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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唐盛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达到了鼎盛，这

一时期的中韩佛教交流也是格外的频繁。特别是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一步完善，

各宗派的教义思想、修行体系日渐清晰。玄奘法师从印度带回诸多唯识经典，

翻书立作、开宗弘法。而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来自海东的求法僧的参与，这些僧

人学习并接受这种新的佛教思想，并将其传回古代韩国，堪称唯识学在韩国之

开端，对韩国佛教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 唯识 韩国佛教

一  导言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经过数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

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

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

梵语经典翻译成中文是中国佛教发展之始，唐时最为繁盛，并一直持续到宋代，

近千年中所翻译的经典不知其数。从事译经的僧人也是数不胜数，其中以五世纪初

的鸠摩罗什、六世纪中叶的真谛、七世纪中叶的玄奘、八世纪中叶的不空最为突出。

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

土宗、禅宗、密宗。除密宗外，其他宗派都是由中国僧人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

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天台宗、华严

宗、禅宗的中国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这种“中国佛教”此后传入到周边的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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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日本，对其固有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流频繁，佛教文化则是连接两国的重要纽带。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中国

化”的佛教在传入朝鲜半岛之后，融入到其本土文化的 DNA 之中，对其也产生了非

常重要的影响。中韩两国的佛教交流到了唐宋时期到达鼎盛，当时中国佛教的各种

宗派思想、所依典籍等也随之传播到朝鲜半岛。

在新罗佛教的传入过程中，入唐求法僧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对于求法僧的研究

也能帮助了解新罗佛教的发展过程。本文考察唐代参与唯识类经典翻译的新罗求法

僧，对他们参加的译场以及著述活动作一番整理，可以让我们了解海东唯识之发端。

二  新罗求法僧与唐代译经场

到唐留学的学僧的求法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求法活动的兴起、兴盛、

衰退时期。a在求法活动的兴起时期（317—589），计有16 名学僧到中国游学。而在

求法的兴盛时期（590—907）则有 185 名学僧前往。可以细分为以下 4 个阶段：

（1）隋建国（589）到灭亡（618）的 27 年间，求法僧 4 人，新罗僧 3 人，

高句丽僧 1 人。

（2）唐高祖到武则天统治时期（618—704）的 87 年中有 43 名求法僧，新

罗僧 40 人，高句丽僧 2 人，百济僧 1 人。

（3）中宗到顺宗（705—805）的百年间有 41 人。

（4）宪宗到哀帝（806—907）的百年间有僧俗 98 人。

随着中国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中国佛教的教学也随之普及。佛经翻译本身就

是对佛教的研究，翻译的经典随即被流通，佛经翻译代表着中国佛教的发展。当时

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新罗自然有许多求法僧为了学习中国佛教而走上求学

之路。

但新罗学僧不是从最初就开始经典翻译的，作为外国人，将从他国那里求得的

佛法再转播到本国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需要一个长时间学习中国语言和文

a　陈景富：《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第 2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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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过程。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参与译经，只是跟随法师学习而后归国。只有一

