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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教授 

崔紅芬 

  摘 要 

元代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的拓本收錄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

拓本彙編》（冊 48）之中。塔記內容是由元代僧人印吉祥集，延安鳳翔路僧尼都

提領釋彧吉祥書丹，在至元九年（1272）刻石立於華嚴寺。從拓本內容看，元代

重修澄觀舍利塔記基本完整，主要記述了澄觀法師的生平事蹟，之後記載了元代

參與重建澄觀舍利塔的僧人。本文以《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為主並結合其他史料，

對澄觀法師的身世與出家、參學經歷、弘揚佛法與撰寫疏序等方面進行考證，為

瞭解唐代華嚴宗創立、《華嚴經》的傳承、華嚴經疏撰寫等提供了資料。同時元

代重修澄觀舍利塔還涉及諸多人員，有大都寺院僧人，也有陝西行省等處寺院僧

人，文章還對參與重修澄觀舍利塔的元代僧人進行初步考證。 

關鍵詞：澄觀法師、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元代重修、行吉祥、華嚴信仰 

  

 

                                                 
 本論文為 2018 年度國家社會基金重大專項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批准號 2018VJX00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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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涼國師澄觀為華嚴宗四祖，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翻譯和研習《華嚴經》，曾

講述《華嚴經》五十餘遍，並為《華嚴經》撰寫疏記，闡釋華嚴奧旨，有「華嚴

疏主」之美譽。澄觀法師的塔碑到元時已經無存，元代華嚴傳人行吉祥於至元九

年（1272）重建清涼國師塔，並由僧人印吉祥集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延安鳳翔路

僧尼都提領釋彧吉祥書丹。元代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的拓本收錄在北京圖

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冊 48）之中，拓本長 64釐米，寬 98 釐米，共

61 行，每行字數不等。塔記內容基本完整，最後雖有些殘缺，但所涉及內容豐富，

主要記述了澄觀法師的生平事蹟，為瞭解唐代華嚴宗創立、《華嚴經》的傳承、華

嚴經疏撰寫以及元代重新刊刻塔記的原因、人員等提供了資料。之後記載了元代

參與重建澄觀舍利塔的僧人。本人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史料對元代

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的內容和涉及僧人進行詳細考證。 

一、元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錄文 

為了便於瞭解《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的原貌，在錄文時遵循和保留碑文的格

式，但為清晰明瞭，每行前加注阿拉伯數字表示行數，同時添加標點符號，塔記

錄文如下：  

1. 大元華嚴寺重修大唐華嚴新舊兩經疏主翻經大教授充上都僧緣清涼國師妙覺

塔記 

2. 宣賜京兆府長春禪庵長講沙門印 吉祥集 

3. 京兆延安鳳翔三路僧尼都提領釋彧  吉祥書丹 

4. 師諱澄觀，字大休，俗姓夏侯氏，越州會稽人也，年九歲，禮奉州寶林寺禪德

體 真大師為師，甫越一朞， 

5. 解通三藏，十一歲，蒙恩得度，□衣福田，心冥理觀，乃講《般若》、《涅槃》、

《淨名》、《圓覺》等一十四經，《起信》、《瑜伽》、 

6. 《因明》、《唯實》等九論，其他長安四絕論1生公□四科2、終南、沙界觀、

天臺止觀3、康藏《還源觀》4，耽玩不舍，如龍 

                                                 
1 「四絕論」指僧肇《肇論》之《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和《涅槃無名論》四篇。 
2 澄觀法師以四分科法演義《十玄》宗義，撰成《華嚴經疏》。 
3 《天臺止觀》即天臺大師智顗所撰。 
4 康藏《還原觀》即指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法藏俗姓康。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54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4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34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318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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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戲珠也。等滿受具於曇一大師，繼稟南山業，遂講律藏。又於常照禪師受菩薩

戒，啟十弘誓，非徒言之， 

8. 實允蹈之，行解圓融，福德具足。又參無名大師印可，融宗宗說，兼通理也，

必至審觀稱性，無越華嚴，仍 

9. 依東京大詵和尚聽受玄旨，一曆耳根，再周能演說，曰：法界盡在，汝八大□

□，住處品。慨念文□門事，觀 

10. 照五台，遂不遠萬裡，委命棲托，閤錫大華嚴寺。十年，於茲山門淨□，敦請

敷揚，若曰：一乘別教，談何容 

11. 易？但以斯教，賢首頗得其門，後學未窺其奧，每恨人亡，法障未備，全旨承

襲衣有人，逢蒙見解，吾於 

12. 此時不可默矣。又念五地聖人，身棲佛境，心證真如，於後得智，起世俗心，

作世間解，乃覽儒家 

13. 經子史傳，道教莊老寓言，東震詞翰，西軋梵書，悉皆遊刃，擬著《大疏》於

般若院。祈聖加護，見一金 

14. 像，挺特山岩，面如滿月，卓立空際，仍於寐中，捧咽面門，及覺，遂下椽筆，

如有神助，通以同時，具足十玄 

15. 科，以信解行證四分，首尾相應，遠近相符，譬如大明當空，眾星奪曜，是月

也。設無遮以慶之，疏就將闡， 

16. 忽夢為龍，頭士抌南苔，尾蟠北台，鱗鬣耀空，明逾皎日，須更奮遷，化作多

龍，分照而去，流通之兆，其在茲 

17. 乎！暨演新制，五雲凝空，四眾輻湊，鹹來叩曰：大教理深，疏文義廣，願加

再剖，以決重昏，遂與上首覺人、 

18. 僧睿、智愷等，制《隨疏演義鈔》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口訓面授。

又為相國鄭公餘慶，南康王韋公皋， 

19. 越州觀察孟公簡，左拾遺白公居易等著十七卷，文是皆所以發明「華嚴」之旨

也。又為僧錄邃大師5等 

                                                 
5 僧錄邃大師指僧錄靈邃大師。 



344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 制《經律論關脈》6三十餘部。又七耶誕節《對禦說法表奏》八十餘卷7。國師

以  玄宗開元戊 

21. 寅歲生，天寶戊子歲出家。肅宗至德丁酉歲受戒。代宗大曆戊申歲譯經。德宗

元興甲 

22. 子歲造疏。至貞元丁卯絕筆，貞元丙子翻經，賜紫。貞元乙卯，授清涼國師號。

順宗禮為師，問 

23. 大經理趣，言下有密煥，若臨鏡照明於心。憲宗元和庚寅，授僧統印。穆宗、

敬宗禮為師，贊 

24. 雲：我和尚甚深，稀有類優曇缽花，朗潤隨機，若摩尼大寶。文宗大和辛亥受

心印於師。開成已未 

25. 春三月六日且召具足三教首座寶印法師，海岸等付法，入寂。曆九宗聖世，為

七帝門師，俗壽一 

26. 百二，僧臘八十三，形長九尺有四，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乃不瞬，言論清

雅，動止作則，才供二筆，學贍 

27. 九流，凡著述見流傳者，總四百餘卷，盡形一食，大經前後，講五十餘遍。無

遮大會十有五設，出家弟子， 

28. 為人師者，三十有八，海岸、虛寂為首，稟授學徒，逮千人數，唯東京僧答、

圭峰宗密，獨得其奧，餘則虛心 

29. 而來，寶腹而往，說經三七，顏色潤澤，端坐如山，乃乏力也。其月二十七恭

承遺旨，遷奉全身於終南 

30. 石室。皇帝輟朝，重臣縞素，其餘皆可知也。初暮有西域梵僧，在蔥嶺見二使

者，足不履地，以咒 

31. 止而詰之曰：余北印土文殊堂神，於東土取華嚴菩薩大牙供養。及至奏啟，石

室驗之，果無大牙。唯 

32. 三十九齒，色若冰霜，遂闍維靈骨，得舍利數千粒，明白光潤，舌若紅蓮，火

不能變，悉聚而瘞之。文宗 

                                                 
6 經律論關脈指又與僧錄靈䆳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制《華嚴》《圓覺》《四分》《中觀》

