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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生平簡介 
（釋厚觀，2010.9.9） 

 

一、印順導師生平要略（以下頁數依印順導師著：《平凡的一生》（重訂本）） 

 

1906（民前 6 年，清光緒 32 年）俗姓張，名鹿芹，陽曆 4 月 4 日（農曆 3 月 12 日）出

生於浙江省海寧縣，半農半商之家庭。（p.215- p.216） 

 

1911（民前 1 年）6 歲。進私塾讀書。（p.216） 

 

1912（民國 1 年）7 歲～1915（民國 4 年）10 歲。就讀初等小學堂。（p.222） 

 

1916（民國 5 年）11 歲～1918（民國 7 年）13 歲。就讀高等小學堂。（p.222） 

 

1918（民國 7 年）13 歲～1921（民國 10 年）16 歲。在一位中醫師家學中醫。但對中醫

漸乏學習興趣，而勤於學仙。 

 

1921（民國 10 年）16 歲～1930（民國 19 年）25 歲。父見其學仙著了迷，令其至小學

教書。（p.225） 

 

1925（民國 14 年）20 歲。讀到《莊子》的馮夢禎序文「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

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興趣。（p.3） 

此後，於商務印書館之目錄中發現佛書目錄，因此購得《中論》等書。由於閱讀

《中論》，領略到佛法之高深而嚮往不已！經四、五年的閱讀思惟，發現佛法與現

實佛教界間的距離，所理解到的佛法與現實佛教界差距太大，引起了內心之嚴重

關切，因此發願云：「為了佛法的信仰，真理的探求，我願意出家，到外地去修學。

將來修學好了，宣揚純正的佛法。」1
 

 

1930（民國 19 年）25 歲。農曆 10 月 11 日，於福泉庵禮上清下念老和尚為師，落髮出家，

法名印順，號盛正。農曆 10 月底，至天童寺受戒，戒和尚為上圓下
漒老和尚。（p.9- 

p.10） 

 

1931（民國 20 年），26 歲。春天（舊曆 2 月），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求學，插

入第二學期，僅讀了 4 個月。8 月初，受大醒法師之命至福建鼓山湧泉佛學院教課。

（p.10- p.11） 

 

1932（民國 21 年），27 歲。上學期，受大醒法師之命，回到廈門為閩南佛學院同班同學

講授《十二門論》一學期2。（p.11） 

初秋之際，往佛頂山慧濟寺之閱藏樓閱藏（一年半）。（p.12） 

 

                                                 
1
 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集（五）》〈遊心法海六十年〉（p.4- p.6）。 

2
 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香雲》〈我懷念大師〉（p.300- p.301），《華雨集（五）》〈遊心法海六十

年〉（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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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民國 23 年），29 歲。正月，為了閱覽三論宗的章疏，到武昌佛學院去。新年裡，

與華清法師去雪竇寺，第一次禮見了太虛大師。住武昌佛學院半年讀完了三論宗

的章疏，又回到佛頂山。（p.12-p.13） 

       

1936（民國 25 年），31 歲。在普陀山的佛頂山慧濟寺繼續閱藏，於秋天完成了全藏的閱

讀。3（p.14） 

 

1938（民國 27 年）33 歲。7 月，到了四川北碚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遇到了法尊法師，

覺得有同學之樂，並為法尊法師譯《密宗道次第廣論》潤文。（p.23- p.24） 

 

1940（民國 29 年）35 歲。至貴陽大覺精舍，撰《唯識學探源》。這是導師第一本的寫作，
4後於 1944 年出版。（p.25） 

 

1941（民國 30 年）36 歲。至漢藏教理院，為演培、妙欽、文慧三位法師講《攝大乘論》，

三位法師共同整理筆記而成《攝大乘論講記》。這是導師第一部講錄整理而成的

書，後於 1946 年出版。5
 

初秋，受演培法師之請至四川合江的法王學院擔任導師，印順法師被尊稱為「印

順導師」自此開始。6
 

                                                 
3
 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集（五）》〈遊心法海六十年〉（p.8-p.9）： 

從 21 年夏天，到 25 年年底，除了在武昌佛學院（那時名義是「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專修三

論章疏半年，又到閩院半年，及其他事緣外，都住在普陀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足足有三

年。那時候，看大藏經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這裏的環境，是這一生中覺得最理想的。白天