小部分僧侣常住在中国，或修行或译经，把其生命奉献给佛教的教育发展事业。

随着求法僧对佛教教理和中国文化的逐渐熟悉，到了唐代他们得以参与佛经翻

译。在唐代东京、西京各个译场参与译经的新罗学僧有神昉、智仁、圆测、玄范、

惠日、胜庄、无著、慧超等八人，他们分别参加了以玄奘、义净、地婆诃罗、实叉

难陀、菩提流支、金刚智、不空、善无畏等为译主的译场。他们虽然是新罗人，但

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位置却不可磨灭，虽然同时期也有日本僧侣参与译经，不过

只有一名而已 a，就其译经内容和数量可以看出新罗僧人所担当的重要角色。

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译场担任笔受、缀文、证义等主要职责，在译场中除译主之

外，以上三个职位很重要。这些职位需要精通梵汉，同时熟悉大小乘、内外学、经

律论才能胜任。

唐代盛行的是唯识、密教思想，从印度而来的经典因为翻译成中文，得以在这

片土地生根发芽，新学说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并得到一定发展。参与当时译经事业

的新罗学僧的思想倾向也可大致分为法相唯识与密教两部分。

玄奘法师在印度随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等，学成归国后创

立了法相唯识宗，因此得到上下的尊敬，随之学习的僧侣更是不少，这一学说体系

随新罗学僧传播到韩国，成立法相宗。当时参与译经并学习唯识的新罗僧人有神昉、

智仁、圆测、玄范、胜庄等五人。

神昉是玄奘门下参与译经最久的一位僧人，并被誉为四大弟子之一。他早在玄

奘法师返回长安前就已是法海寺的大德，在贞观十九年（645）作为被选拔的十二名

大德之一，参与玄奘法师的佛经翻译。b

神昉分别担任过笔受、缀文、证义等职，《本事经》七卷是在永徽元年（650）

九月在大慈恩寺译经院由玄奘法师主持翻译的，他担任笔受。c在玄奘翻译《大乘大

集地藏十轮经》十卷时（651）也是担任笔受。d在《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翻译中也

是笔受。e

这里要说明，龙朔元年（661）七月九日在玉华宫翻译《缘起经》时担任笔受的

是弘福寺沙门神皎而不是大慈恩寺沙门神昉。f龙朔三年（663）二人一同参与了《大

a　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1990 年，第 335 页：“大乘本生心

地观经卷一，醴泉寺日本国沙门灵仙笔受并译语。”

b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 8，《大正藏》卷 55，第 559 页上。

c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 8，《大正藏》卷 55，第 557 页上。

d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 1，《大正藏》卷 13，第 728 页上。

e　《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卷 1，《大正藏》卷 27，第 5 页上。

f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 8，《大正藏》卷 55，第 557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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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经》六百卷的翻译，神昉担任缀文，神皎担任笔受。a

表 1 神昉参与的译场

译经时期 翻译经典 卷数 译主 场所 担当

贞观十九年（645）5.2 ～ 9.2 《大菩萨藏经》 20

玄奘

弘福寺 证义

永徽元年（650）9.10 ～ 11.8 《本事经》 7

大慈恩寺

翻经院
笔受永徽二年（651）1.23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 10

显庆元年（656）7.27 ～

显庆四年（659）7.3 《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 200

显庆五年（660）1.1 ～

龙朔三年（663）10.20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600 玉华寺

玉华殿
缀文

总 5 部，837 卷

表 2 神昉的著述

著述 卷数 存无 备注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序》 1 存
《高丽大藏经》7, p. 661–662

《大正藏》13, No. 411《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 10

《十轮经抄》 3 无

《十轮经疏》 8 无

《十轮经音义》 1 无

《顺正理论述文记序》 24 无

《成唯识论要集》 13 无

《显唯识论集记》 1 无

《种性差别集》 3 无

智仁（知仁或智忍）作为新罗出身的僧人在玄奘法师门下学习并担任笔受一职

参与译经。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二十四日，玄奘法师翻译《大乘五蕴论》一卷，

智仁参加。b同年，玄奘法师翻译《瑜伽师地论》一百卷时，智仁担任笔受一职。c

至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肇译《瑜伽师地论》。论梵本四万颂，颂三十二

字，凡有五分，宗明十七地义。三藏法师玄奘，敬执梵文译为唐语，弘福寺沙

a　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 204—205 页。

b　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 188—189 页。

c　《瑜伽师地论》卷 1、卷 100，《大正藏》卷 30，第 283 页下、第 881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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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灵会、灵隽、智开、知仁、会昌寺沙门玄度、瑶台寺沙门道卓、大总持寺沙

门道观、清禅寺沙门明觉、承义笔受，弘福寺沙门玄谟证梵语，大总持寺沙门

玄应正字，大总持寺沙门道洪、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罗汉寺沙

门惠贵、弘福寺沙门文备、蒲州栖岩寺沙门神泰、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详证大

义。本地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

凡十七卷，普光寺沙门道智受旨证文；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无心

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凡十卷，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受旨证文；

声闻地初瑜伽种姓地尽第二瑜伽处，凡九卷，玄法寺沙门玄赜受旨证文；声闻

地第三瑜伽处尽独觉地，凡五卷，汴州真谛寺沙门玄忠受旨证文；菩萨地、有

余依地、无余依地，凡十六卷，简州福众寺沙门靖迈受旨证文。摄决择分，凡

三十卷，大总持寺沙门辩机受旨证文。摄异门分、摄释分，凡四卷，普光寺沙

门处衡受旨证文。摄事分十六卷，弘福寺沙门明浚受旨证文。银青光禄大夫、

行太子左庶子、高阳县开国男臣许敬宗奉诏监阅。至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绝笔，

总成一百卷。（《瑜伽师地论》卷 1）

大唐贞观廿二年五月十五日，于长安弘福寺翻经院，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弘福寺沙门知仁笔受。（《瑜伽师地论》卷 100）

