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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台《印順導師傳》 

——一個影像敘述風格的分析＊
 

 

 

梁右典 

 

 

關於影像敘述是當今網路時代接收資訊的重要媒介，慈濟大愛台製

作的各項節目，採取講授的、故事的、動畫的方式，對於宣講佛教教義，

都可看到綜合影像、口白、畫面的呈現，是很值得留意的傳播現象。以

「人」為中心焦點，則以慈濟大愛台製作的《印順導師傳》是最值得分

析的影像敘述之一，因為這不同於以文字書寫，也不同於口述採訪，從

中可以看出影像敘述風格與佛教大師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可供進一步

論述。我認為可以從敘事性的、抒情性的、圖片性的、自述性的、知識

性的等等面向進行梳理與闡發，是多種影像敘述風格的展現，值得進一

步加以分析。基本上，該傳側重在印順導師所處時代背景，從大時代中

觀察印順導師與當時思潮的互動，並且轉換到不同時代的印順導師畫

面，形成相互連結的前後呼應，造成觀眾具有整體印象的感受。對於「佛

法」的追尋，是其中一條主線；因此在以上幾種面向的敘述風格，加上

歷史性的畫面，以及努力追求的佛法，逐漸引入導師對於中國佛教界的

 
＊

 本文初稿於 2022年 8月 27日，發表於「第二十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

實踐——人間佛教之全球化與在地化』國際學術會議」，感謝主持兼評論人黃

慧英教授之意見，以及《法印學報》匿名審查者建議修改之處，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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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希望能對於佛教制度的改善、佛法理想的恢復，以及在當中奮鬥

的過程。這也是一段理想追尋的過程，佛法雖然艱深，卻令其嚮往不已。

綜合以上要點，本文以慈濟大愛台的《印順導師傳》——影像敘述風格

的分析為題，分點列述，彰顯《印順導師傳》於媒介傳播上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印順導師、慈濟大愛台、影像敘述、佛教、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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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ography of Master Yinshun by Tai Ai 

Channel: An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Style of Video 

 

Liang, Yu-tien 

 

ABSTRACT: 

The video narrative i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receiving information in 

today’s Internet age. The various programs produced by Tzu Chi Tai Ai 

Channel, which adopt a didactic, storytelling, and animated approach to the 

presentation of Buddhist teachings, can be seen in a combination of video, 

spoken word, and visual presentation, which is a noteworthy phenomenon of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as the central focus, the biography of Master 

Yinshun produced by Tzu Chi is one of the most worthwhile video narratives 

to analyze, because it is different from written texts and oral interviews, and 

it shows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video narrative styles and Buddhist 

masters can be further discussed. In my opinion, it can be sorted out and 

elaborated from narrative, lyrical, pictorial, self-referential, intellectual, etc. It 

is a manifestation of various styles of video narratives that deserve further 

analyses. Basically, the focus is o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 in which Master 

Yinshun lived, observ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ster Yinshun and the 

thinking of the time in the context of the larger era, and transforming the 

images of Master Yinshun from different eras to form an interconnected echo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creating a sense of overall impression for the 

audience. The pursuit of “Buddhism” is one of the main lines; therefore, in the 

above-mentioned narrative style, together with the historical picture and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Buddhism, the view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is gradually introduced,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ssistant Professor,Maz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Puti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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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system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uddhist ideal,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struggling in it, which is also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he ideal, 

although Buddhism is intricate and profound, it makes him yearn for it. To 

summarize the above point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zu-Chi’s 

“Biography of Master Yinshun” - the style of video narration -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Biography of Master Yinshun” in media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eacher Yinshun, Tzu Chi, video narrative, Buddhism,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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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1906年 4月 5日〜2005年 6月 4日）是近代佛教史著

