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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章旨在根據研究之核心問題意識 :「台灣父權社會的性別體制秩序下 ,佛

教優婆夷的性別經驗發展,以及其與佛教信仰實踐有何相互關係」,回顧相關的

理論觀點與經驗研究成果,從而建立一個初步的暫時性架構 ,做為研究設計之參

考基礎。對於既有相關文獻的回顧,係延續上章所述之女性主義認識論立場,依

據其方法論原則,將文獻分別依下列三個思考方向做整理:首先,為修正男性主導

之知識模式對於女性群體實際經驗的邊緣化與隱匿化,必須將「性別體制」與「兩

性權力」的要素納入於原有學科的相關理論架構中(Reinharz,1992)。其次,女性

群體雖因為性別身份而遭受不平等的社會處境,但這並不表示每個女性都具有

普遍相同的經驗,事實上,世界各地及各群體的不同女性所置身的社會文化脈絡

各有其特殊性與差異性。因此,對於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觀點應用於解釋本土女性

經驗的適切性,宜保持高度省思與批判。對此,本土已發表之相關經驗研究有助

於對西方理論觀點的檢視。第三,女性主義視角的經驗研究固然強調「紮根」於

研究對象的實際經驗,但並不排除對既有理論的應用。在知識生產的實踐中,經

驗研究與理論觀點之間並非是截然二分、各自獨立的狀態,相反地,二者皆是不

可或缺的組成要素,彼此保持相輔相成與來回對話的持續互動過程(Liz Stanley & 

Sue Wise,1990:22)。 

綜合上述原則,下列第一節將從既有之社會學理論架構切入,回顧「主體身

份建構」的相關理論觀點,之後再將「性別」要素納入既有之架構中。第二節與

第三節則聚焦於「台灣女性性別經驗」主題,回顧相關之國內經驗研究,第四節

簡介當代台灣人間佛教之理念與實踐。最後,結合第一~第三節的討論,在西方之

性別主體建構理論與本土之女性經驗研究成果之間進行對話,藉以建立一個供

本研究設計與施行的暫時參考架構。 

 

第一節  理論觀點 

    人們所生於斯、長於斯的社會世界是個包羅萬象且持續變遷的複雜實體。

面對此實體,社會科學家藉助一個以「鉅視—微視」(或集體—個體)與「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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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或客觀—主觀)這兩個連續光譜為縱橫軸線建立而成的人為分析架構,予

以貼近與掌握;這兩條軸線相互交錯且彼此關聯,繼而衍生出社會實體的四個主

要層次( Wuthnow et. al.,1984/1994:40; Ritzer,1992/1995:770)。舉凡社會世界的任

何現象皆可被涵納於此分析架構中的一個或數個層次當中。茲將此分析架構圖

示如下: 

 

 

 

 

 

 

 

 

 

 

 

 

 

 

(社會實體之整合式分析層次架構圖:本圖乃參考 Ritzer,1992/1995:771與 

 Wuthnow et. al.,1984/1994:40而做修改) 

由於所持之哲學本體論(ontology)立場不同,社會科學家選擇切入實體的

分析層次也就各有所好。雷瑟(Ritzer,1992/1995:768-773)曾就時下既有之社會學

理論進行分析,並指出根據各理論所著重的社會實體層次之差異,大致可區分為

三種理論典範。分別是:社會事實典範:關切鉅視層次之物質與觀念面,以社會結

構與制度為焦點;社會定義典範:係以微視之觀念與物質面為主,關切的是社會行

動者之心智過程、其對社會情境之定義,以及這些定義對於後續的行動及互動之

影響;社會行為典範,則是專注於微視物質世界,主要處理的是不涉及個體心智過

程的客觀行為模式。換言之,各典範中的既存理論通常因為深入分析社會實體的

鉅視 

鉅視—物質                      鉅視—觀念 

         社會結構、           集體意識、文化體系 

       各種制度、組織      世界觀、規範、價值觀  

                                    

                                          

物質                                         觀念 

  微視—物質                       微視—觀念 

      個體之身體、          個體之思想、意識等 

        行為模式、               心智過程 

        行動與互動規則 

                        

                      微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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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層次,而容易傾向忽視對該層次與其他層次的相互關係進行探討。正是既有

理論的這種「片面性」,促使大多數社會學家逐漸關注於一個較整合的研究途徑

(Ibid.:761-762),亦即同時考慮上述的整合式架構之各個層次。 

    本研究係以佛教優婆夷之「性別經驗」(gender experience)為探討焦點,性別

經驗在此乃同時指涉社會行動者在個體心智過程與社會行動實踐歷程雙方面所

經驗的「性別化主體」(gendered subject)之建構過程3。因此,就分析層次而言,主

要聚焦於對微視之觀念與物質層次的探討,但並不因此排除對鉅視層次之關切;

相反地,將進一步盡力釐清微視之個體經驗與鉅視層次的關係,以期能確實掌握

研究焦點。因此,以下回顧之相關理論觀點將鎖定整合式的理論觀點。回顧之文

獻依次是:一、主體建構與社會世界的關係。二、性別體制與性別化主體之建構。 

 

一、 主體建構與社會世界的關係:邁向整合式的理論觀點 

(一)、二元架構的侷限 

    有關人在社會世界的生活經驗之探討, 社會科學延續了西方哲學傳統的二 

元論思維,建立起一整套包含主體/客體、心智/肉體、精神/物質、內在/外在、

個人/集體 … …等兩極對立之概念組的人為區分體系。此種二元思維模式無論在

哲學的本體論,或者在以人類認知經驗為探討焦點的認識論(epistemology)中皆

清晰可見。基於社會世界與人類經驗的複雜多變,一個人為之分析架構實有其必

要性與便利性。然而,若過度陷入僵化的二分則容易阻礙與扭曲對實際社會現象

的理解。回顧「人類主體經驗」之相關文獻,社會科學即遵循西方哲思之發展軌

跡,而 存 在 此 類 因 過 度 的 人 為 二 分 所 導 致 的 對 立 、 互 不 相 容 之 觀 點

(Bourdieu,1989:14-15)。在兩大二元而對立的思考途徑當中,一個傳統視存有

(being)首先在於「物質性」的基礎上,因此主張客觀社會結構或個體生物肉體具

有形塑個體之主體(包含內隱的情感、思想、意識、認知,以及外顯之行為、行

動)的主導力量。此種途徑一旦過分簡約,則容易導致對行動者獨立自主性的完

全否定或貶抑,視其行動為「沒有行動者」或「沒有心靈」而僅受生物體本能或

                                                 
3 gender在英文中原本是名詞,而在女性主義思想脈絡下則被轉化為名詞與動詞兩種詞性兼具,
以突顯個體的性別是深受社會文化所建構的動態過程,而非天生既定的不變狀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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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社會結構所決定之機械反應,即所謂生物決定論或結構決定論(如經濟決定

論)。另一個傳統則主張存有乃在於「觀念性」的基礎上,因此鉅視文化體系或

個人之思想意識對於個體主體的行塑具有優先主導力。此一思考途徑又可區分

為強調集體或個體層次二者:若是過度將行動化約至個體主觀面向,則會膨脹行

動者的理智、思想與意識之獨立自主性,並且人為地架空了行動者所置身的特定

歷史脈絡、人際互動關係網絡與社會環境條件,將行動理解成由一種先於歷史

的、非社會性的先驗自由意志所驅使。事實上,無論此種理性中心主義之唯心論,

或者前述唯物論,皆在二元對立模式中採取二選一的解決途徑,簡化了,也因此扭

曲了對「人類主體與社會世界之相互關係」的理解。 

 

     (二)、整合式的理論觀點 

有鑑於前述之二元侷限,對於「人身為社會行動者,其認知根源和行動實踐,

與社會世界的關係是如何的?」這個問題之探討,不少當代社會思想家試圖自西

方文化傳統的二元對立模式超脫,致力於建立一個「整合式的理論架構」。整合

的努力可見於下列社會學家對其所承繼之理論傳統的調整與修正:例如,柏格與

盧克曼(P. Berger & T. Luckmann,1967)在著作《社會實體的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中,即明確表示該書主旨乃企圖對社會的雙元性格—個人

之主觀意義與社會之客觀事實二者,採取整合方式處理(1967:61)。在新馬克思主

義中,批判學派則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與經濟決定論傾向,進而重新關切社

會生活的主觀要素(Ritzer,1995:463)。而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傅科(M. Foucault)和布