等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 
7 指七聖降誕節對禦講經談論文，兼一家詩箋表章，總八十餘卷。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14&B=X&V=77&S=1530&J=1&P=&636421.htm%230_0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14&B=X&V=77&S=1530&J=1&P=&636421.htm%230_0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14&B=X&V=77&S=1530&J=1&P=&636421.htm%230_0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114&B=X&V=77&S=1530&J=1&P=&636421.htm%230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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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命裴公美撰碑，沈元及塑像。塔諡妙覺，禦制真贊，尊師禮貌，優渥無前。今

則年代寢遠，塔廢碑亡，漫 

34. 不可考，有清涼遠孫、永安嫡子龍川行吉祥者，受 

35. 今上皇帝之師號，得 

36. 大元帝師之戒法，欲重建祖塔，自燕京至臨洮往復萬裡，特以是事白今 

37. 帝師，決其可否？帝師曰：善哉，善哉！真美事也。出白金一笏以遺之，並囑

陝西僧統雄辯大師，五路 

38. 提領遷公大師共成其事，既祗終南。按傳載，遍求塔址，懇土尋文，僅見石座。

因請之全庵主者書《清涼疏》 

39. 三卷，欲葬塔中，以酬志願。繼而因緣際會，存以石匣來施者，有以舍利來獻

者。如照禪師於 

40. 天兵之後，在華嚴寺收得清涼舍利因施於眾，有達僧判、清典座劉萬戶太夫人

賈氏、張大監夫人 

41. 劉氏等各施所得舍利計千余粒，方欲詣市贖玻璃瓶以貯之，萬戶夫人復以家藏

玉瓶為施並轉法 

42. 藏設齋慶贊，迎引之日，甘澤應祈，烏雲四起還歟！大澍、香花、幡蓋，繞長

安城，送出南關，隊仗四散，兩方 

43. 滂霈。是夕，宿張大監莊，夫人劉氏大興供養。翌日，道至焦村，欲雨不雨，

粘合二哥、千戶夫人術忽氏眾 

44. 檀信等，設齋鼓樂，喧闐8幡花，間雜送至寺中，本處齋提控眾、老宿等，又復

設齋罷，人散，復大雨矣！此皆 

45. 檀越之敬信，清涼之感應也。塔成，命印 吉祥記之。自愧謏聞，難勝大任，

牢辭不獲，姑述梗㮣，以酬盛 

46. 心。若夫序清涼之世系師承美，清涼之道德功行已具，載於相國鄭公餘慶十卷

之文，裴公休妙覺之碑矣。茲母庸贊雲： 

47. 至元九年歲次壬申九月日 宣賜扶宗弘教大師上穀大法雲寺傳戒長講沙門行 

吉祥建 

                                                 
8 喧闐，指喧嘩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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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宣授陝西五路釋教都提領圓融湛寂弘教大師弘遷 

49. 宣授陝西等路釋教僧統本寺住持雄辯大師釋信滿 同建 本寺院主信遇 

50. 宣授諸路釋都總統燕京大寶集寺住持壇主遠孫圓明吉祥   副院弘□ 

51. 宣授鞏昌路都提領崇信   都僧錄惠才  僧錄覺照 都僧判崇緣   僧判復忍 

52. 京兆路都僧判通濟大師幸達，收舍利主無憂居士吳清 

53. 京兆路都僧錄明鑒通忠大師文亨，前鹹甯縣丞任天祐 

54. 宣授京兆路僧尼都提領大師明湛，提點正元 

55. 僧統所案習提舉惠達、知管普明、知書文滿、德訚譯使唐文慶、知印□ 

56. 京兆路僧錄司提點寶輝、智文、道常，管召道瓊，提點供□ 

57. 宣授扶宗弘教傳法門人  講經法門了應、了悟小師  提點義明  □講海慶 

58. 提點祖寶、海興、海進、海達、海悟，提點海珎、海受、海回、海聚 

59. 律者海初、海俊、海祐、海祥、海貴、海湛、海榮、海信，提點□□ 

60. 上座海智、海志、海應，助緣尼福□、善妙、行堅、智菩、智秀、福智、海昌 

61. 西京路都僧錄普恩寺住持通悟大師 人吉祥。 

本文首次對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塔記拓本進行全文錄文，共 2 千多字，其內容

主要分兩大部分，首先介紹了華嚴四祖清涼國師妙覺澄觀法師遊歷參學和弘法情

況（事蹟），澄觀法師圓寂後，裴休為其撰寫碑文，因年代久遠而亡佚不可考。及

至元代又有清涼遠孫、永安嫡子龍川行吉祥率眾弟子拜謁祖師，立志重修塔記。

然後塔記講述了重修塔記的元代僧人及有關重建舍利塔的盛況等。 

二、澄觀法師參學與弘法活動 

（一）澄觀法師身世與出家 

元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對澄觀法師有一定記載，清涼國師妙覺即指澄

觀法師（738-839），即華嚴四祖，有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清涼山大華嚴寺鎮

國沙門、太原府崇福寺沙門澄觀。在《宋高僧傳》、《佛祖統紀》、《佛祖歷代

通載》、《釋氏稽古略》、《神僧傳》、《廣清涼傳》和《八十八祖傳贊》等對

澄觀也有記載，但彼此間存在一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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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載：「師諱澄觀，字大休，俗姓夏侯氏，越州會

稽人也……國師以玄宗開元戊寅歲生，天寶戊子歲出家。肅宗至德丁酉歲受戒……

開成已未春三月六日，且召具足三教首座寶印法師、海岸等付法，入寂。曆九宗

聖世，為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僧臘八十三……」。 

這段內容較為詳細地記載了澄觀生平及出家、受戒的時間。澄觀法師，字大

休，姓夏侯氏，今浙江紹興人。法師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卒於唐文

宗開成已未春即開成四年（839），壽 102 歲。法師九歲時來至寺院，禮奉州寶林

寺禪德體真大師為師，開始學習佛學知識，但並未正式出家。天寶戊子年即天寶

七年（748）出家，澄觀法師十一歲，肅宗至德丁酉年即至德二年（757）受戒，

法師二十歲，僧臘 83 年。 

《佛祖歷代通載》等記載可以與之相互印證：「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

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738），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

光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年（748）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757）受具……開

成三年（838）三月六日，僧統清涼國師澄觀將示寂……師生曆九朝，為七帝門師，

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視不瞬，

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重民縞素，奉全身塔於終

南山。」9《禦贊清涼國師碑銘》有相似記載：「開成三年三月六日，僧統清涼國師

澄觀將示寂……師生曆九朝，為七帝門師，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

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光夜發，晝視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

崇仰，特輟朝三日，重民縞素，奉全身塔於終南山。」10 

《佛祖統紀》卷四十二則載：「法師澄觀，會稽人，夏侯氏，出家於應天寺，

誦《法華經》，十四得度……（開成）三年（838）三月，清涼國師澄觀示寂。上輟

朝三日，重臣縞素，敕葬終南山石室。師曆九朝，為七帝門師，身長九尺四寸，手

垂過膝，才供二筆，日記萬言，宿不離衣，盡形一食，宰相裴休，奉敕撰碑。」11 

可知，《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與《華嚴懸談會玄記》所記澄觀生卒年為 738-839

年，而《佛祖歷代通載》和《禦贊清涼國師碑銘》所記澄觀法師出生卒年為 738-838

年，記載相差一年。《佛祖統紀》所記澄觀的卒年雖與《佛祖歷代通載》相同，但

有關其受度的時間和出家寺院與前述也有些差異。 

                                                 
9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2，《大正藏》冊 49，號 2036，頁 601 上欄 04。 
10 （唐）宗密撰：《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之「華嚴宗七祖行跡」，《嘉興藏》冊 15，

號 B005，頁 645 上欄 17。 
11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42，《大正藏》冊 49，號 2035，頁 385 下欄 13。 



348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此外，《宋高僧傳》卷五「唐代州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等還記載了澄觀法

師生平情況，與上述記載相差較大，其內容為：「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

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今應天山）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

