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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

【大唐三藏】

徑回
東土

玄奘大師年表
編輯組整理

玄奘大師為解內心的疑惑，於是發願西行求法，
縱使生命垂危時，仍堅持：「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
但在印度名滿天下時，一心「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
就這麼往遊西域，徑回東土，
圓滿個人理想的同時，大師也為這個世界留下偉大的生命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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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仁壽二年（602）
（1 歲）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
（8 歲）

．於河南省偃師縣緱氏
（洛陽之東）陳堡古村出生
（一說 600）
。
父：陳惠。母：宋氏，育
有四男一女，玄奘是最小
的兒子，俗名陳褘。

隋煬帝大業八年（612）
（11 歲）

．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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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奉慈
訓，豈宜安坐。」其早慧
如此。
隋煬帝大業七年（611）
（10 歲）

．父陳惠歿。

隋文帝仁壽四年（604）
（3 歲）

．父陳惠辭江陵令。

隋文帝仁壽元年
601

．次兄陳素 (長捷法師) 迎居
洛陽淨土寺，學習佛教經
典，很快便能背誦《維摩
詰經》與《法華經》。
戒日王
印度戒日王 （605/6 － 647
年）護法，禁止殺生，獎
勵素食。依阿育王弘法
之先例，建寺院、造石
塔、築旅舍，並且每年
設無遮大會等，佛教得
以發展。

隋煬帝大業元年
604

隋文帝仁壽二年（602）

．禪宗五祖弘忍生 （602 －
675）。智儼生。
．大興善寺譯經之沙門、
學士等人，作《眾經目錄》
五卷。
．彥琮據達摩笈多見聞，
撰《大隋西國傳》，以記
中亞、南亞諸國文化。
．王舍城沙門謁帝，請
《舍利瑞圖經》及《國家
祥瑞錄》，敕彥琮翻為梵
文。是為譯華為梵之始。
隋文帝仁壽四年（604）

．楊廣弒文帝自立，是為
隋煬帝。

605

607

610

612

隋煬帝大業元年（605）

隋文帝仁壽二年（602）

．煬帝營建東都洛陽，開
鑿通濟渠、邗溝。

．東羅馬內亂。波斯攻打
東羅馬。

隋煬帝大業二年（606）

隋煬帝大業二年（606）

．煬帝建造譯經館於洛陽
上林園。除開鑿運河外，
煬帝也進行如建馳道、築
長城等大型工程，耗用民
力甚鉅。
．禪宗三祖僧璨卒。生前
著有《信心銘》
。

．印度「戒日王」統一印
度北方。

隋煬帝大業八年（612）

隋煬帝大業六年（610）

．煬帝初征高麗，敗還。
．牛頭法融入茅山，依旻
法師出家。

．穆罕默德創伊斯蘭教。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

．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
屯設等西域廿七國國王使
者，從隋帝遊歷東西二京
及燕代汾晉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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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大業十年（614）
（13 歲）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17 歲）

．朝廷欲於洛陽剃度廿七
名僧人，玄奘年紀不符，
因獲主考官鄭善果特准應
試而破格入選，於洛陽淨
土寺剃髮，法號玄奘。仍
與次兄長捷法師同住。

．與兄長捷法師避居長安
莊嚴寺。

．於淨土寺聽慧景法師講
《涅槃經》，從慧嚴法師學
《攝大乘論》。此年，法師
初次登座覆述經義，名聲
初顯。

．在成都隨寶暹法師讀
《攝大乘論》、從道基法師
習《阿毘曇論》。四、五
年間，究通諸部。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20 歲）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
（18 歲）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
（15 歲）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
（19 歲）

．偕同兄長捷法師入漢
川。喜逢空、景二法師，
遂停月餘，隨兩位高僧習
讀《攝大乘論》、《阿毘
曇論》。然後四人同行往
成都，住進空慧寺。

．施一病人衣服飲食之
具，病者授其《般若心
經》
，因常誦習。

隋煬帝大業九年
613

隋恭帝義寧元年
614

615

616

隋煬帝大業九年（613）

隋恭帝義寧元年（617）

．隋煬帝二征高麗
．楊玄感、郭方預、郝孝
德等起兵叛亂。
．詔僧人靜藏入鴻臚寺以
教授外國人學佛。
．興善寺僧粲（三國論師）
寂（年八五）。

．李淵起兵太原，攻入大
興，立代王楊侑為恭帝，
尊煬帝為太上皇，自稱唐
王。

隋煬帝大業十年（614）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

．隋煬帝三征高麗。
．中國境內處處民變。

．於一月、五月、九月及
每月十齋日禁屠，成為永
久之國式。
．達摩笈多寂。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

