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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印順法師自傳《平凡的一生》探究傳主從空間移動中所呈現

的生命書寫特色，認為可從三大面向作一探究，即「離家／出家」的身

分移動、「遊歷／流離」的境遇改變，及「內修／外弘」的生活變遷，

這是從傳主如何透過外在空間的改變形成內在心理變化，又因內在思惟

的變化造成外在空間移動作為自傳書寫的分析。而印順法師依佛法而行

的生命內涵，首要在強調「隨順因緣」，縱觀全書的起篇與末篇中，作

者對於自己一生的評述，即是立基於「因緣觀」，也由此凸顯印順法師

作為僧者身分，其建構自身生命歷程的重要內涵在於「依法奉行」，亦

即依佛法的信、解實踐其生命，而以佛學著述作為續佛慧命及弘法利生

的行、證，所呈現的正是菩薩利他的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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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ry Features of Master Yin-shun’s 

Autobiography An Ordinar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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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An Ordinary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Master 
Yin-shun (1906–2005), a well-known Buddhist monk and Chinese scholar.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writing features of three dramatic changes 
occurring in the writer’s life: change in status by his taking monastic vows, 
change in circumstances by his travelling and taking refuge, and change in 
life vision by his awakening from the dilemma between spiritual practice and 
teaching. It was found that in some cases extern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inner changes, but in other cases inner changes gave new impetus to external 
changes. Dedicating his life to the study and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Master Yin-shun emphasizes how he learned to follow the law of causality,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themes recurring throughout his autobiography. 
Another prominent feature in the Master’s life story is his constant endeavor, 
as a Buddhist monk, to put into practices his faith and understanding in 
Buddha’s teachings. Master Yin-shun regards his scholastic endeavors as a 
way of practicing the Bodhisattva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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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對於臺灣佛教界及「人間佛教」論述影響甚

深，然印順法師身為實踐佛陀教義的僧者，其一生關於自身僧者身分的

生命實踐又是如何？也就是，如何透過宗教中甚為重視的「行」、「證」

成就其僧者的身分建構？我們或可從僧者的自傳中略窺一二，並作為當

代佛教傳記論述中重要的一環。 

本文以印順法師自傳的最末版本《平凡的一生（重訂本）》為主，

在書末由性瀅所寫的〈出版後記〉中提到，這是《平凡的一生》第三次

版本，也是重訂後全新的版本，其成書於民國八十七年（導師九十三

歲），增寫了〈大陸之旅〉、〈舊地重遊〉、〈早年的修學歷程〉等新三篇，

共成三十五「最後的篇章」。並於九十五歲那一年，由明聖法師轉交原

稿予性瀅法師，交代要「身後再出版」，1因此《平凡的一生（重訂本）》

可以說是印順法師自敘生命歷程最完整的版本。 

自傳書寫是作者／敘事者／主角的反省活動，而在此反省活動中，

作者假定是以編年的方式寫下其往事追想錄。2但是，透過追想而來的作

品，其實是一連串選擇的結果，透過自傳作者當前撰寫時的視角，回顧

                                                 
1 最早的版本是民國六十年夏天（導師六十六歲），曾因「深感身體的不適」、「似

乎因緣已到了盡頭」，提筆寫下自傳式的〈平凡的一生〉，略述出家、修學與

弘法的事迹因緣，編於《華雨香雲》中，分有二十六篇章，約六萬八仟字。

到了八十二年冬，導師大病初癒，想到又過了二十多年，其間或有些值得寫

下的事，因此對舊作作補充，或時日的修正，另成一部《平凡的一生（增訂

本）》，增加六個篇章，全書約九萬字，並於隔年秋天（民國八十三年）返訪

大陸時作為其贈禮。見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

2005 年），頁 229-230。 
2 李有成，〈論自傳〉（上），《當代》55 期（1990 年 11 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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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平資料，並選擇出符合其當時對自我視角所要求的生平資料。也因

有所揀擇，自傳基本上是作者詮釋其記憶的產物，其牽涉到的是關於其

對自我的詮釋，和對自我書寫的當時之歷史時空具有意義的詮釋材料，

以此重新詮釋過去事件或時空的意義。3因此，自傳不僅是在回顧發生在

作者身上的相關事件，最重要的是，它是關於作者如何看待其生命經歷

及人生價值的觀點。 

本文擬以敘事分析作為自傳文本解讀的基礎，並以「生命敘說」4作

為印順法師自傳分析的論述依據，將自傳之生命表述的敘說再現，作為

瞭解傳主如何建構其生命歷程的一種言說真實。 

傳記／生命史（life story）作為社會科學領域的研究取徑，乃是以

個人長期的、生命的歷程為焦點，在當事者的文化背景與社會脈絡中，

理解當事者與其經歷之生活事件經驗的事實資料，以及對其生活世界的

詮釋。5也就是說，此一研究法乃是將個體或個別的生命故事，置於其與

當時代的文化與社會互動中來理解，由此互動所產生出當事者對於發生

在其生命史中，關於其自身對事件意義的建構和認識。因此，傳記／生

命 史 的 焦 點 是 「 生 命 歷 程 的 重 新 建 構 」（ The re-construction of 

                                                 
3 李有成〈論自傳〉（下），《當代》56 期（1990 年 12 月），頁 56。 
4 所謂「生命敘說」的研究法，意指研究者得以傳主個人、行為、情境互動的

框架，瞭解傳主的生命，而此一框架的建構乃是建立於傳記中當事者的自我

敘說或是他人的描述上。如 Jill & Gene 所主張，我們存在的現實來自於我們

使用的語言，現實就是藉我們生活和述說的故事才得以保持生機，並得以傳

承。見 Jill F. & Gene C.著，易之新譯，《敘事治療──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

（臺北：張老師，2000 年），頁 65。 
5 顧瑜君，〈生命史研究運用在教育研究的價值：對〈窺、潰、饋：我與生命史

研究相遇的心靈起伏〉一文的回應〉，《應用心理研究》13 期（2002 年），頁

1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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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courses）。 

