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奘大師傳奇（一）

玄奘法師生長在唐朝，因

此，我們又稱他唐僧。由於明

朝時的吳承恩寫了一部《西遊

記》，述說玄奘法師赴西域取

經的故事，作者以流暢而通俗

的文筆，描寫玄奘法師沿途遭

遇虎、豹、鬼怪、妖魔種種險

境，是一部虛構的故事，普遍

的流傳於我國民間。所以「唐

三藏」、「唐僧」等名字，可以

說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但畢

竟和事實相距甚遠，玄虛而不

足採信。

現在我們要介紹的是依據

《高僧傳》，以及中外佛學專

家們所寫的歷史事蹟匯集而

成，用以說明玄奘法師一生的

經歷，以及他對佛教、對國家

所作的偉大貢獻。

玄奘法師，是唐朝河南

偃師人，俗家姓陳，單名叫

「禔」。幼年時，他的母親就

過世了，父親名叫「陳惠」，

是一位地方的清官，後來辭官

回家，專心作學問。但是不幸

的是，當玄奘法師十歲那年，

他父親也過世了，因此他的幼

年可以說相當坎坷。

法師有位出家的哥哥，法

名叫長捷，住在洛陽的淨土

 聖印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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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孤苦伶仃的玄奘法師，已

無處可安身，只好前往洛陽

投靠哥哥，所以也在淨土寺內

住下來，種下了日後出家的因

緣。

他哥哥長捷法師善於說

法，常設法會，弘揚佛教。每

次弘法時，就把小小年紀的

玄奘法師帶著，好讓他也有聞

法的機會。由於玄奘法師本來

就聰明絕頂，長期接受佛法的

熏陶以後，對佛理逐漸有了心

得，對出家生活也非常嚮往，

因此他就下決心要出家。那時

候還是隋朝時代，佛教很興

盛，但對出家人的管理很嚴。

隋煬帝大業十年，特別下令度

年滿二十歲的男子二十七名出

家。玄奘法師當時才十三歲，

根本沒有出家的資格。然而在

考試那天仍然前往試場。

由於沒有資格報名應考，

只得在考場門外徘徊，主考官

見玄奘法師聰明伶俐，在試場

外留連不去，就上前詢問他。

法師據實稟告，希望出家。主

考官的名字叫鄭果，對佛教頗

多贊助，他見玄奘法師年少卻

志高，是可造之才，特准他參

加考試。玄奘法師僅以兩年

聽經的心得，又以十三歲的年

紀，竟然一考即中，達到了他

出家的心願，在洛陽寺落髮，

成為一個小沙彌。玄奘法師出

家以後就專心研習佛學。二十

歲受具足戒，做了七年的沙

彌，終於成為正式的比丘了。

受戒以後，身、心發展都

已成熟，最重要的是，他有一

顆渴望求學的心。於是離開了

他哥哥長捷法師，開始雲遊參

學。

當時，長安有位法師，是

講解《攝大乘論》的權威。還

有一位僧辯法師，是精通《俱

舍論》的權威。玄奘法師就親

近他們。兩位法師見玄奘法

師一派文質彬彬、氣宇不凡，

就知道是未來的龍象，對他非

常器重。以自己所學，全力傳

授。

那時候，隋朝已經滅亡，

玄奘大師傳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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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唐朝盛世，唐高祖武德九