．李密、羅藝起兵叛亂。
．道宣受戒於智首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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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隋朝滅亡，李淵即位於
長安，國號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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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秦王李世民以少林寺助
平王世充有功，賜物千
段，封沙門曇宗等為大將
軍。
．太史令傅奕反對崇佛，
選魏晉以來反佛之說彙成
《高識傳》行世。六月，
傅奕奏上「減省寺塔僧尼
益國利民之策十一條」，
論及佛教寺院之弊。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

．法琳著《破邪論》以駁
傅奕廢佛之言，與李師政
學士著《正邪論》相呼
應，佛道之爭再起。

唐高祖武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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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五年（622）
（21 歲）

．於成都受具足戒。之後
離開成都，乘船下岷江、
長江，至荊州 (湖北省江陵)
天皇寺，為地方人士講
《攝大乘論》
、《阿毘曇論》
前後三遍。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
（23 歲）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
（24 歲）

．返回長安寄身大覺寺。

．隨道岳法師、僧辯大
師、法常大師學《俱舍
論》、《大乘論》、《攝大
乘論》
。

唐高祖武德六年（623）
（22 歲）

隋朝三十六年，度僧尼
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
立寺三千八百餘所，造
像十一萬零四百三十
軀，譯經八十二部，佛
教在全國弘興。

．北行至相州。向當地高
僧慧休法師學《雜心論》
八個月。再北至趙州，師
事道深法師，並習《成實
論》十個月。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唐高祖武德六年（623）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法琳再上奏反對廢佛之
議。
．三論宗創始人吉藏（嘉祥
大師） 卒。 （吉藏曾著《中論

．波斯征服埃及。

．錫蘭王目犍連三世 （618
∼ 623 在位） 期間，僧團首
次舉行功德衣儀式，此風
相傳至今。

疏 》、 《 百 論 疏 》、 《 十 二 年 論
疏 》、 《 三 論 玄 義 》 等 ， 主 張
「 諸 法 性 空 」， 建 立 真 俗 二 諦 之
說。）

隋恭帝義寧元年（617）

．錫蘭尸羅迷伽王時
(617~626 在位)，無畏山寺派
紛爭時起，敕令不守戒律
之惡戒比丘還俗，或監
禁，或驅逐出境。
．波斯軍攻東羅馬。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

．穆罕默德從麥加前往麥
地那，回教紀元開始。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

．道宣入終南山。
．唐高祖李淵為調和三教
之爭，命釋、道、儒士分
別入宮講《心經》、《老
子》
、《孝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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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貞觀元年（627）
（26 歲）

．立志西遊。曾結伴上
表，有詔不許（因國基未
定，禁民越境）。玄奘遂隱跡
京輦，遍學蕃語，並自試
其心，堪任諸苦後，於八
月啟程。
．與秦州僧人孝達結伴，
行 至 秦 州 （ 甘 肅 天 水 ）， 一
宿。復同商侶轉向蘭州，
一宿。九月，與送官馬的
差役同到涼州（甘肅武
威），為當地民眾講《涅槃
經》、《攝大乘論》、《般

若經》。停月餘。十月，
得涼州慧威法師遣派徒弟
道整、慧琳助護，安抵瓜
州（今甘肅安西）。
．十二月，得良馬，單人
獨騎，橫渡八百里沙河，
途中失水迷途，幾乎喪
命。

唐太宗貞觀二年（628）
（27 歲）

．年初，經伊吾（新疆哈密）
至高昌 （新疆吐魯番縣），受
高昌王麴文泰禮遇， 住數
十日，欲辭行，為高昌王
苦留。玄奘絕食三日，王
方感悟，遂與約為兄弟，
復留一月為講《仁王護國
般若波羅蜜經》。臨行，
高昌王厚贈往還所用之
資，剃度沙彌以供差遣，
並修書予玄奘通關之用。
．三月，經無半城、篤進
城，到達阿耆尼國（今新疆