而所謂生命歷程（life-courses）可解釋為一個生命從生到死過程中

一連串的事件與經驗，以及和這些事件互相影響的一連串個人狀態與情

境遭遇。而對於個人生命而言，在這當中是否可找出某些規律，或是歷

程的因果結構，或是對事件和經驗回溯的意義等，簡而言之，就是個人

的生命歷程是如何運作的探討。既然，生命歷程著重的是在情境中的一

連串經驗，也因此，就是對於人、情境及行為在時間進程中的互動和互

動「如何」運作，或在此中所產生的情感、認知、生理及社會歷程的關

係。6 

此一關係的建構乃是建立於傳記中當事者的自我敘說或是他人的

描述上，如「自傳」乃是由當事者對於其自身關於經驗與事件的敘說，

重新建構其生命歷程的意義，例如他們會在重述個人歷程時，強調什麼

卻又忽略那些部份，或是其所企圖建立與閱聽者的關係是什麼，這些敘

說的再現（representations）構成了新的知覺經驗、重新組織了記憶，而

形成與人類自身有關的「敘說真實」（narrative reality）。就如 Jill & Gene

所認為，我們存在的現實來自於我們使用的語言，現實就是藉我們生活

和述說的故事才得以保持生機，並得以傳承。7因此，自傳中所再現關於

傳主的生命歷程，乃是透過故事敘說而來，而在故事敘說時，又讓傳主

重新建構其自身對於情境、行為的互動經驗和歷程。也可以說，在自傳

的敘事中，影響我們認為某些生命中特別的事件具有某種意義，而認為

                                                 
6 William McKinley Runyan 著，丁興祥等譯，《生命史與心理傳記學──理論與

方法的探索》（臺北：遠流，2002 年），頁 112-114。 
7 Jill F. & Gene C.著，易之新譯，《敘事治療──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臺北：

張老師，2000 年），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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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事件較不具意義，當每個留在記憶中的事件都組成一個故事，各個

故事組合起來就是生活的敘說，而從經驗上來說，我們的生活敘說就是

我們的生活。8透過傳記敘說，幫助我們了解人們對他們自己經驗的想法

及感受；及人們如何看待其世界；他們所說和所行；他人對他們的看法；

以及隨著時間他們如何和環境互動的歷程。9以下，本文藉由耙梳印順法

師對於空間變動歷程及生命內涵的敘說，說明其自傳書寫的特色及內

涵。 

二、印順法師自傳書寫特色：空間變動歷程中的
生命敘說 

印順法師自敘其一生中的幾次遷移，不管是被動的因緣、或是主動

的因緣，都造成了其人生境遇和內在思惟上的不同變化，而也因為境

遇、思惟的不斷變化而又形成其遷移的主要原因。也就是說，外在空間

的移動與內在的思惟變動是相依相緣且互為因果的，因此，本文認為在

自傳中印順法師對於空間移動的敘述，實際上就是其生命歷程的敘述，

其對於自己生命歷程的敘述，亦是從佛教因緣法而來。以下本文將分從

三類空間移動的敘述，探究印順法師在「身分」、「境遇」與「生活」中

與外境相依相緣的變化。 

（一）離家／出家──身分的移動 

作為一位僧人的生命敘說，最重要的在於其從「在家」到「出家」

的身分變動，而如何藉由空間的改變來呈現身分變動，及隨身分改變而

來的心理變化，透過此因身分改變而來的敘說，往往在回應的是傳主對

                                                 
8 同上註，頁 69。 
9 同註 6，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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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為何要出家的動機說明。 

印順法師在〈我缺少些什麼〉回顧自己一生時說道：「今年九十三

歲了，回憶我的一生，覺得我的一切，在佛法中的一切，都由難思的業

緣所決定，幾乎是幼年就決定了的。當然，適逢這一時代，這一環境，

會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應從出家以前的，理解出家以後的一切。」10出

家以前的印順法師，出生於浙江省海寧州（民國改為縣）城東，離盧家

灣鎮二里的農村——張角兜。俗姓張，名鹿芹，為家中獨子，家中除父

母親外尚有一姐，於十五歲時娶妻金引寶，後有一女張金娥，及一子張

惠生。在家鄉，印順法師的身分，既是兒子、丈夫，也是父親與老師。

曾在新倉鎮母校——第二初小、舊倉鎮第三小學、袁花鎮的第五小學、

袁花鎮以南的楊場（？）第十四小學等地教書。 

然而，對於探求佛法的心志，和家人相繼去世的苦悶引發印順法師

出家的決心，而「出家」是一種身分的轉變，印順法師為了達成轉變身

分的目的，而有「離家」的空間變動。在〈出家難〉中他說： 

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幾華里的小天地裏，在這一區域內，沒有莊嚴

的寺院，沒有著名的法師。有的是香火道場，有的是經懺應赴。

我從經論得來的有限知識，不相信佛法就是這樣的，我不能在這

樣的環境中出家。而且，離家過近，也會受到家族的干擾。我在

書本上，知道些名山古剎的名字，但並不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

況。11 

在印順法師居住的五十幾華里大的家鄉，沒有他在書上看到的名山

                                                 
10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2005 年），頁 221。 
11 同上註，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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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剎和莊嚴寺院之「神聖空間」，觸目可見的是香火道場和經懺應赴的