恩得度，便隸此寺……以元和年（806-821）卒，春秋七十余，弟子傳法者一百許

人，餘堪講者千數。」12 

《宋高僧傳》所記載澄觀法師壽 70 多歲，卒於憲宗元和年間，唐憲宗元和年

共十五年，即 806-820 年。那麼《宋高僧傳》所載澄觀法師的生卒年代與《清涼國

師妙覺塔記》、《佛祖歷代通載》和《佛祖統紀》的記載相差 30 多年。 

我們暫且不管澄觀法師生年中其他活動的細節，可以確定法師生卒年有

（738-838 或 738-839）和（？-806 或 820）不同記載，差異很（較）大。但根據

後文考證澄觀法師撰寫疏文的年代等，我們認可《清涼國師妙覺塔記》所記澄觀

法師的生卒年，即 738-839。及至澄觀法師圓寂，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

重民縞素，奉全身塔於終南山。 

（二）澄觀法師參學經歷 

澄觀法師九歲來至奉州寶林寺禮體真大師為師，在體真大師的指導下，澄觀

法師又聰明好學，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對於經律論三藏有一定的瞭解。為他以後

進一步參學各宗各家的學說奠定了堅實基礎。《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載：「（澄觀法

師）年九歲，禮本州寶林寺禪德體真大師為師，甫越一朞，解通三藏，十一歲，

蒙恩得度。□衣福田，心冥理觀，乃講《般若》、《涅槃》、《淨名》、《圓覺》等一

十四經，《起信》、《瑜伽》、《因明》、《唯實》等九論，其他長安四絕論生。公□四

科、終南、沙界觀、天臺止觀，康藏《還源觀》，耽玩不舍，如龍戲珠也。等滿，

受具於曇一大師，繼稟南山業，遂講律藏。又於常照禪師受菩薩戒，啟十弘誓，

非徒言之，實允蹈之，行解圓融，福德具足。又參無名大師印可，融宗宗說，兼

通理也，必至審觀稱性，無越《華嚴》，仍依東京大詵和尚，聽受玄旨，一曆耳根，

再周能演說……」。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對於澄觀法師參學經歷的記載則比較籠統，法師九歲

進入本州寺院，接觸佛法，聰慧過人，在寺院一年，對於佛教三藏已有所瞭解，

又一年即十一歲時蒙恩得度之後，認真研習佛法，對《般若》、《涅槃》、《起信》、

《瑜伽》等諸多經論有深入的瞭解，佛學修養進一步提高。 

澄觀法師天寶五年（746）在家鄉進入寺院，天寶七年（748）蒙恩得度。肅

                                                 
12（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5，《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37 上欄 05。（元）覺岸、寶洲

集：《釋氏稽古略》卷 3，《大正藏》冊 49，號 2037，頁 821 中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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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至德二年（757）受戒，澄觀法師（他）主要修學律學、論典和《華嚴》等，精

通各宗學說。澄觀法師跟隨潤州（今鎮江）棲霞寺跟隨澧律師修學「相部律」，又

依本州曇一大師，修「南山律」。 

《佛祖統紀》卷二十九則有較為詳細記載：「乾元中（758-760），學律於棲霞

澧師，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河三論』於玄璧，江表『三

論』之盛始於此……大曆初（766-780）於瓦官，傳《涅槃》、《起信論》、《終南法

界觀》、《法藏還源記》。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十年（775），從荊溪習《止觀》、

《法華》、《維摩》等疏。」《宋高僧傳》卷五也載：「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

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璧法師，傳『關河三論』。

『三論』之盛於江表，觀之力也。」 

澄觀法師依常照法師受菩薩戒後，先後修學律學和論部，不僅熟悉「相部律」、

「南山律」，而且還到金陵從玄璧法師學習論典，研習鳩摩羅什所譯的《中論》、《十

二門論》和《百論》等，對於三論內容等也十分瞭解，三論經典能夠盛行於江南，

這與澄觀法師的弘傳有密切關係。 

澄觀法師依曇一大師修學「南山律」，曇一大師文獻有詳細記載。《佛祖歷代

通載》記載：「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

年（771）十二月七日，滅度於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於秦望山之陽，制縗會葬者

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景龍中剃度，尋

受具戒……開元初西游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

罎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印度大沙門無畏，受菩薩戒……開元二十六年，

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為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屍羅為

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事鈔。」《宋高僧傳》卷十四「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也

載：「釋曇一，姓張氏，蓋韓人也。其先軒轅賦姓，至良佐漢，侯於留。魏晉已還，

衣冠繼代。僧祖恒，隋太常卿，扈蹕揚都，遂家於越。恒生孝廉翼，翼生處士蕆，

蕆生一，令聞江南，今四葉矣。一宿植淨因，生知慧性，弱而敏悟，長而聰明。

年十五從李滔先生習詩禮，終日不違。十六，聽雲門寺茂亮法師經論，一聞懸解。

法師異之，謂其母孟氏曰：『此佛子也，可令削髮，當與授記。』亮即孝和皇帝菩

薩戒師也。一聞而歡喜，有度世之志。景龍中，承恩出家，隸在僧錄，年滿受具

於丹陽玄昶律師，學通事鈔於當陽曇勝律師。既而鑽木見煙，窺牆睹奧。開元五

年，西游長安，依觀音寺大亮律師，傳毗尼藏，崇聖寺檀子法師學《唯識》、《俱

舍》等論，安國寺印度沙門受菩薩戒。」13 

曇一大師從小聰慧，受家庭影響，較早學習儒家經典文化，後蒙恩出家，參

                                                 
13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14，《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98 上欄 22。 

http://www.foyuan.net/topic/%B7%A8%CA%A6/
http://www.foyuan.net/topic/%B7%A8%CA%A6/
http://www.foyuan.net/topic/%C2%C9%C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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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多位高僧大德，不僅精通律學，熟悉律藏，而且對於《唯識》、《俱舍》也十分

熟悉，澄觀法師跟隨曇一大師修學，並深受其影響。 

澄觀法師修習律學，並對自己的修學嚴格要求，提出十點需要遵守的規則，

在《清涼國師妙覺塔記》中有「啟十弘誓，非徒言之，實允蹈之，行解圓融，福

德具足」的記載，而沒有記述十點的具體內容，具體內容在《佛祖歷代通載》卷

十四則有記載：「至肅宗二年丁酉（757）受具，是年，奉詔入內敕譯《華嚴》。初

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

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脅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彩，舌不味

過午之肴，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缽之側。』」14 

澄觀法師不僅戒律嚴明，而且還學習各宗理論，成為兼通各宗思想，宣講《華

嚴》、《法華》、《般若》、《涅槃》、《淨名》、《圓覺》等經典，以及《起信》、《瑜伽》、

《因明》、《唯實》等論，對於佛教經律論的熟悉程度達到如龍戲珠的水準。《佛祖

統紀》卷二十九記載：「大曆十年（775）從荊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

疏。謁牛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諮決南宗禪法；謁慧雲，明瞭北宗玄理。此

土儒墨，竺乾梵書，諸部異計，四韋五明，顯密儀軌，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776）

巡禮五台、峨眉，俱瞻瑞相。」15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還載：「又參無名大師印可，融宗宗說，兼通理也，必

至審觀稱性，無越《華嚴》，仍依東京大詵和尚，聽受玄旨，一曆耳根，再周能演

說……慨念文□門事，觀照五台，遂不遠萬裡，委命棲托，閤錫大華嚴寺。」 

有關澄觀法師的遊訪參學經歷在《宋高僧傳》卷五有詳細記載：「觀俊朗高

逸，弗可以細務拘，遂遍尋名山，旁求秘藏。梯航既具，壺奧必臻。乾元中，依

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璧法師傳關河三論16。

三論之盛於江表，觀之力也。大曆中，就瓦棺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

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卻復天竺詵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往剡溪，

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臺止觀》、《法華》、《維

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自天然，所學之文，如昨拋舍，鮑靜記井，蔡邕後身，

信可知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諮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

禪師，了北宗玄理。」17 

                                                 
14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冊 49，號 2036，頁 601 上欄 04。 
15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29，《大正藏》冊 49，號 2035，頁 293 中欄 03。 
16 三論指《中論》、《百論》、《十二門論》，關河三論主要以研究羅什、僧肇之學而形成的流派。董