閱讀大藏經，晚上還是研讀三論與唯識。三年閱藏的時間，對我來說，實在所得不多。因為

清刻的大藏經，七千餘卷，每天要讀七、八卷（每卷平均約九千字）。這只是快讀一遍，說不

上思惟、了解。記憶力不強的我，讀過後是一片茫然。不過閱藏也還是有所得的： 

從所讀的大藏經中，發見佛法的多采多姿，真可說「百花爭放」，「千巖競秀」！這是佛教的

大寶藏，應該是探求無盡的。知道法門廣大，所以不再局限於三論與唯識。 

對於大乘佛法，覺得虛大師說得對，應該有「法界圓覺」一大流。 

大乘經不是論書那樣的重於理論，到處都勸發修持，是重於實踐的。 

還有，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如部分大乘經，

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 

這對於探求佛法的未來動向，起著重要的作用。 
4
 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集（五）》〈遊心法海六十年〉（p.14）：「我在師友間，是被看作三論宗

的，而第一部寫作，是《唯識學探源》。」 
5
 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集（五）》〈遊心法海六十年〉（p.14）。 

6
 參見演培法師著《一個凡愚僧的自白》〈辦法王學院〉（《演培法師全集》第 44 冊，p.95-p.105）： 

民國 30 年（1941）秋，我以 25 歲的青年，前往合江法王寺，籌辦法王學院。……我進漢院

懇請印順法師為學院最高導師，當蒙慈允。…… 

  寺的附近士紳及諸行政人員，對導師及我皆有良好印象，亦受東方院長影響，僧俗知吾人

不錯固然，是否有真實學問不知。傳有老學究，想辦法考驗，乃請導師寫篇「法王寺碑記」。

如我很難交卷，導師卻輕而易舉，略問法王寺歷史演變，第二天就將絕妙文言文碑記交東老；

展轉給士紳傳閱，無不讚妙，特別地方公認能寫最好文章劉疇九老秀才（清朝末年地方上最

後一名秀才)，看後讚不絕口；且對一般人說，像這樣文言文，不是我所能寫出，印順和尚確

有學問，吾法王寺請到這位高僧來做導師，實是本寺最大幸福。經老秀才品評，將碑文在各

縣市鎮傳閱，合江縣所有新舊文人，沒有不知導師大名，對導師更加尊敬。從此，不但學眾

稱印公為導師，全縣僧眾及地力士紳，皆尊老人為導師，後來弘法各方，信眾亦尊稱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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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後任院長三年，到 1944 年夏天又回到漢藏教理院。（p.25） 

 

1942（民國 31 年）37 歲。撰寫《印度之佛教》。7民國 32 年夏天，《印度之佛教》出版，

這是代表導師思想的第一部作品。8（p.171） 

 

1947（民國 36 年）42 歲。太虛大師圓寂。為了編纂《太虛大師全書》，住奉化雪竇寺一

年餘，翌年編纂完成。9（p.38- p.39） 

 

1949（民國 38 年）44 歲。導師與學友一同前往香港。在香港的三年中，出版《佛法概

論》、《太虛大師年譜》等十五部。10
 

 

1952（民國 41 年）47 歲。5 月底，中國佛教會決議推請導師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在日本

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7 月 15 日前後，離香港到臺灣。 

9 月，受聘為善導寺導師。11（p.56- p.58） 

 

1953（民國 42 年）48 歲。1 月，接《海潮音》雜誌社社長，前後共十三年——1953 到

1965 年（民國 42 到 54 年）。（p.58- p.59） 

9 月於臺灣的新竹市創建福嚴精舍。（p.118） 

 

1957（民國 46 年）52 歲。秋天，在壹同寺成立了「新竹女眾佛學院」。（p.124） 

 

                                                                                                                                                         
導師之所以成導師，不是自封得來，亦非親信弟子所封，實由真實德學得來。 

7（1）參見印順導師著《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53）：「31 年（37 歲）：住合江縣的法王學

院。那年，寫了《印度之佛教》。」 

（2）《印度之佛教》〈自序〉（p.7）：「民國三一、一○、三，印順自序於合江法王學院。」 
8（1）參見印順導師著《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71）：「32 年（38 歲）：16 萬字的《印度之

佛教》出版，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 

（2）參見印順導師著《妙雲集》〈序目〉（p.6）：「我第一部出版的，以文言寫成的《印度之佛

教》，表達了我對佛法的信念。」 

（3）參見印順導師著《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71）：「民國 28 年（34 歲）：我在四川漢藏

教理院。……我寫了一篇〈吾國吾民與佛教〉。漢院的同學們，熱心把他印成小冊，分贈

各界。這可說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但只是小冊，我也沒有保存。」 
9《太虛大師全書》編輯完成日期有異說。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39）：「我被推