「世俗環境」，而這個「世俗環境」還包含距離過近的「家」。也因此，

為了心所嚮往的「神聖空間」而心生離家（世俗環境）之意。在此敘說

可知，「出家」的身分轉變不是職業的變動，而是透過空間的移動（家

→寺）達到（世俗→神聖）的境界變化，12也就是橫向位移的目的在於

縱向的勝出。 

而對於這個「出家」神聖性的追尋，雖然充滿光明願景卻是未知的。

印順法師描述離家出家的旅程時說：「踏上了離家（浙江省海寧縣）出

家，充滿光明遠景，而其實完全不知前途如何的旅程。」13他因「北平

菩提學院招生」到北平，卻因戰亂未開班而輾轉到普陀山，宿於普陀前

山的錫麟堂，巧遇姜君，因其所帶之《普陀山指南》而至般若精舍，經

昱公介紹至福泉庵，後依福泉庵清念老和尚剃落出家，這段追尋「出家」

的旅程在此告一段落。他回憶出家的因緣說道： 

空登大幅廣告的菩提學院，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姜君帶

來的那本《普陀山指南》，都是使我在福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緣。

因緣是那樣的離奇，難以想像！無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導，我終於

在普陀福泉庵，跟一位福建老和尚出家，又始終受到先師的慈

蔭，這不能不說是夙生的緣分。14 

空登的廣告、空跑的姜君、《普陀山指南》都是在過程中的因緣，

                                                 
12 這裏所稱「神聖」之意，乃是譬喻從世俗的「家」離開至「非世俗」的環境

（寺），繼而再衍生其意為追求「入聖流」（世俗→神聖），亦即「由凡入聖」

的境界變化，僅為印順法師出家動機作一譬喻式的說明。 
13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2005 年），頁 5。 
14 同上註，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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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看似與印順法師隨清念和尚出家沒有直接關係，卻又是如此環環相

扣；主動追求的看似不成功，如印順法師的前往菩提學院和姜君的前往

普陀山；反而某些「無意」卻又成功，如「無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導而

隨清念老和尚出家。這個離家／出家的一切變化，印順法師仍是歸於因

緣的離奇變化，和夙生的緣分。 

這段離家／出家的旅程，又成為民國八十三年印順法師出家後返鄉

探訪的因緣，他說去大陸一遊是意外，主要是不忘當年求法修學的因

緣。15在〈大陸之旅〉一章中敘述了二十四天的主要行程，八月初一從

香港轉機至廈門閩南佛學院一直到二十四日返回臺灣。對照民國十八年

為了追尋「出家」求法的未知旅程，看似相同地點的移動，卻有著人事

已非的變動，「家已非家」有的只是離家／出家／返鄉探訪的「因緣」，

印順法師的不忘，不是這些地點，而是一段求法修學之旅的因緣。撫今

還是不能追昔，有的還是現在，當下的人、事、時、地、物的因緣。印

順法師對於其「出家」此一身分改變的生命敘說，就如他所自述自己性

格一樣：「離了家，就忘了家；離了講堂，就忘了講堂；如不是有意的

回憶，是不會念上心來的；我所記得的，只是當前。」16於是，在〈大

陸之旅〉結尾，他淡淡地說了一句：「二十四天的大陸之旅，就這樣平

安的結束了。」17 

（二）遊歷／流離──境遇的改變 

當作為一「出家者」身分的確立後，印順法師在回溯人生經歷中，

                                                 
15 同上註，頁 208。 
16 同上註，頁 226。 
17 同上註，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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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幾項重大事件構築出其人生，亦即對於自己生命歷程如何運作的一

種重構。既然，生命歷程著重的是在情境中的一連串經驗，也就是對於

人、情境及行為在時間進程中的互動和互動「如何」運作，或在此中所

產生的情感、認知、生理及社會歷程的關係等等，這些我們可以從印順

法師因遊歷與流離的空間改變中所經歷的幾項重大事件，看到他如何敘

說自己人生境遇。 

二十六歳，印順法師開始其求法、閱藏、讀書、研究、寫作的法海

遊歷生涯。他曾至廈門閩南佛學院求法、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樓看藏

經、到武昌佛學院閱覽三論宗章疏等。因至天臺山國清寺遊覽及赴齋僧

大會巧遇慧雲，其代隆耀償還二十元，又因此後來去了上海遇見太虛大

師，被迫到了武昌佛學院，後又逃離戰區到了四川，因此當中日戰爭開

始後，得以逃離戰爭威脅。印順法師寫道：「為遊覽而出去遊覽，我平

生只有過一次。只此一次，恰好免除了抗日期間，陷身敵偽下的苦境，

可說是不自覺的預先在安排避難。經過曲折而離奇，因緣是不可思議

的！」18本是為了遊覽而遊歷天臺山國清寺，而後因中日戰爭爆發而流

離至四川。從因遊覽天臺山的主動移居，到因戰亂流離至四川的被迫遷

移，這些不管是主動或被動的空間遷徙，印順法師以「因緣不可思議」

作為人生事件經歷的註解。 

而在印順法師三十二歳離開普陀到四十七歳定居臺灣之間，這遊歷

／流離的空間移動則是境遇的順、逆改變。因太虛大師而被迫到武昌，

看似逆境，卻因此逃離戰區到了四川，經歷其人生最難得的八年，也是

決定未來一切的八年。因戰爭流離到四川，卻又成為其遊歷法海和學海

的殊勝境遇。他住在漢藏教理院，遇見法尊、法舫、塵空、雪松幾位法

                                                 
18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2005 年），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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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而與法尊法師每晚的法義論辯，使他有了更多與更深的理解。這重

要的八年，他敘述道： 

在四川（二十七─三十五年），我有最殊勝的因緣：見到了法尊

法師，遇到了幾位學友。對我的思想，對我未來的一切，都有最

重要的意義！我那時，似乎從來沒有離了病，但除了不得已而睡

幾天以外，又從來沒有離了修學，不斷的講說，不斷的寫作。病，

成了常態，也就不再重視病。法喜與為法的願力，支持我勝過了

奄奄欲息的病態。19 

三十五年春天，印順法師離開了四川，這次離川，與演培法師、妙

欽法師同行，經西北公路而東返。因病在開封佛學社住了三個月，等到

想動身時，蘭封的鐵路被八路破壞了，不得不折返武昌。三十六年正月，

回到江浙，遇上虛大師的圓寂。為了編纂『太虛大師全書』，住奉化雪

竇寺一年餘。三十七年，住杭州香山洞半年；冬天至廈門南普陀寺。三

十八年夏天，到了香港。四十一年秋天，又離香港到臺灣。他自述：「從

入川到來臺，共有十四年。這是國家動亂多難的十四年！而我，是身體

最虛弱（曾虛脫三次），生活最清苦，行止最不定，而也是寫作最勤、

講說最多的十四年。」20印順法師的生命歷程交錯著戰亂蠭起的時代背

景，在外在條件最清苦、最不定、及最虛弱的處境下，卻相對形成內在

條件最豐盛、最確定及最強大的成就（寫作最勤、講說最多）。 

                                                 
19 同上註，頁 26。 
20 印順法師在〈遊心法海六十年〉中為自己修學歷程劃分為五期：暗中摸索期、

求法閱藏期、思想確定期、隨緣教化期、獨處自修期。民國二十七的入川到

民國四十一年的定居臺灣，這一段時期是印順法師的「思想確定期」。見《華

雨集》冊 5（臺北：正聞出版社，1993 年），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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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戰亂的流離（外在逆境）而有學法的遊歷（內在順境），輾轉流