群先生認為：「關河三論學派是指以羅什僧團為組織，以逍遙園為活動中心，以三論和其他般若類

經典為研習物件，由此形成的義學派。」 
17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5，《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37 上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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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澄觀法師廣求名師，修學佛法，先後隨體真大師、棲霞寺醴律師、曇

一大師、常照禪師、無名印可、大詵和尚、玄璧法師、慧量法師、湛然法師、牛

頭山忠師（慧忠禪師）、徑山欽師（道欽禪師）、慧雲禪師等修學了禪宗的南北禪

法、律學、華嚴、法華、天臺、三論等諸多佛教經典，同時澄觀法師還學習儒家

和道家經典，對印度佛經（教）其他經典、四韋陀、五明學和顯密儀軌等精通融

匯，尤其對於華嚴經典甚為推崇，博學的澄觀法師為以（日）後撰寫華嚴經疏奠

定了基礎。 

（三）澄觀法師譯經與撰疏 

1、譯經傳法，撰華嚴大疏 

澄觀法師在 30 歲之前多處遊學拜師，對律學、禪宗、三論、天臺、華嚴各宗

教義都有研習，又精通經傳、子、史、天竺悉曇、諸部異執、五明和密咒儀軌等，

之後以弘揚華嚴為主。《宋高僧傳》卷五記載：「遂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

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咒、儀軌，至於篇頌筆語書蹤，一皆

博綜，多能之性，自天縱之。」18但澄觀法師有感於舊疏不能表達華嚴奧意，於是

決定撰寫疏文，闡述華嚴之旨，以方便世人理解修學。 

唐代宗時期，澄觀法師開示譯經，大曆三年（768）唐代宗詔澄觀法師入宮翻

譯佛經，從此開始了弘法歷程。《佛祖歷代通載》記載：「授華嚴圓教於京都詵禪

師，至是大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為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台

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棲身佛境，心體真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

心學世間解，繇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

聖教世典等書。」19《華嚴懸談會玄記》20卷一也載：「代宗大曆戊申年，詔入內，

與辯正三藏譯經，為潤文大德。興元元年甲子歲造疏，貞元丁卯歲功就。貞元丙

子年，翻經，賜紫。己卯年，授『清涼國師』號。憲宗元佑五年庚寅歲，授僧統

印。文宗大和辛醜歲，帝授心印於師。」21 

大曆三年（768）澄觀法師入宮翻譯佛經，弘揚佛法，受到代宗賞識，代宗問

法於澄觀法師，得到圓滿的答覆，於是代宗執弟子禮，供養法師。 

之後，澄觀法師往五臺山、峨眉山等處禮佛，後住五臺山大華嚴寺弘法。《清

涼國師妙覺塔記》記載：「慨念文□門事，觀照五台，遂不遠萬裡，委命棲托，閤

                                                 
18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5，《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37 上欄 05。 
19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冊 49，號 2036，頁 601 上欄 04。 
20 《華嚴懸談會玄記》撰者為宋代普瑞，而非元代，見崔紅芬：《〈華嚴懺儀〉題記及相關問題

探析》，王頌主編《佛教與亞洲人民的共同命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年，頁 436。 
21 （宋）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卷 1，《卍新續藏》冊 8，號 236，頁 93 中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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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大華嚴寺十年，於茲山門淨□，敦請敷揚，若曰：一乘別教，談何容易？但以

斯教，賢首頗得其門，後學未窺其奧，每恨人亡，法障未備，全旨承襲衣有人，

逢蒙見解，吾於此時不可默矣。又念五地聖人，身棲佛境，心證真如，於後得智，

起世俗心，作世間解，乃覽儒家經子史傳，道教莊老寓言，東震詞翰，西軋梵書，

悉皆遊刃，擬著《大疏》於般若院。祈聖加護，見一金像，挺特山岩，面如滿月，

卓立空際，仍於寐中，捧咽面門，及覺，遂下椽筆，如有神助，通以同時，具足

十玄科，以信解行證四分。首尾相應，遠近相符，譬如大明當空，眾星奪曜，是

月也。設無遮以慶之，疏就將闡，忽夢為龍，頭士抌南苔，尾蟠北台，鱗鬣耀空，

明逾皎日，須更奮遷，化作多龍，分照而去，流通之兆，其在茲乎！」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不僅記述了澄觀法師在五臺山弘傳華嚴的情況，而且

有感於後人不能很好理解華嚴奧妙，決定撰寫疏文，同時還記載了靈異現象，突

出了疏文的神聖性。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還載：「德宗元興甲子歲造疏，至貞元丁卯絕筆，貞元

丙子翻經，賜紫。貞元乙卯授清涼國師號。順宗禮為師，問大經理趣，言下有密

煥，若臨鏡照明於心。憲宗元和庚寅授僧統印。穆宗、敬宗禮為師，贊雲：我和

尚甚深，稀有類優曇缽花，朗潤隨機，若摩尼大寶。文宗大和辛亥，受心印於師……

曆九宗聖世，為七帝門師。」德宗興元元年（784）開始造華嚴經疏，貞元三年（787）

完成，賜紫衣。 

大曆十一年（776）澄觀法師離開京師，往五臺山禮佛和文殊菩薩，之後又去

峨眉山參拜普賢菩薩。之後，回到五臺山，住華嚴寺弘法著疏，長達十年之久，

宣講《華嚴經》。《宋高僧傳》卷五記載：「大曆十一年，誓遊五台，一一巡禮，

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聖像。卻還五台，居大華嚴寺，

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並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惙

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毘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

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辜二聖矣，觀將撰疏。」22《釋

氏稽古略》卷三還載：「大曆十一年，禮文殊於五台，往峨眉拜普賢，卻還五台，

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惙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

賢主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大華嚴之義，遂撰疏成二十卷。」23 

                                                 
22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5，《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37 上欄 05。 
23 （元）覺岸、寶洲集：《釋氏稽古略》卷 3，《大正藏》冊 49，號 2037，頁 821 中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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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法師後又到太原府大崇福寺繼續弘傳華嚴之思想，並為德宗講《華嚴經》，詔

授「鎮國大師」號。《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四記載：「（貞元）十五年，清涼受『鎮

國大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贊迎教授和上澄觀，入

內殿闡揚華嚴宗旨。」24同卷還載：「既而辭入五台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

地聖，人棲身佛境，心體真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繇是博覽六

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

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顒顒，因以手捧

咽面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遍照之征。自是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

華嚴為四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

制疏，凡曆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為龍，矯首南台，尾蟠北台，宛轉淩虛，鱗鬣耀

日。須臾，變百千數，蜿蜓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為流通之像也。」25 

唐代宗時期，澄觀法師就與朝廷建立較好的關係，進宮廷講經，與不空一起

翻譯佛經，有感於舊疏不能很好表達華嚴奧義，澄觀法師決定重新撰寫《華嚴經》

疏。澄觀法師為了更好地撰寫疏文，還祈求神靈保佑。從建中四年或興元元年（783）

開始，經歷四年，到貞元三年撰寫完成《華嚴》新疏 20 卷。澄觀法師以四分科演

義華嚴經典，具足十玄科。新疏完成後，設無遮大會，飯千僧以示慶賀。貞元十

五年（799）被授「清涼國師」之號。 

2、撰《隨疏演義鈔》等 

澄觀法師在新疏完成之後，還為弟子僧叡等著《隨疏演義鈔》四十卷，《隨文

手鏡》一百卷。後世將《演義鈔》和《經疏》二者合刻，略稱《華嚴經疏鈔》，並

尊澄觀法師為「華嚴疏主」，澄觀法師的聲譽（望）也越來越大。《清涼國師妙覺

塔記》記載：「暨演新制，五雲凝空，四眾輻湊，鹹來叩曰：大教理深，疏文義廣，

願加再剖，以決重昏，遂與上首覺人、僧睿、智愷等，制《隨疏演義鈔》四十卷，

《隨文手鏡》一百卷，口訓面授。」《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四也載：「初為眾講之，