爾迪厄(P. Bourdieu)則分別對主體意識哲學的「先驗主體」之預設予以突破,但

同時又力求超越結構主義的僵化與侷限。他們將行動者帶回其所置位的歷史時

代與社會脈絡及其變遷中,從而掌握行動者與歷史、社會相互形構的複雜動態過

程。 

在這些整合的觀點中有一共通點:即採取「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分析複雜的

社會世界。辯證分析有兩個明顯特色:一.對於社會世界的各種組成要素之間,拒

斥絕對化的區別與簡單的因果關係,而是採取「關係的」(relational)思考模式,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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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各要素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其所嵌入的社會世界之辯證整體(Bourdieu,1989; 

Ritzer,1995:121) 。二.辯證法著重相互關係的「持續、不間斷」的特性,因此強

調時間向度,以「歷史的」(historical)、「貫時性的」(diachromic)分析途徑來理解

社會世界的變遷、發展歷程(Giddens,1999:49-54; Ritzer,1995:123-124)。下列綜合

回顧柏格(P. Berger)4和布爾迪厄(P. Bourdieu)5兩位學者如何運用辯證法建立他

們對於「社會行動者之認知根源和行動實踐,與社會世界的相互關係」之理論觀

點。 

個體出生時,基於人類生物根基之「未完成」特性,除了源自基因遺傳而在

外觀呈現可辨識的身體特徵(例如,生物性別、膚色)外,是以一種極具創造性與

高 度 可 塑 性 的 開 放 狀 態 6,進 入 前 人 集 體 建 造 的 社 會 文 化 脈 絡 中

(Berger,1991:9-11)。自此終其一生,個體都處在持續的主體建構過程中。這個過

程的意義是雙重的:對個體而言,意謂著「內在化」(internalize)社會世界的客觀

結構與意義體系,個人在主觀認知中確定了社會世界的客觀存在,以及自身參與

社會關係時所依據的位置與身份。對社會而言,藉由對新成員施以「社會化」

(socialize)而將其納入社會中,如此社會世界才得以維繫,並且能在社會成員們

不 斷 地 超 越 與 創 造 下 ,社 會 世 界 有 所 變 遷 與 革 新 (Berger,1991:7-8; 

Bourdieu,1989)。換言之,社會行動者的主體身份之建構乃同時關聯著兩個辯證過

程,首先,行動者終其一生都處在自身之心智認知活動與身體經驗之間的持續往

返、相互作用的辯證過程。其次,上述行動者個體的身心辯證過程並非獨自發生

於真空狀態中,而是自始至終都處在一個由個體與外在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不

斷來回形塑的更大辯證過程中。 

綜合柏格(P. Berger)和布爾迪厄(P. Bourdieu)兩位學者的相關觀點,可以將

此一主體身份建構過程闡述如下:首先,行動者自出生即進入既定的人類歷史社

                                                 
4.本節所回顧之柏格(P. Berger)的理論觀點參考:Peter Berger,《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1969),

高師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以及伍士諾等(R. Wuthnow et. al.),《文化分析》,( Culture Analysis), 
(1984),王宜燕.戴育賢譯,(台北遠流,1994)。 
5
.布爾迪厄(P. Bourdieu)的觀點則主要參考:Pierre Bourdieu(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  
 Sociological Theory, Vol.7, No.1(spring), Pp.14-25. 以及高宣揚著《布爾迪厄》,2002:台北:生智。 
.6.在整合觀點中,論及人的形塑時,無法忽略生物身體具有的物質基礎。柏格(P. Berger)綜合了黑格爾(G. 

Hegel)、馬克思(K. Marx)、佩雷思尼(H. Plessner)、波特曼(A. Portmann) 及蓋倫(A. Gehlen)等學者的哲學
觀點或生物學研究結果,而預設人類擁有透過自身的精神與身體活動不斷對外在世界進行運用與創造

的豐沛潛能。見柏格著,高師寧譯《神聖的帷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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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化脈絡中。在特定歷史時期裏,鉅視客觀結構與觀念意義體系相互生成、滲

透與轉化,其中,客觀結構提供觀念系統與象徵秩序具體化的物質基礎;而觀念意

義系統則對客觀結構賦予意義詮釋與正當化。二者共同對社會行動個體的身體

與心智進行形構,因此主體身份的建構同時指涉思想、情感、觀念等認知層面與

具體行動之實踐,這二方面乃是相輔相成的。       

其次,鉅視客觀結構與觀念意義體系乃是透過對各種社會關係與其相應的

互動規範、行為模式以及價值體系的範定與建立,而在社會化過程中賦予行動者

主體身份及其所處之社會位置,並提供行動者理解其個體經驗與生活世界的思

考與詮釋。隨著行動者經歷的社會關係之多樣化,行動者一生中將經歷多重社會

位置與主體身份,及其實踐。 

第三,語言符號與其他溝通符號的社會運用,例如,常識、知識論述、世界觀

等各種象徵符號系統,扮演連結行動者主體身份之建構與客觀社會結構的中介

機制,同時此一中介機制也深入了主體身份的認知活動與其行動實踐二者的辯

證過程。  

第四,行動者之各類主體身份及所身處之社會關係,皆置位於社會權力關係

與過程中,而前述語言符號、知識論述與世界觀等象徵意義系統正是進行「價值

承載」與「社會區隔」之權力配置的機制核心;同時也是權力鬥爭進行之場域,

在此,各個社會群體爭相為其存在價值與特殊利益進行表達與定義,而這各種相

互競爭的意義與詮釋提供行動者重新理解其主體經驗的可能性。 

最後,在社會區隔與權力配置過程中進入社會關係而獲致主體身份的行動

者,其認知活動與行動實踐不只是單向被動地內在化社會世界。基於人類不斷超

越與創新的潛能,以及上述因權力爭鬥而產生的各種相互競爭的意義詮釋體系,

行動者得以對其主體身份的建構進行反省與檢視,並重新定義其主體經驗。透過

所據有的主體身份之認知活動與行動實踐的持續外在化,行動者進而主動參與

社會權力之爭鬥與再分配過程,介入社會世界的重構與革新。 

    

二、性別體制與性別化主體之建構:整合式的理論觀點 

     承上所述,個體一生中將經歷許多社會關係,並被賦予相應的各種社會位

置與主體身份:性別、階級、種族或族群等。其中,女性主義觀點主張「性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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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是最核心的主體身份。正是性別體制之歷史社會文化建構,導致各佔人類

人口半數的男/女兩性被區隔為二分對立的群體,並且分別被配置於優/劣、支配/

附屬的不平等社會權力關係中。既有之女性主義理論對於性別體制與女性附屬

地位之關係的探討已發展出諸多流派(顧燕翎等,1996),而這些派別大致可歸結

為三種理論立場,分別是:一、著重從兩性身體之生物性別根基出發,探討父權體

制之起源與性別不平等成因,及其解決途徑;二、結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分析

與女性主義批判觀點,試圖在社會經濟結構秩序中添加對父權文化與性別體制

的分析;三、則運用精神分析學說之各種派別,例如,佛洛依德之性心理結構主義

和拉康之後結構主義,來解釋「性別化之主體身份的生產與再生產」。這三大理

論取向各有其深入分析的層面,但也相對忽略了其他層面的重要性,因此對於性

別體制皆僅能提供部份的說明(Joan Scott,1999:33-40)。 

  本研究雖著重於行動個體之性別化主體身份的建構,但試圖將個體經驗連

結至其所置身之歷史社會脈絡,採取一整合式的分析。而本節第一部份所回顧的

社會學既有理論對於主體身份建構的整合式觀點,有助於將分而治之的三種女

性主義理論立場予以統整。在綜合參考柏格(P. Berger)和布爾迪厄(P. Bourdieu)7

關於主體建構之整合架構,以及史寇特(J. Scott)8與威登(C. Weedon)9兩位女性主

義學者對於拉康(J. Lacan)之「語言象徵秩序與性別認同」觀點、傅科(M. Foucault)

之「論述/權力與主體」觀點的詮釋與應用後,茲將此一性別化主體身份建構之

整合式觀點闡述如下: 

隨著社會型態的差異與歷史時期的變遷,父權社會文化亦呈現出各種樣態,

致使生活於其中的女性所處之附屬地位以及所經歷之壓迫在形式與程度上均各

有差異。但在這些不同時期與地區的女性實際經驗中,有一共同根源,即「性別

體制」(gender system)的社會建構。性別體制係立基於人們在生物意義上的「性

別差異」(sexual difference),據以在社會世界之制度、組織、互動關係、象徵符

號體系與個體行動者之身體與心智等各個層面,進行性別之社會區分與階層化,

                                                 
7.同註 5 
8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Rev ised 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Pp.28-50. 
 