高祖武德八年

太宗貞觀元年
626

625

627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

．高祖臨幸國學，舉行釋
奠之禮，召集三教學者，
規定道、儒、佛三教之先
後順序；慧乘極力抗議。
．高句麗國遣使來唐，求
取佛教、道教。
．武德年間，禪宗四祖道
信入蘄州雙峰山，鼓吹禪
風；與五祖弘忍共稱東山
法門、東山宗。

．六月，玄武門之變。
．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世民，自稱太上皇。世民
即位，是為唐太宗。
．東突厥率大軍十萬攻中
國，唐朝大震，太宗輕騎
出面請和，始退。

．唐貞觀年中，新羅僧阿
離耶跋摩、惠業、玄太、
玄恪、惠輪等，至西域、
天竺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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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焉耆），停一宿後，往屈

北部），與般若羯羅法師談

支國 （龜茲，新疆庫車）。停
留六十餘日，並與其國師
木叉 多法師辯論。
．五月，離屈支西行，途
中遇盜匪，有驚無險。
．其後，經跋祿迦國（新疆
阿克蘇市），渡凌山、熱海
等天險，至西突厥所屬之
素葉水城 （今托克馬克，屬舊
蘇聯）。在當地為君臣講五
戒十善，及《波羅蜜
經》。其後經昇聿城等十
一站，到達縛喝國 （阿富汗

《阿毘達摩》、《迦延》、
《俱舍》、《阿毘曇》等，
又同研《毘婆娑論》。
．在迦畢試國 （阿富汗喀布
爾東北部） 時，住小乘沙落
迦寺。曾助寺僧取出古傳
寶藏，供修寺之用。後移
住大乘佛寺，與其國首座
法師三人，共同講道。
．在迦濕彌羅國 （今喀什米
爾）時，住闍耶因陀羅
寺。向其第一高僧僧勝法
師請學《俱舍論》、《順

628

正理論》、《因明》、《聲
明論》。並且抄寫許多中
國境內沒有的經論版本。
於此鑽研梵文經藏，為日
後周遊五印和回國翻譯事
業奠定基礎。

629

630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

．詔令龍田寺每月誦讀仁
王、大雲等經，定為恆
例。
．唐太宗令高僧廿七人于
天門街祈雨；又為太武皇
帝祈求冥福。

．八月，日本首次遣使入
唐。
．高昌王麴文泰親訪長
安，太宗禮遇之。
．唐平東突厥，西北君長
奉太宗為天可汗。

．印度佛教傳入西藏。

突厥
公元七世紀之前後，在中原隋唐王朝的北部邊疆，活躍著一
支新興的遊牧民族—突厥族。「突厥族」發源於準噶爾盆
地之北，是一個以狼為圖騰的部落，公元六世紀中葉興起，
勢力逐步擴展到大漠南北及西域、中亞一帶，至八世紀中葉
衰落。在短短的近二百年間，突厥族建立了史稱「東突
厥」、「西突厥」和「後突厥」三個強大國家，對中國乃至
世界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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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貞觀三年（629）
（28 歲）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
（29 歲）

．在磔迦國（今北印度旁遮普
、《廣百
邦） 學《經百論》
論》。
．在至那僕底國 （北印度）
參謁突舍薩那寺，請學
《對法論》、《顯宗論》、
《理門論》。住闍爛達羅國
（北印度） 那伽羅馱那寺，
習《眾事分毘婆娑論》。
在窣祿勤那國（中印度）
時，學《毘婆娑論》。

．春，至秣底補羅國 （彌
魯特城）停留至夏末，學
《辨真論》
、《發智論》 等
諸論書。
．夏，至羯若鞠闍國 （中
印度。國王：戒日王，國都：曲
女城），止住跋達羅毘訶羅

寺，從毘離耶犀那研究
《佛使毘婆娑》與《日冑
毘婆娑》。
．離開阿踰陀國 （中印佛得
爾城東南地）後，改走水
路，遭盜賊劫持，幸而不

久化險為夷。
．在吠舍釐國（摩蘇佛普爾）
之吠羅補羅城得《菩薩
經》，此為法師西遊所得
第一部經。
．秋，巡禮諸佛蹟畢，於
摩揭陀國 （巴德拿） 那爛陀
寺，參禮戒賢法師。
唐太宗貞觀五年（631）
（30 歲）