離的被迫遷移，卻造就其一生中最殊勝的境遇。而當決定定居臺灣，不

再因戰爭流離時（外在順境），卻又造成另一種逆境。印順法師因動亂

遷移至香港，民國四十年時已準備在香港興建福嚴精舍，卻因民國四十

一年代表臺灣出席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而成為定居臺灣的因

緣。他說：「我對香港，並無特別好感，沒有非住不可的理由。只是為

了經手籌建手續，不能撇下不問。我一切是隨因緣而流，子老為我安排

一切，我能說什麼。只能說：臺灣與我有緣──有無數的逆緣與順

緣……。」21 

逆緣所造成的原因，印順法師分析道：「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

教友誼會，住進善導寺。我不自覺的，不自主的造了因，也就不能不由

自主的要受些折磨了。」22代表臺灣至日本的遊歷，和住進善導寺的空

間遷移，看似順境，卻成為日後《佛法概論》被打成「為共產黨鋪路」

事件，並要求印順法師修改原著的原因，也成為印順法師人生所面對最

大的逆境，安住佛法真義的心被迫「流離」。他自陳這段經歷道： 

我是那樣的懦弱，那樣的平凡！我不能忠於佛法，不能忠於所

學，缺乏大宗教家那種為法殉道的精神。我不但身體衰弱，心靈

也不夠堅強。這樣的身心無力，在此時此地的環境中，我能有些

什麼作為呢？空過一生，於佛教無補，辜負當年學友們對我的熱

誠！這是我最傷心的，引為出家以來最可恥的一著！23 

空間遷徙帶來境遇的順、逆，這些境遇的順、逆描述重構出其人生

                                                 
21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2005 年），頁 62。 
22 同上註，頁 63-64。 
23 同上註，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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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幾項重大事件。印順法師自述因外力因素（如天災、人禍）而導致

流離失所（逆境），卻因為求法與法喜而成為一種遊歷（順境）。然而，

當外在環境得以安頓時（駐錫善導寺），卻導至被迫修改佛學著作的困

境。對於印順法師而言，相較於因戰亂而致的流離失所，被迫從佛法真

義中流離，是其最為痛苦的逆境。 

（三）內修／外弘──生活的變遷 

僧傳之所以定位為「出家者的生命敘說」，必然有其異於商賈、農

牧者的生活內涵，例如其活動的空間多位於佛寺或是共修之所，而相應

於活動空間而來的即是其生活的實踐內涵。例如在印順法師自傳中出現

的生活空間約有：廈門南普陀寺（閩院）、武昌佛學院、鼓山湧泉佛學

院、普陀山福泉庵、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樓、北碚縉雲山（漢藏教理院）、

香港識廬與鹿野苑、香港淨業林、嘉義妙雲蘭若、台中華雨精舍、新竹

福嚴佛學院、臺北慧日講堂、善導寺、文化大學、花蓮慈濟精舍等。而

相應於這些生活空間而來的是著述、講學、弘法、內修的生活，而僧人

的生命價值即呈現在這些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描述。 

其中，印順法師提到他人生中對於內修與外弘生活的最大分界點，

在於民國四十一年移居臺灣。「到臺灣以前，我依附學團，始終與共住

者過著內修的生活，極為輕鬆。到了臺灣，住進善導寺，為事實所迫，

不得已而為信眾們講經說法，可說開始了外弘的生活。」24是空間的改

變，而被迫造成生活重心的改變。然而，面對演培法師對他一再的詢問

「內修，還是外弘？」，印順法師回憶道：「只是慚愧，我是矛盾、困惑

                                                 
24 同上註，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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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修外弘而兩不著實。」25 

除了在善導寺的弘法外，印順法師也在慧日講堂講經三年多，特別

是，當時之所以有慧日講堂的興建，目的即在於弘法，與福嚴精舍的內

修作一差別，得以內修外弘相輔相成。然而，慧日講堂的籌款過程中又

被誣為搶人家的護法，印順法師認為「我沒有隨順因緣的自然發展，所

以引起了意想不到的、不必要的困擾。」此外，自民國四十三年開始，

至民國六十九年期間，陸續到菲律賓、星馬等國遊化，關於這一段遊化

的因緣，他提到：「而我所遊化的，是菲律賓及星、馬，也是以閩南大

德為主的化區。……一切是依於因緣，我想，也許我與閩南有過平淡的

宿緣吧！」26 

在臺灣的十二年（民國四十一年秋─民國五十三年春）是印順法師

的外弘時期，而在內修，他卻自認為沒有盡力。過去，因幾位學友尚有

佛學基礎，而能引起印順法師熱心的共同論究，在臺灣，卻往往因其他

人學力不足，或是怕惹上麻煩，不敢往來或共住，因此讓印順法師缺乏

了過去的熱心。隨著空間的移動，同時帶來的也是人事的變化，又因人

事的變化，印順法師作了以外弘為主的選擇。 

再要改變生活（從外弘轉向內修）時，也是從空間的遷移著手。民

國五十三年，印順法師移住嘉義的妙雲蘭若，恢復個人內修的生活。他

面對生活的選擇還是從因緣的體會中來，他說： 

我逐漸的認識自己，認識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環境。不可思議的因

緣，啟發了我，我在內修與外弘的矛盾中警覺過來，也就從孤獨

感中超脫出來。所以說：『古今事本同，何用心於悒』！……我

                                                 
25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2005 年），頁 117。 
26 同上註，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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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浸於佛菩薩的正法光明中，寫一些，正如學生向老師背誦或覆