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為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

百卷雲。」26 

澄觀法師通過注疏對於華嚴思想進一步闡釋，正如《隨疏演義》序講道：「蓋

欲寄象系之跡，窮無盡之趣矣。斯經文理，不可得而稱也。晉譯幽秘，賢首頗得

其門。唐翻靈編，後哲未窺其奧。澄觀，不揆膚受，輒闡玄微。偶溢九州，遐飛

四海，講者盈百，鹹扣餘曰：大教趣深，疏文致遠，親承旨訓，髣髴近宗，垂範

                                                 
24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冊 49，號 2036，頁 609 下欄 26。 
25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册 49，號 2036，頁 601 上欄 04。 
26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册 49，號 2036，頁 601 上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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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慮惑高悟，希垂再剖，得睹光輝，順斯雅懷，再此條理，名為《隨疏演義》。」
27 

除此之外，澄觀法師又為相國鄭公餘慶（748-820），南康王韋公皋（746-805），

越州觀察孟公簡（？-823），左拾遺白公居易（772-846）等著十七卷，文是皆所以

發明「華嚴」之旨也。又為僧錄邃大師等制《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又《七耶

誕節對禦說法表奏》八十餘卷。《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對於澄觀法師為鄭餘慶等人

撰寫內容記載不詳，僅僅有「又為相國鄭公餘慶，南康王韋公維，越州觀察孟公

簡，左拾遺白公居易等著十七卷，文是皆所以發明『華嚴』之旨也。又為僧錄邃

大師等制《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又《七耶誕節對禦說法表奏》八十餘卷」的

記載。 

《華嚴懸談會玄記》卷一也有記載：「後制《隨疏演義鈔》四十卷、《隨文手鏡》

一百卷、《華嚴綱要》三卷、《法界觀玄鏡》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華嚴圓覺

四分中觀等論關脈》三十餘部、《七處九會華藏世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大經了義

備要》三卷、《七聖降誕節對禦講經談論文》兼一家述詩表箋章總八十餘卷。」28 

這些記載依舊籠統，而在《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四記載則比較詳細：「其後相

國齊抗鄭余慶高郢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

《述正要》一卷；又為南康王韋皋、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一卷；僕射高

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

觀》一卷；節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制

《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靈邃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

上流制《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29 

可見，澄觀法師的著述不僅非常豐富，而且也體現了他與皇室、權貴之間的

關係非同尋常，為他們撰寫疏文，借助政治力量達到了弘傳華嚴經典的目的，使

得唐朝華嚴信仰達到極盛。 

3、譯《普賢行願品》及撰疏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沒有記載澄觀法師撰寫《普賢行願品疏》的情況。德宗

時曾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還協助般若翻譯《華嚴經》後四十分，在其翻譯完成

之後，澄觀奉命為單獨流行的《普賢行願品》（一卷）作疏注經，可見，《普賢行願

品》翻譯完成之後，其注疏也隨後完成，解釋佛經，促進佛經（經典）的流行。 

                                                 
27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大正藏》冊 36，號 1736，頁 1 上欄 06。 
28 （宋）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卷 1，《卍新續藏》冊 8，號 236，頁 93 中欄 13。 
29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冊 49，號 2036，頁 609 中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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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僧傳》卷五載：「（貞元）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

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荼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

卷，觀苦辭，請明年入，敕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

棲岩寺住……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

又詔令造疏，遂於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敕令兩街各講一遍為疏。」30 

這段記載（文字所載）時間雖不是很明晰，卻反映出唐德宗聞澄觀名聲，詔

其入京師，與般若一起翻譯《華嚴經》（四十卷），在其翻譯完成之後，又奉命作

疏文注釋經文。 

《佛祖統紀》卷四十一也載：「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荼國師子王貢《華嚴

經》，上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

願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覲，獲宿命智瞻見便識，同受佛記。四月誕節，詔澄

觀法師，入內殿講經，以妙法清涼帝心，號『清涼法師教授和上』。十二年正月，

敕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旁正。四月……詔罽賓三藏般若等，於長安

崇福寺譯烏荼所進《華嚴經》，圓照、鑒虛、靈邃、澄觀潤文證義，帝親預譯場臨

文裁正，令左右街功德使霍仙鳴、竇文場專領監護……十四年二月，般若三藏、

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四十卷。」3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記載：「貞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進奉梵夾，十

二年六月五日奉詔於長安崇福寺譯，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譯畢，進上。」32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載：「今此《花嚴》梵夾，自彼烏茶國主手自書

寫，乘航架海發使獻來，是知法王禦曆不貴異貨珠珍，信重大乘以佛法僧而為上

寶，斯乃拯拔淪溺，能證菩提。以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八日，屆於長安進

奉明主。帝覽所奏，深生信焉，文字既殊，事須翻譯。般若三藏即其人焉……十

年三月發趨清涼巡禮五台，至於秋首，十一年四月還至上都……聖上尊崇翻經於

崇福，代有今古正統全殊，四國欽風，萬方仰德，是日也。爰創經題名曰：《大方

廣佛花嚴經》卷第一《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至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進

上，罽賓國三藏賜紫沙門般若宣梵文，東都天宮寺沙門廣濟譯語，西明寺賜紫沙

門圓照筆受，保壽寺沙門智柔、智通回綴，成都府正覺寺沙門道弘、章敬寺沙門

鑒靈潤文，大覺寺沙門道章撿勘證義，千福寺沙門大通證禪義，大原府崇福寺沙

門澄觀、千福寺沙門靈邃詳定。」33 

                                                 
30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5，《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37 上欄 05。 
31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41，《大正藏》冊 49， 號 2035，頁 380 上欄 22。 
32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號 293，頁 848 下欄 14。 

33 （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 17，《大正藏》冊 55，號 2157，頁 894 上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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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記載可知，《普賢行願品》是在貞元十四年（798）翻譯完成，澄觀隨

即奉詔作疏並於貞元十五年（799）寫完。《普賢行願品》疏釋經文不僅在唐朝流

行，對以後朝代也產生很多影響。 

澄觀法師在五臺山、峨眉山、太原和長安等地弘法，住持多座寺院，弘揚華

嚴思想，不僅撰寫《華嚴大疏》、《普賢行願品疏》，而且為弟子、官宦等撰寫各類

疏文，所著疏記四百餘卷，講華嚴至五十遍，建無遮大齋十五會，弘法弟子三十

八人。澄觀法師的著述和弘法活動，不僅闡揚華嚴思想，而且密切與統治者和權

貴之間的關係，使得華嚴精髓得到廣泛的傳播。 

總之，澄觀法師（738-839）一生經歷唐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

宗、穆宗、敬宗和文宗九朝，為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七

帝門師。他九歲入寺院，十一歲蒙恩得度，多處參學，遍訪名師，精通華嚴，兼

及佛教各宗、覽儒家經子史傳，道教莊老寓言，東震詞翰，西軋梵書，悉皆遊刃。

禮佛五臺山和峨眉山，尤崇華嚴，有感於華嚴注疏不能闡釋經文要義，撰寫《華

嚴大疏》、《隨疏演義鈔》、《隨文手鏡》和《普賢行願品疏》等，與皇室和權貴關

係密切，借助政治勢力使華嚴思想廣為傳播，先後有「清涼國師」、「大統清涼國

師」、「教授和尚」、「鎮國大師」、「天下僧錄」、「僧統」等，澄觀法師備受榮寵，

弘法成就顯著，聲譽顯赫。故《清涼國師妙覺塔記》有「言論清雅，動止作則，

才供二筆，學贍九流，凡著述見流傳者，總四百餘卷，盡形一食，大經前後，講

五十餘遍。無遮大會十有五設，出家弟子，為人師者，三十有八，海岸、虛寂為

首，稟授學徒，逮千人數，唯東京僧答、圭峰宗密，獨得其奧」的記載。 

三、元代重修清涼國師舍利塔 

在《清涼國師妙覺塔記》中涉及諸多僧人，他們與澄觀塔的重修有著密切關

係，或出資或出資並參與等。除了元帝師八思巴出資以外，還有更多寺院、僧官、

居士等參與其中，這表現了重建舍利塔深得人心，參與者有當地寺院也有燕京寺

院，有僧人也有居士；也反映了當時僧職機構、僧官、僧職等設置。但限於材料

和篇幅，不可能全面考證，利用有限的材料對其中的內容進行考證和探析。 

（一）龍川行吉祥重修舍利塔 

及至元代至元年間，距離清涼國師澄觀圓寂已過去 400 餘年。因年代久遠，

唐代塔碑亡佚。《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記載：「今則年代寢遠，塔廢碑亡，漫不可

考，有清涼遠孫、永安嫡子龍川行吉祥者，受今上皇帝之師號，得大元帝師之戒

法，欲重建祖塔，自燕京至臨洮往復萬裡，特以是事白今帝師，決其可否？帝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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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善哉善哉，真美事也。出白金一笏以遺之，並囑陝西僧統雄辯大師，五路提