9 Chris Weedon,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7);  
 Feminism,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Oxford: Bkackwell Publishers,1999)Pp.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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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建構起以男性需求、價值與利益為優先的社會性別體制。換言之,性別之區

分與階層化原則滲透於個體與集體、主觀與客觀以及關係與制度等各種社會層

面之建構歷程中;而這些層面又在彼此相互生成與轉化的社會實踐過程中不斷

維繫與再生性別體制。因此,就個體行動者而言,其所經歷之性別化主體身份建

構過程,係始終處於整體社會之性別體制的不斷建構與再生過程之中。 

     在社會性別體制的整體建構過程中, 各個社會層面的相互關係可以闡述

如下: 首先,男性的價值與利益優先原則形構出在政治、經濟、宗教、家庭與教

育等客觀制度中的性別階層化結構,這些制度結構提供物質基礎,使一系列有關

男/女、優/劣、尊/卑、陽剛/陰柔、主動/被動、理性/情感 …等性別特質區分與

價值判斷的象徵意義體系與觀念論述得以具體實踐;相對地,關乎性別特質與價

值分判(規範)的觀念論述與象徵意義體系則對客觀結構賦予意義詮釋與正當

化。 

其次,鉅視客觀結構與觀念意義體系相互生成,並且共同透過對各種兩性之

社會關係,例如,夫妻、父女、母子 …等及其相應的性別互動模式、行動規範以及

兩性價值體系的範定與建立,從而在社會化過程中,以個體之生物性別為基礎,藉

由賦予個體性別化主體身份及其所處之社會位置,並提供個體理解其性別經驗

與兩性生活世界的思考方式與詮釋系統,而不斷在個體一生中形塑其身體與心

智。 

第三, 性別區分之社會意義、價值規範與秩序透過語言符號與其他溝通符

號的社會運用,包含常識、宗教義理、世界觀、與知識論述,或者服裝、儀式與

肢體舉動等社會象徵性實踐,連結與中介個體之性別化主體身份建構與社會制

度之性別階層。同時,這些中介機制也深入了性別主體身份的認知活動與其行動

實踐二者之辯證過程中。 

第四,行動者之性別化主體身份與其所處之兩性社會關係始終置位於兩性

權力關係之爭鬥過程中;性別權力之配置涉及:不同性別在各種資源形式之取

得、掌控與積累過程中所被賦予的區隔化與差異化程度,此為各社會制度之性別

階層的基礎所在。而前述語言符號與各種象徵意義體系正是進行「社會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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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承載」等性別權力配置的機制核心。它們同時也是權力關係運作之場

域所在,在此,各個社會團體爭相為其存在價值與特殊利益進行表達與定義,對那

正當化佔優勢地位群體之價值與利益的意義系統加以挑戰。因此,這些挑戰主流

論述而相互競爭的各種意義與詮釋提供了行動者重新理解其性別化主體經驗的

各種可能性。 

最後,在性別之社會區隔與權力配置過程中進入社會關係而獲致性別化主

體身份的行動者,其認知活動與行動實踐不只是單向被動地內在化社會世界。基

於人類不斷超越與創新的潛能,以及上述因權力爭鬥而產生的各種相互競爭的

意義詮釋體系,行動者得以對其性別化主體身份的建構進行反省與檢視,並重新

定義其性別化主體經驗。透過所據有的性別化主體身份之認知活動與行動實踐

的持續外在化,行動者進而主動參與兩性社會權力之爭鬥與再分配過程,介入社

會世界的重構與革新。 

 

三、名詞定義:性別經驗(gender experience) 

    回顧相關理論觀點後,本研究之焦點「性別經驗」在此定義為: 特定歷史背

景與社會文化脈絡下,社會行動者依據其在社會關係中所被賦予的位置,於身體

行動及心智認知所歷經的「性別化主體」之建構過程。此一性別化主體之建構

包含兩個核心的,並且相互關聯、增強與滲透的組成部分:一為:性別化認知主體

之建構,乃是行動者於內在認知、意識層面對性別身份的認同與內化歷程。二為:

性別化行動主體之建構,意指行動者於外顯行動,包含(身體裝扮、肢體舉止)以及

與他人之社會互動關係中,所展現對性別身份之具體實踐。 

 

 

第二節 國內之女性性別經驗研究:家庭與勞動市場 

 

    本節回顧台灣有關女性實際性別經驗的研究成果,以台灣女性於家庭生活

與勞動市場的性別經驗為主。 

一、漢文化之父系家族主義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分析女性之性別經驗時,各流派皆視家庭制度為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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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別經驗與維繫兩者權力關係的主要根基。而在台灣社會,家庭制度與社會

性別體制的維繫與再製過程之間又是何種關係呢?    

 隨著中國明鄭王朝於17th末葉東遷來台,漢人父權社會之文化規範、價值

體系與性別階層秩序即整體傳入台灣地區,並且深刻形塑此地居民的生活世界

與個體經驗。在漢文化脈絡中,無論個體之性別經驗或社會之性別體制的建構與

維繫,均有賴「家庭」這個最核心的社會制度。由於中國自周朝確立宗法制度起

即形成父系/父權制的家庭國家同構體制,因此相較於西方父權文化而言,家庭在

漢人父權文化歷史中具有遠勝於其他社會制度的重要性與根本地位。在傳統中

國,社會與國家均被視為僅是家庭的延伸;而所有主要人際關係亦以家庭關係為

基礎(蔡文輝,1993:352)。是以,父權與專制君權乃是一體之兩面,父權的維繫與推

廣即等同統治者政權之鞏固。而台灣社會正承繼此一漢人文化「家族主義」傳

統,因此政治上雖然歷經明鄭、滿清、日本殖民與國民政府威權統治等各個不同

時期的政權更迭,但父系/父權家庭及其所傳遞與再製的父權文化與性別體制始

終是當權者藉以穩定社會與政局的根基。 

父系家族之綿延不絕與和諧安定是漢人家庭與婚姻生活的主軸,因此,女性

之性別主體身份係圍繞著下列核心要素而終身持續地被建構著:首先,漢人父系

家族是以儒家尊卑分明的差序倫理為基礎而建立起父權/夫權式權力結構。因此,

家和萬事興的理想實有賴於居於卑位的兒女之抑己順親與妻子對丈夫之柔順曲

從。是以,女孩自原生家庭的早期社會化過程起,即在言談方式、軀體舉止、衣

著裝扮與遊戲內容各方面由長輩們賦予男女有別、尊卑有序的性別區隔之教養

模式,從而在女孩之認知、性格、軀體與外顯舉止中形塑父權文化所期待的陰柔

依賴特質。依賴與順從的奴性養成無非是為了讓女孩將來得以在夫家扮演稱職

的孝媳與賢妻角色做準備。其次,父系血脈的延續與家族之茁壯發展,在儒家孝

道思想與俗民祖先崇拜信仰的共同強化下,成為個人一生的重要職責。因此,女

性以其與生俱來的生殖能力,受到父權文化根據父系家族需求而範定其生命價

值與意義乃在:透過婚姻覓得夫家、為夫家負起生兒育女之傳家重任。配合此賢

妻良母角色而來的行為規範則將女性的生活空間與勞動領域侷限於「家內」,

擔任照顧者與料理家務的工作。 

根據第一節所回顧的西方理論觀點,個體性別化主體的建構過程中,除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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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價值體系、角色行為規範與制度化之資源配置等具體要素扮演重要角色外,

尚需依賴深層隱匿於日常生活中的象徵意義體系之運作。象徵意義體系具有正

當化的功能,旨在為人們解釋「為什麼」,對社會實體與人們的經驗賦予詮釋與

意義(P. Berger & T. Luckmann,1991:108-112)。史寇特(J. Scott,1999:38)對於象徵意

義體系在性別之社會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性做出如下的說明:「社會的性別配置指

定父親工作而母親擔任主要的照顧責任,以共同建構出家庭組織。但是這種文化

配置從何而來,以及為什麼此類配置被設計成依據性別區分工作內容 … …進一

步的原因應該往『意義體系』和『象徵秩序』尋找。意義體系是社會用以呈現

與再現性別的方式,也是社會用來設計社會關係的規則或是闡明對經驗的意義

之建構。」台灣社會所承襲的漢人父系/父權文化傳統是由兩個相互關聯的部份

組成,此二部份皆涉及形構父系/父權文化設計與潛在思潮模式的象徵意義體系:

