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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63 年，證嚴法師在台北慧日講堂偶然地依止印順法師為

剃度師，印順法師以「為佛教，為眾生」六字勉勵，自此其秉

持師訓，一生奉行。這對同時被視為對佛教、對台灣具有相當

影響力的師徒，更是分別以鮮明的學問僧、興福僧形象奠定在

華人佛教史上的地位。 
    當代以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為主題的探討，若談及

實踐面向，證嚴法師經常是被舉列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再觀目

前針對「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學術研究，仍多出現在與「人

間佛教」或「慈濟」相關的論題裡，其中述及兩者的師徒關係、

人間佛教的實踐，其他論點則少有著墨。不可諱言地，兩者的

特質風格迥異，師徒相遇誠屬殊緣，是故雖有著名的師徒關係，

其他可並列研究的觀點似乎有限。 
    然而，本文認為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雖有很大的差異，但

是也有諸多可供對照的相似之處。此外，「為佛教，為眾生」

                                                       
＊  2021/3/23 收稿，2021/5/24 通過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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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師徒相遇與傳承意義，說明師承關係除了建立於思想或修行

法門，「菩薩道信念」是一份篤厚的接力行願，亦為人菩薩行

的典範傳承，更可作為現代僧傳典範、宗教實踐史的新範式。 
 
關鍵字：印順法師、證嚴法師、人間佛教、人菩薩行、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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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代以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為主題的探討，若談及

實踐面向，證嚴法師經常是被舉列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再觀目

前針對「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學術研究，仍多出現在與「人

間佛教」或「慈濟」相關的論題裡，其中述及兩者的師徒關係、

人間佛教的實踐，其他論點則少有著墨。 
    另觀一般發行的佛教報刊、財經雜誌或大眾書籍，卻可發

覺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於數十年前，已受到同等的重視。1990
年，《福報周報》曾票選 具影響力的佛教界十大人物，印順

法師與證嚴法師同時入榜，分別為第五名與第一名。12000 年，

《天下雜誌》讓大眾舉列四百年來，各行各業對台灣 具影響

力的人物，製作成特刊《影響 200》，2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都

進入其中；爾後雜誌社又從 200 人當中，票選 具代表性的 50
位人物，證嚴法師高居第二名。2002 年，《學術台灣人》一書，

                                                       
1 洪啟嵩發行，〈票選 具響力的年度十大佛教新聞十大佛教人物〉，《福報

周報》第 116~117 期，台北：福報報業有限公司，1989 年 12 月 25 日-1990

年 1 月 6 日，頁 11-17、頁 18-21。其中十大佛教人物的排名，第一名是

證嚴法師，第二名是達賴喇嘛，第三名是星雲法師，第四名是聖嚴法師，

第五名是曉雲法師、印順法師、洪啟嵩居士並列，第八名是昭慧法師，第

九名是悟明法師，第十名是恆清法師。參與票選者為佛教界的十八位代表

人士，包含法師、居士、學者，第一名的證嚴法師獲得 14 票，第五名的

印順法師獲得 9 票。  
2 天下雜誌記者，《影響 200》，台北：天下雜誌，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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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20 位著學立教的台灣學術人物，3「釋印順」排於第七位，

標題是「闡揚『人間佛教』的佛教思想家」，4內容著重於他的

著述豐碩，具劃時代的意義，其中卻有這段敘述：「他的弟子

證嚴法師成立『慈濟功德會』，以行動實踐人間佛教的信仰，

救災賑貧，成果斐然」，5可見著證嚴法師是唯一被介紹的弟子

且受到正面肯定。 
    上述《天下雜誌》 終票選台灣四百年來 具影響力的 50
人，與證嚴法師同時入榜的聖嚴法師，在中華佛研所致詞時，

向學生提起此票選結果，說明了佛教團體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

接著他更提及： 

如印順長老，也是兩百位最具影響力的人士之一，但並

未入選前五十名，原因是他有一位很好的弟子――證嚴

法師……印老只能影響佛教學者，而真正普遍影響全台

灣的人，不是印老，而是證嚴法師。證嚴法師不僅在兩

百個人之中，而且是第二名，這不簡單，因為他背後有

慈濟功德會在推動。6 

                                                       
3 莊永明總策畫，《學術台灣人》，台北：遠流出版事業，2002 年。20 位學

術台灣人依序是連橫、胡適、杜聰明、錢穆、傅斯年、徐復觀、釋印順、

陳紹馨、潘貫、徐慶鐘、吳大猷、戴炎輝、林朝棨、曾天從、方豪、張漢

裕、李鎮源、蔣碩傑、姚一葦、張光直。  
4 莊永明總策畫，《學術台灣人》，頁 64-71。  
5 莊永明總策畫，《學術台灣人》，頁 68。  
6 http://www.chibs.edu.tw/ch_html/CHIBS30/ch/265.html（2021 年 2 月 4 日瀏

覽）。另對照《聖嚴法師年譜》，此為 1998 年 4 月 1 日，聖嚴法師於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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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指出印順法師的影響層級在於佛教學者，但是證嚴法師

卻是一位影響「全台灣」的人（至今已影響國際世界），呈顯

出慈濟團體的普世價值與意義。 
    本文認為這對同時被列為對佛教、對台灣具有影響力的師

徒，甚至是分別以鮮明學術、慈善特色奠定國際地位的兩者，

在「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的主題，或有可供討論的觀點；不

可諱言地，兩者的特質風格迥異，師徒相遇誠屬殊緣，是故雖

有著名的師徒關係，其他可並列研究的觀點似乎有限。自皈依

法脈論之，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是理所當然的傳承關係；而依

思想理念論之，兩人 為連結者乃是「為佛教，為眾生」六字。

如若以此探究兩者的傳承關係，究竟偏於薄弱或者穩厚？ 
    本研究將從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生命歷程的殊性與共性、

師徒相遇的天時地利人和、師訓的傳承與發揚等面向，嘗試發

掘兩者可對照討論之處；並探究從經典理論到人間實踐，學問

僧與興福僧如何行菩薩道、又如何可能接軌？希冀呈現不同以

往的研究成果。 

二、「為佛教，為眾生」的師徒相遇 
    提起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眾所熟知的故事或者 為直接

的連結，即是 1963 年 2 月，證嚴法師在台北慧日講堂拜謁並

依止印順法師為師，印順法師以「為佛教，為眾生」勉之，自

                                                                                                                   
文化館五樓大殿進行佛研所之「創辦人時間」，為學生開示所提及之內容；

參自林其賢，《聖嚴法師年譜》（第二冊），台北：法鼓文化，2016 年，頁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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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為證嚴法師一生奉行的信念。這段師徒相遇過程，非常偶

然卻也非常巧合；以偶然的角度觀之，興許感受如此的師徒因

緣締結稍嫌倉促；然以巧合的環節思之，可謂天時地利人和等

條件缺一不可。 
    依佛教戒制，受具足戒之報名表，需填寫剃度師父法名。

由於證嚴法師是自行落髮，未皈依任何出家法師，7故而抵達當

時開辦戒壇的台北臨濟寺，報名表未填師父法名，當下有人建

議可擇戒場的法師皈依，她卻婉拒而離開，原因在於想慢慢、

慎重地找到可讓慧命依止的精神導師。這份堅持，是師徒相遇

的首要環節。 
    證嚴法師至戒壇報名的前一晚，8掛單於台北的菩提講堂，

故而決定返回東部之前，再次回到菩提講堂，告知講堂住眾之

一的慧音法師欲購一套《太虛大師全書》帶回花蓮研讀；慧音

法師正好知曉台北慧日講堂應可請購，故陪同證嚴法師前往。

                                                       
7 證嚴法師展開出家求道之路輾轉曲折， 後落腳處擇定花蓮，當時認識普

明寺負責人許聰敏，乃一介虔誠佛教徒，證嚴法師自行剃度後，許老先生

給予「修參」的法名，往後則蓋建一小木屋於普明寺後方供其修行。由於

當年不懂出家戒律，所以證嚴法師不知剃度師父需為出家法師，卻也因為

如此，使印順法師允以成全；印順法師老年時回憶此段往事，提及對證嚴

法師的印象是「老老實實的一個人」，又說道：「我想，東部發心出家的人

比較少，他卻能夠這樣子發心出家。他是不了解佛教的制度，所以請在家

居士當師父」。參自大愛電視台，《上印下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台北：靜

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91。  
8 此時的法名是「修參」，為求行文稱呼之一致，故本文之敘述皆為「證嚴

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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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目的地時，慧音法師曾就讀於新竹壹同女眾佛學院，是印

順法師的學生，得知印順法師正駐錫於講堂，故而偕同證嚴法

師到會客室拜謁，並簡短將戒壇情形轉知印順法師且表達證嚴

法師尚未有剃度師父。購書的念頭以及慧音法師的帶領前往，

是為第二環節。 
    在套書打包完成準備離開時，突然下起大雨，時任監院的

印海法師便請慧音、證嚴法師稍候，可代為叫車載書防止淋濕。

在門口等待之際，證嚴法師看到印順法師從方丈室走出的身影，

轉頭詢問慧音法師：「我能不能皈依你們導師？」慧音法師回

應據其所知印順法師很少收弟子，應當不可能，但仍願意幫忙

詢問。突來的大雨、等候的時間，加上印順法師正巧從方丈室

走出，是為第三環節。 
    慧音法師上前表示證嚴法師的想法之後，印順法師微笑點

頭應允，卻因戒場報到時間將屆，便讓證嚴法師在佛前磕頭，

簡單為其開示：「你我因緣特殊，既然要出家，就要發心『為

佛教，為眾生』。我給你法號，你快去吧！」9是故幾分鐘的時

空交集裡，「修參」有了「證嚴慧璋」的法名與法號，符合受

戒資格；再次趕赴戒場完成報名手續，前一日分配的床位未被

候補，因而順利進入戒壇受具足戒。收徒的應允、返回戒場的

及時，是為 後的環節。 
    證嚴法師憶起這段在前後兩日、在一個早上與一場大雨、

在原本慢慢找和突然想拜師念頭之間所促成的師徒因緣，自言

                                                       
9 釋證嚴，〈我思‧我師 ‧人間導師〉，收入《禮敬‧追思 人間佛教導航師──

印順導師》，台北：慈濟人文志業中心，2005 年，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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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不可思議」；10她自述未到慧日講堂前，對印順法師的印