．巡禮那爛陀寺附近之佛
蹟，復歸，聽戒賢法師講
《瑜伽師地論》。 （那爛陀寺
為印度最高學府，法師在摩國期
間，泰半住此。）

太宗貞觀三年
629

630

631

632

633

唐太宗貞觀五年（631）

唐太宗貞觀九年（635）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

．一月，敕令僧尼、道士
尊敬父母。
．波斯穆護何祿傳入火祅
教。

．相部律宗法礪寂（年六
。
七）
．羅馬阿羅本始傳景教

．唐太宗因與道教的始祖
—老子同姓李，沉湎於
道教。一月，詔令將道
士、女冠置於僧尼之上，
法常、法琳、智實等人上
書抗議，智實因此被處以
流罪。
．善無畏生於東印度烏荼
國。

唐太宗貞觀六年（632）

．長安弘福寺建立。
．天臺宗五祖灌頂寂於國
清寺 （年七二）。生前著有
《 國 清 百 錄 》、 《 涅 槃 玄
義》、《涅槃經疏》等。
．傅奕上書要求禁止僧吹
螺、擊鐘。
．新羅僧明朗來唐。日本
學問僧靈雲、僧旻等人隨
唐使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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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貞觀六年（632）
（31 歲）

唐太宗貞觀十年（636）
（35 歲）

．在那爛陀寺聽《瑜伽師
地論》前後三遍、《順正
理論》、《對法》《顯揚聖
教論》各一遍、《中論》
《百論》各三遍，《因
明》、《聲明》、《集量》
等論各二遍。並兼學婆羅
門書、梵書。
唐太宗貞觀九年（635）
（34 歲）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
（36 歲）

．在天竺見戒日王。
．經林邑等國，旅遊東印
度，至南憍薩羅國（中印之
琛達城）從婆羅門研習《集
量論》月餘， 後赴馱那羯
磔迦國 （南印度） 從大眾部
僧蘇部底、蘇利耶研究
《大眾部根本阿毘達磨》
及大乘諸論書數月。

．首次暫離那爛陀寺。在
伊爛拏缽伐多國 （孟加拉部
之蒙赫城） 學《毘婆娑》與
《順正理》等論。

634

635

636

．遊歷印度東南部、西南
部，至缽伐多國，從數位
名德研究正量部《根本阿
毘達磨》、《攝正法論》、
《教實論》等。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
（37 歲）

．返回摩揭陀國那爛陀寺
參禮戒賢法師，並從般若
跋陀羅法師決諸所疑。
．復往杖林山從勝軍學
《唯識抉擇論》、《十二因
緣論》等，至翌年。

637

638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

唐太宗貞觀十年（636）

．六祖惠能出生（638 －
713）。
．詔令允許景教流布，為
阿羅本建造大秦寺，度僧
二十一人。
．書法家虞世南卒。

．穆罕默德重返麥加，建
立阿拉伯帝國 （中國稱「大
食」
、「天方」
）。

．阿拉伯帝國征服耶路撒
冷、敘利亞。

唐太宗貞觀六年（632）

．阿拉伯帝國元首穆罕默
德卒 （571 － 632），無子，
政 府 設 「 哈 利 發 」（ 即 教
主、先知、代表、君王之意）為
元首，穆罕默德之岳父阿
布柏克任第一屆哈利發。
唐太宗貞觀九年（635）

．阿拉伯軍團北攻，陷東
羅馬帝國大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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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
（39 歲）

．與勝軍巡歷佛陀伽耶大
菩提寺，觀禮佛舍利及諸
聖跡。返那爛陀寺後，依
戒賢之命為大眾講《攝大
乘論》、《唯識抉擇論》。
．又與中觀系師子光對
論，為和會二宗，著《會
宗論》三千頌，師子光慚
服。復挫來寺求論難之外
道，收伏為僕役。
．並著《破惡見論》一千
六百頌，論駁般若 多之
《破大乘義》
。

．應鳩摩羅王之請，至東
印度迦摩寠波國，受供養
月餘。廣破邪論，並答王
諸佛功德論。造《三身論》
三百頌。
．十二月，受戒日王禮
遇，並與王逆河而進，至
曲女城參加大法會。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
（40 歲）