一是由儒家思想體系為主幹而形成的大傳統;二是以民間信仰為中心所建立的

一套行諸常民日常生活的風俗習慣與行為模式,此係相對於儒家中心的小傳統

(葉啟政,1981:144-146)。此一文化傳統的整體是台灣漢人的深層認同根源,其中,

儒家思想體系固然提供一整套關於父系/父權家族制度運作所需之倫理規範與

道德禮教,然而,對於前生與死後的他方世界則避而不談;大傳統未能完善解釋的

部份形成俗民世界觀的缺漏,於是民間信仰之泛靈崇拜,包含對天地神鬼與家族

祖先亡靈的崇拜遂適時予以補足。因此,父系繼嗣原則的實踐與父權文化的傳遞

不僅存在於儒家倫理教化及相應的象徵秩序之施行中,更有賴於民間祖先崇拜

的宗教儀式與象徵意義體系的運作;二者對於父系/父權所賦予的正統地位與神

聖意義深刻地影響台灣漢人女性的性別經驗。 

首先,就儒家思想體系中關於兩性區隔與價值分判的象徵秩序而言,漢儒董

仲舒將陰陽學說與儒家倫理思想相結合,從天人合一的和諧宇宙觀出發,將夫/

妻、父/子與君/臣等二元分立且尊卑有序的倫理含納於天道陰/陽自然法則的運

行秩序中,結合人道與天道,從而合理化這一整套符合統治者利益的人為尊卑主

從差序界定。董氏云:「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

合 …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

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功,其終也不得分功。」(春秋繁露基義

五十三)。根據董氏論點,陰者不能獨行,須以陽為綱,是以確立君、父、夫三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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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更進一步增強儒家倫理規範中的君權、父權與夫權。漢儒不僅藉由天道

運行法則而積極肯定既存人倫之尊卑差序,更消極地藉言自然災異乃女禍所致

而告誡陰者不得居陽位;日蝕、地震、山崩與水火災等自然現象皆被歸咎於女色

誤國或后妃干政所致。漢代以降至明清各代,女禍觀漸趨平民化,遍及各階層,女

性不僅在國,即使在家亦不得「牝雞司晨」,侵犯男性權利(劉詠聰,1995)。因此,

男主女從的性別階層秩序與男外女內的性別分工透過各種女禍論述的象徵意義

體系,而跨越時空不停被強化、傳遞與再製。 

其次.就民間祖先崇拜與台灣女性性別經驗的關係而言,人類學家透過對台

灣漢人婚姻慣習成因的深入分析,揭露了隱含於婚姻形式與祖先崇拜信仰中的

象徵秩序,以及其與漢人女性之社會地位的關聯,進而解釋了何以漢人婦女較其

他文化之婦女表現更高的結婚率與強烈生育觀念 10(張珣,1995)。在漢人祖先崇拜

信仰中,認為人死後若無子孫服喪與祭祀,將淪為孤魂野鬼;而父系繼嗣傳統中,

唯有男性享有生前在父家祭祀祖先、繼承財產,並於死後接受男性子嗣祭祀的權

力。至於女性,在父家並無正式歸屬位置,她必須經由婚嫁並為夫家生育兒子傳

遞香火,日後才能依於丈夫同受夫家子孫之祭祀(Wolf,1972)。基於台灣女性必須

經由結婚生「子」才享有在父系/父權社會文化中的正式地位,對於未嫁即夭折

的女子,家人遂透過「冥婚」儀式補予她社會地位,將她納入正常社會系統中,並

解除女子家人的不安(李亦園,1988:187-188)。此外,對於只生女孩的家庭,由於女

兒無權傳遞父家香火與祖先牌位,所以只好為女兒招來女婿生養兒女以供奉父

家祖先(林美容,1977/1992:229-235)。經由上述人類學觀點對於隱含於漢人婚嫁慣

習中的象徵意義之詮釋,清楚揭露了父系繼嗣原則及其賴以延續的祖先崇拜信

仰之意義體系,如何形塑台灣女性的性別主體身份及其性別經驗。 

    整體而言,在 1960年代急遽工業化與資本主義體系發展以前,台灣社會在靜

態的農業經濟體系與穩定的政權結構交相運作下,父系/ 父權家庭制度相對穩

定,並且在大小文化傳統的象徵意義體系運作之下,持續合理化與再生產夫主婦

從的性別階層結構與男外女內的兩性分工模式,從而形塑台灣女性的性別經驗。 

                                                 
10 生男觀念至今仍深植於台灣民眾的主觀意識中,  依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於 1991 年與 1996
年  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理想的子女性別分配:選擇男多於女的比例 ,1991 為 9.1%;1996 年為 18.8%;
相對地 ,選擇女多於男的比例僅有:1991 年為 1.8%;1996 年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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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業化過程中,台灣女性於家庭與勞動市場中的性別經驗 

1960年代以降,台灣社會整體進入急遽的變遷,其中,工業資本主義體系的

發展對於女性生活的影響尤其不容忽視。由於工業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需要大

量人力投入其勞動市場,因此,就業機會的大增與多樣化使得台灣女性較農業社

會有更多參與社會經濟生產的機會。此外,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作亦導致經濟

生產與家庭生活相分離,這種種轉變對於原本以家庭為其主要之生活暨工作領

域,並在其中形塑其性別經驗的台灣女性而言,究竟發揮何種影響值得探究。是

故,台灣社會學界在近二十年多來陸續就工業化與經濟迅速發展背景下,台灣女

性之性別經驗的可能變遷情形進行量化實證研究(呂玉瑕,1995:178)。以下分別

從個體意識認知層面與集體之性別階層結構回顧關於台灣女性性別經驗的研究

成果。 

 

(一)、台灣女性對於性別主體身份之認知 

既有之量化實證研究,無論是採全省抽樣調查(呂玉瑕,1980;瞿海源

等,1991;1996),或以特定群體女性為研究對象,例如,都市家庭主婦(張曉

春,1975)、已婚職業婦女(戴瑞婷,1978)、中上教育程度婦女(費凱玲,1979)和中上

階層職業婦女(廖榮利和鄭為元,1985;藍采風等,1985)等。我們從其研究結果可以

得出頗為一致的結論:近二十多年來在工業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持續發展下,台

灣女性整體而言,雖逐漸贊同女性外出就業,然而過半數以上的女性,其贊成就業

的前提必須是不防礙結婚後對家庭性別角色職責的實踐。換言之,絕大多數的台

灣女性仍是認同傳統父權文化規範下的女性性別主體身份—賢妻良母,以及其

家庭內的職責—家屬照顧者與家務工作。就以1996年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對於

近 2000名婦女的性別角色認知所做的調查為例,其中有超過七成五的受訪婦女

贊成下列三種父權文化觀點:女人天生比男人適合照顧家庭(贊同率 78.1%)、母

親外出工作對於學前小孩不好(76.7%)、若不利丈夫事業不宜外出工作(76.7%)。

因此,整體而言,工業資本主義體系的興起固然增進台灣女性參與經濟生產的機

會與意願,然而並未明顯鬆動家庭之性別秩序及其價值規範對於台灣女性主觀

認知的形塑力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主張兼顧工作與家庭角色的女性之中,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19 

有一群女性因其教育程度或階級地位的特殊性,使她們對於女性之傳統性別主

體身份的認知確實發生些許的變遷。教育程度較低或勞工階級的女性,決定外出

就業的理由乃是基於整個家庭利益與經濟的考量,因此,她們對於性別角色的主

觀認知並未曾脫離父權文化價值規範。但是相對地,教育程度較高或階級地位屬

中上的女性,傾向透過參與社會之經濟活動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以及肯定自

己的存在價值。然而,她們對於家庭分工卻仍支持「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模

式(呂玉瑕,1980;藍采風等,1985;瞿海源等,1996)。因此,高教育程度或中上階級的

台灣女性正面臨著追求自我實現與遵循父權文化之女性角色間的衝突與兩難。

就長遠發展,這種衝突的持續存在是否可能促使女性挑戰既有之家庭性別角色

規範與分工模式,甚至要求重新定義之,是值得關切的。 

 

(二)、台灣女性對於性別主體身份的具體實踐—家庭制度與勞動市場中的

性別階層結構 

    父權文化及其性別角色規範、價值體系與性別階層既形塑女性之自我認知,

並且也由其認知而引導具體行動實踐。台灣社會學研究對於台灣女性之性別實

踐經驗的探討.主要是關切工業化過程中,女性在家庭與勞動市場兩領域的性別

階層結構中,所經歷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及其可能之變遷情形。就家庭制度而言,

既有研究顯示,無論原生家庭或夫權家庭,皆透過賦予女性相較於家中男性成員

更少的各種資源,以及固守刻板僵化之性別分工模式,從而維繫既存之男尊女卑

性別階層結構。例如,格林哈芬(Susan Greenhalph,1985)的研究發現,台灣父系/父

權家庭中,父母基於養兒防老的安排,遂給予兒子較多的教育與經濟資源,甚至將

女兒因社會經濟發展所增加之就業機會而獲致的收入投資在兒子身上,由此擴

大下一代的性別資源差距。是以,根據本研究,台灣工業化初期,經濟發展反倒增

強既有之性別階層。不過,其他研究則顯示,家庭中子女數減少,或者因為台灣經

濟發展使家庭收入改善等因素,都促使父母對兒女的資源配置漸趨平等(Chang 

Ming-cheng & Maxine Weinstein,1994)。 

    至於已婚女性在夫權家庭中的具體性別實踐及其家庭地位之可能變遷,相

關研究分別從家庭決策模式、家庭分工型態兩方面探討夫妻之性別權力關係。

以當前台灣家庭中夫妻之家庭決策模式而言,雖然夫妻有逐漸朝向共同決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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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尤其是都市地區 ,然而由於丈夫擁有父權文化傳統之認可,故較妻子在決策