領遷公大師共成其事。」 

宣導（元代）重建澄觀舍利塔的清涼遠孫、永安嫡子龍川行吉祥者，即龍川

行育，又稱行吉祥，金朝人，女真族，姓納合氏，有大慧國師之號34。《龍川和尚

塔志》有載「師諱行育，女真人，姓納合氏。」《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一還載：

「宣授江淮釋教都總攝扶宗弘教大師釋行吉祥奉詔證義」，龍川大師又稱「行吉祥」。

龍川大師「得度於寶應秀，受業於永安柔」，其中「寶應秀」即萬松行秀、萬松老

人（1166-1246），「永安柔」即善柔（1197-1269）。龍川作為華嚴傳人當之無愧。 

有關龍川大師（？-1293）的情況在《金朝遺僧龍川大師弘法考》35中有詳細

考證。行吉祥不僅積極從事佛事活動，弘揚佛法，而且對於華嚴思想傳承和維護

祖師的遺跡也是十分盡力。龍川大師行吉祥的佛學才華和弘法行為頗得帝師八思

巴賞識，受朝廷重用，龍川大師出任白馬寺住持後，曾帶領弟子 20 余人前往長安

華嚴寺拜會祖師塔，見到祖師華嚴四祖澄觀之塔破毀嚴重，感概萬分，心裡非常

淒涼，立志重建澄觀舍利塔。 

為了得到朝廷的支持，龍川行吉祥不辭辛苦，從燕京去臨洮，準備面見帝

師八思巴，陳述重建祖塔事宜，以此得到帝師支持。龍川行吉祥與弟子祭拜祖

師回到洛陽後，應該前往大都拜謁八思巴帝師，到大都才知八思巴離開大都，

經臨洮回藏地，龍川行吉祥不懼奔波勞頓又趕往臨洮，在臨洮拜會帝師。行吉

祥重新修建祖師塔的時間是至元九年（1272），正是帝師八思巴第二次回西藏住

在臨洮期間。 

帝師八思巴十歲時隨叔父薩迦班智達從藏地來到涼州，南宋淳祐七年（1247）

參與闊端在涼州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涼州會談，叔父薩迦班智達寫《致烏思藏

善知識大德及諸施主書》，藏地正式歸屬蒙古中央政權。其叔父去世之後，由八思

巴接管薩迦派，並先後出任元朝的國師和帝師。八思巴至漢地之後曾兩次返回藏

地，進行弘法和主持藏地事務。第一次是在至元二年（1265）至於至元五年（1268）

或六年（1269）之間；第二次在至元八年（1271）3 月之後離開大都到臨洮，根據

八思巴著作的題記，可知至元八年三月二十日在大都忽必烈皇宮寫成《勝樂法輪

壇城眾神讚頌》，六月一日在臨洮寫完《皈依、發願、灌頂之教誡》，七月十日在

臨洮因闊端之子啟必帖木兒勸請寫完《勝樂修行法》，十八日又在臨洮為忽必烈寫

《大幻變部壇城儀軌》，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八思巴由太子真金護送離開臨洮

                                                 
34 溫玉成：《五臺山佛教劄記》（《五臺山研究》1991 年第 3 期）一文中提到五臺山南山寺存有《印

公碑》，碑文有「（慧印）從大慧國師育公學華嚴圓極之教」。 
35 崔紅芬：《金朝遺僧龍川大師弘法考》（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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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薩迦。《元史》卷《釋老志》記載：「（至元）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

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記載：

「庚申師年二十二歲，世祖皇帝登極建元中統，尊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

主，統天下教門。辭帝西歸，未朞月，召還。庚午，師年三十一歲，時至元七年，

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摹畫作成，稱旨即頒行，朝省郡縣遵用。迄為一代典章，

升號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王印統領諸國釋教。旋又西歸，甲戌師年三十六歲，時

至元十一年，皇上專使召之歲抄抵京。」可知，八思巴帝師在第二次返回藏地時

在臨洮停留時間較長，從至元八年（1271）到至元十一年（1274）之間。所以才

有行吉祥到臨洮面見八思巴的記載。 

行吉祥提倡重修澄觀舍利塔得到帝師八思巴（1235-1280）的認可，帝師八思

巴還給予財力的支持，帝師並施一笏（相當於 50 兩）白金用於建塔之德功，並囑

咐僧統雄辯大師、遷公大師一起共同修建澄觀舍利塔。到舍利塔重建之時還得到

眾多信眾的支持和施捨，多方共同努力，成就重建舍利塔善事。 

龍川行吉祥重建澄觀舍利塔時的封號為「宣授扶宗弘教大師上穀大法雲寺傳

戒長講」，上穀在《元史》卷 58《地理志一》有載：「桓州，下。本上谷郡地，金

置桓州。元初廢，至元二年，復置。上谷郡，秦置，涿鹿在上穀。」36在《雪樓集》

卷二十一「碑銘」中還收錄「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後又收錄在李修生主編

的《全元文》（冊 16）第五百四十三卷之中。37塔銘講述了龍川行吉祥老師善柔的

情況。善柔今河北涿鹿縣人，生於金承安二年（1197），卒於至元六年（1269），

主要生活在金末蒙元初期。他先修習華嚴經典，二十歲時已經精通《華嚴》圓融

妙旨，之後又修習律學和密宗，成為顯密兼修和禪教俱通的高僧。善柔因品行出

眾和佛學淵博而得到憲宗的賞識，被賜號「弘教通理大師」，受到朝廷重用，在燕

京參加補雕《趙城金藏》。他還遊歷各地弘揚佛法、戒律和廣做善事，晚年住持奉

聖州水西、法雲兩寺，圓寂於法雲寺。38龍川大師在善柔圓寂之後，還擔任他受業

老師善柔所在的奉聖州法雲寺傳戒長講。 

龍川行吉祥面見帝師之後，隨即與雄辯大師、遷公來到終南山，按照記載，

遍求塔址，懇土尋文，最後僅見石座。當信眾得知重建澄觀舍利塔之善事後，

紛紛獻出他們所保存的聖物，如石匣、出舍利等，並作佛事活動，以示慶賀。《清

涼國師妙覺塔記》有載：「繼而因緣際會，存以來施者，有以舍利來獻者。如照

                                                 
3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58《地理志一》，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1352。 
37 （元）程文海撰《雪樓集》卷 21「碑銘」之「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集部。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冊 16），卷 54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508-509。 
38 崔紅芬：《金朝遺僧善柔考略──以「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為中心》，《中國禪學》卷七，

2014 年，頁 1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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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於天兵之後，在華嚴寺收得清涼舍利因施於眾，有達僧判、清典座劉萬戶