三千、耆那僧等二千、那
爛陀寺僧一千均列席，推
玄奘為論主。論題令寫一
本懸示，破一字者，斬首
相謝 ，凡十八日，無一人
問難。
．夏，與戒日王共赴缽邏
耶伽國，列席無遮施第六
會。
．秋，辭別戒日王東還。
經憍賞彌、闍蘭達諸國。

．春，戒日王於曲女城為
玄奘舉行辯論大會，五印
度十八國王，大、小乘僧

太宗貞觀十三年
639

640

641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

．法琳被繫獄中；十月，
流放益州。
．詔令僧尼誦讀《遺教
經 》， 並 付 給 官 吏 各 一
卷，以策僧尼軌範。
．華嚴大師智正卒（年八
一 ）。 曾 著 有 《 華 嚴 疏 》
等。
．沙門靜琬（或作智苑）
卒。所刊石經已滿七室。

．華嚴宗初祖杜順卒（年八
四）。曾著有《華嚴五教止
觀 》、 《 華 嚴 法 界 觀 門 》
等，唐太宗賜其「帝心」
之號，故稱杜順為「帝心
尊者」。
．法琳寂（年六九）。

.天竺戒日王尸羅逸多數次
遣使來唐，並贈鬱金香和
菩提樹等。
．善導到河西 （今甘肅武威
一帶）觀綽禪師講經，後返
京師，造《彌陀經》，畫
淨土變相壁畫於寺院，時
人爭相效仿。
．書法家歐陽詢卒 （557 －
641）。曾書《化度寺邕禪
師舍利塔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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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
（41 歲）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
（42 歲）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644）
（43 歲）

．年初，至 叉始羅國，
渡印度河遇浪覆船，失經
五十筴及印度異華種子。
．渡河後，應迦畢試國王
邀請，至烏城停五十餘
日。使人往烏仗那國（北印
度的一個古國） 補抄所闕經
典，並列席無遮大會，復
往 貨邏故地。

．度過雪山、蔥嶺等天
險，自羯盤陀國 （塔什庫爾
干城）東北行五日時，遇盜
賊，所乘大象溺水而死。
賊過後，仍冒寒履險東
行。年尾，終於抵達瞿薩
旦那國 （于闐）。于闐王聞
法師回返，親來迎接。入
王城後，住小乘薩婆多
寺。

．至瞿薩旦那國時，修表
向太宗陳情求恕。等候回
音期間，派人至屈支、疏
勒等國，訪求失落的經
本。並為當地僧侶講《瑜
伽》、《攝大乘》等論。
太宗恩敕降使迎勞，法師
奉敕即進發。至沙州又上
表，時太宗在洛陽宮，特
敕房玄齡有關官員迎待。
在得知太宗將征伐遼東，
恐不及見，乃兼程趕路，
於年底時回到長安城。

643

644

645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

．法融建造禪室於金陵牛
頭山。
．高句麗遣使入唐求取道
教。
．魏徵病逝（580 － 643）。
．唐使李義表、王玄策等
人至摩揭陀國。

．尼泊爾墀尊公主入藏與
棄宗弄贊成婚，墀尊把尼
泊爾佛像帶入西藏。

．西藏棄宗弄贊王復王
位。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

．高昌王麴文泰聞中國軍
將至，憂卒。子麴智盛嗣
位，兵敗降，高昌國亡。
．阿拉伯帝國征服兩河流
域。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

．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王
（西藏） 棄宗弄贊，公主帶
入佛經、佛像等。

棄宗弄贊
棄宗弄贊是唐時吐蕃富
雄才大略的君主，對該
族宗教、文化貢獻很
大。
棄宗弄贊先娶尼泊爾公
主，後娶文成公主，故
佛像、經卷、僧侶，隨
兩位公主而至，佛教從
此盛行於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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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
（44 歲）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
（45 歲）

唐太宗貞觀廿一年（647）
（46 歲）

．正月廿四日，玄奘返抵
長安，房玄齡等奉敕迎
之。
．請回佛像、佛舍利及梵
文佛經五百二十筴六百五
十七部，安置於弘福寺。
．二月一日，在洛陽宮儀
鑾殿謁見太宗皇帝。奉旨
譯經，並撰寫《大唐西域
記》
。