象來自看過其著作《佛法概論》，而印順法師則直言證嚴法師

到慧日講堂：「不是來看我，他是要買部《太虛大師全書》」，11

可見兩人在慧日講堂相遇之前與當下，單純的交集都是著作，

唯作者、編者皆是印順法師。 
    再從印順法師與慧日講堂的關係視之，1961 年講堂方才建

設完成並啟用，相對於印順法師來台築建的第一座道場、重於

培養僧才的「福嚴精舍」，「慧日講堂」具有對外弘化的理想；

印順法師創此講堂的構想，是想不同於應赴經懺、賣素齋、供

祿位的佛教傳統特色，而以「講經弘法」為目的。印順法師任

講堂首任住持，三年後期滿，由印海法師擔任第二任住持，此

時是 1964 年；而在證嚴法師北上受戒的 1963 年，實際上印順

法師已開始籌建嘉義妙雲蘭若，因為抵台以後在善導寺的人事

紛爭、《佛法概論》事件的無端打壓，以及所有遭逢的病緣、

事緣，使其升起閉關之念，欲恢復內修的生活，是故 1964 年

夏季關房完工，便移住嘉義掩關自修。從建設慧日講堂、擔任

住持期滿、南下閉關的歷程，或可說明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

1963 年的師徒相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時間點。12 
    另從印順法師的個性論之，他始終是位較為安靜不習慣與

                                                       
10 引自釋證嚴，〈我思‧我師 ‧人間導師〉，收入《禮敬 ‧追思  人間佛教導航師

──印順導師》，頁 205。  
11 大愛電視台，《上印下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頁 189。  
12 以上年序、事件參自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新竹：正聞出

版社，2005 年，頁 62-85、90-101、105-110、117-123，以及侯坤宏，《印

順法師年譜》，新北市：國史館，2008 年，頁 19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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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交道的僧侶，也不輕易收徒弟，他曾於自傳提及，壹同女

眾佛學院有學生想依止其出家，初始他以「沒有女眾道場」推

辭，後來是玄深法師主動建議讓學生剃度之後住在壹同寺，他

才願意收弟子；13他也曾提及：「從我出家的弟子，與一般學生

是沒有什麼差別的」，14更曾自省：「我聽了玄深的話，開始收

女眾為徒，自己不能多教導，讓他們自立。回想起來，總有一

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15從這些敘述可推想印順法師對於

收弟子的意願不高，尤其對於無法為女眾弟子覓得一理想共住

之處有著歉意，應使其更慎重考慮收女眾為徒的決定。然而，

在首度照面且未有師生關係（之前所收弟子，至少是佛學院的

學生）的情形下，印順法師對於完全不熟知的證嚴法師，卻能

在相當短暫的時間裡應許，可謂是師徒因緣特殊！而這一份應

允，背後來自從證嚴法師「自己找師父」的堅持，以及各個扣

合的環節，所以雖然「為佛教，為眾生」六字的師徒連結看似

簡單、匆促、薄弱，但是深究分析，可體察這場師徒相遇得以

圓滿，當中內蘊深厚的因緣和合。 

三、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初步對比 
    2008 年，藍吉富於〈印順學的形成與發展〉提出「印順學

派」比「印順宗派」較為「印公的崇仰者」所接受，更進一步

                                                       
13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124。由於壹同女眾佛學院辦學

第二年，要求學眾要剃度，所以方才有學生想依止印順法師為剃度師。  
14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125。  
15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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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成立學派的主要用意，當然是在弘揚或詮釋印順學的

內涵，以供後世之佛子或佛學研究者取資」。16邱敏捷受藍吉富

之啟發，以「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申請國科會專題

計畫，其後則出版《「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
17一書；而邱敏捷的訪題中，有一問題即是以藍吉富未將釋證

嚴∕慈濟功德會納入「印順學派」的看法，請教諸位佛教界法

師及學者。 
    邱敏捷得到的回應，可由下表得到歸納： 

                                                       
16 藍吉富，〈印順學的形成與發展〉，《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

術會議會議論文》，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主辦，2008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頁 8。  
17 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台南：妙心出版社，

2011 年。  

      18 排序依原書之順序而列。  

      19 此處之所以為「認同傾向」，乃取其大致意向，未必是截然分立的。  

受訪人物
18
 觀點見解 認同傾向

19
 

肯

定 

保

留 

持

平 

藍吉富 ◎證嚴法師傳承的，是印老

的精神。 
◎證嚴法師不宜列入印順學

派範圍原因：一、不是 
  學術界人物，特長不在佛

學思想。二、雖有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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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思想，但與印順學不相

符。 
寬謙法師 ◎「慈濟功德會」並不以弘

揚印順導師思想為主， 
  是以證嚴法師為主導；「慈

濟功德會」也未深探或 
  著力弘揚導師思想。 

  
  

 
 

 

宏印法師 ◎證嚴法師在思想上受到印

順導師啟發，「人間佛教 
  入世關懷」受到導師啟迪

是事實。 
◎但是在佛法解脫道次第等

法義方面，看不出傳承 
  或引用自導師的痕跡。 

  
 

 

楊惠南 ◎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

表面上應是以印順導師 
 「人間佛教」思想為標榜，

但在思想實質上未完全 
  忠實詮釋。 
◎慈濟吸收印老與太虛大師

對人間的關懷面，證嚴 
  法師弘法的內容與書冊，

雖與印老思想關連不 
  大，但印老的重心並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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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面而是真正落實人 
  間，在這方面，慈濟做得

很多。 
◎慈濟宗在立宗開派上的準

則還是有印順導師思 
  想，因此慈濟當然也可以

算在印順學派當中。 
林建德 ◎證嚴法師和印順導師的思

想很不一樣，但他們的 
  情操、精神、理念是相通

的。 
◎證嚴法師所做的就是菩薩

道的貫徹，這點與佛 
  陀、與導師觀點是一樣的。 
◎以理性的分析而言，可理

解藍吉富老師未將慈濟 
  列入印順後學的道理，但

就情感方面，我希望兩 
  者之間不要做切割。 

 
 
 
  
 
 
 

  
 
 
 

慧理法師 ◎印順導師與證嚴法師在思

想與實踐上，有明顯的 
  不同處。依常理而言本應

如此，每個人的思想有 
  其獨特與差異點。 
◎但在導師與證嚴法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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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看到相同的地方，  
  即二人都是悲願為眾生的

人菩薩行者。 
昭慧法師 ◎情感上，證嚴法師印順導

師的師徒情誼很深，是 
  無庸置疑。思想上，證嚴

法師並非刻意與導師劃 
  清界線，只是證嚴法師一

向以法華三部經為主，  
  思想偏重真常唯心系。 
◎證嚴法師與導師的法緣深

厚殆無疑義，但要確切 
  判定證嚴法師是印順學派

一員，則是有困難的。 

  
 
 
 

 

德傅法師 ◎靜思法脈的傳承，受印順

導師「為佛教、為眾 
  生」的影響深遠。 
◎慈濟在思想的傳承上，與

印順導師思想不是很直 
  接。 
◎證嚴上人認為「為佛教、

為眾生」的慈濟志業， 
  一輩子做不完，在行誼上

奉行不輟，但上人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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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印順學派」受訪者表達「證嚴思想是否屬於印順學

派」之觀點）20 
    據上結果，可見態度肯定、保留、持平者各有，而其中肯

定或持平者，則是較從師徒關係、人間佛教思想上去理解；至

                                                       
20 以上內容依序出自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

一書，頁 7、8、51、52、98、109、110、179、180、205、243、244、315、

316、345、436。  

  為「慈濟宗門」可為「印

順學派」的一支。法脈 
  師徒關係上的不可切割，

不等於思想理論環環相 
  扣。 

江燦騰 ◎證嚴法師與印老，他們在

佛教界其實是一個平行 
  線。他們的精神實踐上接

近，但兩者思想的源頭 
  不同。 

  
 

 

溫金柯 ◎印老提倡「人間佛教」、「人

乘菩薩行」，慈濟在這 
  個色彩上是很濃厚的。 
◎至於慈濟在印順學派的位

置為何，應當親自請問 
  證嚴法師是否認為屬於印

順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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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慈濟內部的出家眾代表，則表示「法脈師徒關係上的不可切

割，不等於思想理論環環相扣」，委婉地說明兩者思想沒有緊

密關係。21 
    從學者、僧眾代表對「印順學派」與證嚴法師的關係所持

看法，可知學界、教界對於兩者在思想上的傳承是不盡認同的。

而在思想的差異以外，另外尚有哪些不同之處？ 

（一）原生家庭與性格養成 

    印順法師來自半農半商的家庭，22父親在近錢塘江的小鎮

                                                       
21 實際上，除此訪談結果認為兩者思想沒有緊密關聯以外，另如丁仁傑也

曾提出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連結有幾個弔詭之處，比如印順法師自言證

嚴法師之慈濟志業不能說是受其影響，但證嚴法師卻強調深受師父「為佛

教，為眾生」與「人間佛教」的影響；又如印順法師從事佛學教育，「人

間佛教」為何不是佛學院弟子傳承而是由另一關係較為疏遠的證嚴法師傳

承？而江燦騰也在〈慈濟宗的建立與當代台灣佛教思想的詮釋衝突〉一文，

提出 2005 年 10 月「法鼓宗」的成立、2006 年 12 月「慈濟宗」的成立，

是「印順圓寂後的『去印順化』行動」；並且提出證嚴法師創立「慈濟宗」

根據的核心經典是《無量義經》的佛教思想，與「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

的關聯性是否存在」的質疑與討論。以上參自丁仁傑，〈進步、認同、與

宗教救贖取向的入世性轉向：歷史情境中的人間佛教及其行動類型初探〉，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2 期（台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6 年 6