太夫人賈氏、張大監夫人劉氏等各施所得舍利計千余粒，方欲詣市贖玻璃瓶以

貯之，萬戶夫人復以家藏玉瓶為施並轉法藏，設齋慶贊，迎引之日，甘澤應祈，

烏雲四起還歟！大澍、香花、幡蓋，繞長安城，送出南關，隊仗四散，兩方滂

霈。是夕，宿張大監莊，夫人劉氏大興供養。翌日，道至焦村，欲雨不雨，粘

合二哥、千戶夫人術忽氏眾檀信等，設齋鼓樂，喧闐幡花，間雜送至寺中，本

處齋提控眾、老宿等，又復設齋罷，人散，復大雨矣！此皆檀越之敬信，清涼

之感應也。」 

（二）寶集寺壇主明吉祥 

除了洛陽白馬寺釋源宗主龍川大師行吉祥外，燕都大寶集寺壇主圓明也參與重

建澄觀舍利塔之事。寶集寺建於唐代，寶集寺在《析津志輯佚》記（有）載： 

寶集寺在南城披雲樓對巷之東五十武，寺建於唐。殿之前有石幢，記越建

年月，昭著事實，備且詳矣。其餘已後興創修造，復紀於他石。茲寺之大

概，今兒於所撰宗原堂記。其詞曰：「宗原堂者，大寶集寺之丈室也。」佛

殿前石幢刻曰：「大唐幽州寶集寺。唐碑亦有寶集之名，寺創於唐世可考見

矣。遼統和間，沙門彥珪大開講筵。繼者彥瓊、宗景，克弘圓頓之教。重

熙間，慧監以左街僧錄檢校文章應制，大師賜紫金。傳妙大師思願嘗命較

試經典，通慧圖照大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智遍，皆振其道於天會之時。

大定間，沙門澄暉重興寺宇，行業昭著。翰林學士承旨党文獻公為題諸扁

榜；大覺圓通。大宗師守司空志玄，當承安間，統領教門。暨歸因朝，行

業高峻，王侯將相，爭趨下風。世稱長公。一傳而為領釋教都總統傳戒三

學都壇主行秀；再傳而為領諸路釋教都總統三學都壇主圓明；繼以領釋教

都總統開內三學都壇主開府儀同三師光祿大夫大司徒邠國公知揀。至元二

十二年，世祖皇帝建聖壽萬安寺於新都，詔楝公開山主之，仍命同門園融

清慧大師妙文主領祖刹，修治弊壞。」39 

元時有行秀、圓明、知揀、妙文等住持寶集寺和（並）弘揚華嚴思想。秀公即是

萬松行秀或萬松老人（1166-1246），金末蒙古初期著名的曹洞宗的禪僧，《補續高

僧傳》、《五燈會元續略》、《五燈嚴統》、《繼燈錄》、《五燈全書》、《續燈正統》、《續

燈存稿》、《續指月錄》和《新續高僧傳》等皆對行秀都有相關記載，只是內容取

捨詳略有異。其中《補續高僧傳》載： 

行秀，河內人，族蔡氏。先在邢州淨土寺出家，禮贇允公為師落髮。具戒

                                                 
39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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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決力參究，即擔囊抵燕，棲憩潭柘，過慶壽，叩勝默老人……明昌中，

章宗請入內庭說法，親奉錦綺大衣，腋而升座……然未大弘法音。師登座

一宣，萬指傾聽，以洞上孤冷不振之宗，一旦得師而起之，扶頹繼絕，功

不在青華嚴下也。次遷寶集、萬壽，又移席報恩，連住钜刹，道化不少衰。

晚年退居從容庵，幽林多暇，《評唱宏智百頌》，又著《請益錄》……後無

疾而終，年八十一。 

結合（可知）行秀圓寂於定宗貴由元年即 1246 年，行秀之後的圓明法師繼續在大

寶集寺弘傳華嚴思想。《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記載：「京師大寶集寺妙文講

主卒。姓孫氏。蔚州人。妙文諱也。九歲為浮圖。年十有八畦服遊學。跋涉雲朔

之墟。觀風燕趙之邦。二十一預苾芻戒。抵京師依大德明公。學圓頓之道。」40《釋

鑒稽古略續集》還載：「妙文講主，九歲出家。十八受具，依大德圓和尚學圓頓

教。始升猊座縱無礙辨，若峽倒川奔，及乎閒居簡默言不妄發。其涵養沖挹，無

欲速不躁進，大類如此。年四十八，住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

嚴其教，故眾睦而寺治。廩有餘粟，以賑饑民，薊人稱之。世祖召見，顧謂侍臣

曰：『此福德僧也。』詔居京師大寶集寺。自爾教乘法席益盛，性相並驅，僧俗溥

濟。」41 

 妙文法師的師父寶集寺華嚴大德圓明有「諸路釋教都總統三學都壇主42」頭

銜，而《清涼國師妙覺塔記》有「宣授諸路釋都總統燕京大寶集寺住持壇主遠孫

圓明吉祥」頭銜，可知，寶集寺住持華嚴大德圓明即為參與重建澄觀舍利塔的圓

明吉祥。《元史》記載：「（至元二年）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

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43龍

川大師行吉祥「得度於寶應秀，受業於永安柔」，而寶集寺壇主圓明又是接替行秀

任寶集寺壇主，圓明參與龍川大師行吉祥宣導重建澄觀舍利塔自然在情理之中。 

可見，圓明法師為元代初期華嚴高僧，有諸路釋都總統、大寶集寺住持之職，

在大都弘傳華嚴宗，並在至元九年（1272）與龍川大師行吉祥一起參與重建華嚴

四祖澄觀法師舍利塔之善業。圓明法師的弟子有知揀、妙文法師，知揀在圓明之

後主大寶集寺，妙文法師在知揀後出任大寶集寺壇主。知揀是在至元二十二年

（1285）詔請為萬安寺開山住持，圓明應在知揀之前任寶集寺住持，時間與重修

重修澄觀法師舍利塔的時間一致。 

                                                 
40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22，《大正藏》冊 49， 號 2036，頁 732 中欄 17。 
41 （清）幻輪彙編《釋鑒稽古略續集》，《大正藏》冊 49，號 2038，頁 912 上欄 16。  
42 壇主，《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卷七之下）有「梵語和尚，此雲力生，或稱長老，或稱住持，

或稱方丈，俗呼堂頭，亦名壇主」的記載。 
4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6《世祖本紀三》，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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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嚴寺雄辯法師與其他僧職 

參與澄觀舍利塔重建的多數還是當地的寺院和僧官，首先是帝師八思巴令雄

辯大師和遷公大師協助龍川行吉祥。《清涼國師妙覺塔記》所記雄辯大師，名釋信

滿，任華嚴寺住持，有「宣授陝西等路釋教僧統本寺住持雄辯大師」之號。釋教

僧統在《元史》中無載，而在《山西通志》卷 161 有載：「雄辯大師，洪洞人，

俗姓范，名洪源，至元間追報父母，以掌為爐，燃香千燭，井涸，跏趺其上，水

溢成河。後至正定臥化，得舍利百粒。今寶際寺有像，並見松庵老人石碣。」44。 

蒙古人崇尚釋教，憲宗元年（1251）以僧海雲掌釋教事。忽必烈即位後，先

立總制院，領以國師，後改為宣政院。《元史》卷二百二記載：「宣政院，秩從一

品。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遇吐蕃有事，則為分院往鎮，亦別有印。

如大征伐，則會樞府議。其用則自為選。其為選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至元初，

立總制院，而領以國師。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來朝見於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

院。置院使二員、同知二員、副使二員、參議二員、經歷二員、都事四員、管勾

一員、照磨一員。」45 

至元二十五（1288）年將總制院改為宣政院，同卷還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

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46據史料記載行宣政院立於

正元二十八年（1291），並不是每個行省都有設置。 

澄觀舍利塔的重建在至元九年（1272），這時帝師八思巴掌管總制院，負責天

下佛教事務等。總制院屬於中央級釋教管理機構。《元史》卷二十還記載：「（成宗

大德三年）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47《佛祖統紀》：「（中統）二年。

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

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48可見，元世祖時期，以總制院統領全國佛教事務，

諸路設釋教總統所，在行省之下路還設有釋教僧統所，有德業之人為僧錄等官職。 

雄辯大師信滿則是陝西等路釋教總統所的釋教僧統，他還出任華嚴寺住持。

信滿以釋教僧統和華嚴寺住持的身份協助龍川行吉祥重建澄觀舍利塔。據《長安

志》和《鹹寧縣誌》等記載，長安華嚴寺始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受地

勢局限，沒有較為高大的建築，屬於殿宇和窯洞相結合的建築。現在資料對華嚴

寺的介紹大致是，建國後，因歷史久遠，杜順塔和澄觀傾斜，1986-1988 年國家撥

                                                 
44 《山西通志》卷 161，《續修四庫全書》之「史部·地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頁 595。 
45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02《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4520。 
4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02《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4524。  
47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0《成宗本紀三》，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427。 
48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48，《大正藏》冊 49，號 2035，頁 433 下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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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重修清涼國師塔，重修澄觀塔在原址東南約 10 米處，在遷移過程中出土銅佛像