上仍是更享優勢 (伊慶春 ,蔡瑤玲 ,1989)。另外,從家庭分工形態來看,林松齡(1997)

研究台灣中部地區夫妻在經濟活動與家務工作二方面的分擔模式。結果顯示,

以「夫外妻內」—丈夫從事有薪經濟活動 ,妻子負責無酬家務勞動的傳統性別分

工型態最普遍(佔 50%);「妻兼內外」—妻子除了負擔全職經濟活動,尚負責絕大

多數的家務勞動,而丈夫除了從事經濟活動外 ,很少分擔家務(佔 30%)。其餘則包

含「平等互惠」和「夫兼內外」的型態,共僅佔 20%。由此可知,多數的台灣已

婚女性在經濟上仍是依賴丈夫;再者,無論妻子是否從事全職經濟活動,無酬但繁

雜的家務勞動皆是她們的職責所在。除了瑣碎繁雜的家務勞動外 ,「女主內」的

具體分工內容尚包含負責家中依賴人口(幼童、殘病與老人)之照顧重任。胡幼

慧(1997:166)指出,在「父系」、「父居」、「父權」三重原則交織的臺灣家庭中,照

顧責任被定義為女性的天職。無償卻又勞力勞心的照顧天職將女性侷限於家庭

內,剝奪她們的工作權、社會參與權與退休生活。家務勞動與照顧責任的牽絆使

台灣已婚女性被迫中途退出職場 ,也間接導致整體女性就業率遠低於其他亞洲

國家11。國內研究發現,有八成失能老人由女性在家中自行負責長期照護(胡幼

慧 ,1996);而大多數學前兒童之照顧亦由母親或女性親人在家庭中承擔(尤詒

君,1995;俞筱鈞,1996)。因此,八成(81.4%)的台灣已婚婦女為了照顧兒童而離職

(行政院主計處 ,1994)。 

    綜合言之,大多數台灣女性在家庭的既有性別階層結構中,仍然受限於男尊

女卑之性別資源配置與男主外女主內的僵化分工模式,迫使她們經由主觀認知

的內化,也在具體行動實踐中維繫與再製父權文化範定的女性性別身份,從而限

制了她們參與社會與經濟活動,以及獲致社會與經濟資源的機會。此一與社會經

濟領域脫節的女性性別實踐同時又反過來強化女性在家庭中對丈夫的依賴與附

屬狀態。 

 

 

                                                 
11 台灣迅速的工業化曾一度使整體女性就業率從 1954 年的 29%增長至 1988 年的 46%(呂玉瑕,1995),
然而 ,此後 ,整體台灣女性就業率便始終停留在 45%左右 ,不再成長,相較於歐美,甚至鄰近的日本與南韓
等亞洲國家皆是頗低的比例(張晉芬 .黃玟娟 ,199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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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階層結構不僅透過家庭制度,同時也經由勞動市場而運作。由於台灣

父權文化之男女有別的性別區隔原則與男主女從之性別價值體系滲入了工業資

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因此,相關研究發現台灣兩性在勞動市場上呈現明顯的性別

隔離情形(蔡淑鈴,1987;林忠正,1988)。女性較容易進入被社會文化認定為適合女

性特質的職業;至於專業性高的職業則被預設只有男性的能力所能企及,因此,女

性欲進入此類領域總是遭受極大阻力(林忠正,1988)。此外,在「男人必須養家活

口」的家庭角色規範影響下,台灣勞動市場更藉由「招募設限」、「同工不同酬」、

「升遷管道不均」之性別差異待遇,建構起男性在職場之主導地位/女性被邊緣

化與從屬化,從而維繫性別階層結構(蔡淑鈴,1987;林忠正,1988;張晉芬,1991)。 

總的來說,台灣社會在工業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急速發展過程中,固然促使女

性就業比例曾經提昇不少,然而,父權文化及其性別體制並未因此鬆動,相反地,

透過家庭制度與勞動市場的交相運作,男女有別的資源配置、男尊女卑的性別價

值體系與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不斷形塑台灣女性之性別主體身份,以

及其在兩性權力關係中之附屬地位。而在女性認同並具體實踐其性別主體身份,

因而受制於附屬地位的過程中,家庭與勞動市場中的性別價值規範與性別階層

秩序也就得到不斷地強化與再製。 

 

 

第三節 佛教與女性信徒之性別經驗的關係 

 

如前所述,民間信仰的祭祖儀式與象徵意義體系在漢人父系/父權社會的性

別體制之維繫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那麼,佛教傳入漢人社會文化的歷史已久,

做為影響本土人民生活至深的重要宗教體系之一,它與漢文化的性別體制以及

本土女性之實際經驗的關係又是如何呢?國內的佛教研究雖然蓬勃,但在佛教研

究中加入性別議題或婦女經驗的探討者則不多見。當前結合佛教與女性所形成

的研究範疇,在國內主要有三種研究取向,以下分別擇要回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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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教義與經典的女性觀 

    這一取向的研究著重對佛教教義與經典之女性觀的探討,以釐清性別是否

為影響信徒修行證果的關鍵,佛教女性信徒能否成佛等性別議題。其中,有些研

究更進一步分析佛教女性觀之形成與外在社會環境的關係;另一些則根據史料

說明佛教女性觀對於女性信徒之實際影響。    

    首先,就佛教教義而言,佛教係源自釋迦牟尼於印度種姓制度背景中所創立

的宗教,它徹底反對當時的婆羅門種姓主義之教義學說,經由對宇宙「緣起」原

理的體悟建立起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與「涅槃寂靜」三法則為核心的

一整套思想體系。並且從緣起、無常與無我的宇宙觀更進而推演出「眾生平等,

皆有佛性」的生命觀與倫理價值觀(釋昭慧,1998a:60-61)。根據緣起法,眾生均為

因緣和合而存在,任何尊卑優劣的差異都是因緣條件所致,當因緣條件改變,差異

也就隨之改變,因此,沒有任何真實不虛而恆常不變的本質存在,進而也就無所謂

「本質性」的差異存乎眾生之間。由此推演出「眾生平等」的佛教基本精神,

並形成與任何階級意識之緊張關係(釋昭慧,2002:7-10)。任何形式的階級意識,包

含男性中心主義或人類沙文主義,皆是不理解緣起法的蒙昧所致。是以,就佛教

修行而言,任何眾生皆有成佛的潛能,非關物種或性別差異,只要具足一切攸關修

行的因緣條件,均能成就成佛之圓滿境界。故而,兩性解脫成佛平等觀確有其來

自佛教基本教義的理論基礎,無庸置疑(古正美,1987;釋恆清,1995:28-32;釋昭

慧,1998a:80-81)。 

    其次,若進一步細察佛教經典中有關「性別與解脫」的觀點時,卻又時常可

見兩種相互矛盾的論點:一是符合上述佛教思想基調「眾生平等,皆有佛性」,主

張身體性別並不會對解脫之實現有何助益或阻礙。例如,大乘經典《維摩詰所說

經》基於般若「空」的思想,說明人身男女皆是虛相,並非有實質的存在,「男女

法性一如,平等無二」,因此,修行必須破除對男女妄相之執見。然而,另一論點則

相反地認為,女性的身體具有根本業障會形成阻礙,使女性較不可能在佛法解脫

道上有所精進。此類歧視女性的論點分散於許多部派時期的佛教經典中,例如,

化地部派認為女身有五障:不能成就佛、魔、帝釋、梵與轉輪聖王等五種神聖境

界;而一切有部則認為女性雖有身體的障礙,只要努力修行便可轉男身成佛(古正

美,1987;釋永明,1997:95-98)。針對佛典中歧視女性的觀點,學者們(古正美,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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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印順,1982:193-194;釋恆清,1995:32-34)將之置位於現實社會歷史脈絡中加以探

