོས་རྒྱལ་འཕགས་པ།）、

布敦遍知（བུ་སོན་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阿捏夏阿旺貢噶索南（ཨ་མེས་ཞབས་ངག་

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巴登慈誠（དཔལ་ལྡན་ཚུལ་ཁིམས།）都主張提婆論師

為化生。19 

（三） 提婆論師的出生時間及地點 

提婆論師除了其出生狀況是胎生或是化生有不同的見解外，出生

地在斯里蘭卡則沒有太大的爭議，在出生時間上，則有不同的看法，

 
16 克主傑尊者（1385-1438），《西藏十明大藏》（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2022

年），頁 295。 

17 「後記云」，在此處並非提婆論師自己之論述，並無法確定作者。 

18 提婆著，《中觀四百論》，收錄於北京、納唐兩個丹珠爾版本跋文（62 丹珠爾

對勘本版，中觀，ཚ། 卷，書號 57），頁 824，對勘注 820。 

19 欽文殊著，《俱舍釋明莊嚴論》《欽文殊文集》（新德里：達蘭薩拉文化局出版

社，ཀ 卷，經函，長條經文），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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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登秋珠所著《印度王朝史》中《印度歷史——善說新月》云： 

近代歷史學家都推測提婆論師是西元第三世紀在世，筆者覺得這

並無矛盾，假設龍樹論師誕生於第一世紀末葉，而提婆論師誕生

於第二世紀中或末葉，其壽命可延續至第三世紀初葉。假設龍樹

論師享年500歲是歷史的共識，提婆論師則可住世至第五世紀毫

無問題。……雖然印藏諸位智者對此有不同說法，其中佛入涅槃

600年後提婆論師出世的主張是最合理，這與《印度王朝史》和龍

樹論師誕生的年代核對，可推測大師大約是第一世紀末與第二世

紀初誕生。20 

關於提婆論師誕生於斯里蘭卡（སིངྒ་ལ），阿納慈仁扎西（ཨ་སྔགས་ཚེ་རིང་

བཀྲ་ཤིས་）所著《藏文辭藏海》（བོད་ཡིག་ཚིག་གཏེར་རྒྱ་མཚོ། །）云： 

從此不久提婆誕生於斯里蘭卡。21 

學者更敦群培（དགེ་འདུན་ཆོས་འཕེལ།）所著《斯里蘭卡史•智游列國漫記》

（གཏམ་རྒྱུད་གསེར་ཐང་། 2）云： 

如經中授記佛法後期流傳於南、北方，位於贍部洲周邊三大國之

中，而斯里蘭卡是聲聞法藏流傳至其他兩國的主要源流。文中顯

示的斯里蘭卡即是提婆論師的誕生地。22 

 
20 圖登秋竹著，《印度王朝史》下冊（新德里：德里西藏家出版社，2002 年），

頁 415。 

21 阿納慈仁扎西著，《藏文辭藏海》，（北京：中國西藏知識出版社，1996 年），

頁 26。 

22 更敦群培（དགེ་འདུན་ཆོས་འཕེལ།，1903-1951）著，《斯里蘭卡史‧智游列國漫記 2》

（拉薩：西藏藏文古書出版社，1994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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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སིངྒ་ལ）的梵文轉寫為Siṅgala，直譯之文義即是「持獅子」之意。 

此洲普遍被稱為「蘭卡」（ལངྐ་）而當地人也這樣稱呼自己的地名，

稱印度為「贍部洲」（འཛམ་བུ་གིང་）。以下帶有連結詞（音節點）的「斯

里蘭卡」（སིངྒྷ་ལ་）及沒有連結詞的「森哈」（སིཾཧལ་），則是眾人普遍

使用的名稱，其義為「持獅子」（སེངེྒ་འཛིན་）。另有「紮瑪帝巴瓦」

（ཙམརདིཔ་བ་བ་）之稱，他們的《王朝史》中也出現此名稱，我們的

諸多論中則說這與斯里蘭卡同義，另於《毘奈耶經》〈無比者出現

品〉（དཔེ་མེད་པའི་བྱུང་བའི་སྐབས་）的「搭瑪迪巴」（ཏཱམྲདིཔ་）——「銅洲」（ཟངས་

གིང་）也是指斯里蘭卡，而他們自己也對此有所了解，西印度野人

稱此為「梭南迪巴」（སོརྞདི་པ་）——金洲（གསརེ་གིང་）並視為聖地，印

度的寓言中也常出現「蘭卡金」（ལངྒའི་གསེར་）之名。因此，斯里蘭

卡、森哈、蘭卡、希里蘭卡、銅洲、紮瑪帝巴、搭瑪迪巴都是同

義異名，佛陀曾於此處降伏十萬魔軍，《楞伽經》中的「楞伽」二

字也指此處，眾所周知此處同時也是十頸羅剎鬼（སྲིན་པོ་ལངྐ་མགིན་བཅུ་）

的地盤。23 

總結上述各種觀點，對於提婆論師的出生是胎生或是化生，個人的

觀點是應該胎生才比較合理，理由是在提婆的著作《攝行論》中，他親

口說證得無上瑜伽不共幻身，而在密教中要能證得不共幻身的條件必須

有胎身六界 24，這是化生所不具備的；而前賢的各種說法都可以參考，

因為這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決定見，生而為人，不管前世是何種尊貴的

 
23 更敦群培著，《斯里蘭卡史‧智游列國漫記 2》（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94 年），頁 5。 

24 胎身六界表自父親處所獲得的精、骨、髓及自母親處所獲得的皮、肉、血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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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已經都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要好好保握現在時間，自主作人，

孝順父母，尊重師長，好好維護自己的家庭，不去製造社會問題，就是

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而筆者身為一位出家的比丘，生活自當遵守戒律，

以戒為依歸。 

 

筆者從小就聽過「玄奘大師」之名，但未能深入了解其平生事宜，

僅止於其千辛萬苦歷盡滄桑從中國遠赴印度求取真經，唐代高僧三藏法

師――玄奘大師（602？-664）25，是一位享有盛名的華人高僧，也是成

就與學問兼具的勝士，在《大唐西域記》中詳述西元 627-645 年 26 間遊

歷印度的見聞，18 世紀時由公貢布加 27（གུང་མགོན་པོ་སྐྱབས་，或譯為工布查

 
25 玄奘大師的出生年代，有西元 596 年、600 年、602 年三種說法，至今未定

論。 

26 玄奘大師西行求法的年代，有西元 627 年、628 年、629 年三種說法。本文參

考楊廷福《玄奘年譜》，採西元 627 年之說。（楊廷福，《玄奘年譜》，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96） 