年，傳位給太子李世民，是為

唐太宗。當時，國家方定，為

了防患意外，規定百姓要越出

國境，必須奏請核准，否則一

律不准越境。

那時候因為翻譯的佛典

經義不完全，有些佛理奧義無

法契合，玄奘法師有意前往印

度留學，研習佛法原典，就與

幾位志同道合的道友，聯名上

表，請求西行去取經。但卻未

被朝廷批准，他們失望極了。

玄奘法師求經的心意非

常堅定，因此他計劃還是要前

往印度，但關防森嚴，無法公

然由西域孔道玉門關通過，就

取道秦州直奔蘭州。不久抵達

涼州，涼州的太守李大亮接到

密報說是「玄奘法師想要偷渡

出境」，就立刻派人到旅館請

玄奘法師見面，勸法師返回長

安，不要再往西前進。

當時涼州剛好有一位惠

威法師，是河西地區的佛教

領袖，很有力量。他知道玄奘

法師西行被阻的消息，就派

了弟子惠琳和道整兩個人，

陪同玄奘法師，扮作饑民逃

荒的模樣，從涼州出發，向西

行進。晝伏夜行，以防官兵攔

阻，這樣辛辛苦苦的到達了

瓜州。「瓜州」就是漢朝所稱

的「酒泉」，是通往西域伊吾

的要道。（伊吾就是現在的哈

密）。

瓜州刺史聽說玄奘法師來

到，立刻要見他，準備熱烈招

待，可是玄奘法師所乘騎的馬

匹，因長途奔波死去，而耽誤

了行程，晚到了一個月。剛好

這個時候，梁州太守「捉拿偷

渡僧人玄奘」的通牒也到達了

瓜州。瓜州刺史「李昌」，是

一名虔誠的佛教徒。他拿通牒

給玄奘法師，問明來意。玄奘

法師把發心前往印度留學，並

蒐集梵文佛典回國翻譯等等，

據實相告。李刺史一聽，立刻

撕毀了通牒，請玄奘法師趕緊

啟程西行。

玄奘法師在長安出發之

No.532 Oct. 2008∣41 



前，有位占卜先生何弘達曾告

訴他：「你經過沙漠時，如果

騎一匹紅色的老馬，就能平安

渡過。」當時恰好有一位老胡

人手牽一匹紅色老馬，玄奘法

師就用重金買了下來，與陪伴

他的石槃陀，繼續出發。

他們二人從玉門關上方

十里的地方渡過黃河，當晚在

岸邊過夜，石槃陀見玄奘法師

帶有銀兩，就起了壞心，想謀

財害命，正靠近法師身邊時，

不知何故卻又不敢下手。這時

驚醒了玄奘法師，他見石槃陀

手持鋼刀，知道他心中有了歹

念，立刻坐起合十，默念「觀

世音菩薩」聖號，石槃陀見

狀，就不敢下手了。

第二天繼續西行，走了不

遠，石槃陀表示不願再走。玄

奘法師也不勉強，就把自己騎

的精壯馬匹，與石槃陀騎的

紅色老馬交換，然後分手，從

此，玄奘法師就單身前進。這

個時候單身西行的玄奘法師騎

著紅色的老馬，面對的茫茫沙

漠，狂風大作，原有的路徑，

都被飛沙掩沒了，無法辨別方

向。

玄奘法師就以凸出沙面的

動物骨頭或馬糞作為指標，艱

苦的前進。在這條路上，紅色

老馬剛好發揮了老馬識途的功

用。因此，才能正確的朝伊吾

前進。

沙漠乾旱，飛沙走石，陽

光又強烈，玄奘法師在途中常

常見到海市蜃樓、兵隊馳騁，

熱鬧非凡。可是，行近一看，

則空無一物。這時候忽然聽到

空中有聲音說：

「不要怕，只管前進！」

他想：既然有神佛相佑，

必能平安無事，就鼓足勇氣，

抱定信心，向前邁進，不為任

何艱困所阻。

玄奘法師到達邊疆的第一

座烽火臺時，那裡有唐朝的軍

隊戍守，而前面還有四座烽火

臺，都被守兵嚴加防制著，如

果被發現了，後果不堪設想。

因此，玄奘法師一直是晝伏夜

玄奘大師傳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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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一天飲水已經完了，附