討,並得出一致結論:此類與原始教義平等精神相違的性別歧視論點乃是佛教於

傳播過程中,受其所處之歷史時期與世俗社會文化影響的結果。由於佛陀滅度後,

經典的結集與詮釋是在印度父權社會脈絡中由比丘僧團全權掌握,因此,比丘僧

人對女性的態度深受印度既存父權文化意識的影響,並反映於其所結集的典籍

中。但隨著歷史時期變遷,各階段集成的經典對女性的態度有著不同的轉變,一

般而言,相較於部派佛教對僧俗份際與男女尊卑的嚴守,大乘佛教的倫理思想則

重現原始佛法之平等精神(釋恆清,1995:77-79;釋 永 明,1997:110-111;釋昭

慧,1998a:25-26)。 

第三,就佛典女性觀與漢傳佛教女性信仰實踐的關係而言,傳統中國與古印

度同為貫徹性別階層秩序的父權社會,因此,佛教平等思想在中國僅能有限度地

開展,而佛典中的性別歧視觀點則因呼應中國既有之父權社會文化,因此得以與

眾生平等思想同時矛盾地並存。古正美(1987)指出,中國宋代曾接觸經南傳佛教

而來的化地部派之苛刻女性觀;此外,一切有部的「轉身論」確實影響過中國佛

教女性信徒,並造成女性藉由宗教自殺以求轉男身的悲劇。但終究中國是以大乘

佛教為主流,因此,男女解脫平等觀多少緩和了部派性別歧視觀點對中國佛教的

影響。至於台灣,佛典的女性觀又如何影響佛教女性信徒呢?根據李雪萍的田野

資料(2000)與界內人士的了解(釋見曄,1999:140-146;釋昭慧,1996),「女眾業障重」

的歧視論調一直以來都確實對佛教四眾信仰者,包含僧俗與兩性,造成一定程度

的負面影響。例如,「女眾比男眾少修五百年,故而業障深重」的說法普遍流傳

於台灣佛教界;此外,一部包含印度版的女禍觀與細數女眾有八十四醜態的佛典

《大愛道比丘尼戒經》時至今日,仍在台灣某些佛教道場受到比丘師長與比丘尼

的重視,用以進行對佛教女眾的奴性教育12顯見台灣既定父權社會文化有其適合

佛典性別歧視觀點的繁衍溫床;並再次說明佛教理論層次之平等思想於父權社

會環境中,勢必面臨既有之性別秩序與結構的影響而導致對其宗教理念之具體

                                                 
12 《大愛道比丘尼戒經》中,將女眾視為毒蛇與毒樹,並且將樹木枯燥、舉石燋旱、禽獸饑餓等災難歸
咎於女眾之存在所致;此外,經中更細列「女人坐喜大聲呵狗 … …女人喜敗人成功,破壞道德 … … 女人憎
人勝己,欲令早死 … …」等八十四條醜化女性的條目。在台灣,一份佛教刊物<僧伽>雜誌自 1992年起迄

今錄續刊登宣導佛教女眾修學《大愛道比丘尼戒經》,背頌八十四態以求自省的文章,詳情請見〈僧伽〉
第一卷第四期;第二卷第一期;第九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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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阻礙。 

 

二、 佛教體制中的女性地位 

    此一研究取向從佛教戒律探討男女兩眾於僧團中的地位。佛教律藏所載的

律法和戒律是關於佛教體制的一切規定,包含出家眾的道德規範、經濟準則與團

體紀律等。當前台灣對於佛教戒律最主要的質疑與批評是針對攸關比丘尼地位

的「八敬法」之真實性與時宜性。 

    八敬法,根據律典記載,係釋迦牟尼允諾首群女眾出家之際,為維持僧團秩序,

而替比丘尼僧團制定尊敬比丘僧團的八條規則。其內容如下:「雖是已受具足戒

多年的百歲比丘尼,也應禮敬迎請剛受完具足戒的比丘」、「不得於無比丘處安

居」、「比丘尼不得罵唁讒謗比丘」、「二年學法完畢後,於比丘、比丘尼兩眾請受

具足戒」、「比丘尼不可舉發比丘或見或聞或疑的過失,但是比丘可以舉發比丘尼

的過失」、「比丘尼犯僧殘罪,應在二部僧中,半月行摩那」、「每半個月從比丘眾

請教誡問布薩」、「安居結束後,於兩眾行自恣(釋印順,1982:192-193)。釋印順對

於八敬法的制定原義詮釋為:使比丘尼尊重比丘,而由比丘負起監護與教育的義

務,旨在對比丘尼啟發與誘導向上, 並非輕視與壓制(ibid:193-196)。 

    然而,就佛教史上女眾僧團的發展而言,八敬法的成立卻在比丘權威心態的

擴張下形成對比丘尼的嚴苛管理,甚至是限定箝制。使比丘尼僧團始終屈於附屬

地位,未能在僧伽體制中發揮潛能與自主性,進而間接導致保守遵行八敬法的南

傳佛教地區比丘尼僧團絕跡(釋印順,1982:194-195;釋恆清,1995:25-26;釋昭

慧,2002:24-27)。不過,八敬法的真實性在國內經常受到質疑,理由有二:一是其制

定違反佛陀制戒之「隨緣而制」原則;二是八敬法以及其他戒律均是佛滅後各部

派比丘所集成,隨著部派之間對尼眾寬嚴態度不一,關於尼眾的戒律條數繁簡也

相去頗甚(古正美,1987;釋印順,1986:428-429)。 

中國與台灣佛教界對於八敬法並不如南傳地區那般嚴格遵行,而 

是取決於歷代政治統治者之介入程度與各個僧團領導人士之詮釋,因此八敬法

的遵循情形相對模糊與開放。例如,六朝時雖然因當權者的敬重使比丘尼僧團的

活動力與影響力達到顛峰,然而李玉珍(1987)探討六朝比丘尼教團的成立與發展

時指出,當時卻因為遵守八敬法使比丘與比丘尼教團有嚴格的區隔存在,而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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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必須經由比丘僧團為之授具足戒才能加入僧伽,這使得比丘僧團地位始終高

於比丘尼僧團。日後,上述相同的戒律在宋太祖時卻遭禁止,理由是:「僧尼無間,

實紊教法,而今於尼寺置壇受戒,尼大德主之。」統治者的介入反而給予比丘尼

僧團更多的自主空間(釋恆清,1995:26)。 

   至於台灣佛教界,從戰後迄今,對於八敬法的看法與立場更是隨著各教團主

事者之個別詮釋與台灣兩性平權議題之日益沸騰而呈現多元分歧狀態:有主張

存而不論者13,有著眼台灣僧團兩性權力結構之不合理而亟欲徹底廢除之 14,更

有反對改革呼聲而出現的保守反動勢力堅決貫徹八敬法15,這些相互衝突的力

量正在持續進行對八敬法之存廢的攻防戰。由於佛教教團體制並不存在中央極

權領導的行政體系模式與層層節制的嚴密組織型態,各個僧團只要遵循律制,即

是合法而受認可的(釋聖嚴,1996:197-198)。在這種缺乏統一行政組織、各個教

團各自為政的情況下,八敬法的存或廢尚無法獲致一統的結論。因此,堅守男尊

女卑秩序的保守勢力,與要求廢除男性特權而落實佛教眾生平等思想的改革勢

力均有發展空間。至於究竟當前台灣佛教界中有多少教團仍實施八敬法,以及其

對僧眾性別意識與權力結構所形成的影響則有待確切的田野調查。 

總的來說,佛陀本懷與佛教教義所持的男女解脫平等觀,是佛教最基本最理

想的女性觀,但這終究是理論層次,一旦將佛教思想落實於世俗社會,勢必面臨特

定的社會文化脈絡而有所適應,因此在印度比丘們所集結的經籍與律典中,處處

可見男性中心思想對於佛教平等教義的曲解。在傳統中國與台灣,無論對經籍中

大小乘的不同女性觀,或對各個部派不同的律典,所持的看法與遵循情形皆因人

為因素而時有所變,使得八敬法在中國很難完整地被遵循,這也間接形成有利於

比丘尼僧團發展的環境。然而,即使八敬法在中國與台灣佛教界只是被部份地遵

循,它依舊呼應了外界父權體制的運作,並且在與前述部派佛典之貶抑女眾觀點

                                                 
13 聖嚴法師於<今後佛教的女眾問題>(收入於釋聖嚴著《學佛知津》,台北:圓神,1993:172-180)一文中,
開證法師於《護僧》第二十期,頁 6中,均表明對八敬法採取不主張廢除,但也不刻意強求女眾遵循的立

場。  
14 弘誓文教基金會於民國九十年三月三十一日召開的「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中,由釋昭慧法師代
表正式發表廢除八敬法宣言。事實上,台灣佛教界內的婦女運動早開端於1991年, 釋昭慧法師從該年迄

今持續於佛教刊物中,與堅守八敬法及佛典性別歧視觀點的保守論者進行筆戰。  
15《僧伽雜誌》自 1992年創刊至今,時常為文傳遞要求台灣女眾嚴守八敬法並以八十四醜態自省的反動

立場。詳情請見〈僧伽〉第一卷第四期;第二卷第一期;第九卷第四期。例如,第九卷第四期中刊載:某一

專弘《大愛道比丘尼經》的道場具體要求參與結夏安居的比丘尼表演女人八十四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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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結合之下,形成中國與台灣地區僧團體制以比丘為主體的格局。時至今日,由

