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順法師年譜》
印順法師年譜》前言
／侯坤宏
印順法師完成《太虛大師年譜》

一、資料使用：
資料使用：有關師之基本生

後，在〈編者附言〉上說：
「予編太虛

平資料，主要以師自撰之《平凡的一

大師年譜成，而深懼無以知大師！」

生》
（增訂本）為藍本，再配合師之著

筆者在完成《印順法師年譜》後，亦

作外，有三種資料值得加以說明：

「深懼無以知法師！」

（一）
、
《海潮音》月刊，
（二）
、明聖

蓋筆者既非法師之門徒，亦非法

法師〈印順導師行事略記〉
，
（三）
、師

師之學生，更未曾親聆法師之講席；

答覆請問者之信函。由於近年來《海

於法師僅有一面之緣，吾何足以知法

潮音》月刊的重刊，使得本書撰寫過

師？然以閱讀《妙雲集》
、
《華雨集》
、

程格外順利。1949 年以前大陸時期的

《平凡的一生》等著作，對師生平及

《海潮音》
，除了可以找到法師早期作

思想，稍有體會；又曾向法師門人厚

品外，也提供了一些相關史料，如法

觀法師問及，是否已有人從事編撰法

師在這段期間的行止、寫給太虛大師

師年譜，厚觀法師答稱並無，並鼓勵

的函札，以及漢藏教理院活動報導

筆者從事此項工作。自惟可以參考的

等，可以用以填補這段期間史料上的

文獻，除法師所留下之法身舍利外，

空白。1949 年後在臺灣繼續編發的
《海

有關其生平相關史料收集不易，所幸

潮音》
，對於何時撰述、發表那些文

前些年為研究民國佛教史及戰後臺灣

章，提供了極為可靠的依據，對於考

佛教史曾留意蒐集，今乃能勉力編纂

察法師思想軌跡，很有參考價值，尤

成書，然錯脫處或所不免，深知法師

其對於許多史實在時間點上的確認與

生平與思想者，請不吝示之，以為後

敘述聯貫上，發揮極大作用。

日再版改正之參考。

明聖法師〈印順導師行事略記〉

本書於法師學行，依年編次。因

也補充本年譜不少空白處，這份資料

法師為近代佛教最具有影響力之佛門

承蒙厚觀法師提供。明聖法師所記，

思想家，藍吉富教授且譽為「玄奘以

時間主要是從 1975 年至 1997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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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第一人」
， 法師出家後完全獻身研

對師之行止，有相當詳細的交代，可

究教理、教史與教制，1949 年以前就

以補充、校正其他資料的不足。如據

完成多部具有相當份量的學術著作，

《白公上人光壽錄》載，1979 年有來

對佛法的基本看法業已確立，1949 年

自馬來西亞宗光法師在印度修學梵

以後展轉流亡，最後安老臺灣，繼完

文、巴利文，對於阿毘達磨有不通處，

成多部更具學術功力的大著，並及身

苦無可請益之人，乃專誠來臺向師扣

完成《妙雲集》
、
《華雨集》等編印工

問。師為講《入阿毘達磨論》
，每日講

作。本年譜為突顯法師在佛教思想上

1 小時，凡兩週始圓滿。因未載詳細

之特色，儘量註出著作發表刊物與時

日期，故不知究竟在何時。依明聖法

間，並摘錄出該書或該文之精要處。

師〈印順導 師行事 略記 〉
（頁 10–

本書係採學術體例撰述，資料來源必

11）
，則清楚標明：從 2 月 21 日到 3

註出處，以方便讀者進一步查詢。

月 7 日，
《阿毘達磨論》始講圓滿。可

為方便讀者了解本書，謹就筆者

見明聖法師所記的這份資料，頗為可

在撰寫過程中，所面臨有關：資料使

貴。雖然這份資料有時不免過於瑣

用、時間標誌、撰寫格式、涉及相關

碎，但對吾人了解法師晚年日常生活

人物之下筆與取材、稱謂上等問題，

細微處，卻頗有助益。師以「平凡」

略加說明如下：

自況一生，由明聖法師所記，正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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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常人」無異，同受老病之苦，