．譯《顯揚聖教論》二十
卷、《大乘阿毘達磨雜集
論》十六卷，撰《大唐西
域記》十二卷。
．玄奘將所譯佛經五部及
所撰《大唐西域記》呈唐
太宗。唐太宗為玄奘的弘
佛精神所感動，親作答
書，重道輕佛之心有所改
變。

．譯《解深密經》五卷。
．譯《老子道德經》為梵
文，送往東印度。

唐太宗貞觀廿二年（648）
（47 歲）

．譯《瑜伽師地論》百卷
訖。
．太宗將《瑜伽師地論》
寫本頒與九州輾轉流通。
並撰〈大唐三藏聖教
序〉，敕貫眾經之首。太

太宗貞觀十九年
645

646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

唐太宗貞觀廿一年（647）

．道宣撰《續高僧傳》三
十卷。
．一月，王玄策等人至王
舍城；並於二月，參訪摩
訶菩提寺，在塔西建碑。
．太宗親征高麗。

．印度戒日王歿（一說
646）。唐使王玄策、蔣師
仁等人於戒日王歿後共赴
印度，擒篡位之臣那伏帝
阿羅那順，翌年歸返長
安。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

．印度五名婆羅門僧前來
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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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唐太宗貞觀廿二年（648）

．燒燬道教經典。
．十月，高宗為替母后
（文德太后）薦福，於長安建
立大慈恩寺，並於寺西北
隅建造譯經院。
．才德兼備的名相房玄齡
逝。經學家孔穎達逝。

648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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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奉讀聖文，又著〈述聖
記〉
。
．譯《勝宗十句義論》一
卷、《唯識三十論頌》。
．太宗勸令玄奘還俗輔
政，玄奘懇述闡揚佛法之
志，太宗感悟。
．入住慈恩寺譯經。

唐太宗貞觀廿三年（649）
（48 歲）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
（49 歲）

．太宗臨終前一日，召玄
奘入翠微宮居住，為之講
《瑜伽》、《金剛般若》，
並以相見恨晚、不得廣興
佛事為憾。
．譯《攝大乘論本》三
卷、《攝大乘論世親釋》
十卷、《攝大乘論無性釋》
十卷。

．譯《本事經》七卷、
《說無垢稱經》六卷、
《大乘廣百論釋論》十卷
等。
．新羅僧神昉入大慈恩寺
玄奘之譯經院。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50 歲）

．賈敦頤等四刺史請玄奘
為授「菩薩戒」。
．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
經》十卷、《俱舍論本
頌》。

高宗永徽元年
649

650

651

唐太宗貞觀廿三年（649）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

唐太宗貞觀廿一年（647）

．才人武媚娘（武則
天）， 隨眾妃嬪入感業寺
為尼。
．太宗駕崩。子高宗李治
嗣位。太尉長孫無忌 、中
書令褚遂良輔政。
．出使西域之使者模寫中
印度華氏城之佛足跡歸
國。
．沙門道生取道吐蕃至天
竺，於那爛陀寺學法，後
齎經像返國，行至泥婆羅
病卒。
．玄應撰《一切經音
義》
。

．日本大化革新。日本大
化革新後，天皇崇佛，下
詔興隆佛教。以後產生以
寺院建築與雕塑為中心的
飛鳥、白鳳之天平文化。

．阿拉伯帝國攻佔地中海
島嶼，控制北非，版圖迅
速擴張。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

．西藏大昭寺破土興建。

日本「大化革新」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日
本孝德天皇即位，仿效
中國年號，建元大化。
由僧旻、玄理等輔佐孝
德天皇從事政治上之維
新改革，此後一切典章
制度，都取法於唐朝，
史稱「大化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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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永徽三年（652）
（51 歲）

．為永藏經本，於慈恩寺
西院建「大雁塔」，並立
碑刻二聖（即唐太宗與唐高宗）
〈 三 藏 聖 教 序 〉、 〈 述 聖
記〉。其書法乃褚遂良的
手筆。
．印度摩訶菩提寺僧法長
訪慈恩寺，帶來智光、慧
天兩大德手書及贈物。
．譯《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七卷、《阿毘達磨顯宗論》
四十卷。

．中印度僧人無極高攜經
籍入華，居慈恩寺助玄奘
師徒譯經，並於慧日寺譯
《陀羅尼集經》。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
（52 歲）