27 蒙古譯師，是一位精通蒙、藏、滿、中文等四種語文的大學者，生卒年不詳，

主要活躍於 1672-1749。參：Uranchimeg Tsultemin, A Monastery on the Move: 

Art and Politics in Later Buddhist Mongoli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0, p. 231。另參崗措，《大唐西域記藏譯文研究》，博士論文，中央民

族大學，2010。〈摘要〉提到「據王堯先生在〈《大唐西域記》藏譯本及譯者

工布查布〉一文中指出：『工布查布（mgon po skyabs, 即貢布加）有「公益」

一級的爵位，蒙古烏朱穆沁部人。幼時承康熙帝鞠育之恩而為儀賓（即外事

官員），因而與西藏喇嘛、信徒接觸，精通西藏語文。雍正帝將他留在帝都，

擔任西番學總理。這是專門應對藏事的研究、教學和服務於帝王的機構。他

直接與宮廷接觸，經常擔任翻譯的任務，頗有名氣。到乾隆年間，陸續譯出

並刊佈其所譯經典。』又據陳慶英先生研究，烏珠穆沁部在錫林郭勒盟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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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將本書翻譯成藏文，本書中文共有 12 卷，藏文則有 10 卷。 

在約 15 年前筆者詳細閱讀藏譯版《大唐西域記》，當時深深感受到

玄奘大師是整體佛教，特別是漢傳佛教頂尖學者與成就者，同時又身兼

大譯師的身份，使筆者由衷敬佩他的所作所為；大師在印度長年苦讀、

完成學業、名揚四海，正當佛行事業興盛之際，老師與同學雖然再三鼓

勵他繼續留在印度為佛法與眾生做出貢獻，但大師從未改變返回中國弘

法利生的決心，於是婉拒這一切名聞利養，不辭一切辛勞攜帶很多大乘

經典（甘珠爾與丹珠爾）返回中國，但因路途遙遠，輾轉旅途之下方能

返回中國以弘揚大乘佛法。如今大乘佛法不只是在中國，甚至能流傳至

台、日、韓國東亞等各地，這都是玄奘大師無以言表的功勳，也是歷史

上不可磨滅的事實。 

《大唐西域記》既是玄奘大師從西元 627 至 645 年間，歷經多年的

辛勞，從中國到印度取經期間，記錄所見所聞而成的史書，更是中亞地

區佛教發展史的重要參考文獻，此書的編輯順序完整又細緻，具有獨特

的文筆風格，讓讀者容易掌握其佛教發展狀況及風土民情。玄奘大師每

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會先了解其地名，區域之間的連結，地方的總面積，

城市與皇宮的面積單位，華里與聞距（俱盧舍）的數據，當地生產的水

果，農業的項目，每年收割的次數，當地的語言與宗教，佛教寺廟是遵

循菩薩乘或是聲聞乘，當地的地理環境、服飾與民俗風情，甚至河流的

名稱都有詳細記錄，任何前往印度的譯師、學者都難以望其項背，這種

記載史實的風格確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典範，《大唐西域記》一書在後來

 

部，清代分左右二旗，都出自成吉思汗的後裔多爾濟。貢布紮布（即貢布加）

是一個懂得四種語文的受過近事戒的官員，他的老師是在全蒙古都十分著名

的班智達席力圖國師。他有大量著作問世，如《漢區佛教源流記》、《蒙藏合

壁大詞典》等。」 



漢藏二部資料記載的提婆論師形象比較  167 

 

 

由恰根夏仲（ཆ་ཀན་ཞབས་དྲུང་）善加修改與審訂，此書跋文中顯示： 

《西域記》一書收錄於中國的〔丹珠爾〕文集 28 中，由公貢布加

翻譯成藏文，但未能充分展現藏文的韻味，而保留在梵語、口語、

方言、蠻語中的大多數王名、河名、山名等在譯成中文時亦有訛

誤之處，藏文也比照中文使用，因不知原名為何，故不便修正。

但其中判位詞與連結虛詞有誤，以及藏譯不夠到位之處，則由白

塔寺嘉薩喇嘛恰根夏仲格桑格勒堅贊（མཆོད་རེན་དཀར་པོ་དགོན་གི་ཇ་སག་བླ་མ་

ཆ་ཀན་ཞབས་དྲུང་སྐལ་བཟང་དགེ་ལེགས་རྒྱལ་མཚན་།）對照中文《西域記》進行修訂。

此後又云：「此中，境（ཡུལ་）相當於〔中文的〕國土（རྒྱལ་ཁམས་），城

（གོང་ཁེར་）為〔中文的〕堡壘（མཁར་），堡壘（མཁར་）為〔中文的〕宮

（ཕོ་བྲང་），聞距（རྒྱང་གག་，或譯為俱盧舍，一俱盧舍約五百弓，相當

於二百五十市尺）為〔中文的〕華里（ལེ་བར་），將同一區域的國土

（རྒྱལ་ཁམས་སྐོར་གཅིག་）取名為「卷」（བམ་པ་ོ）。29善哉！30 

《大唐西域記》若直接譯成藏文，應作《大唐朝時代遊歷西域記》

（《ཆེན་པོ་ཐང་རྒྱལ་སྐབས་ནུབ་ལོངས་སུ་བསྐྱོད་པའི་ལམ་ཡིག་》），由公貢布加譯自《大唐西域記》，恰

根夏仲進行審訂的古書，藏文書名則是《大唐時期描述印度境域目錄》

（《ཆེན་པོ་ཐང་གུར་དུས་ཀི་རྒྱ་གར་ཞིང་གི་བཀོད་པའི་དཀར་ཆག་》）。 

在玄奘大師的漢文《大唐西域記》中，提到提婆總共有 6 處 37 次，

茲列表節錄內容如下： 

 

 
28 辯機撰，《大唐西域記》收入於《大正新脩大藏經》卷 51，史傳部，編號 2087。 

29 即依一國乃至三十四國分卷。 

30 辯機編，公貢布加藏譯，恰根夏仲藏注，《大唐西域記》（北京：中國藏學出

版社，2006 年），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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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別 

次 

數 

卷數／ 

大正藏冊

數，編號，

卷數 

事  由 地 點 內    容 

01 3 

4 / 

第 51 冊，

No.2087，

第 4 卷 

0891b04- 

0891b17 

提婆以言

詞屈服外

道 

窣祿勤

那國 

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

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

愚夫，來此導誘。……提

婆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

激，狀異眾人。……諸外

道曰：「吾子謬矣！曾不

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

邈，山川遼敻，激揚此水，

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

前及，非所聞也。」提婆

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

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

濟？」時諸外道知難謝

屈，捨邪見，受正法，改

過自新，願奉教誨。 

02 11 

5 / 

第 51 冊，

No.2087，

第 5 卷，

0897b02-

0897b11 

提婆作《廣

百論》挫小

乘、伏外道

婆羅門 

鉢邏耶

伽國 

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

藍，是提婆菩薩（唐言天

受）作《廣百論》挫小乘、

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

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

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

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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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質窮辭。雅知提婆博究