名的「學問僧」，著作等身，書中所見也呈現其一生與佛法的種種關聯，

已有不少文章、專書報導。例如：「印順文教基金會」的「印順導師略

傳」1 ；侯坤宏〈探討印順法師的生平與思想——以《印順法師年譜》、

《真實與方便：印順思想研究》為例〉2 ；釋昭慧〈印順學與人間佛教

——由「無諍之辯」到「求同存異」〉3 ；更有印順導師撰寫《平凡的一

生》的夫子自道 4。關於印順導師著作的義理發揮，可謂多至不可勝

數 5；但是，對於影像敘述方面的分析，則是較被忽略的面向。《印順導

師傳》（以下提及影片，簡稱「本傳」；本傳中的印順法師，簡稱「傳主」）

是值得留意題材；本部共分為八集，娓娓道來傳主一生經歷。本文即論

述本傳的影像敘述並進行分析。 

關於佛教影像敘述、甚至佛教電影的作品，在全球各地不算少見；

日本《空海》、韓國《達摩為何東度》、泰國《善惡無赦》、不丹《小喇嘛

看足球》、美國《禪修兄弟》都是實例。華人世界的影像作品，或把製作

重點置於佛法人物的一生經歷，更偏向紀錄片的一種。其中，值得留意

 
1 https://reurl.cc/VDYb3Y，2022年 5月 26日點取。 

2 侯坤宏，〈探討印順法師的生平與思想——以《印順法師年譜》、《真實與方便：

印順思想研究》為例〉，《法印學報》第 1期，2011年 10月，頁 185-210。 

3 釋昭慧，〈印順學與人間佛教——由「無諍之辯」到「求同存異」〉，《玄奘佛學

研究》第 17期，2012年 3月，頁 1-32。 

4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5 整體概括情形，可參考林建德，〈近二十年來臺灣地區「人間佛教」研究發展

概述〉，《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52期，2011年 6月，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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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影像敘述的根本價值問題。6 其中，也具有「影像弘法」的意涵。7 

值得留意的是：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895-1982）提到情

感表現的兩種基本涵義，其一是個人情感的直接流露，其二是指某種共

通情感的形象表達，藝術品呈現即是如此。8 紀錄片也當包括在內，透

過本傳，因而能夠喚起觀眾心靈的共通情感，對於佛法與傳主，置於時

代環境變動之中的變易與不變之際，則是需要透過影像敘述的分析，才

能一一清楚呈現出來。佛教人物受訪，隨著傳主的成長歷程，透過畫面、

音樂與動作等等影像化傳播，形成所謂「能指和所指之間具有持續的相

似性」。9 觀眾感受當中情感，引起更多「共通」經驗。 

稍微歸納以上所說：本傳呈現的是影像化傳播過程，具有較高程度

的「持續的相似性」，亦即對於佛法的追尋與宣揚；喚起共通情感的對象，

則在於芸芸眾生的覺醒。一方面是在傳主自身，另一方面則在百姓眾生；

因此，能夠達到某種程度的影像弘揚的效果。加上傳主曾撰寫其自傳書

籍《平凡的一生》，「平凡」二字已道出其一生性質，雖是自謙之詞，但

按照傳主本身意願而言，即是理解傳主生平的關鍵用語。10 然而，影像

 
6 可參考吳迎君，〈慈航的影像之道——當代中國佛教電影摭評〉，《西部學刊》，

2017年 5期，頁 50-51。 

7 相關研究可參考譚惟，〈論佛教的影像化傳播——以濟公形象探析為個案〉，

《雲夢學刊》第 35卷第 3期，2014年 5月，頁 94-98。 

8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9 金虎，〈試論麥茨的電影語言系統觀——電影語言研究系列麥茨之一〉，《電影

文學》第 23期，2011年 11月，頁 21。相關內容發揮，可參考聖因法師：〈管

窺佛教電影的語言觀〉，《人間佛教》學報第 22期，頁 96-127。 

10 李芝瑩對此已多所發揮，從「離家／出家」、「遊歷／流離」、「內修／外弘」

三大面向著手。請參考李芝瑩，〈印順法師自傳書寫特色及內涵〉，《玄奘佛學

研究》第 18期，2012年 9月，頁 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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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方面，另有主軸發展值得再作論述。 