月），頁 67-68。另請詳見江燦騰，〈慈濟宗的建立與當代台灣佛教思想的

詮釋衝突〉，收入《北臺灣科技學院通識學報》第 6 期，台北：北台灣科

技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10 年 6 月，頁 67-88。  
22 印順法師（1906-2005），俗名張鹿芹，浙江海寧人。因考慮文章書寫之一

致性，故而論及印順法師俗家時期，未使用其俗名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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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雜貨店，家中亦有大約十畝的田地；由其自傳可略見其家

中人口僅在外經商的父親，以及身體不太強健且獨自處理家務、

做非常辛勞養蠶工作的母親，和一位大她七歲的姊姊。從其敘

述母親勞累引發生病，僅能臥床等待天暖才慢慢轉好，又出嫁

的姊姊在生產後因痢疾去世，而印順法師述及自身幼年身體寡

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瘧疾卻未被看做大病；據此可推知此等家

況應偏於拮据，是故營養不足身子骨偏弱，有病亦無法供錢就

醫。23此外，印順法師憶及離家就讀高等小學、寄宿於學校時，

有感「鄉下來的孩子，體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學們，產

生了自卑感、孤獨感」，24甚至在高等小學畢業後礙於經濟所限

從此失學。 
    證嚴法師來自經營劇院的家庭，25自幼過繼給叔叔、嬸嬸，

成為其養女。26童年近青少年階段正逢戰後台灣經濟好轉之時，

家裡的劇院從原本只演歌仔戲，爾後開始放映電影，並且陸續

在台中一帶開了七家劇院。據其養母回憶自身體弱，倘需看病

時，當時正讀小學的證嚴法師便會快步跑去尋醫，由此可見請

醫師至家中診病應是常事；另外，其養母提及證嚴法師自小不

但是用功的學生，也十分主動打理家務、照顧弟妹，後來家中

請了女傭方才前往劇院幫忙父親，證嚴法師曾憶述：「養父經

營戲院有成，俗家境況尚佳，生活無虞，也僱傭做事，雖未受

                                                       
23 參自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15-218。  
24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23。  
25 證嚴法師（1937-），俗名王錦雲，台中清水人。因考慮文章書寫之一致性，

故而論及證嚴法師俗家時期，未使用其俗名稱呼。  
26 雲菁，《千手佛心──證嚴法師》，台南：大千文化，1995 年，頁 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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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所苦，然也目睹民生貧窮的窘況」，27可見得證嚴法師的家

庭景況，與彼時普遍貧窮的時代（光復初期），形成明顯對比。

又，其養母亦曾表達基於對於證嚴法師的疼愛（當時是乖巧的

少女），為其準備的衣服都是以 好的料子量身訂做，亦贈過

她貴重的飾品希冀予以福氣。28 
    印順法師高小畢業後，被安排學習中醫卻迷上仙道方術之

書；後至小學教書，卻因拘謹不活潑無法產生興趣，卻在這期

間接觸到唯識與三論相關經典，默默地從《辭源》抄錄佛法的

術語。從學醫到教書的過程，可見得印順法師在鄉下的單純環

境裡，始終維持一種偏於靜態處事的性格，他曾自評生性內向

不會應酬、不愛活動也不會向外發展、不主動訪晤他人（甚至

向人說話都是怯生生的），是故「只能在安靜的、內向的，發

展自己所能表現的一面」。29反觀證嚴法師在父親的劇院裡協助，

從販賣部、收票、管帳等一切相關事務，她都學習快速且操持

有度，成為父親 得力的助手，因此在父親驟逝後，方能馬上

擔起管理所有劇院的重責；從協助而掌持劇院的背景，可推想

證嚴法師有做生意的天賦，且其在人來人往的劇院，無論是與

人互動、交涉，或者有機會觀看影劇所演的人生百態，皆是使

她直接接觸形形色色的人物與人事（眾生相），可謂有相當程

度的社會歷練並且見識世面。 

                                                       
27 釋德𠆩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台北：慈濟文化

出版社，2008 年，頁 42。  
28 參自雲菁，《千手佛心──證嚴法師》，頁 198-201。  
29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23。  



22   正觀第九十八期/二Ο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前者是自大陸輾轉抵台的僧侶，後

者則是台灣土生土長的僧侶；前者的原生家庭屬於略為貧困的

農村小戶，後者屬於衣食無虞的富有人家。是故從經濟背景而

言，兩者的差距甚大；再由成長歷程視之，兩人出家前的經歷

與性格，似也透現出其出家後的弘法風格。 

（二）出家前後之佛學思想傾向     

    印順法師出家之前，偶然於〈莊子序〉引發求法的動機：

「十四年（二十歲），在這裡讀到馮夢禎的《莊子》序說：『然

則莊文郭（象）注，其佛法之先驅耶』！引起我探究佛法的動

機。」30此後在商務印書館與其他的刻經處，購得《成唯識論

學記》、《相宗綱要》、《三論宗綱要》、《三論玄義》以及三論的

嘉祥注疏等著作。儘管「三論」與「唯識」屬於艱深的佛法思

想，印順法師無人可問僅靠自修，故而理解有限，卻因此更嚮

往如是高深的法義。出家後，1931 年春季前往廈門南普陀寺「閩

南佛學院」進修，此一時期的閩南佛學院正好著重於三論與唯

識的部分，印順法師便感到「在這一學團中，思想非常契合」，
31 足見他對學團的認同；由此可證印順法師的早年修學時期，

與「三論」、「唯識」二大思想特別相契。 
    出家前的證嚴法師，因父親往生而前往豐原慈雲寺為做佛

事，後因身體不適暫居於此，正好有信徒向寺院法師請示家中

有部破舊的《法華經》，該當如何處理為宜；證嚴法師首次聽

到《法華經》之經名，感受非常歡喜，故主動詢問並花上一筆

                                                       
30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18-219。  
31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台北：正聞出版社，1985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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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不小的費用請回。32爾後離家欲求出家的過程，寄居於台

東蓮社之時，前往一位糖廠總務課長家做客，發現一部日文版

的《法華經大講座》，方才知曉《法華三部》的順序是《無量

義經》、《法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並且在翻開《無量

義經》時，被「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十六字震撼。33雖然證嚴法師在出家前，還未深讀「法華三部」，

但由其初次聽到《法華經》的歡喜、首回看到《無量義經》的

震撼，可知「法華」思想對其有深刻的觸動。 
出家後的印順法師，1932-1936 年間曾至普陀佛頂山慧濟

寺閱藏，在覽讀《大藏經》時，發現佛法的多采多姿，其形容

為「百花爭放」、「千巖競秀」；又，閱讀《阿含經》與各部廣

《律》時，印順法師覺得不同於部分大乘經典是表現於信仰與

理想之中，故讓他升起「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是故

印順法師於閱藏之際，體會佛法的法門廣大，從而改變對佛法

的認知觀點，不再侷限於三論與唯識。 
出家後的證嚴法師，在花蓮普明寺後方的小木屋，禮拜、

讀誦、抄寫《法華經》，逐漸體會整部《法華經》無論談過去

諸佛抑或未來諸佛的世界，都不離菩薩道；此外，其認為《無

量義經》的經文簡要入世，內容亦揭示《法華經》的主要精神。

是故，證嚴法師雖是近年才對慈濟僧俗二眾闡明「靜思法脈，

從小木屋開始，以《法華經》為主，《無量義經》為精髓」，但

可察見在其出家初始所趣入的思想與修行法門，已然相當確

                                                       
32 釋德𠆩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49-50。  
33 釋德𠆩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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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綜上所述，印順法師出家前後的思想傾向有所轉變，閱藏

使他發覺佛法的多采多姿，不再僅是獨重三論、唯識，其一生

以弘揚「龍樹中觀學」為職志，以《大智度論》為抉擇佛法的

準繩，《大智度論》講「深觀廣行」的菩薩道，有修證有實踐，

「人間佛教」的思想源自於此；故而閱藏不僅增廣印順法師的

視野，也更肯定其對「龍樹中觀學」的崇仰。證嚴法師出家前

後的思想傾向，始終以《法華經》一系為重心，深信「法華」

人人皆能成佛的思想，並以之為創立宗門法脈的依據。故而若

以大乘三系區分，印順法師可謂傾向「性空唯名」，證嚴法師

則傾向「真常唯心」。 

（三）學問與慈善之不同形象 

  相對於證嚴法師之實作、實務取向，印順法師明顯地偏重

於思想和理論。根據印順法師自述修學歷程分作五期，在第二

期「求法閱藏」階段，受到太虛「人生佛教」思想的啟發，還

有閱藏期間發現大乘經典勸發修持、重於信仰實踐，又從《阿

含經》以及各部的廣《律》裡，感受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與真

實感；爾後，讀到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的《印度哲

學宗教史》，影響他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

本源與流變。到了第三期「思想確定」階段，他提出大乘三系

的分判、印度佛教史的分期，強調雖不滿印度佛教晚期神祕欲

樂的傾向，但他對佛法的立場是堅持「大乘」，也在此時期明

確地提出「人間佛教」思想。依此可知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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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慢慢萌茁而成熟成形，34其中引發他重視人間正行與菩