此外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六日，玄奘法师在弘福寺翻译《因明入正理

论》一卷，智仁担任笔受 a，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担任笔受翻译《大菩萨藏

经》b，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四日，玄奘法师在终南山翠微宫翻译《般若

波罗蜜多心经》时担任笔受c，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慈恩寺翻译《因明正理门论

本》中担任笔受。以后不再见有智仁的记载，可知他只是参与了玄奘法师译经的最

初几年。

他写有五种著述，其中有关法相唯识的是《显扬论疏》和《佛地论疏》，这些都

是在玄奘法师的译场对翻译出的佛经的注释，可惜没有流传至今。d

a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 8，《大正藏》卷 55，第 556 页下。

b　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 190—191 页。

c　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 11，《大正藏》卷 55，第 885 页中。

d　东国大学校佛教文化研究所编：《韩国佛教撰述文献总录》，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1976 年，第 49—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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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智仁参与的译经

译经时间 翻译经典 译主 场所 职务

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二十四日 《大乘五蕴论》1 卷

玄奘

弘福寺

翻经院

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十五日～
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十五日

《瑜伽师地论》100 卷

笔受
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六日 《因明入正理论》1 卷

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 《大菩萨藏经》20 卷 弘福寺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四日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 卷
终南山

翠微宫

贞观二十三年（649）十二月二十五 《因明正理门论本》1 卷
大慈恩寺

翻经院

计 6 部，124 卷

表 4  智仁的著述

著述 卷数 存无 备注

《十一面经疏》 1 无

《四分律抄记》 10 无

《佛地论疏》 4 无

《显扬论疏》 10 无

《杂集论疏》 5 无

圆测三岁出家，十五岁入唐普光寺。师从法常、僧辩学习，是朝廷选拔的五十

大德之一，圆测参与译经共有四次，在译场担当证义之职务。

波利得经，不胜喜跃，将向西明寺，访得善梵语僧顺贞，奏共翻译。帝允

其请。遂对翻经大德圆测，共贞翻出，名《佛顶尊胜陀罗尼》，与前杜令所翻

之者，咒韵经文，大同小异。波利所愿已毕，持经梵本，入于五台，于今不出，

莫知所之。比诸众译，此最弘布。a

圆测和顺贞在永淳二年（683）重新把《佛顶尊胜陀罗尼》翻译 b，仪凤初（676）

到垂拱末年（688），中印度沙门地婆诃罗翻译经典十八部、三十四卷，圆测担任证

义c，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在佛授记寺和大周东寺翻译经典二十部、三十卷时圆测

a　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 12，《大正藏》卷 55，第 865 页中。

b　法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教迹义记》，《大正藏》卷 39，第 1014 页中。

c　智昇：《续古今译经图纪》，《大正藏》卷 55，第 368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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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证义a，圆测在天册万岁元年（695）担任编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的翻经大德。b

证圣元年（695）至圣历二年（699）间，于阗国沙门实叉难陀在东都大内大遍

空寺和佛授记寺翻译八十卷《华严经》时，圆测担任证义 c，但是在翻译完成之前圆

寂，那是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二十二日，终年 84 岁。

圆测是在他圆寂前的十年参与佛经翻译，被尊为“海东法将”，他的著述虽多，

但是现存仅有《般若心经赞》等三部。d其弟子主要是新罗入唐求法僧，如胜庄、道

证等，他们在返回新罗后大力弘扬唯识，开新罗唯识宗之先河。如胜庄著有《成唯

识论诀》、《杂集论疏》等。道证入唐后跟随圆测学习，后于武周如意元年（692）返

回新罗，他曾著有《成唯识论要集》十四卷、《般若理趣分疏》一卷、《大般若经笈

目》二卷、《辩中边论疏》三卷、《因明正理门论疏》二卷、《因明入正理论疏》二

卷、《圣教略述章》一卷，不过今均佚失。道证门下有弟子太贤，自号青丘沙门。他

的著述有三十余种，现存仅有《起信论内义略探记》一卷、《成唯识论学记》八卷、

《菩萨戒本宗要》一卷、《梵网经古迹记》二卷等。《三国遗事》中说他是“海东瑜伽

之祖”，为时人所重。

表 5  圆测参与的译经

译经时间 翻译经典 译主 场所 职务

仪凤初

（676）～
垂拱末

（688）

《方广大庄严经》（22 卷）
《大乘密严经》（3 卷）
《大乘显识经》（2 卷）
《证契大乘经》（2 卷）

《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1 卷）
《大乘离文字普光明藏经》（1 卷）

《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1 卷）
《大方广师子吼经》（1 卷）
《大乘广五蕴论》（1 卷）
《大乘百福相经》（1 卷）
《造塔功德经》（1 卷）