 

受訪當時，傳主已九八嵩壽，「靜寂清澄」是本傳的起初畫面；加上

傳主現身說法，其實亦帶有「以今觀昔」的人生體驗與哲學省思。「追尋

正見」是第一集所下標題，則是佛法正見；首集起初傳主之語成為本傳

提綱挈領之要。傳主開宗明義表示： 

深信三寶應從正見中來，依正見而正信，乃能引發正行，而向於

佛道，自利利人，護持正法。 

「正見」是追尋佛道最須注意之關鍵，三寶乃由「正見」而來；若不由

此，即無法具有「正信」與「正行」，如此則易淪為既非向佛道而行，也

不是自利利人、護持正法的景況。11 影像敘述的首句，道出傳主一生追

求佛法的態度與實踐；另一方面，凸顯傳主作為三寶追尋者，實與當時

氛圍不盡相同，亦不被時代風氣捲去。由此，可知傳主性格不能同於世

俗；因而提出改變之方，在於「正見」，即對於佛法探索的發願之心。在

此，對照影集與《平凡的一生》一書，書中所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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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印順法師主張「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薩於此初發心」，可見其《菩薩心行要

略》，正聞出版社，2005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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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議，有些特殊因緣，一直到現在還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12 

此段出自《平凡的一生》，經由旁白緩緩道出，這是傳主晚年之語。但是，

從影像敘述而言，則是凸顯傳主從年輕氣壯的發願之心，與書中所說語

氣略有不同。畫面從 1906年兩次大地震作為開頭，傳主則在兩次大地震

「非常」之時誕生，本傳似乎也預設必有非常之事；「因緣」凝聚之際，

佛法如此，萬物亦如此。本傳介紹傳主起初，即置於「非常」與「因緣」

的敘述語境之中；但是，並非被動地隨因緣流轉，也不是訴諸傳主之「非

常」，加諸帶有宿命如此之色彩。而是在此因緣之中，強調摸索與發願之

心態，則是值得留意的角度。 

接下來，本傳呈現傳主生命歷程方面，著重閱讀書籍。過程之中發

現「佛法」二字，即是讀到馮夢禎（1548-1606）的《莊子》序文——「然

則莊文郭註，其佛法之先驅耶」，凸顯「佛法」二字對傳主之衝擊，時年

二十歲而已。衝擊來自書籍，書籍當中之莊子，莊子序文之佛法二字；

所以對於「佛法」的字面接觸，並非直接從佛典得來。因此，才說視為

「因緣」之巧合；而訴諸於佛法之「追尋」，則是下一步的進階工作。此

則畫面容易令人聯想傳主與佛法之因緣，造成內心衝擊不是來自戰火頻

繁、外在環境的種種動亂，而是書中出現「佛法」二字帶來的心靈震撼。 

影像敘述中的傳主，對於知識吸收，不少內容範圍皆是集中於宗教

類別，包括：1906年翻釋而成的《新約》，1918年的《舊約》，都在此時

期漸漸成為傳主閱讀書目。而在小廟閱讀的《金剛經石注》、《龍舒淨土

文》、《人天眼目》，以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三論宗綱要》、《成唯識論述

記》、《相宗綱要》、《中論》、《三論玄義》。以上書籍，對於二十歲青年的

 
12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妙雲集下編之十，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

會，2005年 6月新版一刷，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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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來說，確是相當不易。即使不甚明白，仍沒有打斷傳主繼續閱