講一樣。在這樣的生活中，我沒有孤獨，充滿了法喜。27 

因為對自己和外在整個時空環境條件的清楚認識，印順法師不再困

惑於內修或外弘的矛盾。在汲汲奔走四處的過程，雖藉著外弘擴大了外

在移動的空間，卻縮小了內在的世界，這種縮小感導致與外在世界距離

的加大，而產生孤獨感，因為沒有人能真正了解和走進其內在的世界。

當選擇了個人閉關的內修，看似縮小了外在空間，卻因佛法而開闊了內

在的空間，這個空間因正法而足以大到遍十方法界，反而不再孤獨，而

是法喜充滿。 

印順法師藉由外在空間的擴大達成弘法的因緣，透過外在空間的縮

小而成就內在無量法喜的因緣。內修／外弘不僅是生活的選擇，亦是僧

人生命價值的選擇。 

三、印順法師依法奉行的生命內涵：依佛教因緣
法為內涵的生命敘說 

對於個人生命而言，在這當中是否可找出某些規律，或是歷程的因

果結構，或是對事件和經驗回溯的意義等，就是個人生命歷程如何運作

的探討。而從印順法師自傳的敘說和論述中，可以發現其身為僧者，生

命觀即以「因緣法」為依歸。也就是說，印順法師在回溯個人生命歷程

如何運作的敘說中，乃是依佛法「因緣」為本作為其生命內涵的陳述。

例如我們可從自傳敘述脈絡中，論述的內容往往是以「佛教因緣觀」作

為對「事件」和「經歷」的評述。而縱觀全書的起篇與末篇，作為其對

                                                 
27 同上註，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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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一生的評述，亦是立基於「因緣觀」。28也由此凸顯出印順法師作

為僧者身分，在其建構其自身生命歷程的重要依據──「佛法」中，呈

現其生命的內涵。而對於佛教因緣法的正信及如實見，亦成為印順法師

「自覺覺他」的依據。以下分從「隨順因緣」、「續佛慧命」及「弘法利

生」三部分說明其生命的實踐內涵： 

（一）隨順因緣 

印順法師在論述「因緣」時，舉《雜阿含》卷二‧五三經說明之，

「我論因說因。……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

間，有因有緣世間滅」。他認為因與緣，可從幾個方面來說，而從總論

來看，即每一法的生起，必須具備某些條件，凡是能為生起某法的條件，

就稱為此法的因緣。不但是生起，某一法的否定（滅而不存在），亦非

無因的，也需要具備種種障礙或破壞的條件，這也可說是因緣。佛法所

說的集──生與滅，都依於因緣。簡單的說，「因緣」即是一切法生滅

的「條件」。他並標明說「佛法以因緣為立義大本」，也就是「以有情為

中心，論到自他、心境、物我的佛法，唯一的特色，是因緣論。」29而

印順法師也以此不共法作為其生命的依歸，以下分從三部份說明： 

1、因緣不可思議 

                                                 
28 在首章〈一生難忘是因緣〉中印順法師以落葉為譬喻說明一生：「……自己的

一切，都在無限複雜的因緣中推移。因緣，是那樣的真實，那樣的不可思

議！……。」而在末章〈最後的篇章〉中也以落葉作說明結束：「……我如一

片落葉，在水面上流著，只是隨因緣流去。流到盡頭，就會慢慢的沈下去。……

幼年業緣所決定，出家來因緣所發展，到現在還有什麼可說呢！」首尾即以

「因緣觀」交互呼應說明其人生。 
29 釋印順，《佛法概論》（臺北：正聞出版社，2000 年），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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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法師曾以「落葉」自況，又以流水譬喻「因緣的境遇」，在首

章〈一生難忘是因緣〉中他敘述道： 

靜靜的回憶自己，觀察自己──這是四十八歲以後的事了。自己

如水面的一片落葉，向前流去，流去。忽而停滯，又忽而團團轉。

有時激起了浪花，為浪花所掩蓋，而又平靜了，還是那樣的流去。

為什麼會這樣？不但落葉不明白，落葉那樣的自己也不太明白。

只覺得──有些是當時發覺，有些是事後發現，自己的一切，都

在無限複雜的因緣中推移。因緣，是那樣的真實，那樣的不可思

議！有些特殊因緣，一直到現在，還只能說因緣不可思議。30 

人生的一切經歷都在無限複雜的「自他關涉」之條件變動中推移，

並非全然由自己所決定，就如落葉在流水上的移動一樣，並非由落葉自

己決定要漂流或如何漂流，而是隨著流水的條件變動而形成漂流的現

象。生命歷程中的真實，是因緣變化的真實而非個人意志的真實，又因

為因緣條件變化的複雜不可掌握，也非人所能思量、推度的「不可思

議」。 

例如印順法師在幾次出行中，不管是因遊覽的目的，或是因道友邀

請參與傳戒法會，或是因代表臺灣出席世界佛教友誼會等，因這些因緣

的推移而帶來其人生經歷的變化，31就如印順法師所敘述的──「因緣

不可思議」。在〈誰使我離開了普陀〉中，印順法師因平生第一次的為

遊覽而遊覽，而得免除抗日期間，陷身敵偽下的苦境，32也因這一趟，

                                                 
30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2005 年），頁 1-2。 
31 這些出行的直接敘述可見〈誰使我離開了普陀〉及〈廈門．香港．臺灣〉等

章，於此先舉一例說明。 
32 同註 30，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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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離了日軍的迫害，並且到了四川的漢院，經歷了其出家生活史中最有