近又沒有水源，只有第一烽火

臺那裡有一個水池。當他挨近

水池，下馬飲水，同時在儲水

袋中裝水的時候，忽然聽到一

支響箭，「休」地一聲，由身

邊破空而過，接著又第二箭。

法師急忙高聲喊叫：

「我是長安來的出家人，

請不要放箭！」

第一烽火臺的守臺隊長

名叫王祥，他見到玄奘法師，

聽他想要往印度取經，很是佩

服，不但沒有留難，反而供給

乾糧，親自送出烽火臺十里之

外，他告訴法師：「由這條路

可以直接到第四烽火臺，守臺

的隊長是我同族，名叫伯隴，

法師經過時，可以說是由我親

自送你前往的。」

玄奘法師依言告別，到了

第四烽火臺，王伯隴也熱忱招

待，留住一晚，供應乾糧、用

水等物，並且說：

「第五烽火臺守臺兵卒，

性情兇暴，不可接近，由此西

行百里之處，叫野馬泉，可以

在那裡補充水草。」

玄奘法師依言越沙河時，

不但是地上沒有走獸，而且天

空也沒有飛鳥，可以說草木不

生，一望無際。一人一馬踽踽

而行，艱苦到了極點。這時候

法師就不停的誦念「觀世音菩

薩」聖號。由於他一心一意的

誦念聖號，竟然連水袋鬆脫也

沒有發覺。這時候已經滴水無

留。處在這種危急的狀況下，

真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他想如果貿然前進，只

有死路一條，於是只好撥轉

馬頭，準備東歸，走了十多里

路，心中又想：

「出發之時發願，若不至

天竺，誓不東歸。與其東歸偷

生，不如向西而死！」

這個念頭在腦海閃過，

便又撥轉馬頭繼續西行。晚

上，見星光照耀，白沙反映，

如同白晝，他就兼程趕路。這

樣經過了四夜五日，已經人困

馬疲，實在無法前進了。他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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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腹中十分饑餓，口中又渴得

像火在燃燒一般，倒臥在沙漠

上，卻還是不停的誦念著菩薩

的聖號。

就這樣子經過了一天一

夜，到了第五天的半夜，忽然

有涼風吹來，玄奘法師甦醒

了，老馬也一躍而起，他們立

刻又向西行十里，老馬忽然捨

棄正途而走向叉路。不久，忽

見地上長有青草，老馬不斷的

啃食。不遠處又發現了水池，

人和馬連忙喝個夠。

補足了水分，也就恢復了

體力。這時，有一位老僧

身上穿著短小的破衣，

光著腳出現。見玄奘法

師來到，立刻擁抱著哭

泣說：

「真想不到還能見到

本國的同胞！」

法師聽了，也感動得

流下淚來。

伊吾國王聽說有大

唐高僧來到，特地在宮

中設宴供養。當時有高

昌國王鞠文泰的一位駐伊吾使

者，正要從伊吾返回高昌，聽

說有長安的高僧來到，自己留

了下來，而派人兼程回國，把

這個消息報告高昌國王。

伊吾國在漢朝時叫「伊吾

盧」，就是現在新疆省的「哈

密縣」，那地方是一望無際的

大沙漠，行旅非常艱難的。

至於「高昌國」就是漢朝

時候的「車師前國」。也就是

現在新疆省吐魯番縣。

這兩個地方，與玄奘法師

前往印度取經關係很重要。

玄奘大師傳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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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國家的人民都是匈奴