讀之心志，由此可見傳主在年輕之際已可看出對於知識的濃厚興趣與勤

奮追索。 

影像敘述的刻劃累積，從「因緣」至「摸索」與「追尋」，似乎集中

在傳主生活歷程，讓人感受傳主彷彿已排除種種外在環境的影響；在影

像敘述的過程，也似乎有意呈現傳主的「靜寂清澄」與「追尋正見」的

精神世界，成為他的主要關懷。因此，外在環境變動的背景因素，例如

太平天國、廟產興學的發生 13  ，都是紛擾與紅塵；反而促使傳主更往

「安靜」處去，遠離人世的喧囂。換句話說，影像敘述的重點在於傳主

的「追尋正見」為第一要事，而不是想要改革當時佛教制度為首先要

務。也適度凸顯傳主與太虛大師（1889-1947）兩者既有聯繫、又有不

同的差異。14 其中聯繫之處，則是傳主在《增壹阿含經》找到人間佛教

立論的根據，即：「佛世尊皆出世間，非由天而得也」一語。不僅回到原

始佛教立論之初，也是對於當時中國佛教流行趕懺與超渡的批判與回

應。 

何處出家、何處受戒、何處授課講學，皆可歸諸因緣；影片敘述中

呈現傳主感受，常常用是「不可思議」與「難以想像」。但是，對於「追

尋正見」，傳主有其非常、不肯隨俗的精神，表現對於佛法經典的閱讀與

思索，又可歸於他的治學態度。影像敘述的兩條主線：「因緣」與「發願」，

 
13 可參考黃運喜，〈清末民初廟產興學運動對近代佛教的影響〉，《國際佛學研究

創刊號》，1991年 12月，頁 293-303。 

14  相關討論，可參考賴賢宗，〈人間佛教的宗教社會學與現代性問題——以太

虛、印順的問詮釋差異為線索〉，《思與言》第 32期第 1卷，1994年，頁 233-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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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主身上相依相存；隨順因緣又能發願追尋佛法、宣揚佛法。15 

 

1932 夏末至 1936 秋天，傳主通讀一遍清刻龍藏的大藏經，自己對

於佛法的正見追尋，不是打坐、趕懺、超渡；而是認為佛法正見出於經

典，確立正信也須從佛典著手。雖然，傳主受訪之際提到僅是通讀，算

不上深切的理解，然而這確實是「正見」至「正信」很重要的學思階段。

並且，也凸顯佛教作為世界宗教，不但表現它的思想體系之弘大，而且

經典也是不可勝數。傳主在佛教地位具有深遠影響，從通讀大藏經的用

心，則已為其建立知識體系樹立良好基礎。與「正見」階段的影像敘述

略作對比，傳主出生於東西方兩次大地震之際，涉及「天象」（natural）

意涵，容易解讀為人事反成為天象的附庸；但是在「正信」階段的影像

敘述則是置於種種人事之間，閱讀大藏經可視為一個「關鍵性的時間」

（crucial time）。傳主對於「正見」的態度，已在閱讀大藏經的過程完全

體驗出來；儘管當時不能明白經中的許多涵義，然而是認真考慮如何在

當中建立「正信」，處在多聞闕疑的情況下，使得傳主在「正信」過程不

隨俗、不盲從，而能有自己的思考判斷。 

傳主閱讀大藏經時期，可再多加留意此段時期之意涵；由於影像敘

述大量參考傳主《平凡的一生》，本傳起初即帶有很濃厚的傳記性質。關

於傳記研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與艾理遜（Erik 

Erikson, 1902-1994）皆有名著問世，廣為後人參考援引。前者是《達文

西》和《威爾遜》；後者則是《青年馬丁路德》與《甘地的真理》。對於

本傳傳主而言，影像敘述在此意義脈絡下，不但將佛教代表人物的重要

 
15 發願之後重於行的說法，可見印順法師，《成佛之道》，正聞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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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呈現出來，而且更應該在此說明「關鍵性時刻」前後，於人生不同