主編《太虛大師全書》。這是我所能做的，也就答應了。與續明、楊星森，在三月裡到了雪竇，

受到寺主大醒法師的照顧；全書到第二年四月才編集完成。」續明法師撰《太虛大師全書‧

編纂始末略記》則說：「這裡報告一件學佛人士所關切的事，就是《太虛大師全書》，經過一

年又十天——自 36 年 5 月 20 日至 37 年 5 月 30 日——的編纂，已經功告完成了。這個消息，

傳到讀者面前，一定是很歡喜的。」（《太虛大師全書‧目錄》，p.140） 
10

 參見印順導師著《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73- p.175）：「我來臺灣以前的出版情形：重慶

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 

案：其中香港出版 15 部，分別為：《佛法概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中觀今論》、《評

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性空學探源》、《大乘是佛說論》、《太虛大師

年譜》、《佛滅紀年抉擇談》、《淨土新論》、《大乘起信論講記》、《中觀論頌講記》、《勝鬘經講

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以及《佛法概論》再版。 
11

 參見印順導師著《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56）：「41 年（47 歲）：住淨業林。……秋天，

到了臺灣，住臺北善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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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民國 49 年）55 歲。6 月，三度訪菲。夏，台北市慧日講堂動工。（p.105- p.110） 

《成佛之道》出版。12（p.178） 
 

1961（民國 50 年）56 歲。1 月 22 日，台北市慧日講堂落成開光啟用。在慧日講堂的三

年多期間，開演數部經論，如：《寶積經》〈普明菩薩會〉、《往生淨土論》、《辨法

法性論》等。（p.125） 

 

1963（民國 52 年）58 歲。冬，籌建嘉義妙雲蘭若。 

 

1964（民國 53 年）59 歲。農曆 4 月初 8 日13，在嘉義妙雲蘭若掩關，專心於自修與寫

作。翌年 1965（民國 54 年）農曆 4 月初 8 日14出關。掩關一年中，閱畢日譯《南

傳大藏經》，擴充舊作〈西北印度之論典與論師〉（後成《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

與論師之研究》），並撰寫了〈論提婆達多之破僧〉、〈王舍城五百結集之研究〉、〈論

毘舍離七百結集〉、〈阿難過在何處〉、〈佛陀最後之教誡〉等文章（後編入《華雨

集（三）》）。（p.160- p.161） 

 

1965（民國 54 年）60 歲。春天，受邀出任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教授，成為有史以來第

一位進入大學任教的出家法師。在文化學院教了一年的「佛法概論」與「般若學」。
15（1965 到 1966 年。民國 54 到 55 年） 

 

1969（民國 58 年）64 歲。冬，開始將過去的寫作與講錄，重新編集成《妙雲集》二十

四冊，至 1973（民國 62 年）秋末，經四年而全部出版。（p.179） 

 

1970（民國 59 年）65 歲。由於去年中央日報有《壇經》是否六祖所說的討論，因而寫

成了《中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中華禪》，並附帶寫出《精校燉煌本壇經》。（p.163） 

 

1971（民國 60 年）66 歲。《平凡的一生》、《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國禪宗史》出版。

（p.163、p.180） 

 

1973（民國 62 年）68 歲。以《中國禪宗史》一書榮獲日本大正大學授予博士學位。（p.164） 

 

1978（民國 67 年）73 歲。8 月，移居台中縣太平鄉華雨精舍。（p.203） 

 

1981（民國 70 年）76 歲。5 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出版。12 月，《如來藏

之研究》出版。（p.182） 

                                                 
12

 參見印順導師著《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78）：「49 年（55 歲）：秋天，《成佛之道》出

版，在我的寫作中，這是流通量較大的一部。以上這幾部的出版，負責出版校對者，我已忘

記了，大抵與當時《海潮音》的編校者有關，也有住在善導寺的人幫助。我的書，起初在善

導寺校對流通。臺北慧日講堂在五十年落成後，就將書運到慧日講堂，由住眾法師一人負責

流通。」 
13

 國曆 5 月 19 日。（中央研究院 兩千年中西曆轉換 http://sinocal.sinica.edu.tw/） 
14

 國曆 5 月 8 日。（中央研究院 兩千年中西曆轉換 http://sinocal.sinica.edu.tw/） 
15

 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香雲》〈平凡的一生〉（p.135- p.136）。 



                                                                        

 

 5 

 

1983（民國 72 年）78 歲。9 月，將《雜阿含經》與《瑜伽師地論》〈攝事分〉會編出版

《雜阿含經論會編》。另又撰寫〈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附編在卷首。（p.184） 