薩精神者，乃相傳為龍樹著述的《大智度論》與《十住毘婆沙

論》等，龍樹思想起了關鍵性的深刻影響。35 

                                                       
34 實際上，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從醞釀到成熟經歷數十年之久，其

雖然在未抵台「思想確定」階段已提出「人間佛教」的想法，但是直至他

晚年 84 歲時，有鑑於著作太多，讀者不能理解其核心思想，才以〈契理

契機之人間佛教〉（約三萬字，收入《華雨集》第四冊）表明自身的立場

與定位，從「印度佛教嬗變歷程」說明「對佛教思想的判攝原則」，明確

表示「人間佛教」的意義；由此可證，印順法師從 36 歲發表〈佛在人間〉，

47 歲在香港淨業林宣講「人間佛教」，依序提出〈人間佛教緒言〉、〈從依

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人性〉、〈人間佛教要略〉，直至 84 歲發表〈契

理契機之人間佛教〉期間，已對「人間佛教」思想投注長年關注（約 48

年，此尚未計算 36 歲前所受之啟發）。以上參見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

（重訂本），頁 151-153、56-157、168-169。越建東亦留意到印順法師對

於「人間佛教」思想的著作歷程相當長久，指出直至印順法師 96 歲應邀

挑選出「人間佛教」論文之集書後，其「人間佛教」所主張的內容大致底

定；可參越建東，〈聖嚴法師與印順導師之思想比較──以人間淨土和人

間佛教為例〉，收入《聖嚴研究》（第八輯），台北：聖嚴教育基金會，2016

年，頁 199。  
35 如釋厚觀在〈印順導師讚歎的菩薩精神〉指出，印順法師所推崇的菩薩

精神是不求急證自利解脫，而是從利他中完成自利，菩薩要長久在生死世

間中利益眾生，必須「堅定信念」、「長養慈悲」、「勝解空性」；而印順法

師之所以推崇龍樹，乃是其作《大智度論》與《十住毘婆沙論》，讚歎菩

薩精神的偉大、弘闡菩薩的廣大行，而且其立論「深觀、廣行並重，能夠

淡去神化他力的色彩，不違背緣起，又能調和『佛法』解脫道與『大乘佛

法』菩薩道之對立，直探釋尊菩薩道之本懷。」釋厚觀，〈印順導師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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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印順法師偏重於思想和學術研究，證嚴法師以實際

事行來展演其菩薩觀，除了受到印順法師「為佛教，為眾生」

的信仰啟蒙外，大乘佛典如《無量義經》、《法華經》等亦對她

產生深遠啟發，如證嚴法師說：「《無量義經》云：『菩提大道

直』，菩薩道是一條筆直的大路，我們都是慈濟宗門的菩薩行

者」、「慈濟宗門行的是《無量義經》的法門……我是直接帶大

家走入經典」36，並進一步說明全球慈濟人的菩薩身影，都是

用愛付出的人生，而此便是「行經 好的註解」。37另外，證嚴

法師在口述的思想歷程提及「雖然慈濟以《法華經》做為精神

所在，但我真正專心深入研究的是《無量義經》。因為經文的

每一句話，敘述人人都可以成為菩薩，而不依靠神通變化。」
38接著又闡述佛陀說法共四十九年，前四十二年談空說有皆是

方便法門，「唯有後七年講《法華經》之菩薩道精神，才是真

實法，暢佛本懷，所以《法華經》是佛法的中道，不偏空也不

偏有。」39在在表明其宣講《法華經》的用意。除此，證嚴法

師近期的開示也再三推重《法華經》（以之為「法髓」），表示

她這一生來人間的發願唯獨希望以《法華經》來鋪路成為菩薩

道；如是皆明白地表述自身對《法華經》的重視，以及透過「身

行」之入世實踐來廣度有情、走向菩薩道的心願。 

                                                                                                                   
的菩薩精神〉，收入《印順導師百歲嵩壽祝壽文集》（論文篇），頁 26-28。 

36 證嚴法師，《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台北：天下遠見，2008 年），

頁 119。  
37 證嚴法師，《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頁 44。  
38 釋德𠆩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67。  
39 釋德𠆩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67。  



「為佛教，為眾生」：試探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師徒因緣及其傳承意義  27 
 
 

 
 

  總之，若以行誼典範區分，從印順法師一生遊心法海、著

作等身，其較偏於「學問僧」之形象；證嚴法師的慈濟志業以

慈善起家、逐漸擴展為四大志業八大法印，40較偏於「興福僧」

的形象，更顯兩者的差異所在。 

（四）宗派定位之立場 

    印順法師自述：「有人說我是三論宗，是空宗，而不知我

只是佛弟子，是不屬於任何宗派的」、「我不屬於宗派徒裔，也

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41另亦說明自身立場是憑著教典而來的

信念為佛法而學、為佛教而學，「希望條理出不違佛法本義，

又能適應現代人心的正道，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

的責任」，42強調自己不是為考證而考證、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

因此即便後有學者提出「印順學派」或「印順學」的說法，依

舊無可定義印順法師屬於何者宗派。 
    證嚴法師在 2006 年底，慈濟成立四十年之時，提出「立

宗門、傳法脈」，以《法華經》為精神，以《無量義經》為依

歸；2016 年 10 月，慈濟成立五十一年之時，則召開世界性的

論壇，正式立宗傳法，其說道：「二○一六是我們正式的立宗。

法脈正傳，宗門正立；我們不是淨土宗，也不是禪宗，如果有

人問我們是什麼宗？我們說是『慈濟宗』；我們是『慈濟宗』，

                                                       
40 此指慈濟「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加上「國際賑災、骨

髓捐贈、社區志工、環保」，稱之為八大法印。  
41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頁 50、53。  
42 印順，《華雨集》（四），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 年，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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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修的是人間菩薩道。」43證嚴法師可謂是台灣首位創立佛教

宗門與法脈的比丘尼，44甚至是佛教史上比丘尼創宗的第一

人。 
    據上，可見著師徒二人對於建宗立派的態度，有截然不同

的立場。從提出理念到正式立宗，歷經十載以上的醞釀乃至時

機成熟，本文認為或可理解證嚴法師是以和緩而獲得認同的方

式成立「慈濟宗」。誠然，印順法師於 2005 年辭世，證嚴法師

翌年方才提出立宗門法脈的想法，是故無可得知印順法師的看

法；本文認為師徒立場雖然各異，然即便印順法師在世，會尊

重弟子的作法，而證嚴法師在自身師父圓寂後才表示立場，是

出自尊重師父的心念。 
    根據以上身分背景、學佛入門與思想傾向，以及創立宗派

之立場，可初步歸納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差異如下：  

                                                       
43 釋證嚴，〈慈濟宗門 靜思法脈〉，樓宇烈、赫曼‧李奧納等著，《慈濟宗門的

普世價值》，台北：慈濟傳播人文志業，2017 年，頁 44-45。  
44 在台灣佛教界宣布立宗者，尚有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在 2005 年創立

「中華禪法鼓宗」，但是其提出：「其實中華禪法鼓宗並非我獨創，我是整

合了過去的漢傳禪佛教，不僅保留了十八、十九世紀中國禪宗寺院好的部

分，對於隋唐到宋的禪宗的優點也全部加以吸收、消化，而為法鼓宗所用。

因此我們成立『中華禪法鼓宗』，是有歷史性，具有漢傳佛教的特色。」

強調此非獨創，而是對漢傳禪佛教的整合。                                
參自 https://www.shengyen.org/bio-ancestry.php（2021 年 3 月 1 日瀏覽） 

 

      對照者 
內容 

印順法師 證嚴法師 

身分背景 渡台僧侶 土生土長台灣僧侶 
學佛入門 唯識、三論宗 法華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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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初步對照相異之處） 
 

四、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相似經歷 
    前文提出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雖是佛教界著名的師徒，但

是兩者在諸多面向差異甚大；然差異甚大是否可能異中有同？

或是否具有相契之處？在「為佛教，為眾生」的連結以外，兩

者的生命故事、慧命增長歷程，有否隱而不顯卻深刻可對照之

處？ 
    本文從印順法師的自傳與傳記、證嚴法師的傳記與口述記

錄，探究兩者面對生命無常的內在思維（無論是面對生命殞落

或是親歷生命奔波），以及佛教在其人生開啟的意義，有以下

的發現： 

（一）出家初衷：從至親離世到求道嚮往 

    印順法師的父母與叔祖父在一年內相繼去世，在求醫求藥

與辦理喪事的忙碌與悲傷裡，促使他興起出家之念，其自述：

「內心的沉悶抑鬱，在近年佛法的熏習下，引發我出家的決心」。

思想傾向 性空唯名 真常唯心 
宗派理念 超越宗派 

（不為一宗一派之

徒裔） 

開山立宗 
（創立慈濟宗門 

靜思法脈） 
行誼典範 學問僧 

（重理論，智增上，

偏修慧） 

興福僧 
（重實踐，悲增上，

偏修福） 



30   正觀第九十八期/二Ο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45證嚴法師的養父值壯年階段猝逝，並因民間習俗看日擇時之

故，在去世翌日便出殯下葬，致使 23 歲的她感到震驚且不捨；

爾後至寺院為養父做佛事禮拜《梁皇寶懺》，方引發其思考人

生業力、人生無常等問題，她自述：「於是萌生尋找出家目標

的念頭，尋思將來若出家，如果不能兼利天下，就要獨善其身。

這是我『發心』之始。」46據上可見兩者對於至親的離世，在

極度震撼與傷感中，都想在「佛法」裡找尋答案。 

（二）佛教印象：「傳統佛教」的疑惑 

    印順法師出家以前，在家鄉的小區域內，未見莊嚴的寺院

與講經說法的出家人，只見著香火道場、只有經懺應赴；47他

不禁疑惑自身雖接觸的經論有限，但無法相信佛教僅是如此：

「理解到的佛教，與現實佛教界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

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這到底是佛法傳來中國，年代久遠，受

中國文化的影響而變質？還是在印度就是這樣……」48。證嚴

法師因替養父做佛事，開始親近家鄉的佛寺，後來因身體不適

至寺院靜養，見到法師們為趕赴經懺，即使半夜也需整裝外出，

致使她內心產生疑惑，認為出家是神聖之事，而說：「真正的

修行生活不應如此，深感應提升佛法教育，以道理開啟人心。

                                                       
45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4。  
46 釋德𠆩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48。  
47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4 以及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

頁 5。  
48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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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之務，應破除當時民間對佛教的迷信作法與觀感……」。49