階段的關係何在，包括傳主本人的意識與潛意識層面。16 這將有助於理

解「正信」內部許多可再細項劃分的議題討論。 

1938年梁漱溟來到縉雲山，自述其學佛宗旨；提及此時、此地、此

人，反思號稱圓融方便的中國佛教，是否在教理上有未盡之處。當時梁

先生一席話，涉及佛法談十方世界、輪迴、業障，但對於此時、此地、

此人的生命狀態卻無能為力，此種真切困惑，在傳主心中造成一定程度

影響。如何面對此種質疑，堅定自己信仰之道，傳主採取的方式並非置

之不理，而是逐漸建構他的思想體系；17「佛在人間」與「人間佛教」的

思路在傳主學思歷程中逐漸成形。在「正信」過程所遭遇的質疑，使得

佛法在現實處境的調適過程，因「機緣」得到更大的注重與發揮。因此，

也有人稱此為「以人本思想為本色，以緣起歷史觀為方法的佛教思想，

是在佛教信仰本位上攝取理性主義的結果」。18  但在影像敘述過程中，

呈現傳主為中國佛教在現實處境應當如何發揮它的作用，亦即能夠發

願、抱持永度眾生的精神。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另外，

居士張力群也曾提問：為什麼佛教會在印度消失？傳主回到佛經之中，

鑽研印度佛教史，後來撰成《印度之佛教》，認為印度佛教之死亡，是為

方便發展，以致神佛不分。應該將佛陀要義從天上重新置回人間。因而，

在此確立正信的影像敘述過程，讀經與回應、回應與讀經是相輔相成。

 
16 可參考余英時，〈年譜學與現代的傳記觀念〉，《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臺北：聯經，1994年，頁 93-110。 

17 如同佛陀並不是不問世間的爭戰苦難，只不過不以對抗手段回應。詳細內容，

印順法師，〈佛法與人類和平〉，《佛在人間》，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

頁 143-164。 

18 周貴華，〈釋印順「人間佛教」思想之特質評析〉，《哲學研究》，2006年第 11

期，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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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讀經、研讀佛典，瞭解眾生對於佛法的扣問；經由回應、聆聽與對

話，明白佛法需求載諸於佛典之中。不執著念佛、不追求趕懺、不訴諸

超渡的學佛態度，卻也為傳主帶來紛擾與誤解。不過，具體可見傳主確

是生活於世俗之中，又能出乎世俗之外，逐步確立「正信」過程，歸於

佛法與佛典之中。 

 

影片從四川到香港，傳主又輾轉來到台灣，幾經遷徙，影片敘述過

程也反覆提及傳主對於中國佛教走向的整體思考。特別是阿彌陀佛與淨

土，在華人世界影響尤大，然而，多數僅求自利，只求離此濁世，以致

於對三藏教典不僅感到陌生，甚至棄如敝屣，傳主認為這是淨土思想的

大損失。本傳也提及傳主因為《佛法概論》出版而經歷的種種風波；對

比傳主年青時期的當下感觸，不滿意佛法的婆羅門化、儒化、道化、神

化色彩，能夠有所奮發前進的情形。這是本傳影像敘述的明顯轉折，但

仍可從中看出傳主堅忍正行的一面，不因風波而退出佛教舞台，則是最

能呈現傳主堅忍正行的影像敘述。 

幾經沉澱，畫面轉至新竹福嚴精舍的教學，1957年初秋壹同寺的台

灣女眾佛學教育（新竹女眾佛學院），師生堅忍正行，過著清貧的僧院生

活。主要教材是《成佛之道》，是傳主來臺初期的著作；在台因緣由此而

起，風波之後，亦由此最初著作再進一步發展。 

1961年早春，台北慧日講堂創辦，傳主自稱沒有隨順因緣，而且就

其性格而言，則是「適應帶點不得已」，意指面對人群宣揚弘法之事。但

是，先前在「正見」與「正信」的基礎上，已使傳主省思佛教並非趕經

懺、賣素齋、供祿位不可。創立講堂以講經弘法為目的，吸引許多知識

份子前來聽講。因此，內修之敬佛學法與外弘之慧日講堂雙軌並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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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呈現傳主身為近代佛教界最重要的宗教家之一，不但有創立教育