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

問曰：「汝為何名？」提婆

曰：「名天。」外道曰：「天

是誰？」提婆曰：「我。」

外道曰：「我是誰？」提婆

曰：「狗。」外道曰：「狗

是誰？」提婆曰：「汝。」

外道曰：「汝是誰？」提婆

曰：「天。」外道曰：「天

是誰？」提婆曰：「我。」

外道曰：「我是誰？」提婆

曰：「狗。」外道曰：「誰

是狗？」提婆曰：「汝。」

外道曰：「汝是誰？」提婆

曰：「天。」如是循環，外

道方悟。 

03 9 

8 /  

第 51 冊，

No.2087，

第 8 卷， 

0912c12-

0912c24 

外道禁止

佛門擊揵

椎，龍猛原

欲前往，提

婆擬代為

前往降伏，

龍猛乃扶

立外道義，

提婆隨破

摩揭陀

國 

時南印度那伽閼剌樹那

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

龍樹，非也），……。有大

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

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

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

道，不擊揵椎，日月驟移，

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

山，然正法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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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七日

之後，龍猛

失宗，後由

提婆前往。

提婆昇論

座，聽其先

說，隨義破

折，摧諸異

道，恢復佛

門聲譽及

擊揵椎之

儀軌。 

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

析，詳其優劣，然後圖

行。」龍猛乃扶立外義，

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

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

「謬辭易失，邪義難扶。

爾其行矣，摧彼必矣！」

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

釐城外道之聞也，即相召

集，……。提婆既至，不

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

衣服，疊僧加胝，置草束

中，褰裳疾驅，負戴而

入。……知人既寡，莫有

相 舍 ， 遂 宿 揵 椎 臺

上。……諸僧伽藍傳聲響

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

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

婆曰：「夫揵椎者，擊以集

眾。有而不用，懸之何

為？」王人報曰：「先時僧

眾論議墮負，制之不擊，

已十二年。」提婆曰：「有

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

鼓。」使報王曰：「有異沙

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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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

宗，殺身以謝。」於是外

道競陳旗鼓，諠談異義，

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既昇

論座，聽其先說，隨義破

折，曾不浹辰，摧諸異道。 

 

04 6 

10 / 

第 51 冊，

No.2087， 

第 10 卷

0929a25-

0929a35 

提婆論師

與龍樹論

師的會面

狀況 

憍薩羅

國 

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

來求論義，……龍猛雅知

其名，盛滿鉢水，命弟子

曰：「汝持是水，示彼提

婆。」提婆見水，默而投

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

龍猛曰：「彼何辭乎？」對

曰：「默無所說，但投針於

水而已。」龍猛曰：「智矣

哉，若人也！知幾其神，

察微亞聖，盛德若此，宜

速命入。」……而龍猛風

範懍然肅物，言談者皆伏

抑首。提婆素挹風徽，久

希請益，方欲受業，先騁

機神，雅懼威嚴，昇堂辟

坐，談玄永日，辭義清高。

提 婆 聞 命 ， 心 獨 自

負，……忽覩威顏，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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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

業。龍猛曰：「復坐，今將

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

教。」提婆五體投地，一

心歸命，曰：「而今而後，

敢聞命矣。」 

05 7 

10 / 

第 51 冊

No.2087，

第 10 卷

0931b13-

0931b18 

提婆論師

與羅漢議

論，得慈氏

菩薩之推

崇。 

珠利耶

國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

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

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

嗢呾羅（唐言上）阿羅漢，

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遂

來遠尋，觀其風範。……

提婆既至，無以為席，乃

聚落葉，指令就坐。羅漢

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

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為

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

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

通力，往覩史多天請問慈

氏。慈氏為釋，因而告曰： 

「彼提婆者，曠劫修行，

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

爾所知，宜深禮敬。」……

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

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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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究哉？」羅漢曰：「然，

如來旨。」 

06 1 

12 / 

第 51 冊，

No.2087，

第 12 卷

0942a14-

0942a16 

言及提婆

為當代四

大聖者之

一 

朅盤陀

國 

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

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

童受，號為四日照世。 

次

數

總

計 

37    

 

 

在《八十四位密宗大成就師》中說： 

證得見道以上者稱為「阿亞」（Ārya，意為聖者），其詞義為遠

離惡不善法或超越凡夫地者而如此稱呼，普遍公認這位大師早已

證得第八地。31 

在阿底峽尊者的著作《菩提道燈論難釋》中云： 

華嚴經中及大多數經論與學者普遍主張龍樹論師是初地菩薩，然

而我（阿底峽尊者）從經中善加觀察他是八地菩薩；而提婆阿闍

 
31 次旺仁欽編，《八十四位密宗大成就師》（拉薩：西藏民族出版社，2005 年），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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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親承龍樹的教授，亦是證得八地的菩薩。32 

文中阿底峽尊者雖未註明出處，但以阿底峽尊者之地位與學者資

格，必有其嚴格的認定標準。另外，在班禪夏嘉秋登所著《聖天傳》云： 

眾多論著云，聖天於晚年，修持密集尊，證得第八地。33 

於班禪夏嘉秋登所著《聖天親口傳》云： 

文殊本續中，授記凡夫時，施眼堪忍故，佛子得聖名。34 

而於《文殊本續》云： 

復次勝出家，住僧伽羅城，非聖享聖名，住僧伽羅洲，遮遣質疑

者，消除外道咒，爾時於可怖畏，邊際時出生。文中顯示關於他

的誕生地、名字的特質及事業等，肯定大師是佛陀所授記的一位

班智達。35 

關於提婆論師師承的狀況，提婆論師在那蘭陀寺住持嘿瑪疊瓦（ཧེ་མ་

དེ་བ།）座前剃度出家，傳戒師將姓名中的疊瓦（deva，提婆）兩字賜予他，

故稱為阿亞疊瓦。在《談論藏傳佛教中觀的發展》云： 

龍樹論師在吉祥山時，阿亞疊瓦赴至該處學習內外各種知識，

特別勤學甚深中觀見，一切瞭若指掌而成為龍樹論師的上首弟

 
32 阿底峽尊者（982-1054）著，《菩提道燈論難釋》（丹珠爾對勘本），中觀，ཁི།

卷，書號 64，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754。 

33 班禪夏嘉秋登著，《聖天傳》，收入《班禪夏嘉秋登文集》，མ 卷，頁 5。 

34 班禪夏嘉秋登著，《聖天親口傳》，收入《班禪夏嘉秋登文集》，མ 卷，頁 4。 

35 《文殊本續》（甘珠爾對勘本版），十萬怛特羅部，ན 卷，書號 88，北京：中

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頁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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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36 