《大乘百福庄严相经》（1 卷）
《大乘四法经》（1 卷）

《菩萨修行四法经》（1 卷）
《七俱胝佛大心准提陀罗尼经》（1 卷）

《佛顶最胜陀罗尼经》（1 卷）
《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1 卷）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一部》（2 卷）

地婆诃罗
东京太原寺，
西京弘福寺

证义

a　智昇：《续古今译经图纪》，《大正藏》卷 55，第 371 页上。

b　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大正藏》卷 55，第 476 页上：“翻经大德大福光寺圆测。”

c　澄观：《华严经行愿品疏》卷 2，《卍新纂续藏经》卷 5，第 68 页上。

d　东国大学校佛教文化研究所编：《韩国佛教撰述文献总录》，第 9—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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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部，44 卷

永淳二年

（683）
《佛顶尊胜陀罗尼》（1 卷）

佛陀波利、顺

贞、圆测共译
西明寺

长寿二年

（693）

《宝雨经》一部（10 卷）
《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2 卷）

《实相般若波罗蜜经》（1 卷）
《大乘金刚髻珠菩萨修行分》（1 卷）

《大乘伽耶山顶经》（1 卷）
《六字神咒经》（1 卷）

《护命法门神咒经》（1 卷）
《有德女所问大乘经》（1 卷）
《般若波罗蜜多那经》（1 卷）
《妙慧童女所问经》（1 卷）
《不空罥索咒心经》（1 卷）

《妙德婆罗门女问佛转何法轮经》（1 卷）
《智猛长者问经》（1 卷）

《佛入毘耶离除一切鬼病经》（1 卷） 
《那耶经》（1 卷）

《大陀罗尼经》（1 卷）
《文殊师利咒法藏经》（1 卷）

《一字咒王经》（1 卷）
《无迦略曳菩萨造广大摩尼秘密善住经》（1 卷）

《释般若六字三句论》（1 卷）

菩提流志
佛授记寺，
大周东寺

证义

20 部，30 卷

证圣元年

（695）～
圣历二年

（699）
十月八日

《大方广佛华严经》80 卷 实叉难陀

东都大内

大遍空寺，
佛授记寺

证义

计 40 部，155 卷

表 6  圆测的著述

著述 卷数 存无 备注

《唯识疏》 10 无

《二十唯识论疏》 2 无

《百法论疏》 1 无

《无量义经疏》 3 无

《解深密经疏》 10 存 《卍新纂续藏经》卷 21，No. 369

《般若心经赞》 1 存 《韩国佛教全书》1，3 中

《仁王经疏》 3 存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33，No. 1708

《理门论疏》 2 无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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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范与玄奘同时出家，或谓其门人，自小出家，受学于当时名匠，专通唯识，

曾在长安普光寺常住，并有著述十余种，可惜没有流传至今。

久视元年（700）参加实叉难陀在三阳宫《大乘入楞伽经》3 卷，以及西京清禅

寺和东都佛授记寺的《文殊授记》等十九部经典的翻译，担任笔受。a

表 7  玄范参与的译经

译经时间 翻译经典 译主 场所 职务

久视元年（700）
《大乘入楞伽经》7 卷

实叉难陀
三阳宫

笔受
《文殊授记》等 西京清禅寺，东都授记寺

计 19 部，卷数不详

表 8  玄范的著述

著述 卷数 存无 备注

《能断金刚般若述赞》 3 无

《仁王般若疏》 2 无

《解深密疏》 10 无

《法华疏》 8 无

《无垢称疏经》 7 无

《摄大乘论疏》 7 无

《对法论疏》 10 无

《辩中边论疏》 6 无

《正理疏》 1 无

《杂集论疏》 16 无

《成唯识论疏》 20 无

《杂集论疏》 14 无

胜庄是唯识学派得到认证的重要人物，生卒及入唐时间皆不详，武则天时期已

经是长安开化坊大荐福寺的大德。师从圆测，圆测圆寂后起塔供养，综合《宋高僧

传》卷 4 和卷 5、《开元释教录》卷 9，以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 13 义净译经条，