族，雖然在漢朝時代曾為患北

方，但因對大漢文化的仰慕，

到隋唐時，已經歸順了，對國

內尤其是長安去的漢人，是非

常敬重的。所以西域人對大唐

去的玄奘法師，也就特別的尊

敬了。

特別是高昌國王，聽了使

者向他報告，說是有長安高僧

玄奘法師到達了伊吾，覺得很

興奮。高昌國王派遣了專使到

伊吾，請求伊吾王答應護送玄

奘法師去高昌，並且慎重的選

了駿馬五十匹，由重要大臣親

自前往伊吾迎接。

可是玄奘法師到達伊吾，

經人指點，到印度去的近路，

是由高昌城東方一百六十里的

「闢展」地方前往，原來並沒

有把伊吾列入行程之中。現

在，高昌國王既然派人馬來迎

接，只好跟著使者浩浩蕩蕩的

去高昌。

玄奘法師被高昌王派往

伊吾的使臣，迎請到了高昌

國。玄奘法師年輕有為，儀表

出眾，高昌王非常的尊敬他。

他在高昌國住了十多天以後，

想早日起程繼續西行，就表明

心意，卻被國王留住，不願意

他離去。幾經說明，還是不答

應。玄奘法師最後只有絕食抗

議，到了第四天，已經氣息微

弱，快要失去生命了，國王無

奈只好答應放行，但是有一個

要求—臨去前他必須把一部

《仁王經》講完，還有，將來由

印度返國時，要在高昌國居留

三年。玄奘法師在不得已的情

況下只好答應，用了整整一個

月時間，才講完《仁王經》。

講經完辭行出發的那天，

國王和僧眾、大臣、百姓等一

同相送，高昌王激動的失聲痛

哭，大家也都揮淚送別。

玄奘離開高昌國時，高

昌王贈送駿馬三十匹，腳伕

二十五名，僧侶四人，伴同他

回天山南麓西行而去，途中經

過焉耆、庫車，翻越天山向北

前進。當他們在橫越天山山脊

No.532 Oct. 2008∣45 



的時候，在萬年積雪所蓋的古

道上行走，真是舉步維艱，隨

時有墜落深谷，葬身山野的可

能。經過七天的攀陟，才到達

天山北麓。隨行的人有一部分

被凍死了，馬匹也損失不少。

玄奘法師以其堅忍不拔的精

神，竟能安然無損。

越過天山，沿著周圍廣達

一千四百多里的「清池」湖畔

行進，終於到達素葉城，與西

突厥王葉護可汗見面。可汗敬

佩玄奘法師，要留他下來住一

陣子，他堅決的謝絕了，於是

可汗命部下護送他們到迦畢試

國。然後在帕米揚國王城東北

山口禮拜了一尊一百五十尺高

的大石佛。停留十五天以後，

到達了佛教遺跡更多的「迦畢

試國」。

然後經過了許多國家，最

後終於到達當時佛教思想發達

的地方—那爛陀寺。

那爛陀寺的住持是戒賢論

師，跟隨他學佛的出家人超過

萬人以上。戒賢論師召見了玄

奘法師問：「你從哪裡來？」

玄奘法師回答說：「由震

旦國來，遠道而來的目的，主

要是向大師學修《瑜伽論》。」

那時的中國，印度人稱為

「震旦」。戒賢論師一聽，竟

然哭了起來，就呼叫弟子七十

歲的覺賢法師上前，當時戒賢

法師已經一百多歲了。他對覺

賢法師說：

「你可以當著全寺大眾，

宣 布 我 三 年 前 患 病 的 因 緣

了！」

原來，戒賢論師在二十年

前就患了風溼病，發作的時

候，手足關節疼痛，就像火燒

刀割一般痛苦。每次發作了，

都能治癒，但是從三年前復發

以後，竟然無法治癒，痛苦難

當。戒賢論師曾因厭世而想自

殺，但在某一天晚上，他夢見

有三位天人出現。第一個人是

金黃色，第二個人是琉璃色，

第三個人是銀白色。這三個容

貌端正的人一同走到戒賢論師

床前。

玄奘大師傳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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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人開口說：「你準備

厭世捨身嗎？經中固然有說身

是苦，但沒有說以自殺方式厭

離此身而能脫苦的。你過去世

為國王，有很多使臣，發生很

多苦惱的事，今生才招來這一

苦報。

你要脫離此苦，必須懺悔

過去的罪業，在痛苦來臨時要

安忍，並努力宣說經論，才可

以消除自己的罪苦。如果你厭

身絕食而死，那麼罪苦將會永

遠跟隨你的。」

戒賢聽了行禮參拜。金色

人又指著琉璃色人對戒賢說：

「你知道嗎？這位就是觀自在

菩薩。」接著又指著銀色人

說：「這位是慈氏菩薩。」

慈氏菩薩就是兜率天的彌

勒菩薩。戒賢論師就向彌勒菩

薩說：「我很希望生到您的兜

率天宮，不知能不能讓我達到

這個願望？」

彌勒菩薩告訴他說：「你

只要廣傳正法，臨命終了，必

得往生！」

這時候那位金色人說：

「我是文殊師利菩薩，因為你

自殺捨身，不為世間眾生利益

著想，所以特別前來相勸。你

應該顯揚《瑜伽論》等最深的

佛法，給那些求知的眾生。這

樣的話，你才能得到安穩。同

時，你也不用憂慮寺中沒有

接法的人，震旦有一位比丘，

發願要來你這裡學修《瑜伽

論》，他將來學成回國後，必

然大弘此法，你應當等他到

來，好好傳授給他！」

「是的，謹受尊教！」戒

賢論師話一說完，三個人忽然

不見了。奇妙的是戒賢論師的

痛苦也自然消失了。

當戒賢論師向覺賢法師說

完這一段夢中因緣以後，覺賢

法師就遵命向大眾宣布。寺中

所有的出家弟子們，都認為簡

直是不可思議，玄奘法師更是

感動，當時就發願請求戒賢論

師傳授而盡心聽講。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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