在《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云： 

具德怙主聖龍樹他運用對佛所說八萬四千法門中，了不了義之無

垢理智，來善為分析佛的密意，決擇出無倒的道軌，成就能護持

弘揚這一道軌的得意弟子，持教大德，出有難以數計。……聖龍

樹主要得意四大弟子：計有親見文殊本尊的釋迦彌遮及親見度母

本尊的那迦菩提（即龍菩提），證得八地菩薩的阿亞疊瓦（即提

婆，義為聖天），親見觀世音本尊的瑪達根巴等四位弟子。近待

得意三弟子是佛護、清辨、阿閣黎聖勇等三人。此數人中，無與

比倫的弟子是阿亞疊瓦。37 

依照第二章表 03「外道禁止佛門擊揵椎，提婆挫敗外道，恢復佛門

聲譽及儀軌」可知，外道禁止佛門擊揵椎達十二年，故求助於龍樹菩薩，

提婆論師表示自己可以挫伏外道，故由龍樹菩薩模擬外道之論述，而由

提婆論師來應答，最後龍樹菩薩模擬外道失宗，後由提婆論師前往面對

外道之挑戰果然獲得絕對勝利，也順利維持佛門的聲譽與儀軌（擊揵

椎）。38 

另第二章表06「言及提婆、馬鳴為當代四日照世」，文中四日照

 
36 阿納慈仁扎西著，《談論藏傳佛教中觀的發展》下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3 年），頁 3738。 

37 雲增・耶喜絳稱大師著，郭和卿居士譯，《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台北：

福智之聲出版社，2004 年），頁 155。 

38 提婆來自斯里蘭卡（藏文：སིངྒ་ལ），遇見龍樹論師感到無比歡喜，五體投地，

行禮如儀，如見摯友般特別投緣，龍樹論師在南印度吉祥山中即將圓寂時，

佛法的心要唯獨交付給提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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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39 之一提婆是長大後出家，長期跟隨龍樹論師，成為龍樹論師晚年

的主要弟子之一，因他勤學內外所有宗義，一切瞭若指掌，無不精通，

成為世上無與倫比、獨一無二的智者，贏得與龍樹論師同等地位的敬重

與愛戴。 

 

（一）提婆論師（阿亞疊瓦）變成單眼的情況 

眾所周知阿亞疊瓦是單眼者（獨眼者），對此有不同的說法如下，

在多羅那它所著的《印度佛教史》云： 

憑藉神足物北返，在途中有一個外道種姓婦人，為了獲得成就的

藥物，需要博學比丘的眼睛，因而向他乞求一隻眼睛，他就布施

給她。40 

此外，在《八十四位密宗大成就師》中《阿亞疊瓦傳》云： 

一位經常服侍〔提婆〕的少女回頭呼喚〔提婆〕，阿闍梨〔提婆〕

說：「你長時間利濟我，若需要什麼，我可以給你。」少女說：

「其他什麼都不要，我是因為貪圖你的眼睛而回頭，請你布施眼

睛給我吧！」阿闍梨就挖出自己的右眼布施給她。提婆調伏外道

 
39 這四位大班智達聲稱四日照世，但實際不是同一個時代，時間上稍有前後，

若是以印順導師的看法，馬鳴是龍樹之前的人物，在時間上差距更大。 

40 多羅那它（1575-1634）著，張建木譯，《印度佛教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

社，1994 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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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鳴後，返回南印吉祥山圓滿他晚年的佛行事業。41 

有趣的是，在上述說法中布施給少女的是右眼，而在《提婆菩薩傳》

中的說法卻是供出左眼給大自在天。42 

其國中有大天神，鑄黃金像之座身長二丈，號曰大自在天，人有

求願能令現世如意。提婆詣廟求入拜見。……汝但詣問求願，何

須見耶？提婆言：若神，必能如汝所說乃但令我見之；若不如是，

豈是吾之所欲見耶！……天像搖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問天神

則神矣何其小也，當以威靈感人，智德伏物。……即便登梯鑿出

其眼。……提婆曉眾人言：神明遠大，故以近事試我，我得其心

故登金聚出頗梨，令汝等知神不假質精不託形，吾既不慢神亦不

辱也。言已而出。即以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祠天神。……

一夜之中供具精饌，有物必備。大自在天貫一肉形，高數四丈，

左眼枯涸而來在坐。遍觀供饌歎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而

告之言：汝得我心……。提婆言：神鑑我心，唯命是從。神言：

我所乏者，左眼能施我者便可出之。提婆言：敬如天命。即以左

手出眼與之。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從旦終朝，出眼數

萬……。欲求何願必如汝意。提婆言：我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唯

恨悠悠童矇，不知信受我言，神賜我願，必當令我言不虛設，唯

此為請，他無所須……。於是而退詣龍樹菩薩，受出家法，剃頭

法服，周遊揚化。 

在上述的過程中，提婆論師顯現更人性化的一面，他隨喜眾生之

 
41 次旺仁欽編，《八十四位密宗大成就師•阿亞疊瓦傳》（拉薩：西藏民族出版

社， 2005 年），頁 32。 

42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提婆菩薩傳》，大正藏 T50, no. 2048，pp. 186c14-

187a19。 



178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八期 2022/9 

 

 

善行（入廟參拜及後求諸供備敬祠天神），但他也表達了他對神祇的態

度——「吾既不慢神亦不辱也」，而大自在天神讚許他的心供之時，也

考驗其誠意——要求以左眼供施，提婆展現修為——「以左手出眼與之。

天神力故出而隨生」，之後天神讚許其行，更要提婆許願並滿足其心願，

提婆論師則是以菩薩胸懷的利他菩提心說道「唯恨悠悠童矇，不知信受

我言，神賜我願必當令我言不虛設，唯此為請他無所須。」另在《提婆

菩薩傳》末：43 

有一邪道弟子凶頑無智，恥其師屈形雖隨眾，心結怨忿囓刀自誓，

汝以口勝伏我，我當以刀勝伏汝，汝以空刀困我，我以實刀困

汝。……提婆於是出就閑林，造百論二十品，又造四百論以破邪

見。……婆羅門弟子來到其邊執刀窮之曰，汝以口破我師，何如

我以刀破汝腹，即以刀決之，五藏委地，命未絕間。……吾蒙佛

之遺法不復爾也，但念汝等為狂心所欺，忿毒所燒，罪報未已，

號泣受之，受之者實自無主，為之者實自無人，無人無主哀酷者，

誰以實求之，實不可得。未悟此者，為狂心所惑，顛倒所迴，見

得心著。而有我有人有苦有樂，苦樂之來但依觸著，解著則無依，

無依則無苦，無苦則無樂。苦樂既無則幾乎息矣……。提婆誨諸

人言諸法之實，誰冤誰酷誰割誰截，諸法之實，實無受者亦無害

者，誰親誰怨誰賊誰害，汝為癡毒所欺，妄生著見而大號咷種不

善業。彼人所害，害諸業報非害我也……。於是放身脫然無矜遂

蟬蛻而去，初出眼與神故遂無一眼。時人號曰迦那提婆也。 

提婆論師即使在受傷將死之際，面對殺害自己的狂徒仍能不起瞋

恚，哀憫其愚行及其安危，擔心兇手被弟子捉拿之後恐受到遷怒及國法

 
43 姚秦‧鳩摩羅什譯，《提婆菩薩傳》，大正藏，T50, no. 2048, pp. 187b27-18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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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裁，而善巧的讓兇手離開，這是何等的菩薩胸懷與學佛觀空的證量，