意義的八年，亦是決定他未來一切的八年。33 

他寫道：「在我的回憶中，覺得有一種（複雜而錯綜的）力量，在

引誘我，驅策我，強迫我，在不自覺、不自主的情形下，使我遠離了苦

難，……抗戰來臨的前夕，一種不自覺的因緣力，使我東離普陀，走向

西方──從武昌而到四川。我該感謝三寶的默佑嗎？我更應該歌頌因緣

的不可思議！」34此一不自覺、不自主的因緣力量，即是非自我所能決

定的外在人、事、物的環境條件，何以是在引誘、驅策或強迫，一如太

虛大師要求印順法師去武昌佛學院一趟，這並非出於印順法師的意願來

看，其意欲回普陀山，但因人情難卻又缺乏斷然拒絕、不顧一切的勇氣，

只好違反自己的意思而隨因緣的湊合，被迫進入另一領域。但這一種被

迫改變的條件，卻又成為印順法師遠離苦難並進入新的人事、法義之因

緣。值此可知，在自他關涉中的「因緣」，因不斷推移變化無定位亦無

定向而說「不可思議」。 

2、業緣決定了一切 

印順法師曾回顧其一生中的一切，自我表述道：「回憶我的一生，

覺得我的一切，在佛法中的一切，都由難思的業緣所決定，幾乎是幼年

就決定了的。」35這個業緣約包含「病緣」和「事緣」，而這二者相較，

印順法師又說：「身體的苦，在心力的堅強下，我是不覺得太嚴重的；

經濟困難，也不會放在心上。可是，遇到了複雜的、困擾的人事，我沒

                                                 
33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2005 年），頁 23。 
34 同上註，頁 22。 
35 同上註，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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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克服的信心與決心。」36他對「事緣」無克服的信心和決心，即如前

段所述，乃是條件太複雜而難以思議，而對身體的苦，有因心力的堅強

而能克服的信心。也依此，印順法師分析自己人格的特性，認為自己是

「身力弱而心力強，感性弱而智性強，記性弱而悟性強；執行力弱而理

解力強」，所謂在佛法而言是「智增上」的。而這一特性，即是從小就

形成，造成此一特性的業緣，亦決定了其一生，特別是對於「老病死」

的業緣。 

他說：「我幼年身體一向寡薄。曾患了大半年的瘧疾──四日兩頭；

這在當時，是沒有看作什麼大病的。身體寡薄，而發育卻又早又快，十

五歲就長成得現在這麼高了。寡薄瘦長的身體，對我未來的一切，應有

深切的影響。」37印順法師的一生多受疾病所苦，其對於「色身」所面

對的磨難，有著佛教面對生命苦迫的見解，就如其所說，對於身體病痛

的切身之苦，影響其未來甚多，自傳中除散見各章對生病的描述外，特

意書寫自己病痛的有第七章〈業緣未了死何難〉、第十六章〈我真的病

了〉、第三十章〈老年病更多〉。 

在〈業緣未了死何難〉中，印順法師回顧其幾次重要的病痛與意外，

他體認道： 

「人命在呼吸間」，佛說是不會錯的。健全結實的人，都可能因

小小的因緣而突然死去。死，似乎是很容易的，但在我的經驗中，

如因緣未盡，那死是並不太容易的。說得好，因緣大事未盡，不

能死。說得難聽些，業緣未了，還要受些苦難與折磨。38 

                                                 
36 同上註，頁 227。 
37 同上註，頁 221。 
38 同上註，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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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人命在呼吸間」實指生命的無常及結束的容易，就如呼吸之

為因緣生滅的變化，實是無有常性，只要有小小的因緣變化就會突然死

去，死亡看似容易的事，然而，如果「業緣未了」，還要受因有此生的

身心而來的老病死苦。 

業緣未了，也就是受報（生活的遺痕）未盡，則如何重病或意外還

是不會死去。印順法師在民國三十年的一次因腹瀉而昏迷，及民國三十

一年跌落四、五丈高山坡的經驗，讓他對此深信不疑，也因此，在民國

五十六年冬天的撞車事件中，其所表現臨危不慌的態度，亦是據此而

行，他說道：「我只是深信因緣不可思議，如業緣未盡，怎麼也不會死

的（自殺例外）。要死，逃是逃不了的。我從一生常病的經驗中，有這

麼一點信力而已。」39也因此，面對死亡，他的態度是不即不離的，他

說：「死亡，如一位不太熟識的朋友。他來了，當然不會歡迎，但也不

用討厭。」40面對病痛侵襲，身為一個平凡的和尚，還是做自己應做的

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雖無可留戀的，但也不會急求解脫。 

而隨著年老而不斷的病重，卻又未曾死去，他說：「到了晚年，大

病一次又一次的發生，到現在──八十七年（九十三歲）還沒有死，真

是『業緣未了死何難』！」41而直覺到了死亡邊緣，卻又因張禮文開了

一劑中藥，又好轉回來，「這位不是職業醫師的名醫，不請自來，使我

從死亡邊緣活過來，因緣是那樣的不可思議！『業緣未了』，那也只有

再活下去了。」42又言：「『生老病死』，老了就不能不病，如眼、耳、牙

齒、記憶力等，老年不免多少變化，這就是病呀！一生多病的我，老年

                                                 
39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2005 年），頁 35。 
40 同上註，頁 31。 
41 同上註，頁 198。 
42 同上註，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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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更多。」43面對死亡，印順法師除了「不即不離」的態度，對於再活