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
、
〈人性〉
、

這樣的記錄正好可以體現佛法的人間

〈人間佛教概說〉
，由仁俊紀錄；
〈福

性。

嚴閒話〉
、
〈慧學概說〉
、
〈菩提心的修
師答覆請問者之信函中，亦頗有

習次第〉
、
〈泰國佛教見聞〉為常覺記；

可觀處，故本年譜亦儘量納入。但有

〈如來藏之研究〉
、
〈教法與證法的信

部份未能確定時間者，只好暫時割

仰〉
，幻生記；
〈學佛之根本意趣〉
，印

愛。如《福嚴會訊》第 6 期〈導師給

海記；
〈地藏菩薩之聖德及其法門〉
，

黃家樹居士的信〉
，以及第 8 期〈導師

能度記；
〈從人到成佛之路〉
、
〈為居士

給繼程法師的信〉
。另在明聖法師提供

說居士法〉
，為明道記；
〈三論宗史

之《印順導師之墨寶》中，收錄師寫

略〉
，月耀記；
〈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

給觀慧法師、靜軒居士、許洋主居士、

會〉
，光宗記；
〈佛化音樂的應有認

張禮文等多封信中，雖標有月日，卻

識——為岷尼拉精進音樂團說〉
，廣範

未署年份，故未便採用。另，
《妙雲

記；
〈心為一切法的主導者〉
、
〈佛教之

集》
、
《華雨集》
、
《永光集》中未收入

涅槃觀〉
、
〈修身之道〉
，均由慧瑩筆

者，亦儘量照（或摘）錄，如抗戰時

記；
〈東方淨土發微〉能度、慧理合記；

期發表於《獅子吼》月刊之〈精誠團

〈佛法是救世之仁〉
，慧理、慧輪合

結〉
，為樂觀法師《護國衛教言論集》

記；
〈從人到成佛之路〉
、
〈為居士說居

撰寫的序文，應定熙居士為《宇宙萬

士法〉
，明道記；
〈佛教的財富觀〉
，由

有本體論》寫的序文等，遺文儘量廣

賢範、小娟合記。此外，如宏觀記《辨

收，或許更能彰顯法師思想之全貌。

法法性論講記》
；向上記〈辨法相與唯

二、時間標誌：
《平凡的一生》使
時間標誌：

識〉
；顧法嚴記《往生淨土論講記》
；

用的時間是農曆，其他相關史料則多

楊梓茗記《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

用西曆，鄭壽彭先生在編《印順導師

講記》
。上列參與筆錄工作者，有演

學譜》一書時，
「以編者不諳曆法，未

培、續明、妙欽、仁俊、常覺、幻生、

能換算，故兩存之」
。本年譜為求統

印海、能度、明道、月耀、光宗、廣

一，特依據「萬年曆」
，一律將農曆部

範、慧理、慧輪、賢範、小娟、宏觀、

份，按上國曆，以方便讀者查核。但

向上、顧法嚴、楊梓茗等四眾弟子。

仍有部分，未能確認到底是農曆或國

仁俊法師就認為，印公的兩部精心之

曆，望讀者留意之。

作－－《中觀論論頌講記》與《中觀

三、撰寫格式：
撰寫格式：以年繫月，月下

今論》
，如果沒有演培與續明兩位幫忙

繫日，每年紀載格式為「西元紀年，

記錄，能否於兵荒馬亂中親自寫出，

干支年份，清帝或民國紀年，法師歲

頗成問題。 除仁俊所提外，許多講記

數」
，紀錄上儘量完備、具體，若無法

或演講，若沒有筆錄者的付出，主講

確定時日者，則將相關資料臚置於較

人是否有時間、有心情寫出，那就很

適當之處。此外，在內容方面，為突

難說了。

顯時代背景，間亦將近代史上發生的
幾個轉折年代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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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為方便讀者了解與印順法師
相關人物，特於本書部分註文中，簡

四 、 涉及相關人物之下筆與取

述其生平事蹟，取捨標準，依與師之

材：本年譜除重視與譜主相關人士之

關係，及其在當代佛教史之地位與特

介紹外，也重視參與完成法師著作之

色而定。

筆錄者。就前者言，書中所提及之教

五、稱謂：
、
稱謂：教界有稱為「導師」

內人士，其履歷附在註解中說明。就

「長老」
、
「論師」
、
「印公」
、
「印公導

後者言，法師著作中，有不少是屬於

師」
、
「印老」者，本書則以「法師」
、

講解經論或專題演講，再經旁人筆錄

「師」或「印老」稱之。

而成者。筆錄者對於師之法身舍利流

師示疾後，其門人遵照其生前
「身

通，亦大有貢獻，故特於文中標出。

後出版」囑咐，出版《平凡的一生》

舉其要者，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

（重訂本）
，內增〈大陸之旅〉
、
〈舊地

記》
、
《中觀論論頌講記》
，為演培筆

重遊〉
、
〈早年的修學歷程〉3 篇，在

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中觀今

〈早年的修學歷程〉中，補述在出家

論》
、
〈降魔的方法〉為續明所記；
《大

前，曾經結婚生子。本年譜為求全計，

乘起信論講記》
、
《勝鬘經講記》
、
《淨

亦將此段事跡納入，以存信史，此並

土新論》為演培、續明合記；
《性空學

不妨礙對於師一生的評價。

探源》
為妙欽記；
〈人間佛教緒論〉
、
〈從

本書撰寫過程中，承蒙慧日講堂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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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觀法師提供：
《福嚴會訊》
、
〈印順導
師男眾弟子及其徒孫〉
〈（明聖法師
記）印順導師行事略記〉
、
〈印順導師
法源略圖〉
，臺中華雨精舍明聖法師提
供《印順導師之墨寶》
、
〈印順導師出
家弟子〉
，嘉義海印精舍宏印法師及桃
園弘誓學院昭慧法師各提供印順導師
親筆 3 封，嘉義妙雲蘭若德勇法師提
供：
《妙雲雜誌》
、
〈妙雲蘭若常住眾〉
，
靜思精舍德悅法師提供：
〈證嚴上人出
家弟子名號表〉
，傳道師提供：
〈平淡、
平實中的不平凡──記親近印公導師
的殊勝因緣〉
。這些史料對於本書構
成，助益極大。又在資料檢索及內容
引用上，因為有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
金會出版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
光碟版，及正聞出版社刊印之《印順
導師著作總目》
，這兩份資料，提供了
極大的便利，個人特於此獻上無限的
感激與敬意！
本書初稿完成後，曾得到兩位匿名審
查人提供諸多修改意見外，昭慧法
師、厚觀法師、慧璉法師、常純法師，
都曾就文稿提出不少改進建議，在此
特別致上萬分謝意。當然，書中錯漏、
不當處，在所難免，概由筆者負責。
筆者於年譜體例所知有限，初試
此篇，行文取捨，諸多不當，尚祈法
師門人故舊、專家學者多加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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