不凡的見識及行誼在此時得以圓滿體現，這不但是殉道者的精神，也是

菩薩道的真正呈現。 

綜列上述各種事蹟說法雖有不同，但都顯示出提婆論師憐憫的眾生

身處生死輪迴的苦痛，展現菩薩的心行，除了捨眼給眾生及與天神過招

時心憂眾生不能接受其教授的菩提利他發心外，無一不是大乘佛子的表

現。 

（二）降伏外道，弘揚佛教聲譽及恢復佛教建制 

對於佛陀授記馬鳴阿闍梨的誕生時期，在不同的經典亦有不同的說

法，如《法苑珠林》卷53云：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摩耶經》則說六百年）出

自東天竺桑岐多國。44 

《摩訶摩耶經》卷下 

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

佛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

跡山中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

付優婆掬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說度人，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

於佛法得堅固正信，以佛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六百歲已，

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

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

 
44 唐‧道世編，《法苑珠林》，大正藏，T53, no. 2122, pp. 681b23-681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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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45 

第一部典籍《法苑珠林》主張馬鳴是佛入涅槃三百年後誕生，第二

部經《摩訶摩耶經》則主張佛入涅槃六百年後誕生，對於馬鳴的出生時

間則有不一致之記載。若依照第一部典籍的主張，馬鳴誕生時間較龍樹

與提婆早三百年；而西藏的許多史書中均提及提婆是龍樹論師的弟子，

馬鳴菩薩原本是名為「難勝黑色」（ཐུབ་རྒྱལ་ནག་པོ་）的外道，與提婆辯論失

敗後，成為其上首弟子之一，故前後二種說法在時間上並不一致；依據

第二部經的主張，馬鳴是佛入涅槃六百年後誕生，如此一來必然是在第

一與第二世紀之間誕生，而這跟諸多歷史的記載較為吻合。在藏傳佛教

中，關於馬鳴與提婆論師是師徒毫無爭議，故應是生活在同一時代；另

在《大唐西域記》卷12中： 

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為四

日照世。46 

在四日照世中，就明確包括有提婆論師與馬鳴菩薩，所以兩者在同

一年代應為可信 47。覺囊派著名學者多羅那它所著《印度佛教史》中云： 

此後，沙羅旃陀羅崛（salacandragupta）王即月密（zla ba sbas pa）

 
45 蕭齊‧釋曇景譯，《摩訶摩耶經》卷下，大正藏，T12, no. 383, pp. 1013b22-

1013c09。 

46 丁福保，《佛教大辭典》（1922 年），經部論師拘摩邏多 Kumārabdha 之譯名，

同《大唐西域記》中卷三，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

論。 

47 在印順導師著作之《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中，頁 240-253，

則認為馬鳴是龍樹之前的人物，所以就不可能是提婆的弟子，印度一向未有

確切年代記載的狀況，這是歷史研究的盲點所在，在此不作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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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出世，他的權勢大，故計入十旃陀羅王之中……。在此王的時

代，在吉祥那蘭陀有阿闍梨阿梨耶提婆（Aryadeva）和那伽訶洼

（Nagahawa）即龍召（Klu bos）大力護持佛教。 

故依上述文中說明，月密王與龍召應為同時在世，約在第二世紀末

葉誕生於世，在鳩摩羅什所譯之《馬鳴菩薩傳》中 48，馬鳴菩薩在為外

道時亦曾為難沙門。 

不得公鳴揵椎受人供養。……長老脇言，吾既年邁故從遠來，又

先在此坐理應先語，外道言亦可爾耳，現汝所說吾盡當破。長老

脇即言，當令天下泰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災患，外道

默然不知所言，論法無對即墮負處，伏為弟子剃除鬚髮，度為沙

彌受具足戒。 

只是在此度脫馬鳴菩薩者為長老脇，而不是提婆論師，是不是記載

上之疏略，尚有待進一步考證。在覺囊派多羅那它論師所寫的《印度佛

教史》云： 

後來前往吉祥那蘭陀寺，佛教徒們辯不過他（難勝黑色，即馬鳴），

就寫信邀請阿闍梨阿耶提婆（阿亞疊瓦）前來。在向摩訶迦羅神

（ནག་པོ་ཆེན་པོ་，漢譯大黑）供獻施食時，從自現摩訶迦羅神石像的

胸口出現一隻烏鴉，就把信拴在烏鴉脖子上。烏鴉飛向南方，把

信送給阿闍梨。阿闍梨提婆了知調伏難勝黑色（馬鳴）的時機已

到，就憑藉神足物北返。49 

 
48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馬鳴菩薩傳》，T2046, T50, no. 2046，p. 183c4-9。 

49 多羅那它所（1575-1634）著，張建木譯，《印度佛教史》（成都：四川民族出

版社，1994 年），頁 97。此處邀請代表為提婆，與《大唐西域記》中記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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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西藏學者的論述，此一外道似乎是早期的馬鳴，但中文資料中並

無明確證據顯示提婆與馬鳴是師徒關係。類似的情形，外道禁止佛門擊

揵椎的狀況，在《大唐西域記》中也有類似之記載，只是未詳細記載外

道之姓名，但是折服外道後，救渡外道皈依佛門的狀況是一樣的。 

（三）提婆論師（阿亞疊瓦）的著作 

提婆阿闍梨既身為論師，其著作相當全面性，在《大正新脩大藏經》

中，收有六部，最聞名著世的包括以下三部： 

一、《四百論》：西藏全譯，梵文現存有斷片，玄奘漢譯的《大乘廣

百論本》，相當於《四百論》後面八品的兩百偈，因為玄奘翻譯的是印度

論師護法的註釋，護法將四百論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是「說法百論」，

主要是立；後半是「論議百論」主要是破，玄奘只翻譯後半破斥的這部

分。民初法尊法師從藏文重新翻譯完整的 16 品，他的弟子任杰將 རྒྱལ་ཚབ་

རེ་ 的註釋翻譯為中文。全文總共 16 品，茲收列如下： 

第一品  明破常執方便品 

第二品  明破樂執方便品 

第三品  明破凈執方便品 

第四品  明破我執方便品 

第五品  明菩薩行品 

第六品  明斷煩惱方便品 

第七品  明人遠離貪著欲財方便品 

第八品  淨治弟子品 

第九品  破常品 

第十品  破我品 

 