之功，亦有弘揚佛法之效。傳主已經不同於過往常見的閉關、讀經形象。 

影像敘述來到 1963年，提及證嚴法師當年看過傳主的《佛法概論》；

傳中法師所說「那場雨，那套書，那個早晨，那個講堂，彷彿前世今生，

早有安排」，可謂「因緣不可思議」。傳主向其所說：「為佛教、為眾生」，

也成為慈濟證嚴法師一生的信念。19 

1964年，傳主曾自述他在台灣的情形，自作之詩提到： 

離塵卅五載，來臺滿一紀。風雨悵淒其，歲月驚消逝！時難懷親

依，折翮歎羅什；古今事本同，安用心於悒！ 

願此危脆身，仰憑三寶力；教證得增上，自他咸喜悅！不計年復

年，且度日又日，聖道耀東南，靜對萬籟寂。20 

此詩在本傳中令人印象深刻，透過詩句，緩緩道來傳主心境。自其離塵

出家、渡海來台，「歲月驚消逝」之感湧上心頭。傳主遠離家庭、入世立

願度化眾生、為佛法宣揚，得以堅忍正行者，全憑堅定三寶信念而行。

喜悅之心來自於此，因而能夠樂以忘憂亦是如此。「聖道耀東南，靜對萬

籟寂」，既是傳主心之所嚮，亦是心境所在。21 

1965年傳主出關，接受張澄基（1920-1988）邀請，應聘至中國文化

 
19  關於慈濟在思想弘揚與印順導師的關係，可參考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

立〉，《臺灣文獻》第 62卷第 3期，頁 321-350。 

20 傳主云：「五月廿六日，為釋迦世尊誕辰。中夜寧寂，舉世歡欣。印順於是日，

就嘉市妙雲蘭若，虔誠懺願，捨諸緣務，掩室專修。爰舉偈遙寄，以告海內

外緇素同道」。 

21 傳主是有意將知識史的考究與宗教性的關懷融為一體的。見其〈談入世與佛

學〉，《無諍之辯》，收於《妙雲集》下編之七，新竹：正聞出版社，1992年，

頁 22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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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哲學系講授「佛學概論」和「般若學」，之後，弘法腳步更遠至東南

亞。1969年佛教學者為《六祖壇經》作者是誰進行辯論，傳主沒有參與

辯論，而是在 1970年提筆撰寫《中國禪宗史》，透過研究著作，構思立

論嚴謹，試圖解決當中疑惑。對於佛法研究，是其「堅忍正行」的內修

與外揚。 

 

本傳呈現傳主一生經歷，對於正見、正信、正行弘揚佛法方面多所

著墨；透過本傳更加貼近傳主思想，及其一生用心甚深之所在。傳主起

初對於佛教態度，乃是經由一番追尋，閱讀儒家、老莊、基督宗教經典，

而後皈依三寶。他認為佛教三世因果較合情理，也具有一切宗教優點所

在，既有方便法門，又能進入究竟義理。如此來看，他的形象也在佛教

追尋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本傳也勾勒傳主在知識追尋的脈絡，大抵可

分為受太虛大師影響、潛心自行研讀、傳授佛法而有教學相長之處；另

外，傳主雖曾提及「日本近代的佛學，對我是有相當影響的」22 ，但日

本方面研究在本傳中較沒有涉及。本傳常常可見傳主對於佛典研讀，多

是個人靜思而得；使得佛法成為一種自我內修的意涵較為凸顯，較少針

對某種佛教義理進行討論與團體思辨的情節開展。另一方面，也是反映

傳主在當時佛教氛圍之中，並非隨從世俗所謂趕懺與超渡，而是回到佛

教內部，思考其中精義與缺失；並提出中國佛教得以參考佛理學說之所

在，截長補短，盼能開展嶄新面貌。 

傳主在實踐、推廣佛法方面，能有經典依據的有力支撐，而且又能

 
22 印順導師，〈為自己說幾句話〉，《印順法師著作全集》第 12卷，《永光集》，

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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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原始佛教所說；因此，「佛世尊皆出世間，非由天而得也」，成為傳