由此看來，兩人出家前對於「正信」的佛法以及「趕經懺」的

風氣，皆升起疑問與省思。 

（三）偶然拜師：不可思議師徒緣 

    印順法師因為至親離世，又深感鄉村佛法衰弱，立志尋找

佛法興盛的地方，故而願意出家至外地修學。但是在他充滿希

望前往報考通過的「北平菩提學院」時，才發現無法啟辦；他

茫然地從北平、上海到達香火鼎盛的普陀山時，在前山後山敬

香時，遇到想出家的王姓青年，兩人經過一番周折到達福泉庵，

未料隔天志同道合的友人卻被家人帶回，反而印順法師以香客

身分住下，並且數日後依止清念老法師出家。印順法師原是陪

同偶遇的同道尋訪出家之處，方從偌大的普陀山間接找到安靜

的落腳處，未料 後僅剩自己出家。其在自傳回憶：「很多人

問我，你怎麼會跟一位（語言不通的）福建老和尚出家？我自

己也說不出來。我想要出家，而會從福泉庵念公出家，這不但

意想不到，夢也夢不到的。」50 
    證嚴法師在養父猝逝後，開始思考人生業力、無常等問題，

在決定出家後，她有兩次的離家紀錄。第一次離家，是 1959
年到汐止靜修院，五天被帶回；第二次離家，是 1960 年 9 月，

                                                       
49 釋德𠆩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47-48。  
50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9。事實上還有另一特殊緣分，

當時印順法師與半途認識的友人結伴拿著《普陀山指南》尋至般若精舍，

出來引介他們前往福泉庵的出家人，正是太虛法師所言「平生第一摯友」

的昱山法師，其後也成為印順法師的義師父。  



32   正觀第九十八期/二Ο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當時行李只有《法華經》，她與陪同離家的修道法師一路南下

轉往東部，先後到了台東鹿野鄉，繼而移居鹿野王母廟、知本

清覺寺、玉里玉泉寺、花蓮東淨寺、台東佛教蓮社等處， 後

在花蓮秀林普明寺落腳，這次的紀錄是從此進入如來之家。之

後北上受具足戒時，因無剃度師父故而轉往慧日講堂購書，在

一場大雨及不經意遇著印順法師後，兩人成為師徒。 

（四）病身常在、病緣相惜 

    從印順法師的自傳，可知其是早產兒、先天營養不足，後

天因家境貧乏無法滋補，又在大陸期間躲避戰亂四處奔波，亦

因著述與辦學勞心勞力、小病不斷，抵台後數度被開立病危通

知；故他自述：「無時不在病中，對我來說，病已成為常態」、

51「『人生無有不病時』，對我來說，這是正確不過的，健康只

是病輕些而已」。52證嚴法師有先天性的心臟病，出家前面對養

父突然病逝，她曾自述在父親往生後，即是其「先天性心臟病」

明顯的時候；出家以後，其勤儉克難自修、創辦慈濟功德會，

身體瘦弱積勞成疾，在 42 歲時已罹患心絞痛，她回顧道：「一

九七九年，是我身體最危急的時候。當時說暈過去就暈過去，

心絞痛一天不知道要發作幾次，尤其是天將亮的時候，時常都

是突然間一陣絞痛」53，心臟疾病隨時處於險況；長年累月為

                                                       
51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30。  
52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03。  
53 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二），台北：靜思人文，2021 年，頁 518。另

參自潘煊，《行願半世紀：證嚴法師與慈濟》，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年，頁 111。此外，盧蕙馨提及，證嚴法師曾自述自身在受戒回來講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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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業奔忙，時常體力透支，卻堅持行腳、講經至今不輟。 
    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隨時都處於病身之中，在兩人成為師

徒之時，曾有弟子笑言印順法師又收了一個「藥罐子」；但是

本文發現兩者在慈濟相關出版品中，多次記述師徒二人互相關

心、提醒對方的身體情形。54是以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雖在語

言上溝通不甚暢通，相聚的時光也不算多，但卻病緣相惜、相

互支持，兩者皆因病身常在而更堅定願力，55共同走在「為佛

教，為眾生」的菩薩道上。  

                                                                                                                   
個月之時，當時去看病，肝和心臟都有毛病；參見盧蕙馨，〈現代佛教女

性的身體語言與性別重建：以慈濟功德會為例〉，收入李玉珍、林美玫合

編，《婦女與宗教：跨領域的視野》，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頁 238。  
54 印順法師晚年在靜思精舍安住，見到證嚴法師忙碌奔波且日益消瘦，經

常叮嚀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1989 年，證嚴法師有段期間心臟病常犯，

印順法師至醫院關懷並叮囑保重身體。另外，印順法師晚年身體虛弱，已

經再無法遠行，證嚴法師因心臟問題不便搭機，但仍鼓勵師父把身體養好，

待有力氣一同回大陸。參自《禮敬 ‧追思  人間佛教導航師──印順導師》，

頁 109、112。另於靜思文化發行，《法譬如水：慧命的導航師（DVD）》，

2003 年，亦有提及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互動關懷。  
55 比如印順法師〈掩關遙寄〉所言：「願此危脆身，仰憑三寶力；教證得增

上，自他咸喜悅！」比如證嚴法師與慈濟醫院同仁座談所道：「我很固執，

而且是擇善固執，認定該做的事，誰都阻止不了我；即使有人反對，甚至

會來阻止，我還是抱持希望，因為『信己無私，信人有愛』。」兩者皆自

知體弱多病，卻都願以危脆之身堅定行願之路。引自印順，《華雨香雲》，

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新版，頁 395、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二），

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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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論出家因緣，同在 25 歲現出家相的印順法師

與證嚴法師，都有遭遇幾番波折，方才入如來之家；論人生遷

徙途徑，前者有自大陸跨海來台的經歷，後者有自台灣西部移

往東部的經歷。論學佛因緣，兩者均是從家鄉的寺廟開始接觸，

亦都對「趕經懺」一事產生疑惑，雖然兩者成長的時代背景與

環境各異，但是所認識的佛教都讓他們感到失落；然他們並未

捨棄這份信仰，而是深入省思，想尋求純正的佛法、想提升佛

法的修行品質與教育， 後堅定走上出家道途，故認為他們具

「願有決斷」56的特質，這份特質可視為他們一生行菩薩道的

重要基點。 

五、菩薩道信念之一脈相承57 
    前文歸納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

錄》，其訪問印順法師相關之弟子門生的問題之一，即是證嚴

                                                       
56 余德慧：「依照海德格的講法是，在進入『真實存有』的狀態之前，你會

發展出一種『願有決斷』，也就是下定決心，從自由自在地存有方式翻轉

成『真實存有』。這其實就是『轉化』裡頭的一個核心問題。像那些突然

決定出家或變成一個虔誠教徒的人，他們就是因為『願有決斷』的緣故。」

引自余德慧，《生命轉化的技藝學》，台北：心靈工坊，2018 年，頁 108-109。

本文使用「願有決斷」之字詞，也許與余德慧老師的詮釋有些出入，但本

文欲表達的，即是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對於「接觸」到的佛教雖然產生疑

惑，甚至看到令他們失望之處，但是他們仍在這樣的疑惑或失望後，突然

且堅定地「離家」尋求「出家」道途，感受出是一種決斷的發願。  
57 關於「菩薩道信念之一脈相承」，另可參林建德，〈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

試論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啟發〉，收入《玄奘佛學研究》第十

七期，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2012 年 3 月，頁 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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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是否可列為「印順學派」，所得到的答案多是持平或保留

（偏於反對）。邱敏捷完成著作之後，發表〈論印順學派的成

立〉，58文中討論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思想是否具傳承關係，

有持反對與贊同兩方的學者，而邱敏捷則羅列數點因由，認為：

「慈濟證嚴與印順學派之間有著無法分割的關係，不能不算是

印順學派的一支，然從思想上的差異來看，算是一種歧出。畢

竟，在師承上，弟子不必亦步亦趨地跟從師父，甚至有開創、

有歧出。」59點出師徒的相承，「岐出」或「開創」都是一種可

能，而此無礙於師徒關係。據此，本文認為傳統的師徒相承關

係，多重「思想」或「法門」上的傳承，但是除此之外，是否

另有其他可做為傳承的「條件」呢？以下將由此進路探討之。 

（一）自修歷程與大乘佛典的宣講 

    前述談及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佛學思想傾向，前者以

「性空唯名系」為主，後者以「真常唯心系」為主；本文認為

雖兩者差異甚巨，但是在學思歷程有其相似之處。另外，兩者

對於大乘菩薩道經典的宣講，有其經典選擇的重疊之處。印順

法師與證嚴法師在思想、學術著作上無從平衡比較，但是本文

從學思歷程切入，即是關注他們在自學的過程所著重的修行法

門、研讀典籍，此將影響他們日後的弘法導向。 

1、 自學與掩關 
                                                       
58 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收入《台灣文獻》第六十二卷第三期，

2011 年，頁 321-349。  
59 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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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世學學歷皆為「小學畢業」，60印順

法師雖於出家後曾入佛學院就讀，卻因生病而休學，故聽課總

計不到四個月。故而，在佛學上的進修，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

皆以「自學自修」為主。印順法師抵台前，曾前往普陀佛頂山

慧濟寺閱藏，亦在抵台後曾至嘉義閉關自修；證嚴法師則是於

受戒後，返回花蓮的小木屋裡精進自修，本文以為可視作其清

修掩關的經歷。此外，兩者在出家前，都讀過《聖經》，代表

他們皆有佛教以外的宗教接觸。 

2、 菩薩道經典之宣講 
    印順法師向來的著述立說以「中觀學」、「空宗」為主，若

以此對比中國佛教所重視的大乘經典與修行法門，確實著墨較

少。61證嚴法師則公開以《法華經》、《無量義經》為慈濟宗門、

                                                       
60 印順法師憶及早年的修學歷程，從高等小學畢業以後即被父親安排去學

習中醫，故而自述：「從一般教育來說，我從此就失學了！」參自印順導

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16。至於印順法師 1973 年獲得日本大

正大學頒予正式的「文學博士」學位證書，並非親往就讀修學而得，乃日

本佛教學者牛場真玄教授翻譯其《中國禪宗史》一書代為申請審查（此為

大正大學訂定之學位頒授舊制），審查通過以後，印順法師成為該校第十

三號文學博士。在台灣以著作獲得日本正式博士學位者，尚有蚊子專家連

日清，其於 1969 年獲頒長崎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61 學界與教界，咸認印順法師畢生研精覃奧的領域為「印度佛教」，從研究