龍樹有差異，惟不能確定是不是同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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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品  破時品 

第十二品  破見品 

第十三品  破根境品 

第十四品  破邊執品 

第十五品  破有為相品 

第十六品  教誡弟子品 

二、《百論》：兩卷，羅什譯，月稱論師對四百論的註釋有梵文本，

雖不全，但大約有 80%以上，日本學者曾有校勘本。 

三、《百字論》：一卷，菩提流支譯，西藏亦有譯本。50 

另在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編定之《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索引》，包

含提婆論師之著作中，梵文名稱就有9部，以藏文名稱之著作計14部，共

計23部，方便進一步研究者，詳細清單列於附錄。 

 

提婆論師對整體佛法，特別對大乘顯密二法，以及中觀法教做出極

大的貢獻，後期諸位阿闍梨包括佛護論師、清辯論師、月稱論師、靜命

（寂護）論師等中觀師都將他視同龍樹論師般恭敬頂戴。格魯派祖師宗

喀巴大師在所著《辨了不了義善說藏經》卷三云： 

龍猛菩薩上首弟子，謂聖天論師，此造《瑜伽師四百論》，廣顯

龍猛菩薩之軌。佛護、清辯、月稱、靜命等諸大中觀師，皆依為

據等同菩薩。故如先覺說此師徒之論為根本論。故此當說聖父

子後，解釋此等意趣之理。又勇論師及龍菩提等雖有眾多大善

巧王，然彼等所釋中觀之論未見有譯，故當宣說餘有論者有大

 
50 聖嚴法師，《印度佛教史》（新北：法鼓文化事業， 1997 年），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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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之宗。51 

在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中先後共37次提及提婆這位中觀師及

其一生奇特的行誼，而在鳩摩羅什翻譯之《提婆菩薩傳》的結尾，我們

可以發現提婆論師以菩提心救渡眾生及於臨死前對殺害自己兇手不但

未生起任何瞋恨心，仍愛惜兇手的生命，在受重傷之際仍善巧的利誘其

離開自己，以避免遭到自己弟子的傷害，此等利他菩提心及現觀空性之

證量，這些對於我們都是應該好好深思及學習的議題。  

 
51 宗喀巴大師（1357-1419）著，《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大正藏》冊 10，編

號 48），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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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典 

宗喀巴大師著，《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大正藏》第 50 冊 

鳩摩羅什譯，《馬鳴菩薩傳》，《大正藏》第 50 冊。 

鳩摩羅什譯，《提婆菩薩傳》，《大正藏》第 5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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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欽文殊著，《俱舍釋明莊嚴論》，《欽文殊文集》，達蘭薩拉：達蘭薩

拉文化局出版社，ཀ 卷，經函，長條經文。 

阿底峽尊者著，《菩提道燈論難釋》，（丹珠爾對勘本），中觀，ཁི།卷，

書號64，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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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書 

班智達上師金剛座著，《八十四大成就者祈請》（丹珠爾對勘本），北

京：中國藏學出版社，怛特羅部，ཚུ卷，書號41。 

次旺仁欽編，《八十四位密宗大成就師‧阿亞疊瓦傳》（拉薩：西藏民

族出版社，2005年）。 

辯機編，公貢布加藏譯，《大唐西域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年）。 

布敦著，《布敦佛教史》（蒙古：扎西倫波出版社，1991年）。 

圖登秋竹著，《印度王朝史》下冊（新德里：德里西藏家出版社，2002

年）。 

多羅那它著，《印度佛教史》（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中文

版）。 

聖嚴法師著，《印度佛教史》（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1997年）。 

安世興編，《梵藏漢對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 

更敦群培著，《斯里蘭卡史‧智游列國漫記 2》（拉薩：西藏藏文古籍

出版社，1994年）。 

雲增‧耶喜絳稱大師著，郭和卿譯，《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臺北：

福智之聲出版社，2004年）。 

班禪夏嘉秋登著，《聖天傳》，收入《班禪夏嘉秋登文集》，མ卷，尼泊

爾加德滿都：薩迦寺。 

班禪夏嘉秋登著，《聖天親口傳》，收入《班禪夏嘉秋登文集》，མ卷，

尼泊爾加德滿都：薩迦寺。 

阿旺貢噶索南著，《噶當佛教史》（青海：青海民族出版社，1995年）。 

阿納慈仁扎西著，《談論藏傳佛教中觀的發展》下冊（成都：四川民族

出版社，2013年）。 

八思巴著，《薩迦派常用課誦》（拉薩：西藏民族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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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婆著作清單內容的編號意義： 

第一、西藏語 

第二、梵語 

第三、支那語 

第四、Bru sha 語 

第五、漢譯 

第六、著者名 

第七、西藏藏大正藏番號 

第八、大正藏西藏藏番號 

提婆的著作在《東北目錄》52的編號如下： 

梵文名的編號：共計九部 

Āryadeva（提婆）1610, 1613, 1794, 803, 1804, 1808, 2279, 2334, 3850. 

藏文名的編號：共計十四部 

Ḥphags-pa lha（提婆）1612, 1614, 1615, 1805, 1806, 1807, 2457, 3844, 

3845, 3846, 3847, 3848, 3849, 3851. 

No. 1610.〔Ya. 73b5-82a4〕 

1. རྣལ་འབྱོར་གི་རྒྱུད་དཔལ་གདན་བཞི་པའི་སྒྲུབ་ཐབས།. 

2. Rnal- ḥbyor-gyi rgyud dpal gdan bshi-paḥi sgrub-thabs. 

3. 瑜伽怛特羅吉祥四座成就法。 

4. Śrīcaturpīṭhayogatantrasādhana. (1). 

5. 

6. A. Āryadeva（提婆）.  

 
52 《現代佛學大系•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索引》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全書主編•藍吉富，原編者・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觀，

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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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 Kamalagupta, Rin-chen bzaṅ-po. 

No. 1610 無漢譯 

No. 1612.〔Ya. 103b6-113a3〕 

1.  ཡེ་ཤེས་དབང་ཕྱུག་མའི་སྒྲུབ་ཐབས།. 