主研讀經典所得的關鍵察覺。並非只是純粹的思辨，而是要在人間落實

佛法，也是佛典本身強調要義所在。即使是《佛法概論》當時遭受批評，

但都是運用《阿含經》的原始材料，是很切實的正道。23 

如此，推行「僧教育」、「信眾教育」，以及中國佛教何去何從問題；

能夠立足根基，傳主留意佛教在時代中的不變與變化，影像敘述中強調

「不變」之處在於佛法的原始涵義與最初智慧。當中流變過程，以致於

對當代佛教發展不能不說有深遠影響；傳主則是自覺在當中，具有思想

上澄清的作用。因此，論述淨土思想，不能只是單單念經祈福，同時也

應該藉由菩薩的修行，視為應該被淨化的國土，也在《般若經》中有所

提及。24  

傳主在本傳的影像敘述上，主要呈現什麼樣的形象呢？或認為能夠

以歷史眼光，嚴謹治學的佛教學者 25  ；或指出傳主對於佛教經典的研

究，明顯有化經為史的傾向 26 ；特別是《中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中

華禪》，能依循胡適研究方法，是典型的文獻學考證進路。27 然而，在影

像敘述中，不僅具有歷史學者面對史料考察的嚴謹，更讓人感受到傳主

置於歷史長流中的自我定位；以及能夠設身處地，進而思想佛陀身處當

時處境，佛法能夠發揮的作用為何。本傳呈現大致也發揮傳主對於佛典

 
23 慈光禪學研究所整理，〈印順長老訪談錄〉，《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 1期，

頁 102。 

24 可參考印順導師，《淨土新論》，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 

25 聖嚴法師，〈評《中國禪宗史》〉，印順導師編，《法海微波》，新竹：正聞出版

社，1987年，頁 137。 

26 龔隽，〈經史之間：印順佛教經史研究與近代知識的轉型〉，《中國哲學史》，

2013年第 1期，頁 109。 

27 此為杜正勝評論印順禪宗史研究之說法。見印順導師編：《法海微波》，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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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瞭解，需從整體把握，同時又能思索中國佛教的困境與前提，皆是較

為宏觀視野。傳主思索考量之後，落實於現實人生，能與眾生有益，並

非專弘一宗一派思想。28 因此，影像敘述的整體內涵而言，既有以第一

人稱口吻進行，傳主也能從客觀角度進行歷史回顧；在影像敘述過程，

很巧妙將此兩者融入傳主生命歷程。 

前言提及蘇珊•朗格提到情感表現的兩種基本涵義：其一，透過本

傳呈現傳主的個人情感，對於佛法正見、正信與正行，並非強調純粹思

辨與分析，而是在閱讀無數經典，運用「理性」過程之中，《印順導師傳》

更有意凸顯傳主對佛法追尋，彰顯其生命的全然投入與無悔無怨。這是

影像敘述風格較文字表達更為殊勝之所在。其二，在共通情感的形象表

達，本傳亦能透過影像敘述引導觀眾更加體會傳主的生命歷程，達到精

神感通契合之可能。從傳主青年至耄耋之形象，凝練於佛法、解脫於佛

法、亦見悟於佛法。人之世間活動不免於成住壞空之闡釋，此亦是佛法

睿識；但如何在此生命侷限之內，呈現傳主對於佛法正見、正信與正行

的一生，透過本傳影像敘述的方式，更能引領無數觀眾欣賞影像之餘，

感受傳主與你我之間在「能指和所指之間具有持續的相似性」。換句話

說：不僅興起「共通」、「共感」與「共鳴」，終究能夠指向個人本心，而

有某種程度上的自覺生發，能與傳主之間具有持續的相似性發生，亦興

起見賢思齊與弘願力行之果效。 

基於以上闡述分析，可再適度比對高僧傳記文學與高僧傳記之影像

敘述，在文學與影像的記敘之異同與特徵等議題，處理方式有何不同。

以高僧傳記文學為例，奠定佛教人物傳記的重要典籍，當推南朝《高僧

傳》莫屬；學者黃自鴻亦就此展開宗教人物傳記的寫作策略研究，發掘

 
28 可參考印順導師，《空之探究》，新竹：正聞出版社，1992年。特別是序文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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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神人」與「聖俗」對立的「神聖修辭學」筆法。29 其實，關於佛