成果而言確實是如此。然而，本文認為印順法師是關懷漢傳佛教的發展，

故從印度佛教去溯源純正佛法、原始精神以及衰亡的原因，以之匡正中國

佛教的弊端。慧璉法師曾提出儘管印順法師對於中國佛教的寫作，遠遠不

及印度佛教著作的數量，但每篇都「見人所不能見，言人所不敢言」，即



「為佛教，為眾生」：試探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師徒因緣及其傳承意義  37 
 
 

 
 

靜思法脈的依歸，並且著重宣講法華教義；其於小木屋清修時

期，即以抄寫、研讀《法華經》為定課，第一部所講亦為《法

華經》，之後方才講解其他經典。 
    然而，證嚴法師 為注重的《法華經》，印順法師亦曾講

解詮釋其中幾品。62再者，證嚴法師講述過《地藏經》，63而印

順法師演說過「地藏菩薩之聖德及其法門」。64除此，印順法師

與證嚴法師都講過《藥師經》，完整的講經內容皆有出版。65由

此觀之，兩人的研習途徑雖然極有差異，在講經弘法卻有抉擇

的重疊之處，縱然講經的因緣不同，但是可察見兩者對於「大

乘經典」的思想與修行法門認同也推崇。值得一提之處，太虛

法師於 1934 年在寧波阿育王寺宣講《藥師經》，印順法師於 1954
年在善導寺講《藥師經》，提出當年太虛法師講此經時有三大

因緣，其一即是「依藥師淨土創建人間淨土」；661985 年與 2001

                                                                                                                   
便是極短篇也字字珠璣，卓越的見地能振聾啟瞶並發人深省。參自釋慧璉，

〈印順導師與中國佛教研究〉，收入《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

踐」論文集》，桃園：佛教弘誓學院，2008 年 5 月，頁（C4）1。  
62 參自邱敏捷，〈印順對《法華經》詮釋的觀點──兼與其他重要註釋家的

比較〉，收入《玄奘佛學研究》第十七期，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2012

年 3 月，頁 59-92。  
63 釋證嚴，《地藏經講述》(共四冊)，台北：靜思人文，2019 年。  
64 印順，《佛法是救世之光》，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新版，頁 38。 
65 印順，《藥師經講記》，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新版。釋證嚴，《藥師

經講述》(共三冊)，台北：靜思人文志業，2016 年。  
66 此三大因緣分別為：一、近代人類重視現生安樂，二、東方淨土與中國，

三、依藥師淨土創建人間淨土。引自印順，《藥師經講記》，頁 2-4。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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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證嚴法師亦講述《藥師經》，並提出這部經典對現世生活

的契理契機。67據此，太虛法師、印順法師、證嚴法師除了有

師生、師徒之間的繫連，亦重視《藥師經》（東方淨土）與現

世人間的相契合。 

（二）從「人間佛教」到「人間菩薩」 

    印順法師雖繼承太虛法師「人生佛教」思想，但是認為「人

                                                                                                                   
印順法師於〈東方淨土發微〉提及「東方淨土」特別重視了現生的利益安

樂，指出「這對於大乘菩薩，利益現實人間的精神，有著很好的啟發」；

亦提及藥師琉璃光如來所發的十二大願，皆是「針對現實人間的缺陷而使

之淨化，積極地表現了理想世界的情況」，乃為淨土的建設計畫，而在人

間致力於此理想之實現，並認為東方藥師淨土是「人間淨土」的典範。見

印順，〈東方淨土發微〉，收入《淨土與禪》，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

新版，頁 132、153-154、157。  
67 釋德傅與何日生都曾提及，證嚴法師在 1985 年與 2001 年皆有講述藥師

經的因緣，1985 年乃因慈濟台北分會成立，當時亦正籌募花蓮慈濟醫院

建院經費，因此證嚴法師在每月農曆的 27-29 日三天，親至台北分會講述

《藥師經》，但是只講完「藥師佛十二大願」的部分；2001 年 7 月，證嚴

法師於花蓮靜思精舍再度講述《藥師經》，至翌年 7 月全經講畢。何日生

另外也提及，實際上於 1966 年農曆 3 月 24 日「慈濟功德會」創立之時，

證嚴法師在這天舉辦藥師法會並且講述《藥師經》，爾後每月農曆 24 日成

為慈濟固定發放日（也是藥師法會日），每次在慈善發放後，證嚴法師會

宣講《藥師經》為信眾與「感恩戶」（貧苦領發放物者）祈福。以上參自

釋德傅，《法之體現：以慈濟志工身體經驗為例》，花蓮：慈濟大學宗教與

人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45、何日生，〈證嚴上人立慈濟宗門之

思想體系〉，收入樓宇烈、赫曼‧李奧納等著，《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2017

年，頁 190-193、24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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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佛教是為對治重死與重鬼的傳統中國佛教，其認為對治重

死、重鬼的佛教以外，亦該反對天神化的佛教，故而提出純正

的「人間」佛教。〈人間佛教要略〉一文，印順法師依序闡明

「論題核心」、「理論原則」、「時代傾向」、「修持心要」，建構

「人間佛教」義理系統；亦將菩薩道經歷的過程分為凡夫菩薩、

聖賢菩薩、佛菩薩三階段，強調「人間佛教」所重視為「人菩

薩行」，即是由具煩惱身的凡夫，依菩提心（大乘信願）、大悲

心、空性見習行十善業，如此的初學菩薩又稱「十善菩薩」，

是以人身學菩薩道的正宗、由人到成佛的第一步。68
 

    相對於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提出，是長年從經典

深究累積醞釀而成形的理論，證嚴法師則是從實際行動來展現

「人菩薩行」、提倡「人間菩薩」；雖然其未表達與「人間佛教」

思想的直接關係，但是其在《印順導師略傳‧序》確曾提及：

「『為佛教、為眾生』是吾師對證嚴所一再期許的，而證嚴確

也無日或忘。目前正在展開的慈濟教富濟貧志業，就是吾師『為

佛教、為眾生』的發揚光大」，69又言：「吾師對大乘教義之弘

揚不遺餘力，不僅強調『理入』，更強調『行入』……這是影

響證嚴孜孜於慈善事業的根源。這種根源，源遠流長，絕非任

                                                       
68 印順法師亦強調「十善菩薩」的修行，與人天乘為己身之人天福報而修

持大不相同，乃是由人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成佛之道，深度高度廣度皆

迥異於人天道。   
69 釋證嚴，〈印順導師略傳 序〉，收入釋真華，《印順導師略傳》，花蓮：慈

濟佛教基金會、慈濟文化志業中心，1990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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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所能輕易曲解與否認。」70據此，可知她秉承「為佛教，

為眾生」的師訓以及印順法師對「大乘教義」的弘揚，來「行

入」其慈濟志業。71證嚴法師表示慈濟宗所修的是「人間菩薩

道」72，並且對「宗門法脈」作如下解釋：「靜思法脈勤行道」

是將「佛法生活化」、「慈濟宗門人間路」是要「菩薩人間化」，
73亦曾提及慈濟人應當明白「師志」是行菩薩道：「我們從凡夫

起步學佛，到達佛的境界，中間這段路就叫做菩薩道」；74又以

「菩薩所緣，緣苦眾生」對慈濟人提出期許，75強調慈濟人志

為「人間菩薩」，以慈濟世界為培訓菩薩的道場，猶如彌勒菩

薩身處「兜率天宮」培訓一樣，76依著「慈濟十戒」守護生命

                                                       
70 釋證嚴，〈印順導師略傳 序〉，收入釋真華，《印順導師略傳》，頁 4。  
71 除了受到印順法師的影響，《無量義經》、《法華經》等經典，誠然是重要

的根據。  
72 釋證嚴，〈靜思法脈  慈濟宗門〉，樓宇烈、赫曼‧李奧納等著，《慈濟宗

門的普世價值》，頁 44-45。  
73 釋證嚴，〈靜思法脈  慈濟宗門〉，樓宇烈、赫曼‧李奧納等著，《慈濟宗

門的普世價值》，頁 15。  
74 證嚴法師，《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台北：天下遠見，2008 年，

頁 47。  
75 證嚴法師：「『菩薩所緣，緣苦眾生』只要眾生快樂，菩薩就快樂；只要

眾生平安，菩薩就心安。這即是慈濟人，不只是在台灣，普天之下只要有

慈濟人的地方，都會有感人的事跡。」引自釋證嚴發行，《慈濟年鑑（1995）》，

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1996 年，頁 419。  
76 釋證嚴發行，《慈濟年鑑（1997）》，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1998 年，頁

43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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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慧命，守戒自愛。77此處若對照印順法師重視以「十善菩薩」

為「人菩薩行」的起點，且強調法與律、自利與利他合一等原

則；證嚴法師以慈濟志工發願成為「人間菩薩」、從凡夫起步

學佛，並且特立「慈濟十戒」78，宣揚「由善門入佛門」的理

念，應可發覺證嚴法師是以某種更「淺顯易懂/易行」的方式，

實踐「人菩薩行」。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偈頌》：「趣入大乘者，直入或迴入」，

意指趣入大乘的修學者，有「直入」與「迴入」之差異，「直

入」是直接往菩薩道而行，「迴入」乃是先修別道再轉入大乘

道，而「直入」者，正是依人乘行而入佛道，具有「慈悲增上」

的特質；印順法師更強調習行「十善業」的初學菩薩，乃是以

人乘行入大乘，正是「悲增上」菩薩的風格。79是故從太虛法

師主張的「今菩薩行」，印順法師重視的「人菩薩行」，及至證

嚴法師倡導的「菩薩在人間」、「人間菩薩」，顯示三人相近的

菩薩道立場，皆有「悲增上」的特質。由此，雖不能將三者的

思想理念一併而論，畢竟有重於思想、有重於實踐，但是就菩

                                                       
77 證嚴法師，《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頁 158-159、161。  
78 「慈濟十戒」之前五項為佛教五大根本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後五項是證嚴法師針對現今社