2. Ye-śes dbaṅ-phyug-maḥi sgrub-thabs. 

3. 智慧自在母成就法。 

4. Jñāneśvarīsādhana-nāma. 

5. 

6. A. Ḥphags-pa lha（提婆）. 

7. T. Ṣmṛtijñānakīrti. 

8. R. Samayaśrījñāna. 

No. 1612 無漢譯 

No. 1613.〔Ya. 113a4-138a1〕無漢譯 

1. རྒྱུད་ཀི་རྒྱལ་པོ་དཔལ་གདན་བཞི་པ་ཞེས་བྱ་བའི་དཀིལ་འཁོར་གི་ཆོ་ག་སིང་པོ་མདོར་བསགས་པ་ཞེས་བྱ་བ།. 

2. Rgyud-kyi rgyal-po dpal gdan bshi-pa shes-bya-baḥi dkyil-ḥkhor-gyi 

cho-ga sñiṅ-po mdor-bsags-pa shes-bya-ba. 

3. 怛特艇王吉祥四座と名づくる曼茶羅儀軌心髓集。 

4. Śrīcatuḥpīțhatantrarājamaṇḍalavidhisā-rasamuccaya-nāma. 

5. 

6. A. Āryadeva（提婆）. 

7. T. Gayadhara, Ḥgos Khugs-pa lhas-btsas. 

No. 1614.〔Ya. 138a1-142a3〕無漢譯 

8. དཔལ་གདན་བཞི་པའི་ཟབ་དོན་སོན་པ་ཤིང་གཅིག་གི་དཀའ་འགེལ།. 

9. Dpal gdan bshi-paḥi zab-don ston-pa śiṅ gcig-gi dkaḥ-ḥgrel. 

10. 吉祥四座深義說一樹難語釋。 

11. 

12. 

13. A. Ḥphags-pa lha（提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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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闕. 

No. 1615.〔Ya. 142a3-143a7〕無漢譯 

1. རོ་རེ་དིལ་ཐབས་ཀི་མཆོད་པའི་ཐབས་ཀི་རམི་པ།. 

2. Rdo-rje dril thabs-kyi mchod-paḥi thabs-kyi rim-pa. 

3. 金剛鈴法供養法次第。 

4. Vajraghaṇṭapūjāsādhanakrama. 

5. 

6. A. Ḥphags-pa lha（提婆）. 

7. T. 闕。 

No. 1794.〔Khi. 155a6-205a7〕無漢譯 

1. སོན་མ་གསལ་བ་ཞེས་བྱ་བའི་འགེལ་བཞད།. 

2. Sgron-ma gsal-ba shes-bya-baḥi ḥgrel-bśad. 

3. 燈明と名づくる註釋。 

4. Pradīpodyotana-nāma-ṭīkā. 

5. 

6. A. Āryadeva（提婆）. 

7. T. 闕。 

No. 1803.〔Ṅi. 57a2-106b7〕無漢譯 

1. སོད་པ་བསྡུས་པའི་སོན་མ།. 

8. Spyod-pa bsdus-paḥi sgron-ma. 

2. 行合集燈。 

3. Cary ā mel ā pakapradīpa. 

4. 

5. A. Āryadeva（提婆）. 

6. T. Śraddhākaravarma, Rin-chen bzaṅ-po. 

No. 1804.〔Ṅi. 106b7-112a3〕無漢譯 

1. སེམས་ཀི་སིབ་པ་རྣམ་པར་སོང་བ་ཞེས་བྱ་བའི་རབ་དུ་བྱེད་པ།. 

2. Sems-kyi sgrib-pa rnam-par sbyoṅ-ba shes-bya-baḥi rab-tu-bye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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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陳清淨二と名づくる論。 

4. Cittāvaraṇaviśodha-nāma-prakaraṇa. 

5. 

6. A. Āryadeva（提婆）. 

7. T. Jñānākara, Tshul-khrims rgyal-ba. 

No. 1805.〔Ṅi. 112a3-114b1〕無漢譯 

1. བདག་བྱིན་གིས་བརླབ་པའི་རིམ་པ་རྣམ་པར་དབྱེ་བ།. 

2. Bdag byin-gyis-brlab-paḥi rim-pa rnam-par-dbye-ba. 

3. 自身加持次第差別。 

4. Sv ā dhiṣṭhānakramaprabheda. 

5. 

6. A. Ḥphags-pa lha（提婆）. 

7. T. Śraddhākaravarma, Rin-chen bzaṅ-po. 

No. 1806.〔Ṅi. 114b2-117a2〕無漢譯 

1. མངོན་པར་བྱང་ཆུབ་པའི་རིམ་པའི་མན་ངག།. 

2. Mṅon-par byaṅ-chub-paḥi rim-paḥi man-ṅag. 

3. 現費次第俊被捉合。 

4. Abhibodhikramopadeśa. 

5. 

6. A. Ḥphags-pa lha（提染）. 

7. T. Śraddhākaravarma, Rin-chen bzaṅ-po. 

No. 1807.〔Ṅi. 117a2-118b1〕無漢譯 

1. རོ་བསྲེག་པའི་ཆོ་ག།. 

2. Ro-bsreg-paḥi cho-ga. 

3. 茶毗儀軌。 

4. Śmaśānavidhi. 

5. 

6. A. Ḥphags-pa lha（提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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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 Śraddhākaravarma, Rin-chen bzaṅ-po. 

No. 1808.〔Ṅi. 118b1-121a6〕無漢譯 

1. དཔལ་གསང་བ་འདུས་པའི་རོགས་རིམ་མཐར་ཕིན་པ།. 

2. Dpal gsaṅ-ba-ḥdus-paḥi rdsogs-rim. 

3. mthar-phyin-pa. 

4. 吉祥秘密集會究竟次第圓滿。 

5. 

6. 

7. A. Āryadeva.（提婆）（？）. 

8. T. 闕。 

No. 2279.〔Shi. 133a4-134a3〕無漢譯 

1. རྣམ་པར་མི་རོག་པའི་རབ་ཏུ་བྱེད་པ།.  

2. Rnam-par mi-rtog-paḥi rab-tu-byed-pa. 

3. 無分別論。 

4. Nirvikalpaprakaraṇa. 

5. 

6. A. Āryadeva（提婆）. 

7. T. Mahākaruṇa, Rma-ban Chos ḥbar. 

No. 2334.〔Shi. 278b1-283a2〕無漢譯 

1. གོ་བ་བྱེད་པ་སིང་པོ་བརྒྱ་པ།. 

2. Go-bar-byed-pa sñiṅ-po brgya-pa. 

3. 能解心髓一百。 

4. Pratipattisāraśataka. 

5. 