．日僧道昭入唐，隨玄奘
習法相教義。（法相第一傳）

唐高宗永徽五年（654）
（53 歲）

．譯《順正理論》八十
卷、《俱舍論》三十卷。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
（54 歲）

．呂才著《因明立破注解》
三卷及《義圖》批判因
明，玄奘對此加以駁斥，
引發佛儒論戰。
．中印度僧人那提三藏攜
一千五百餘部佛典至長
安，居慈恩寺助玄奘師徒
譯經。
．譯《因明論》
。

高宗永徽元年
650

651

652

653

654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

唐高宗永徽五年（654）

．道宣撰《釋迦方志》二
卷。
．唐僧玄照入西藏，文成
公主送其至闍爛達羅國學
經律，凡四年。

．道宣奉敕任西明寺上
座。

．二月，智嚴寂（年七
。
八）
．唐僧玄照離開闍爛達羅
國，至印度摩訶菩提寺，
攻讀《俱舍論》及律，凡
四年。
．二月，印度摩訶菩提寺
智光等之使者法長攜玄奘
之物信返回印度。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梵本經臺建立。
．發布《五經正義》百八
十卷。
．禪宗四祖道信 （年七二）
卒于湖北黃梅雙峰山，徒
眾建塔以祀。
．大食 （阿拉伯帝國） 遣使
至長安朝貢，回教傳入中
國至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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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智敏奉唐高宗之命，
為玄奘等高僧塑像。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
（55 歲）

．高宗命左僕射于志寧等
朝廷官員協助經文潤色。
．三月，高宗製〈大慈恩
寺碑文〉。四月，玄奘恭
迎〈御書大慈恩寺碑
文〉。
．玄奘舊疾復發，高宗特
遣御醫探視，五日後方
癒。病後，高宗迎法師入
凝雲殿之西閣供養，仍譯
經不輟。
．中宗出生，後從玄奘剃
髮，號「佛光王」。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
（56 歲）

．高宗行幸洛陽時，玄奘
與佛光王隨行，居積翠
宮。
．玄奘乘回洛陽之便，與
姊姊遷葬祖墳。
．上表請求歸隱少林寺修
禪譯經，高宗不許。

唐高宗顯慶三年（658）
（57 歲）

．二月，玄奘等人隨帝返
長安。七月，玄奘奉敕入
西明寺。
．日僧智通、智達來唐，
從玄奘受持法相 （法相第二
傳）。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
（58 歲）

．譯《大毘婆沙論》二百
卷、譯《法蘊足論》十二
卷，及法相宗 （唯識宗） 要
典《成唯識論》，沈玄明
為之作序。

高宗顯慶元年
655

656

657

658

659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

．高宗立武媚娘為皇后，
並更換儲君，同時改元為
顯慶。褚遂良力諫，貶為
潭州都督。

．錫蘭王迦葉王二世 （650
∼ 659 在位） 治世時，盛行
阿毘達磨之研究。
．印度月稱（600 ∼ 650）註
釋 《 中 論 》， 著 《 明 句
論》、《入中論》等，批
判青辨，維護佛護之學
說，形成瑜伽行派與中觀
派尖銳對立之勢。
．印度法稱（600 ∼ 660）以
經量瑜伽之立場，著《知
識論評釋》、《論理學小
論》等，後發展為陳那之
論理學、知識論。
．古印度法難。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

．一月，牛頭山法融寂
（年六四）
。

．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
送佛袈裟。

660

．阿拉伯征服者聯合土耳
其遊牧民族，侵入南亞，
盛行於中亞細亞的佛教因
之遭到蹂躪。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阿拉伯軍團深入波斯，
滅波斯王國（薩珊王朝）
。
（226 年－ 65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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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
大唐三藏

唐高宗顯慶五年（660）
（59 歲）

唐高宗龍朔三年（663）
（62 歲）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
（63 歲）

．始翻《大般若波羅蜜多
經》（一說 65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六百卷譯畢。玄奘令弟子
窺基上表，請求高宗御製
經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譯畢，自覺身力衰竭，知
無常將至，遺命弟子從簡
治喪。