會形態及慈濟志業屬性另行訂立，期許每位慈濟人都能遵守：「六、不抽

菸不吸毒不嚼檳榔，七、不賭博不投機取巧，八、孝順父母調和聲色，九、

遵守交通規則，十、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  
79 印順，《成佛之道》（增註本），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新版，頁 262-264、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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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道信念的一脈相承，本文認為具「人間佛教」思想的傳承意

義。 
 

（三）「為佛教，為眾生」的「心詮」與「新詮」、傳承與

發揚 

    印順法師當年意欲為佛教為眾生尋找純正的佛法而出家，

其自述：「我立志為佛教、為眾生――人類而修學佛法」；80而

其收證嚴法師為徒，便是直接以「為佛教，為眾生」作為訓勉，

此處可看出師徒二人出家的初衷與開端，已有菩薩道精神的傳

承。而印順法師給證嚴法師的六字勉勵，證嚴法師曾說：「『為

佛教，為眾生』這句話，相信師父跟很多弟子說過，並不是對

我特別；但是這句話對我而言很重要，師父像是一盞明燈，我

得一善得拳拳服膺，全心一志『信受奉行』。慈濟能有今天，

也是從這句話開始做起！」81師父給予弟子六字期勉，並未指

導該如何實行，但是證嚴法師以其一生的所言所行回報師訓，

已然遠遠超乎印順法師的期待。82本文認為可從三個面向來探

討此六字所蘊含的意義與展開的影響。 

1、對師訓的「心詮」 
    印順法師在慧日講堂收證嚴法師為徒，是一個偶然而匆促

的因緣。印順法師日後回想這段際遇，直言不可思議，而證嚴

                                                       
80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頁 50。  
81 潘煊，《行願半世紀：證嚴法師與慈濟》，頁 14。  
82 本文以為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與「剃度依止的師父」相處皆有限，卻都

以大成就回報三寶恩、師恩、眾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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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自然無從追尋為何印順法師當時會以此六字相勉；但是，

她往後一步一腳印建立的慈濟功德會、慈濟宗門、靜思法脈，

本文認為是她報師恩的「心詮」，83她從當下的感動感謝感念，

來詮釋印順法師的心意與期許。 
    實際上，從證嚴法師一路以來的開示，無論印順法師在世

或辭世，她對於師父的尊敬、景仰、感恩、懷念，都相當深刻；

對於師父的照顧、付出，更是不遺餘力，印順法師 後即是於

花蓮慈濟醫院安詳捨報，後事的所有細節也由慈濟與新竹福嚴

精舍共同承辦。印順法師辭世以後，慈濟靜思人文出版《我思

我師人間導師》DVD，在在見著證嚴法師的不捨與悲痛。 
    證嚴法師對印順法師言語互動不算頻繁，也甚少在法義上

交流，但是為何她對師父的法情那麼深厚？除了報答在慧日講

堂的大恩，本文認為由於兩者都體弱多病，故而格外理解並惜

視彼此；在慈濟出版的文字與影音資料，皆有兩人心疼對方的

表達。證嚴法師雖然沒有傳承印順法師的思想，但是印順法師

的行誼典範，應是她時刻置於生命的自勵，更是她用心體會的

師教。 

                                                       
83 證嚴法師在 1998 年對慈誠幹部的開示：「有人問我是研究什麼宗？我說

是『慈濟宗』。我到底修什麼法門？很簡單，就是『為佛教，為眾生』，這

是導師給我的兩句話。傳心，祈願，這份心如果能把持住，將願力時時行

願，就夠了。」提出其以印順法師給予的兩句話「傳心」，是故本文認為

這是一份報答師恩的「心銓」。以上引自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一），

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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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古往今來佛教義理的「新詮」 
    《法華經‧藥草喻品》：「一味之水，草木叢林，隨分受潤。

一切諸樹，上中下等，稱其大小，各得生長」、「佛平等說，如

一味雨，隨眾生性，所受不同」，84意指天降雨水滋潤草木叢林，

大小草樹依自身所獲水量而成長，此喻意為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誠如證嚴法師所言，印順法師對很多弟子也

許都曾以六字勉之，但是證嚴法師從自修到創立慈濟志業的歲

月行進間，已然有自己的詮釋。又，古往今來「為佛教，為眾

生」的道理，佛弟子在閱讀經典或聽聞佛理時必然了解，但是

人人知與行的程度各不相同，證嚴法師的知行程度是以一生的

法身慧命來體證，或可說是其對菩薩道的「新詮」，並以實踐

證明之，其曾說道：「一九六三年，我皈依印公導師時，師父

給我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我永銘於心，誓願要提升佛

教的精神與形象，同時能跨越宗教、種族與國界，廣度苦難眾

生。」85 
3、以眾生、苦難入道的「傳承與發揚」 
    印順法師予以證嚴法師「為佛教，為眾生」的勉語與期許，

一般佛教法門或團體的入門是「為佛教」，但是慈濟的入門卻

是「為眾生」。86慈濟以眾生、苦難入道，爾後從中證明佛教在

                                                       
84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七卷，CBETA《大正藏》第 9 冊，No.262，

p.19c24-26、p.20b2-3。  
85 王端正發行，《從竹筒歲月到國際 NGO：慈濟宗門大藏》，台北：經典雜

誌、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2011 年，頁 40。  
86 慈濟以「為眾生」作為入門，但並非忽略「為佛教」的理念。證嚴法師

曾說道：「我們要飲水思源，不要忘記慈濟開頭的『竹筒歲月』；同時，我



「為佛教，為眾生」：試探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師徒因緣及其傳承意義  45 
 
 

 
 

苦難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佛教有照顧眾生的絕對力量；在某

種程度上，慈濟「為眾生」的入門或可更符合佛陀的本願，因

為佛陀即是看到眾生苦難與老病死的景象，方發願出家尋求度

世、解脫之道。證嚴法師創立慈濟的入道方向，開啟的路線跟

其他教團大不同，但從創立至今，慈濟成為台灣（或可說發展

至全球）規模 大的佛教教團暨志業體，證明證嚴法師的入道

方向是受到肯定與認同的，亦是將「人菩薩行」的理念實際地

體現。 

（四）師訓傳承與宗教實踐史的範式建立 

    本文認為證嚴法師對於「為佛教，為眾生」六字，亦以自

身的方式傳承且發揚。其不但將經典轉化成實踐的語言，並且

                                                                                                                   
也沒忘記當初導師對我說的兩句話：『為佛教，為眾生。』開始時要如何

『為佛教』呢？一定要從苦難人開始，先安頓他的苦之後，才有辦法入他

的心。」林建德提出：「慈濟人雖然『不傳教』，但卻有明顯的信仰立場，

希望透過慈善志業的實踐，體現佛陀和佛法的精神」、「『從善門走向佛門』

說明慈濟善門的實踐中，已然含有佛門的理想，一如佛教亦以『眾善奉行』

為目標之一，而走向佛門後，更要從善門中積極行入世關懷」、「就證嚴法

師『善門入佛門』的理想，可說是一種『開權顯實』的運用，即從善門當

作方便，度引眾生進入佛門，而以佛門為 終的依歸」，其認為證嚴法師

帶領慈濟的理念，即是慈善救助事業不以傳教為目的，但不失佛教慈善事

業應具有的「佛教理想」，證嚴法師「善門入佛門」的理想，是為方便度

引眾生進入佛門， 終仍是以佛門為依歸。以上引自釋證嚴，《靜思法髓

溯源》（一），頁 244-245、林建德，〈出入於聖俗之間──佛教慈善事業之

初步思考〉，收入《玄奘佛學研究》第二十八期，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

系，2017 年 9 月，頁 116、11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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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緊社會實踐的面向，由一家、一社區、一社會、一國家，逐

步將實踐力蔓延到國際世界。 
    從慈濟功德會的初始，證嚴法師喊出每天省下買菜的五毛

錢存到竹筒便能行善的口號，竟讓一群多不識字的家庭主婦，

從竹筒歲月到提起全天下人的菜籃。證嚴法師亦曾提及，有的

人認為佛經太深讀不懂，她簡潔回應「做就對了」，因為「做

中學，學中覺」，佛法是從生活行動中去體會的。又比如印順

法師寫過〈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人間佛教要略〉、《學佛三

要》、《成佛之道》，為人間佛教尋探出印度原始佛教的精神、

經典的依據、提出論題核心與理論原則、並論述由人菩薩行而

成佛的修持心要。證嚴法師亦有著作，其講述《凡人可成佛》，
87從十信篇、十住篇、十行篇、十回向篇、十地篇、等覺妙覺

篇，以一則則的開示或小故事，引領大眾進入菩薩的修行旅程；

又作《淨因三要》，88提出以「清淨心」修淨因三綱目，即達「人

成」，人成之後，「佛成」則指顧之間可待。89兩相對照，證嚴

法師以更符合於現代的白話語文，揭示由人做菩薩、由人成佛

的道理，普遍大眾都可懂可行。  
    台灣佛教界的領袖各有信眾，然證嚴法師的信眾可謂滿天

下，故而本文以為她用淺白的文字菩提（寫作），並用國語夾

                                                       
87 釋證嚴，《凡人可成佛──菩薩五十二位階講記》，台北：靜思文化，2009

年。  
88 釋證嚴，《淨因三要》，台北：靜思文化，1997 年。  
89 修淨因的綱目有三：「一、孝順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事。

二、受三皈依，具足十戒，不犯成儀。三、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

乘、勸進行者」。引自證嚴法師，《淨因三要》，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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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文雅的閩南語作開示，講靜思語、講經典、講人生智慧，突