教人物傳記的文學性，建構「高僧」形象，賦予神聖意義，也都與史料

的抉擇運用有必然關係，終將影響如何書寫傳主的形象塑造問題。即使

訴求「敘事」觀點，仍不能達到全然客觀、能夠複製先前發生史實、達

到全然如實展現的盼望。30 以高僧傳記之影像敘述為例，佛教電影可透

過議題省思，呈現當代詮釋下的多元、開放與後設性格，例如 2009年藏

傳佛教電影《祖古》，亦在「轉世」議題提供許多有趣視角。31 與其追求

百分百客觀，不如自覺採取何種敘述視角、創作動機與呈現目的，更是

影像敘述過程更須考慮之問題所在。每一鏡頭、口白與主題設定，無一

不是如此。大愛台《印順導師傳》盡量如實呈現傳主一生重要經歷的真

實面貌，在求真基礎之上，開展傳主之正見、正信、正行及弘揚佛法的

旅程，亦對慈濟志業的當今發展形成一種歷史意識的連結與佛法理念的

繼承。由於本傳採取影像敘述的弘法途徑，所以也必然考察傳主對佛法

的正見、正信與正行是如何形成，本文勾勒出「追尋正見的影像敘述：

因緣與發願」、「確立正信的影像敘述：讀經與回應」、「堅忍正行的影像

敘述：內修與外弘」的進程與意涵。總而言之，本傳採取是更基於歷史

發生的觀點形成，傳主在此過程逐步受佛法之薰染與裨益，「不可思議」

的情節亦穿插其中，更顯得人生因緣聚會的強烈感受，亦凸顯傳主於無

常中能夠持定守正。綜合許多影像敘述脈絡，終究塑造本傳成為深具歷

 
29 黃自鴻，〈宗教人物傳記的寫作策略：《高僧傳》的神聖修辭學〉，《人文中國

學報》第二十四期（2017年 6月），頁 1-19。 

30  相關研究可參考黃敬家，〈佛教傳記文學研究方法的建構——從敘事的角度

解讀高僧傳記〉，《世界宗教學刊》（2007年），頁 99-138。 

31  可參考劉婉俐，〈西方佛教電影視域下的轉世議題表述：以藏傳佛教紀錄片

《祖古》（2009）為例〉，《輔仁宗教研究》（2015年），頁 29-73。 



120  法印學報  第十三期 2022/12 

 

 

史意義與弘揚佛法的鮮明特色。不用說，傳主則是近代佛教史中最值得

進行影像敘述的一位。 

 

本傳作為瞭解傳主的影像敘述已分析如上。從中可以明白「正見」、

「正信」與「正行」是傳主一生學思主軸；或因不可思議之因緣，而有

種種波瀾變化。但是，基本上是在因緣與發願、讀經與回應、內修與外

揚過程中，展現出對於佛法的護持、思想的澄清與具體的實踐。因而，

透過本傳的影像敘述，能夠讓大眾對於傳主一生經歷，得到大致輪廓的

認識，並且，在影像弘法方面，相信也能興起一定果效。本傳呈現出傳

主筆耕不輟、日以繼夜研讀、書寫佛教書籍，建立在對於佛典的通盤掌

握與客觀閱讀，這是很值得留意的僧侶形象。傳主「正見」、「正信」與

「正行」，扣緊中國佛教的命運，印度佛教的發展等等，置於今日也都是

值得留意議題，不因時代而異，也必須與時俱進。然而，傳主已然開創

新局，在影像敘述中可見他的貢獻。因此，影像敘述保留傳主的畫面、

走過他走過的場景、採訪故人等等，在傳主相關著作中有其特殊意義，

也是影像敘述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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