可知胜庄参加了义净和菩提流志的译场，在翻译约 50 部经典中担任证义。

胜庄的撰述有八种数十卷之多，其中以唯识学方面的章疏为主，现存只有《梵

网经菩萨戒本述记》。b

a　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 13，《大正藏》卷 55，第 866 页中。

b　东国大学校佛教文化研究所编：《韩国佛教撰述文献总录》，第 54—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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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胜庄参与的译经

译经时间 翻译经典 译主 场所 职务

久视元年（700）～
长安三年（703）1

《金光明最胜王经》（10 卷）
《能断金刚般若经》（1 卷）

《弥勒成佛经》（1 卷）
《一字咒王经》（1 卷）

《庄严王陀罗尼经》（1 卷）
《长爪梵志经》（1 卷）

《根本一切有部毘柰耶》（40 卷）
《尼陀那目得迦》（10 卷）
《百一羯磨摄等》（10 卷）
《掌中取因假设论》（1 卷）

《六门教授论》（1 卷）
《龙树劝诫颂》（1 卷）

义净

东都福先寺，
西京西明寺

证义

神龙元年（705）2
《孔雀王经》（2 卷） 东洛内道场 证义

《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1 卷）
《一切庄严王经》（1 卷）

大福先寺 证义

神龙二年（706）3

《广大宝楼阁不空罥索神变经》（30 卷）
《一字佛顶经》（5 卷）

《千手千眼姥陀罗尼经》（1 卷）
《如意轮陀罗尼经》（1 卷）

《文殊宝藏经》（1 卷）
《金刚光焰经》（1 卷）

《大宝积经》（总 120 卷，流志译 39 卷）

菩提流志 西崇福寺 证义

神龙三年（707）4

景龙元年
《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2 卷）

义净

大内佛光殿 证义

景龙四年（710）5

《拔除罪障咒王经》（1 卷）
《佛为难陀说出家入胎经》（2 卷）

《浴像功德经》（1 卷）
《数珠功德经》（1 卷）

《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咒经》（1 卷）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1 卷）

《成唯识宝生论》（5 卷）
《观所缘论释》（1 卷）

《譬喻经》（1 卷）
《疗痔病经》（1 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20 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40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1 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戒经》（1 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颂》（5 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摄颂》（1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摄颂》（1 卷）

大荐福寺

翻经院
证义

计 40 部 246 卷

1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 9，《大正藏》卷 55，第 568 页中。
2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 9，《大正藏》卷 55，第 568 页下。
3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 9，《大正藏》卷 55，第 570 页上。
4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 9，《大正藏》卷 55，第 568 页下。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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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胜庄的著述

著述 卷数 存无 备注

《金光明最胜王经疏》 1 无

《梵网经菩萨戒本述记》 2 存 《卍新纂续藏经》卷 38，No. 686

《成唯识论决》 3 无

《杂集论疏》 12 无

《佛性论义》 1 无

《大因明论述记》 2 无

《起信论问答》 1 无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读完玄奘法师翻译的《瑜伽师地论》百卷后，不

尽赞叹，并下令在雍州、洛阳、兖州、相州、荆州、扬州、凉州、益州等九个州流

通。a而且最新翻译的经典也随新罗王的邀请而被从大唐带入新罗。b由上可知，藉

由这些新罗僧人的求法和著述活动为新罗唯识宗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三  结论

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到达鼎盛。这一时期的中韩

佛教文化交流更加深入。入唐求法的外国僧侣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新罗这样有如此

多的僧人参与到译经事业中。

梵语经典翻译成中文是中国佛教发展之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宋代，近千年

中所翻译的经典不知其数。从事译经的僧人也是数不胜数，参与唐代唯识类经典翻

译的新罗求法僧所扮演的角色很大，不仅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而且对于佛教在新

罗的传播，他们虽然来自新罗，却终于大唐，传法育人，著书立作。他们在中国的

求法活动可以视为韩国古代唯识学之发端。

a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 9，《大正藏》卷 55，第 559 页中。

b　《金山寺慧德王师真应塔碑》：“唐文皇以新罗王表请，宣送《瑜伽论》一百卷。于是无应理圆实之学，渐盛

于兹土。暨乎晓法师导之于前，贤大统踵之于后，灯灯传燄，世世嗣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