於台灣社會經濟發展與教育普及,加上台灣婦女運動對兩性平權議題的持續推

展,皆間接衝擊佛教界內的性別權力問題(邱敏捷,2001),因此,當前的台灣佛教

界中,針對佛典中性別歧視觀點八敬法等不合時宜的戒律,與其所導致對兩性修

行者身心的傷害等問題,積極要求公開討論、檢討乃至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是

故,從經典與戒律之性別議題探討佛教對於女性信徒的影響時,均不能忽視其所

置身的特定歷史時期與社會文化背景,尤其不能疏忽男性在父權社會中對於宗

教體制與宗教義理所擁有的掌控權,以及社會變遷過程中,來自女性信徒的自覺

意識所對男性宗教特權構成的挑戰力量。 

 

 

三、佛教信仰實踐與女性性別經驗的關係 

    無論從佛教經籍或體制中探討女性之宗教地位,資料所顯示的主要是鉅觀

層次的意義:置身於外在客觀歷史時空、特定的政治背景與父權社會文化脈絡下,

佛教女性信徒如何在世俗社會與教界內的父權交相運作的空隙裏被有限度地允

許其信仰空間,由此所呈現的主要是社會結構對於社會行動者的限制與障礙,但

是欠缺對社會行動者—佛教女性信徒之主體性的展現。無從理解微觀層次中佛

教與女性信仰主體的互動,是否可能從日常生活賦予社會性別角色新的意義詮

釋,以及其對父權社會結構所可能發揮的潛在變革。就國外對微觀層次的研究而

言,芙克(Nancy Falk,1994)發現,近年來已經有愈來愈多女性學者將自身宗教經

驗與學術研究相結合,這一現象使宗教經驗的探索成為宗教研究的新趨勢。然而

當前台灣地區對於宗教體制中的婦女或婦女的宗教生活則著墨甚少(李貞

德,1994)。事實上,這一新趨勢對於研究佛教中的女性議題而言相當重要,因為女

性在佛教史上始終是沉默的多數,長期隱沒在男性主導的經典與歷史傳統之外,

透過對女性信徒之佛教經驗的直接探索有助於呈現女性在研究中的主體性。以

下將回顧國內外以佛教女性信徒之實際宗教經驗為主題的相關研究。 

女性身為行動主體,其佛教信仰之實踐與性別經驗的關係,包含下列兩個

核心問題:第一,就女性既有之性別經驗是否影響其選擇佛教信仰而言,美國女

性學者以其對佛法之修行經驗進行說明。當地教會普遍貶抑女性的信仰自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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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地位,而藏傳佛教的傳入則使她們能適時地從佛法平等無礙的空觀,獲致實

踐兩性平等之宗教生活的理論依據(李玉珍,1995)。至於台灣地區,根據佛教學

者與比丘尼學者對教界的長期觀察與實地瞭解(江燦騰,1996;蔡文婷,1996;釋昭

慧,2000;釋見曄,1999:136),台灣女性的性別經驗對於她們選擇皈依佛教信仰確實

具有影響。50-60年代以前,台灣女性出家有許多人是迫於傳統性別角色所導致

的經濟困頓無力謀生因素(包含童養媳、寡婦、老年婦人)或情感與婚姻挫折的

消極因素。然而,60年代以降,則有日益增多的年輕女性或具有經濟自主能力、

高學歷程度的女性基於個人理想的生涯規劃而選擇佛門為終生依歸之處。無論

是迫於受挫的生命經歷或出自積極的生涯抉擇,台灣女性之親近佛教信仰都不

脫社會性別文化的影響。由於台灣父權文化及及其性別體制賦予女性在家庭婚

姻生活與工作領域中,相較於男性皆擁有較少的自主空間與各種資源,並處於較

不利的社會地位。因此.世俗男尊女卑性別秩序對女性形成一股排拒推力;相對

地,佛教的神聖信仰體系提供眾生解脫平等的理想,而各種利己助人的弘法、教

育、文化與福利服務志業則給予修道者發展自我及參與社會的機會;此外,佛教

道場亦提供信仰者在世俗家庭與工作之外的另類空間,這種種因素共同形成對

女性的一股吸力。 

第二個研究問題是,持續投入佛教信仰的實踐過程對於女性之性別經驗發

揮何種作用?在美國,葛蘿絲(Rita Gross) 是提倡佛教與女性主義對話的先驅,

劉婉俐(1999)回顧並歸結葛蘿絲綢多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得出下列結論:一方面,

佛教的理論可以補正女性自覺運動,透過佛教轉化憤怒為能量的方法,能夠擴大

女性自覺的精神層面,使女性超越對父權僵化性別角色模式的因襲,因此葛蘿絲

建議將在家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如母職或家務等,與佛法修行相結合。另一方

面,女性透過佛教實踐所產生的意識覺醒,有助於釐清佛教僧團內長期受世俗父

權社會文化所扭曲的性別角色,因此,她強調結合女性自覺與佛教僧團的發展,企

圖重構一個兼容男性與女性價值的現代僧團,以達成雙性平衡的解脫。 

    克藍與坎培爾(Anne Klein &June Campbell,1994)也曾細緻地將女性自覺與佛

教修行解脫二種意識層次的轉變歷程做一類比的闡述。在藏傳佛教中,Yeshe 

Tsogyal是代表慈悲之道的教義與修行的女神,女性修行者遵循祂的典範,在修行

中獲致一個清楚的自我肯定而終得解脫。同時,她們進一步將佛教女性信徒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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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的過程等同於女性主義的自我覺醒歷程。首先,修行者確認一個女性角色的

存在,並產生認同與信心去實踐此一角色,最終瞭解此一認同是虛構的(如同父權

所定義的女性角色),因此獲得真正自由的覺醒。 

    在台灣地區,盧蕙馨(1997;1999)陸續以慈濟功德會的佛教女性信徒為研究

對象,探討儒家倫理思想的性別角色規範與父權家庭觀念,如何在女性信徒對佛

法的具體信仰與實踐中被轉化與改變。其研究發現,首先,佛教信仰有助於女性

在家信徒走出家庭,增進對社會的參與 ,並且從中增長見聞發揮潛能 ,進而形成自

尊自信的自我認同,有別於儒家傳統教化下自卑自怨的女性。因此,現代佛教中

的女性信徒比儒家的女性更居於主動明顯的地位,但其中仍有些慈濟女性受制

於傳統性別角色的束縛 ,她們將慈濟當成暫離世俗生活之無奈與煩惱 ,以求釋放

個人情感的”宗教家庭”(盧蕙馨,1997)。其次,佛教信仰實踐不僅對女性性別經驗

發揮認知層次的轉化,更進而以宗教之神聖象徵意義將世俗文化教化下的「性別

化」身體予以解構,而代之以「去性別化」的宗教身體意涵(盧蕙馨 ,1999)。 

    此外,李玉珍(1999)在一篇名為「寺院廚房裏的姊妹情」的研究中,將台灣佛

教女性信徒的性別角色形成過程置於寺院之廚房生活與經濟結構中,進行實地

觀察與深入分析。她利用十八個月的田野調查,走訪了數十座寺院的廚房,發現

一般寺院仍將廚房視為女性的工作領域,而佛教婦女仍擔任傳統女性的煮食工

作,但是由於現代台灣的寺院不同於傳統中國叢林制度的生活模式,因此實際上

已經賦予”煮食”這個宗教實踐不同的社會意義,藉由煮食,台灣比丘尼不僅建立

起其經濟獨立的自主性,並且因此形成有別於男性同儕的性別認同與團體意識。 

    除了李玉珍的研究外,佛教界內的學者釋昭慧(1995)曾以其親身的經驗與實

踐為基礎,闡述台灣當代比丘尼僧團的宗教實踐與性別經驗的關係。她聚焦於台

灣佛教界內的兩性權力結構問題 :首先,在當前台灣一些兩眾共處的僧團中,許多

女眾擔任道場中的基層雜務工作,延續了世俗父權社會中的兩性性別分工 ;而有

些比丘在僧團中則抱持固有的男性沙文主義,不願意擔任煮食與打掃的工作 ,再

加上以印度戒律裏比丘中心主義的觀念合理化自己的言行 ,而具有傲慢的心

態。但也因此 ,使比丘尼師以她們寬容可親的特質吸收了在家信徒的支持,有助

於女性僧眾在台灣佛教界內自立與崛起。其次,釋昭慧提到中國佛教會的存在與

女性僧眾的關係:一方面,中佛會女性成員稀少所反映的是佛教女眾不熱衷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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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爭奪,以及教界人士囿於傳統性別角色觀念而不願意支持女性參選人;另方