顯其運用語言文字凝聚群眾的弘法能力，而此語言文字有讓佛

教義理淺顯易懂的特質。一般認為信仰佛教要先懂佛法，但是

證嚴法師是讓人從「做」學到法，「做中學，學中覺，覺中做」，

在做的當中體會慈濟、體解佛法的生活化。除了特有的語言文

字風格引領人心，證嚴法師的行旅足跡，下鄉入市井，也是讓

慈濟深入大眾人心的重要因素，證嚴法師與滿天下的弟子，牽

起堅固的師徒情誼，尤以女眾弟子對慈濟的奉獻付出，更是做

出一本本女性宗教經驗的生命傳記、行出一部部的慈濟大藏經。

是故，本文認為證嚴法師在台灣與國際世界，落實人間佛教、

行菩薩道，直至建立宗門與法脈，都是對「為佛教，為眾生」

此一師訓的傳承與發揚。 
    前文述及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皆為薄弱之軀，病痛相伴，

但是印順法師筆耕不輟、盛年時講經不斷，證嚴法師行腳不輟、

日日講經（開示）不斷。本文認為這對師徒都在建立當代僧傳

的新典範、亦建立宗教實踐史的新範式；而這其中的連結，皆

不離「菩薩道」信念之核心。 

六、結語 
    證嚴法師多次提到印順法師對其一生影響甚大，亦曾於外

籍記者來訪時，問及「一生中哪些人對您有影響？」，證嚴法

師以「人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年輕時父親突然往生；再者

是我的師父，他推行人間佛教。」90另外，證嚴法師也曾表示

                                                       
90 釋證嚴發行，《慈濟月刊》第 503 期，2008 年 10 月，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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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脈」與「慈濟宗門」是皈依印順法師之時，得到「為

佛教，為眾生」這六個字的那一剎那，便已深植心中。91又印

順法師圓寂以後，證嚴法師數度說道：「有印順導師，才有證

嚴法師；『我思、我師』，因為不斷思念著導師，也不斷提醒自

己負起延續慧命的責任，靜思弟子世代傳承，靜思法脈永恆傳

續。」92本文認為「為佛教，為眾生」的師徒相遇與傳承意義，

說明師承關係在思想與法門的「條件」以外，「菩薩道信念」

是一份更篤厚的接力行願，亦為人菩薩行的典範傳承。 
    誠然，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差異確實甚大，但是本文認

為兩者的傳承意義更值得關注，且有僧傳研究的深刻價值，本

文將結論歸納於下： 
（一） 證嚴法師曾述及在小木屋清修的半年裡，專注抄讀《法

華經》且深入體解經義，故而「漸漸體會到佛陀教示的

千經萬論，無非是教導人人要行菩薩道，而師父所說的

『為佛教、為眾生』深義，就蘊含在《法華經》經文之

中」。93更直言道：「靜思法脈『為佛教』，是智慧；慈濟

宗門『為眾生』，是大愛。我的師父囑咐我『為佛教，

為眾生』，我則告訴慈濟人『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

                                                       
91 證嚴法師雖創立「慈濟宗」，但做出如下的闡述：「其實，『靜思法脈』不

是現在才開始，『慈濟宗門』也不是現在才說。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皈

依時從師父得到『為佛教，為眾生』這六個字的那一剎那間，就深植在我

的心中，直到現在。」引自釋德𠆩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

（第一輯），頁 73。  
92 釋證嚴發行，《慈濟月刊》第 644 期，2020 年 7 月，頁 131。  
93 釋德𠆩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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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志』，一脈相傳。」94由此可見著「為佛教，為眾生」、

「佛心師志」的一脈相傳，是從拜師、小木屋時期便已

是傳承的開端。是故論法脈、論菩薩道信念（人菩薩行）

之傳承，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師徒關係、師徒理念皆

具緊密之聯繫。95 
（二） 印順法師以學問僧之形象，經長年之沉潛醞釀，提出人

間佛教∕人菩薩行思想；證嚴法師則以興福僧形象，以

長年說法、行腳的弘法方式，引導慈濟志業體實踐∕體

現人間佛教之人菩薩行。 
（三） 印順法師的特質是著作等身的學問僧，以廣博的文字般

若對佛教學術有高度的貢獻。證嚴法師的特質則是慈善

實踐的興福僧，以比丘尼形象開拓慈濟的四大志業、八

大法印。印順法師從經典找尋依據、詮釋深奧的義理、

撰寫高深的著作，而證嚴法師是行出經典、將經典轉化

                                                       
94 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一），頁 365。  
95 與證嚴法師師徒情誼甚深的德恩法師，是靜思精舍早期之住眾，在其因

病早逝後，精舍大眾因緬懷其人其事而出版紀念集。在其中，可見著靜思

精舍師徒間、法師們之間的珍貴記事。其中有一段敘述：「當上人把成立

功德會的構想草案呈給師公看時，師公也很歡喜，於是『佛教克難慈濟功

德會』於民國五十五年成立，『慈濟』二字也是師公所賜與。」由靜思精

舍德字輩弟子的文稿，可知證嚴法師創立「慈濟」、以之立名，是印順法

師給予的意見。據此，本文認為「慈濟」的取名發想，也許是印順法師對

證嚴法師的一種期許，將「為佛教，為眾生」的理念寄託當中。以上參自

釋德昱，〈德恩師父的學佛因緣〉收入釋德悅等編輯群，《雲淡風輕似水人

生：記憶德恩師父》，花蓮：靜思精舍，2005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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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踐的語言並深刻地落實。 

（四） 印順法師曾將《增一阿含經》原句：「諸佛世尊皆出人

間，非由天而得也」稍作修改為「諸佛皆出人間，終不

在天上成佛也」，強調佛陀是由人身在人間成佛，成佛

以後依然在人間度眾，呈顯「佛在人間修行」的重要性。

證嚴法師勉勵慈濟人行菩薩道，並且強調「佛法生活化，

菩薩在人間」、強調行經的法門，這種力行菩薩道的實

踐特質，與印順法師所著重的「人間修行」一致。印順

法師提出的人菩薩行思想，由凡夫具煩惱身而行菩薩道

的過程，與證嚴法師叮嚀慈濟人在習氣之中學當「人間

菩薩」的形象，也具一致的特性。印順法師把佛陀的真

實性找回人間，證嚴法師的慈濟宗門也許可視為建立實

踐人間佛教的時空場域，並將大乘菩薩道的修行在人間

具體運作。 
（五） 前文引述印順法師認為自己生性內向，其另有分析自身

是「感性弱而智性強，執行力弱而理解力強」，屬於佛

法所說的「智增上」者。是故從印順法師一生與人的互

動，所講幾乎是思想跟理論，法義外的言語並不多聞。

證嚴法師秉承六字師訓，亦認同師父的大乘菩薩道精神，

但是她不用印順法師的文字，她以自身的語言、以及對

師訓的心詮與新詮，走出自己的弘法之路。唯奇妙之處，

其所做所為、所提倡、所宣導、所實踐，似乎與印順法

師有一種默契式的相合與接軌。此弘法特色，可視為弟

子以行動實踐師父的思想；換言之，印順法師人間佛教

的理想，或可言說落實在證嚴法師的慈濟志業體。印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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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與證嚴法師師徒兩人對於成佛之道、人菩薩行、行

菩薩道的解說方式不同，但是傳達由人成菩薩成佛的目

標（作用）卻是相同。 
（六） 慈濟教團、志業體雖是佛教團體，卻不以佛學取勝，此

在印順法師的法脈（或言弟子門生之傳承）裡確實特別，

卻未見矛盾。是故以印順學派而言，證嚴法師雖未必被

納入；但是在人間佛教的實踐上，是 具代表性的傳承。

「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如何重

新定位？又，被當代人接受的關鍵為何？也許是在於跟

「人」接觸、與眾和合的過程。是故義理上的調整、對

當時當世的人間/宗教關懷，如何地契理契機、凸顯「此

時、此地、此人的關懷與淨化」的特質，「慈濟」的呈

現，應是有相當的代表性。 
 

      印順法師自敘：「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非「鬼

化」的人生佛教），而想進一步的（非「天化」的）給以理論

的證明。……我的身體衰老了，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佛教)少

壯時代佛法的喜悅！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

覺之音而獻身！」96證嚴法師自述：「五十多年前，我的師父
上

印
下
順導師給我的只有『為佛教，為眾生』，僅僅這六個字，讓

我這一輩子做不完，來生來世還要再繼續。」97、「我的師父對

我說『為佛教，為眾生』，我也是把握當下，久久不敢遺忘。

                                                       
96 印順，《華雨集》（四），頁 69-70。  
97 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一），頁 246-247。  



52   正觀第九十八期/二Ο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所以，生生世世，日日夜夜，都是為佛教，為眾生。」98師徒

兩人以危脆之身在苦難人間許下的承諾，蘊藉著「生生世世」

行菩薩道的堅厚毅力，燈燈續照、願願傳心，「為佛教，為眾

生」的傳承意義於此尤甚展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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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Master Cheng Yen fortuitously became a disciple of 
Master Yinshun at the Light of Wisdom Dharma Hall in Taipei in 
1963, he enjoined her to go forth, “for the sake of Buddhism, for 
the sake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 behest she immediately took to 
heart and which has become her lifelong motto. Despi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ir respective approaches to 
Buddhism—Yinshun is the paragon of a scholar-monk, and Cheng 
Yen is the quintessential charitable nun—they have both had a 
major impact on Taiwanese Buddhism and society as a whole. 
 

In addition to academic theses on the Tzu Chi Foundation, 
Cheng Yen figures prominently in practically all recent 
discussions on how to put into practice Yinshun’s idea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yet none of these studies goes deeply into 
the nature of this most unlikely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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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we showed that, despite their obvious 
differences, Yinshun and Cheng Yen also have quite a bit in 
common, especially in their equally zealous dedication to 
Buddhism and benefitting all sentient beings, an idea which for 
both of them is central to the master-disciple relationship. We also 
discussed how their relationship was founded not only on 
commonalities of doctrine and practice, but also on their common 
dedication to the lofty ideals of the bodhisattva path, whereby 
they have both become central figures in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have also come to illustrate the cent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master-disciple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Buddhism and 
beyond. 
     
Keywords: Master Yinshun; Master Cheng Yen; humanistic 
Buddhism; bodhisattva path; humanistic bodhisattva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