 

1985（民國 74 年）80 歲。3 月，《遊心法海六十年》出版。7 月，《空之探究》出版。（p.185） 

 

1988（民國 77 年）83 歲。4 月，《印度佛教思想史》出版。（p.185） 

 

1989（民國 78 年）84 歲。3 月中，撰寫《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編集《華雨集》（四

冊）。（p.185） 

 

1991（民國 80 年）86 歲。口述《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由昭慧法師整理成文，並

於「東方宗教研討會」上發表。（p.169、p.185） 

同年，福嚴精舍由住持真華長老重建完成，於 10 月中落成開光，並舉行在家菩薩

戒會，由導師與演培長老、真華長老任三師。（p.204） 

 

1993（民國 82 年）88 歲。4 月，將民國 60 年大病以前的作品、《妙雲集》出版以後的

寫作，以及數篇尚未發表的作品，結集成五冊的《華雨集》出版。（p.185） 

 

1994（民國 83 年）89 歲。撰《平凡的一生（增訂本）》。（p.170） 

9 月 6 日至 9 月 29 日大陸之旅：福建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求學與講學的

地方）、浙江寧波天童寺（受具足戒處）、奉化雪竇寺（太虛大師曾任住持的道場，

編輯《太虛大師全書》處所）、普陀山福泉庵（出家道場）、佛頂山慧濟寺（三年

閱藏處）、上海圓明講堂（得戒和尚圓漒法師紀念堂）、玉佛寺（太虛大師圓寂處）、

北京法源寺（中國佛學院）、廣濟寺（中國佛教協會）、杭州靈隱寺、浙江海寧（故

居）。（p.208- p.213） 

 

1999（民國 88 年）94 歲。九月（921 大地震前幾天），因嚴重腹瀉，住進花蓮慈濟醫院。

（曾一天腹瀉高達 37 次）16
 

 

2003（民國 92 年）98 歲。10 月 18 日，福嚴精舍成立五十周年。導師應邀蒞臨會場為

歷屆師生開示。 

 

2004（民國 93 年）99 歲。4 月 30 日（農曆 3 月 12 日），福嚴精舍為導師慶祝百歲嵩壽。 

 

2005（民國 94 年）100 歲。6 月 4 日（農曆 4 月 28 日），由於心臟衰竭，導師百年的危

脆色身，於正念寂靜中安詳捨報。 

 

                                                 
16

 參見印順導師著《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30）：「87 年（93 歲）：對《平凡的一生（增訂

本）》再作修正補充，成《平凡的一生（重訂本）》。」 

導師自傳撰寫止於 93 歲，之後記事增補，參見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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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順導師生平參考資料： 

1、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正聞出版社，民國 94 年 6 月新版一刷。 

2、印順導師：《遊心法海六十年》，正聞出版社，民國 74 年 3 月初版。（後收錄於《華

雨集（五）》，正聞出版社，民國 82 年 4 月） 

3、鄭壽彭：《印順導師學譜》，天華出版社，民國 70 年 2 月初版。 

4、釋昭慧：《人間佛教的播種者》，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4 年 7 月初版。 

5、潘煊：《看見佛陀在人間——印順導師傳》，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3

月 15 日初版。 

 

二、導師一生多病 

（一）在四川（民國 27 年～35 年），我那時，似從來沒有離了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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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欲息的病態。（《平凡的一生

（重訂本）》p.24- p.25） 

（二）我對病的態度，是不足為訓18的，但對神經兮兮的終日在病苦威脅中的人，倒不

失為一帖健康劑。（《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91- p.92） 

 

三、印順導師的性向 

大概的說，我是：1、身力弱而心力強。2、感性弱而智性強。3、記性弱而悟性強。

4、執行力弱而理解力強——依佛法來說，我是「智增上」的。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27） 

 

四、印順導師法語 

深信三寶應從正見中來，從正見而起正信，乃能引發正行，而向於佛道，自利利

人，護持正法。 

 

五、福嚴對聯： 

福德與智慧齊修庶乎19中道 

嚴明共慈悲相應可謂真乘 

                                                 
17

 奄奄（ㄧㄢ）：1、氣息微弱貌。2、衰弱不振。（《漢語大詞典（二）》，p.1530） 
18

 訓：1、教誨，教導。2、典式，准則。3、順從，遵循。（《漢語大詞典（十一）》，p.47） 
19（1）庶：將近，差不多。（《漢語大詞典（三）》，p.1234） 

（2）庶乎：猶言庶幾乎。近似，差不多。（《漢語大詞典（三）》，p.1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