一尊、舍利玉瓶一個，內裝舍利，石函一個，內放經卷，已毀。塔前有楷書《重

修華嚴四祖清涼國師塔記碑》，為清末宋伯魯所書。現存華嚴四祖澄觀塔在西面，

平面呈六角形，六面七層，高約十七米，仿木結構，塔之第二層有「大唐清涼國

師妙覺之塔」十字刻石。澄觀塔在清乾隆年間，曾因少陵原畔發生崩塌致使殿宇

窯洞全遭毀壞，僅存兩座磚塔，1930 年朱子橋、康寄遙等重修西塔，即澄觀塔，

並建殿三間。 

根據記載，現存澄觀舍利塔在清和建國後重修，而唯獨沒有提及元代重修澄

觀舍利塔的具體情況，唐時澄觀舍利塔在元代譯經亡佚，龍川行吉祥重建，清時

僅剩兩座古塔，其中的澄觀塔應該是元代重建的。雄辯大師信滿在至元初期曾住

持華嚴寺，弘揚華嚴思想等。至元九年（1272）參與了重建澄觀舍利塔之善業。 

參與澄觀舍利塔重建的寺院，除了華嚴寺外，《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還提到「西

京路都僧錄普恩寺住持通悟大師人吉祥」，鳳翔府唐時又稱西京，《元史》記載：「鳳

翔府，唐為扶風郡，又為鳳翔府，號西京。宋、金因其名。元初割平涼府、秦、

隴、德順、西寧、鎮甯州隸鞏昌路，廢恒州，以所領盩厔縣隸安西府路。尋立鳳

翔路總管府。至元九年，更為散府。戶二千八十一，口一萬四千九百人。領縣五。」
49《元史》卷十三還載：「（至元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

日夜。」50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普恩寺還作 4 萬多人的法會，可見寺

院的規模還是非常大的。至元初年通悟大師任住持並參與澄觀塔的重建活動。 

 

協助龍川行吉祥重建澄觀舍利塔的另一位遷公大師，有「宣授陝西五路釋教

都提領圓融湛寂弘教大師」之號，可知，遷公名弘遷，弘揚華嚴圓融之旨。起初

陝西行省有路四，在中統三年（1262）設立陝西四川行省後才有路五之說。《元史》

卷九十一記載：「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中統元年，以商挺領秦蜀五路四川行省事。

                                                 
49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60《地理三》，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1427。 
50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13《世祖本紀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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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改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治京兆。至元三年，移治利州。」51《元史》卷六

十還載：「陝西等處行中書省。為路四、府五、州二十七，屬州十二、屬縣八十八……

奉元路，上。唐初為雍州，後改關內道，又改京兆府，又以京城為西京，又曰中

京，又改上都。宋分陝西、秦鳳、熙河、涇原、環慶、鄜延為六路。金並陝西為

四路。元中統三年，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初，並雲陽縣入涇陽，櫟陽

縣入臨潼，終南縣入盩厔……領司一、縣十一、州五。州領十五縣。」52 

弘遷在長安等地弘傳華嚴，忽必烈中統年已為陝西五路釋教都提領，並參與

了澄觀舍利塔的重建之事。 

此外，在《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還出現了諸多僧職，如「宣賜京兆府長春禪庵

長講沙門印吉祥集；京兆延安鳳翔三路僧尼都提領釋彧吉祥書丹；宣賜扶宗弘教大

師上穀大法雲寺傳戒長講沙門行吉祥建；宣授陝西五路釋教都提領圓融湛寂弘教大

師弘遷；宣授陝西等路釋教僧統本寺住持雄辯大師釋信滿、同建本寺院主信遇；宣

授諸路釋都總統燕京大寶集寺住持壇主遠孫圓明吉祥、副院弘□；宣授鞏昌路都提

領崇信、都僧錄惠才、僧錄覺照、都僧判崇緣、僧判復忍；京兆路都僧判通濟大師

幸達，收舍利主無憂居士吳清；京兆路都僧錄明鑒通忠大師文亨，前鹹甯縣丞任天

祐；宣授京兆路僧尼都提領大師明湛，提點正元；僧統所案習提舉惠達、知管普明、

知書文滿、德訚譯使唐文慶、知印沒□；京兆路僧錄司提點寶輝、智文、道常，管

召道瓊，提點供□；宣授扶宗弘教傳法門人講經法門了應、了悟小師、提點義明、

□講海慶；提點祖寶、海興、海進、海達、海悟，提點海珎、海受、海回、海聚；

律者海初、海俊、海祐、海祥、海貴、海湛、海榮、海信，提點□□；上座海智、

海志、海應，助緣尼福□、善妙、行堅、智菩、智秀、福智、海昌；西京路都僧錄

普恩寺住持通悟大師人吉祥。」 

上述這些僧職有中央級的，也有地方級，元代官僚體系，尤其是僧俗、軍民通攝，

且很多機構重覆設置，廢立不定，給研究帶了很多困難。根據《清涼國師妙覺塔記》

記載，可知參與澄觀舍利塔重建的之事中央和地方級僧官都有參與。其中寶集寺住持

壇主圓明法師有「諸路釋教總統」屬於中央級僧官，級別比較高，接下來是華嚴寺的

住持雄辯大師信滿，他有「陝西等路釋教僧統」，之後是遷公弘遷，信有「陝西五路

釋教都提領」。釋彧也是都提領，為「京兆延安鳳翔三路僧尼都提領」。同一路中僧官

級別為都提領、都僧錄、僧錄、都僧判、僧判。同一路中僧尼都提領、提點。 

元代地方上還設有僧統所，有案習提舉、管召、提點、德誾譯使、知印等，

在地方上還設有僧錄司，有提點、管召、提點等，還有助緣尼和修習律學的律者

                                                 
51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91《百官七》，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2306。 
5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60《地理三》，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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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僧職很多在史料中沒有記載，可以補充史料記載的缺憾，也為研究元代

僧官提供些素材。 

綜上所述，本文從三個方面對元至元九年重修的《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進行

研究，是首次對塔記進行錄文。根據塔記內容並結合其他文獻對清涼國師澄觀法

師遊歷參學和譯經、撰疏等進行詳細考證，澄觀法師（738-839）曆九朝，為七帝

門師，有「清涼國師」、「大統清涼國師」、「教授和尚」、「鎮國大師」等封號。他

多處參學，遍訪名師，先後依體真大師、棲霞寺醴律師、曇一大師、常照禪師、

無名印可、大詵和尚、玄璧法師、慧量法師、湛然法師、牛頭山忠師（慧忠禪師）、

徑山欽師（道欽禪師）、慧雲禪師等修學了禪宗的南北禪法、律學、華嚴、法華、

天臺、三論等諸多佛教經典，尤崇華嚴經典。澄觀法師有感於華嚴注疏不能闡釋

經文要義，撰寫《華嚴大疏》、《隨疏演義鈔》、《隨文手鏡》和《普賢行願品疏》

等。唐代澄觀法師舍利塔到元時已經亡佚，元至元初年，以龍川行吉祥為首的華

嚴弟子發願重修澄觀舍利塔，還對重建澄觀舍利塔的緣由和參、僧人和一些地方

僧職進行考證。很多材料可以補充正史記載的缺憾。 

 

 

 

 

 

 

 

 

 

 

      （清末宋伯魯、宋聯奎楷書）            （至元九年印吉祥集塔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