下去這件事，似乎是更為消極的，例如：「『業緣未了』，那也只有再活

下去了」中語帶無奈的語氣，或是「九十三歲還沒有死，真是『業緣未

了死何難』！」的慨歎。甚至說「我不希望身體會再健康起來，只是無

事掛心頭，安靜的等待那最後一天的到來！」44在在顯示對身體好壞的

不在意，甚至不抱希望。 

然而，這並非一種消極，而是面對生命存在的如實見。因為有情生

命為蘊、處、界的和合者，以四食的資益而延續著。在這和合的、相續

的生死流中，有情無法解脫由此而來的老病死憂悲惱苦之純大苦聚集，

可以說有情即是苦迫。45既為苦，則業緣的結束即是苦的結束，那就非

消極悲觀！反而因如實見，而能有「無事掛心頭，安靜的等待那最後一

天的到來」隨順因緣的豁達。 

3、夙昔因緣 

關於夙昔（過去生）因緣，其依據乃是所謂的因果業報流轉說。從

佛教緣起的業感論來看，沒有輪迴主體的神識或是「我」，也沒有身心

以外的業力，僅是依於因果法則而從業受果。「約發現的外表說，從一

身心系而移轉到另一身心系；約深隱的內在說，從一業系而移轉到另一

業系。如流水的波波相次，如燈炷的燄燄相續，諸行無常的生死流轉。」46

也就是，從可視的外表來看，這種業感是從某一身心條件改變至另一種

                                                 
43 同上註，頁 206。 
44 同上註，頁 208。 
45 釋印順，《佛法概論》（臺北：正聞出版社，2000 年），頁 79。 
46 同上註，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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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條件；如從業力的流轉來看，就是從某一業報條件改變至另一種業

報條件的呈現。並沒有一個「神我」或「靈魂」的不變存在在輪迴，而

是感業（作用）受報（結果），身心所作的業就是果報形成當下的因緣

條件。 

而所謂夙昔的因緣，即指過去生身心所作的業而延續至此生的因

緣，但是，要如何知過去生是否造作什麼樣的因，應從現在所作所受來

看，所謂的「果從因生」，例如見一果樹，即知必由種子、肥料、水分、

溫度等種種關係，此樹才能長成開花結果，決不是從空而生，也不是從

別的草木金石生。不從無因生，不從邪因生，這即是因緣生。47就如印

順法師對於何以走上學佛之路？他提到應該是夙生因緣，引上了出家學

佛之路，因為學佛是不一定要出家的，出家要個性適合於那樣的生活方

式才行。48這是從今生印順法師已為出家僧的果，而說應有過去造成出

家的因緣。 

關於夙昔因緣的提起，不僅在學法，包含其對於自己的性格、出家、

人際往來、空間變化等，他同樣歸因於夙生的緣份。關於性格，印順法

師從前生業力的作用及與環境間的相互影響來說： 

前生的業力，幼年的環境，形成了自己的特性。從完整的人生來

說，我是缺點太多了的。以知識、能力來說，我是知識的部分發

達，而能力是低能的，沒有辦事能力，更沒有組織的能力。49 

跟隨清念老和尚出家的因緣是那樣的離奇，他同樣感歎：「這不能

                                                 
47 釋印順，《佛法概論》（臺北：正聞出版社，2000 年），頁 142。 
48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2005 年），頁 2。 
49 同上註，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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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說是夙生的緣分。」50而關於其一生經手的建築工程，他說：「有人說

我福報大，我不承認，我就是沒有福德，才多障多災。建築方面，是佛

法的感應吧！也許在這點上，過去生中我曾結有善緣的。」51還是歸功

於宿世的善緣。而這種累生善緣，同樣也在述及閩南的人事物時說：「我

雖不會與人有交往的親密，而到底也有了這麼多的道友。一切是依於因

緣，我想，也許我與閩南有過平淡的宿緣吧！」52印順法師在自傳中提

及這些夙昔因緣時，還是根據前述的因緣業報法則，而非宿命論的觀點。 

（二）續佛慧命 

印順法師不僅將佛法的信、解作為其生命觀的依歸，更以著述續佛

慧命及弘法利生作為其行、證之實踐。 

在潘煊所寫的《看見佛陀在人間：印順導師傳》中，53曾引印順法

師給予親近學人、門生讀書、學法的勉勵之語，如厚觀法師將負笈日本

東京大學深造，印順法師予其座右銘道：「為利濟人群而學，為自淨其

心而學，為探求佛法而出外求學，勿作世間學問想。」54在傳道法師與

二位學者拜訪導師時，問及如何修學佛法，印順法師一再提醒道：「要

用信仰的精神讀書，如果只當是作學問，資料的累積對身心、對生命沒

有一點助益。」55由上可知，印順法師認為佛學的著述及研究，皆是為

了探求佛法的真義，並由此而得正信，在正信中，方能自淨其心及利濟

                                                 
50 同上註，頁 10。 
51 同上註，頁 106。 
52 同上註，頁 140。 
53 潘煊，《看見佛陀在人間：印順導師傳》（臺北：天下遠見，2002 年）。 
54 同上註，頁 261。 
55 同上註，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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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 

印順法師在自述其出版因緣時，即說明：「佛學作品的出版，是為

了宣揚佛法，大家都是為此而努力。我為此而寫作；代為記錄的也如此；

與廠方接洽，校對出版的，代為流通的，也都是如此。在三寶的護持下，

都自動的願為佛法而努力。」56為了釐清法義而著述研究，印順法師說

明自己寫作，還是在研求、補充或修正的情況下進行，所以每寫作一部，

即為了對這某些佛法上的問題，有更為明確深入的理解。也因此，他認

為閱覽不如講解，講解不如寫作。而對於協助記錄，負責校對的學生、

門人，也是在與佛法不斷的接觸中，對佛法有所體會與進步。所以「寫

作與出版，我與協助我的，都是在佛法中奉獻，在佛法中求進修而已！」57

以研究釐清抉擇法義，並以著述出版弘揚佛法，乃是續佛法身慧命的實

踐。就如其所言： 

寫作的動機，雖主要是：「願意理解教理，對佛法思想（界）起

一點澄清作用」；從《妙雲集》出版以來，也受到佛教界的多少

注意。然我從經論所得來的佛法，純正平實，從利他中完成自利

的菩薩行，是糾正鬼化、神化的「人間佛教」。58 

從理解教理中，澄清佛法流變的方便與適應，以發揚純正平實的「人

間佛教」，這個理念即使難以傳佈，但印順法師盡其所能的寫出，這亦

是「不忍聖教衰，不忍眾生苦」的慈悲無我精神展現。 

（三）弘法利生 

                                                 
56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臺北：正聞出版社，2005 年），頁 183。 
57 同上註，頁 184。 
58 同上註，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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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法師曾說過：「閱覽不如講解、講解不如寫作」。道源長老亦曾