6. A. Āryadeva（提婆）. 

7. T. Nag-kyi rin-chen, Bsod-nams rgya-mtsho. 

No. 2457.〔Zi. 129b5-132b5〕無漢譯 

1. དུག་ལྔ་སྦས་པའི་ལམ་མཆོག་ཏུ་གསང་བ་བསམ་གིས་མི་ཁབ་པ་ཞེས་བྱ་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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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ug lṅa sbas-paḥi lam mchog-tu gsaṅ-ba bsam-gyis-mi-khyab-pa 

shes-bya-ba. 

3. 五毒隱藏道最上秘密不可思議。 

4. 

5. 

6. A. Ḥphags-pa lha（提婆）. 

7. T. 闕。 

No. 3844.〔Tsa. 282b3-282b7〕=No. 3848. 有漢譯 T, Nos. 1620, 1621 

1. ཆ་ཤས་ཀི་ཡན་ལག་ཅེས་བྱ་བའི་རབ་ཏུ་བྱེད་པ།. 

2. Cha-śas-kyi yan-lag ces-bya-baḥi rab-tu-byed-pa. 

3. 肢分と名づくる論。 

4. Hastavāla-nāma-prakaraṇa. 

5. 解捲論（大.No.1620; Nj. No. 1255），（大.No. 1621; Nj. No. 1256, 

但シ頭ノミ）。 

6. A. Ḥphags-pa lha（提婆；漢：陳那）. 

7. T. Śraddhākaravarma, Rin-chen bzaṅ-po. 

No. 3845.〔Tsa. 282b7-284a7〕=No. 3849. 有漢譯 T, Nos. 1620, 1621 

1. ཆ་ཤས་ཀི་ཡན་ལག་ཅེས་བྱ་བའི་རབ་ཏུ་བྱེད་པའི་འགེལ་པ།. 

2. Cha-śas-kyi yan-lag ces-bya-baḥi rab-tu-byed-paḥi ḥgrel-pa. 

3. 肢分と名づくる論註。 

4. Hastavāla-nāma-prakaraṇavṛtti. 

5. 解捲論（大.No. 1620; Nj. No. 1255），（大.No. 1621; Nj. No. 1256）。 

6. A. Ḥphags-pa lha（提婆；漢：陳那）. 

7. T. Śraddhākaravarma, Rin-chen bzaṅ-po. 

No. 3846.〔Tsha. 1b1-18a7〕有漢譯 T, No. 1570，但只有後半部 

1. བསན་བཅོས་བཞི་བརྒྱ་པ་ཞེས་བྱ་བ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 

2. Bstan-bcos bshi-brgya-pa shes-bya-baḥi tshig-leḥur-byas-pa. 

3. 四百論と名づくる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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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atuḥśatakaśāstrakārikā-nāma. 

5. 大乘廢百論本（大.No. 1570; Nj. No.1189, 但シ後半ノミ）。 

6. A. Ḥphags-pa lha ）（提婆）. 

7. T. Sūkṣmajāna, Pa-tshab Ñi-ma grags. 

No. 3847.〔Tsha. 19b1-22b1〕無漢譯 

1. འཁྲུལ་པ་བཟློག་པའི་རིགས་པ་གཏན་ཚིགས་གྲུབ་པ་ཞེས་བྱ་བ།. 

2. Ḥkhrul-pa bzlog-paḥi rigs-pa gtan-tshigs grub-pa shes-bya-ba. 

3. 迷亂摧壞正理因成就。 

4. Skhalitapramardanayuktihetusiddhi-nāma. 

5. 

6. A. Ḥphags-pa lha（提婆）. 

7. T. Dpal-brtsegs rakṣita. 

No. 3848.〔Tsha. 22b1-22b5〕 = No. 3844 

1. རབ་དུ་བྱེད་པ་ལག་པའི་ཚད་ཀི་ཚིག་ལེའུར་བྱས་པ།. 

8. Rab-tu-byed-pa lag-paḥi tshad-kyi tshig-leḥur-byas-pa. 

2. 手量論頌。 

9. Hastavālaprakaraṇakārikā. 

3. 解捲論（大, No. 1620; Nj. No. 1255），（大. No. 1621; Nj. No. 1256,

但シ頌ノミ）。 

4. A. Ḥphags-pa lha（提婆；漢：陳那）. 

5. T. Dānaśīla, Dpal-ḥbyor sñiṅ-po, Dpal-brtsegs rakṣita. 

No. 3848 有漢譯 T, Nos. 1620, 1621 

No. 3849.〔Tsha. 22b6-24a7〕=No. 3845 

1. ལག་པའི་ཚད་ཀི་འགེལ་པ།. 

2. Lag-paḥi tshad-kyi ḥgrel-pa. 

3. 手量註。 

4. Hastavālavtṛtti. 

5. 解捲論（大. No. 1620: Nj. No. 1255）,（大. No. 1621; Nj. No.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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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Ḥphags-pa Iha（提婆；漢：陳那）. 

7. T. Dānaśīla, Dpal-ḥbyor sñiṅ-po, Dpal-brtsegs rakṣita. 

No. 3849.〔Tsha. 22b6-24a7〕=No. 3845. 有漢譯 T, Nos. 1620, 1621 

1. ལག་པའི་ཚད་ཀི་འགེལ་པ།. 

2. Lag-paḥi tshad-kyi ḥgrel-pa. 

3. 手量註。 

4. Hastavālavtṛtti. 

5. 解捲論（大. No. 1620: Nj. No. 1255），（大. No. 1621; Nj. No. 1256）。 

6. A. Ḥphags-pa Iha（提婆；漢：陳那）. 

7. T. Dānaśīla, Dpal-ḥbyor sñiṅ-po, Dpal-brtsegs rakṣita. 

No. 3850.〔Tsha. 24a7-26b2〕無漢譯 

1. དབུ་མ་འཁྲུལ་པ་འཇློམསཔ་ཞེས་བྱ་བ།. 

2. Dbu-ma ḥkhrul-pa ḥjoms-pa shes-bya-ba. 

3. 中觀迷亂推破。 

4. Madhyamakabhramaghāta-nāma. 

5. 

6. A. Āryadeva（聖天=提婆）. 

7. T. Dīpaṁkaraṣrījñāna, Tshul-khrims rgyal-ba. 

No. 3851.〔Tsha. 26b2-28a3〕無漢譯 

1. ཡེ་ཤེས་སིང་པློ་ཀུན་ལས་བཏུས་པ་ཞེས་བྱ་བ།. 

2. Ye-śes sñiṅ-po kun-las-btus-pa shes-bya-ba. 

3. 智心髓集。 

4. Jñ ānasārasamuccaya-nāma. 

5. 

6. A. Ḥphags-pa Iha（提婆）. 

7. T. Kṛṣṇa-pa, Chos-kyi śes-r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