．正月三日，玉華寺眾請
譯《大寶積經》。譯四行
而止。隨後抽空往蘭芝谷
等地禮辭佛像。正月十三
日，寢疾。二月五日，玄
奘寂於玉華寺 （年六三，一
。
說六五）
．四月十四日，將葬白鹿
原。京師及諸州百里內送
葬者百餘萬人。葬之日，
緇素宿於墓地者三萬餘
人。四月十五日，葬禮完
畢，舉辦無遮大會。

唐高宗龍朔元年（661）
（60 歲）

． 譯 《 辯 中 邊 論 頌 》、
《辯中邊論》三卷、《唯
識二十論》
。

高宗顯慶三年
658

高宗龍朔元年
659

660

唐高宗顯慶三年（658）

．佛道二教論爭於內殿。
．長安西明寺建造。
．唐正式採用「試經度僧」
制。
．唐僧玄照離開摩訶菩提
寺，至那爛陀寺，研究
《中論》、《瑜伽師地論》
等。
．書法家褚遂良卒 （596 －
6 5 8 ）。 曾 書 〈 聖 教 序 〉、
〈孟法師碑〉、〈伊闕佛龕
記〉等書法名作。

58

661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

唐高宗顯慶五年（660）

．十月，於岐州法門寺建
造與帝等身之阿育王像並
修塔。
．道世撰《諸經要集》二
十卷。
．王玄策至毘舍離，經維
摩之故宅，以笏量基，止
有十笏，遂稱「方丈
室」。

．天竺菩提寺主戒龍為漢
使王玄策設大會，贈大真
珠箱象牙佛塔、舍利寶
塔、佛印等，餞別。
．僧人道昭入日本傳法相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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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龍朔元年（661）

．王玄策等人奉持佛頂骨
歸國。
．新羅僧義湘入唐，從終
南智儼學法，達七年之
久。後返國為新羅「華嚴
宗」初祖。

專輯
大唐三藏

唐高宗總章二年（669）

法師卒後五年。四月八
日，高宗有旨徙葬法師於
長安南三十里之樊川北
原，建長安興教寺玄奘
塔，以祀玄奘法師。唐文
宗太和二年（828）重修
之。

「唐三藏」之稱的由來
玄奘大師弘《成唯識論》之說，論證破除「我執」、「法
執」以「成佛」，被尊為「法相宗」初祖。計大師從梵文翻
成漢文的經論多達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文化和
宗教上，深深影響中國和韓、日、越等國，也促進了中印的
文化交流。
玄奘法師卒後，中宗追諡號為「大遍覺」，肅宗又親賜靈
塔匾額，額上題寫「興教」二字。由法師的弟子慧立法師撰
寫，彥宗法師箋述的傳記，題稱「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後
來的冥詳法師曾別作行狀，題為「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
。
雖然，「三藏法師」是佛教中的一種敬稱，指對經、律、
論三藏相當通達的法師。歷史上，也有很多高僧都有三藏法
師的尊稱。但後人代代相傳，加上《西遊記》中「唐僧玄奘」
印象普遍，還是慣稱玄奘法師為「唐三藏」。

高宗麟德元年
662

663

唐高宗龍朔二年（662）

．敕令僧尼、道士禮拜君
親，道宣、彥悰上書抗
議。
．淨土宗善導和尚入京化
人，說法光明寺，是年
卒 。 曾 著 《 念 佛 鏡 》、
《往生禮贊偈》
、《觀經疏》
等，另寫《彌陀經》數萬
卷。

高宗總章二年

664

669

唐高宗龍朔三年（663）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

．中天竺沙門那提（福生）
自昆崙返長安，譯有《八
曼荼羅經》，密教理論較
系統地得以介紹。
．唐破日本軍隊於白江
口。（此為中日第一次戰爭）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

．道宣撰《大唐內典錄》
十卷、《集古今佛道論衡》
四卷、《感通錄》。
．唐高宗命沙門惠概等參
覆量校所寫一切經，三年
內，共合新舊八百一十六
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入
藏。

．錫蘭王馱都波帝須二世
（659 ∼ 667 在位） 欲為無畏
山寺派建立寺院，遭大寺
派反對。
唐高宗龍朔元年（661）

．阿拉伯帝國第四任哈利
發阿利被刺身死（655 －
661），大臣穆阿偉亞自任
為哈利發，廢除選舉制，
改為父子世襲。自麥地那
遷都大馬士革。 （西洋稱奧
米亞王朝，中國稱白衣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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