有感地對他說：「印老！你原來也是能少說一句就少說一句的。」印順

法師更認為自己沒有口才，缺乏振奮人心的鼓動力，對宗教宣傳來說，

是並不理想的，每每對外宣講，總是適應而帶點不得已的。59然而，他

還是創立以講經弘法為主的慧日講堂，在當時佛教以應付經懺、賣素

齋、供祿（蓮）位為主的社會背景下，實屬不易。印順法師也視其為一

種佛教風氣的改革，他說「我從不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實來證明。而

且，對精舍的學眾，也可給以對外宣揚的實習機會。」60 

在印順法師的傳記《看見佛陀在人間：印順導師傳》中，作者潘煊

提到，導師時常勉勵來自各寺院的學生： 

將來畢業回去，不論擔任什麼職事，都要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護

持常住、為信徒盡心。看到信徒來寺裡拜佛，不管人多人少，不

管男女老幼，都要把自己懂得的佛法，契理契機地透過口說言

談，五分鐘、十分鐘一個簡單的開示，隨分隨力把佛法送給大家。

不要讓信徒來了，只是拿香拜拜、吃個齋就回去了。61 

足見印順法師相當重視的是「法施」，只有佛法才能真正地幫助信

徒解決生活與生命的問題。因為「『使佛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也就是

修學佛法，能起軌範身心、淨化身心、解脫身心的德用。」62即使是弘

法利生，從事文化、慈善、教育、國際佛教活動，也不能忘記這一真實

意義。 
                                                 

59 同上註，頁 107。 
60 同上註，頁 107。 
61 潘煊，《看見佛陀在人間：印順導師傳》（臺北：天下遠見，2002 年），頁 172。 
62 釋印順，《華雨集》冊 4（臺北：正聞出版社，1993 年），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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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法師外弘最長及最廣的時間，是到了臺灣住進善導寺以後，為

事實所迫，不得已而為信眾們講經說法，可說開始了外弘的生活。之所

以是被迫，因為印順法師自認外弘非其所長。在〈遊心法海六十年〉一

文中，他自述道：「四十一年初秋，從香港到臺灣；五十三年初夏，在

嘉義妙雲蘭若掩關，這中間將近十二年。……外面看起來，講經宏法，

建道場，出國，當住持，似乎法運亨通；然在佛法的進修來說，這是最

鬆弛的十二年。」63在這十二年以外弘為主的生命歷程中，其弘法內容

盡量使其能讓信眾將佛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而能起軌範身心、淨化身

心、解脫身心的德用。如在菲律賓講〈佛法為救世之光〉、〈信教與信仰

佛教〉、〈佛教的財富觀〉、〈懺悔的真義〉、〈從人到成佛之路〉等，在菲

律賓大東電臺講〈新年應有的新觀念〉；應菲律賓佛教居士林之請，講

演〈為居士說居士法〉、〈生死事大〉、〈求生天國與往生淨土〉；在菲國

中國中學講臺，露天演講〈佛法的因果道理〉、〈莫誤解佛法〉、〈應怎樣

修學佛法〉等等，此次為民國四十三年十二月到四十四年五月，歷時五

個月的菲國講學弘法。64從講題而言，其目的除了破除信眾對佛法錯誤

的理解，及比較不同宗教之異同外，亦以深入淺出的說明，讓佛法得以

利用善生。 

總結而言，我們從印順法師的自傳敘說和論述中，可以發現印順法

師身為僧者，其生命內涵即以「因緣」為依歸，在實踐以佛法「因緣」

為本的生命內涵中，藉由出版著作以續佛慧命，並以弘法利生為利他的

廣行。 

                                                 
63 釋印順，《華雨集》冊 5（臺北：正聞出版社，1993 年），頁 22。 
64 以上資料參考侯坤宏編著，《印順法師年譜》（臺北：國史館，2008 年），頁

13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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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文透過生命敘說的方法論探究印順法師自傳《平凡的一生（重訂

本）》，認為其生命歷程的書寫特色，在於藉由「空間」的敘述表現，表

明其作為比丘身分的實踐場域，進而詮釋其為比丘的生命歷程。由此，

我們認為「空間」敘說實可作為自傳書寫研究的重要面向，也就是，傳

主成其為傳主的生命實踐，在於其「在那裏」做了「什麼」，而讓眾人

視其為「僧」而非神父或是商賈。 

分析傳主對於空間變動歷程敘說後，本文歸結印順法師自傳可從三

大面向的內／外交互之空間移動作一探究，即「離家／出家」的身分移

動、「遊歷／流離」的境遇改變，及「內修／外弘」的生活變遷，也就

是透過外在空間的改變所形成內在心理的變化，又因內在思惟的變化又

造成外在空間的移動。此種空間敘說模式，亦適合用於分析當代大部份

修行自傳之書寫（共法），然其中對自身生命內涵的著重點不同，而在

生命敘說上各有所異（不共法）。 

印順法師依佛法而行的生命內涵，首要在強調「隨順因緣」，幾乎

每一篇章的首尾皆可見其對自己生命經歷的評述，就是強調對不可思議

因緣的隨順。特別是本書的論述內容又往往是以「佛教因緣觀」作為對

「事件」和「經歷」的評述。而縱觀全書的起篇與末篇，作為其對於自

己一生的評述，亦是立基於「因緣觀」。也由此凸顯出印順法師作為僧

者身分，在其建構自身生命歷程的重要依據──「佛法」中，呈現其生

命的內涵。另外，其以佛學研究及佛學著作著稱於世，與其他著重辦道

場、蓋寺廟、作慈善、講感應的僧人不同之處，這也是其所以「續佛慧

命」的生命實踐內容。而其弘法利生，所呈現的是辨析佛教義理，並以

深入淺出方式，引導大眾得正知正見，正是菩薩利他的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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