面,中佛會表面上是金字塔型結構,但實質卻不同於西方基督宗教的體制結構,對

於各寺院發揮不了權力運作,因為台灣佛教延續了中國佛教道場各自為政的鬆

散性格,所以男性僧眾也無法透過中佛會箝制女性僧眾,換言之,只要女性僧眾經

濟能力自主,有效吸收在家信眾的支持,即可在台灣佛教界獨立自主。 

綜合本節回顧之文獻,佛教雖源自於父權與階層分明的社會,但卻發展出反

對一切虛妄分別而宣揚眾生平等的教義,其不強調特定物種、性別、族群或階級

等群體為中心的宗教理念,一旦落實在世俗社會與信徒的實際生活中,到底會產

生什麼樣的轉化?國內外的佛教研究發現女性信徒對佛教具有自願地親近與選

擇的可能性,而透過女性信徒對佛法的修行證悟過程,確實蘊含著促使她們啟發

其自我意識覺醒與重新定義其性別經驗之可能性。然而,佛教因置身於父權社會

而導致男性僧眾主導經典、戒律與體制的詮釋與發展,使佛教之平等思想無法徹

底落實,並在僧團性別權力結構中反映了世俗父權文化之性別階層秩序。而經典

與戒律中留存的歧視女性成份,時常成為部份佛教男眾用以貶抑女眾之修行成

就與宗教地位的合理藉口。然而,社會變遷、經濟成長、婦女運動的發展與佛教

教團缺乏中央極權組織等客觀因素則提供台灣佛教女性信徒更多資源與可能性,

得以主動要求甚至具體對經典、戒律與既存體制中不符合佛法之平等精神的部

分展開改革。 

      

第四節、中國佛教改革派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在台灣的  

        實踐概況 

     本節將簡介當前盛行於台灣佛教界 ,並且對於世俗社會產生深遠影響力的

人間佛教 16之根本思想內涵及其實踐概況。佛教本是源自對印度種姓制度的徹

底反對,而發展出主張自由解脫與平等思想為終極關懷的宗教體系,然而神聖的

宗教理念一旦要落實與長存於世俗社會,則必然在適應現實政治社會環境的過

程中面臨轉化流變的命運。如同前面回顧的文獻所示,佛教傳入中國後,一方面

因為歷代政權對宗教的嚴密控制,在不得阻礙政治統治的有限度發展下形成儒

                                                 
16 其他以人生或人間佛教為題的論著請參閱:張漫濤主編的「佛教與人生」,收錄於現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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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入世,佛教、道教主出世的格局,中國佛教逐漸邁入神化、鬼化以及崇僧抑

俗的方向;另方面,佛教遭受儒家父權制家族中心主義的打壓與扭曲,以及受印

度部派佛教八敬法與比丘優越主義的影響,導致了僧團內部男尊女卑的性別權

力結構、師徒寺產私相授受制度等謬誤(楊惠南,1980)。這些佛教敗象直到近代

因為受到各種西方思潮的衝擊與社會現代化的需要,而醞釀了佛教改革的趨勢。 

    二次大戰後隨著中國傳統佛教與大陸僧侶來到台灣,佛教的改革趨勢也逐

漸在台灣發酵與成形,這股積極為中國佛教拓展現代化進程的改革力量在教理

方面乃發軔自太虛法師的「人生佛教」及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此一改

革派思想至今仍持續影響海峽兩岸的佛教現代化運動(陳進國,1997)。就改革派

對於台灣佛教界的影響而言,楊惠南(1980)指出,太虛法師(1880-1947)的人生

佛教及其改革運動雖然包含教理、教制與寺產等各方面,但真正對於當代台灣佛

教的改革運動發生重大影響者,主要是教理方面,而這些成果的展現與太虛的學

生—印順法師(1906-)有著密切關係。面對傳統中國佛教日漸衰頹委靡的窘況,

印順與太虛同樣具有非革弊鑄新無以救亡圖存的深切體悟。因此,印順受到太虛

的「人生佛教」思想啟發後,進一步對傳統中國佛教展開較太虛更為徹底的省思

與批判。他闡揚「人間佛教」理念,並且為之建立穩固的理論基礎。由於印順自

1952年以來就一直定居於台灣,因此他的「人間佛教」深刻影響當代台灣佛教。

究竟「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具有什麼意義與重要性,使其不同於中國傳統

佛教?而這一改革派的思想與理念在當代台灣佛教界中的具體實踐情形又是如

何?以下將簡要地說明。 

 

一、太虛的人生佛教思想 

太虛提倡人生佛教的目的在於,針對明清以降中國佛教避離塵世隱遁山林,

以及淪落經懺法會送死度鬼等弊病進行針砭與匡正。為了對治中國佛教這些長

久敗象,並且導正由此而在學者與一般民眾心中產生的根深柢固的誤解。一方面,

太虛曾數次於公開演講中,澄清此等度死奉事鬼神與隱遁山林的趨向並非佛教

本質,而是佛教受制於中國政治勢力神道設教,與民間鬼神信仰習俗的結果。例

                                                                                                                                                      
學術叢書 62期,大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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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 1939年的一篇講稿中,太虛說明:「一般認為迷信的,不外各地方所崇拜的鬼

神偶像,及化燒紙錢等風俗習慣,皆認為佛教所造成,其實這在佛教原有的教理與

制度上並沒有提倡過。此種俗習之起源,多由於中國古來的所謂神道設教思想之

遺傳。 … …其用意在鞏固其統治權,以使之補助政治法令所不逮。 … …古今一般

人士看見各地寺僧在山林,往往即據之以為佛教是非人生的,乃是山林隱遁的,與

社會人生不相關聯的,是所謂出世逃世的消極佛教。因此即以為佛教對於有為的

青年人,及對社會或國家負責任的人皆不宜接近,尤其不必去研究,但為一般退休

的老年人及無知婦女的崇信物。 … … 其實這也非佛教的本質。」(釋太

虛,1939/1995a:96-97)。 

另一方面,太虛更積極從佛教教理中闡揚佛法著重現實人生與經世治國的

內涵,據以提倡他所謂的「人生佛教」。首先,他提出「人生佛教」一詞,並突顯其

強調「現實人生」的特殊意義:一來消極地對治佛法的重「死」、「鬼」流弊;二

來積極地側重於現實人生之改善。在〈人生佛教開題〉一文中,太虛詳述「人生」

一詞的意義:「『人生』一詞,消極方面為針對向來佛法之流弊,人生亦可說『生

人』。向來之佛法,可分為『死的佛教』與『鬼的佛教』。向來學佛法的,以為只

要死的時候死得好,同時也要死了之後好,這並非佛法的真義,不過是流布上的一

種演變罷了。 … …然吾人以為若要死得好,只要生得好;若要做好鬼,只要做好人,

所以與其重『死鬼』,不如重『人生』。 … …我們現在是眾生中之人,即應依人生

去做,去了解;了解此生,做好此人,而了死了鬼亦自在其中,此所以對向來死鬼的

佛教而講人生的佛教也。」(釋太虛,1944/1995b:223)。其次,他進而闡述佛教義理

中固有的入世性格,為人生佛教提出理論依據:「佛陀之說法 … …普為一切眾生,

而說法的中心對象,則仍在人類眾生,故佛法實是人類眾生的佛法,佛所說的一切

學理和道德,都是不離開人間的。 … …佛說的一切教法,可總括為三類:一.大乘

教法,二.三乘教法,三.五乘共法。這五乘共法的教義,是說明由人乘進到天乘和

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的進化論,而以人生為進化的基礎。這五乘教法最著重

於人生道德 … …普通人批評佛法為非人生、非倫理,是因為他們對於佛法只知出

世的三乘教法,而沒有了解到普遍的大乘教法和五乘共法的意義。其實佛法的根

本在五乘教法,就是重在說明人生的道德—教人應該養成怎樣善的思想和善的

行為,方算是人生社會合於理性的道德。」(釋太虛,1935/1995c:24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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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人生佛教側重佛法本有的不離世間之特性,其學理思想旨在指導人

如何將現實人生不斷向上提昇與發展,以養成個體的完美人格,並增進眾生集體

的共同生活福祉。至於如何依照人生佛教進行具體實踐,太虛在 1946年的<人生

的佛教>講稿中說明實踐之道在於:依循佛教修習五戒十善、四禪八定,進而觀四

諦、悟十二因緣、修六度萬行而為菩薩;再由菩薩以大悲願遍行一切世界普渡眾

生,成為大菩薩;最後由大菩薩積功累德、福慧圓滿而證入盡善盡美的佛果。因

此,所謂的佛與菩薩「並不是離奇古怪的、神秘的,而是人類生活向上進步的聖

賢。」(釋太虛,1946/1995d:248-249)。簡言之,人生佛教旨在「從『人生』求其完

成以至於發達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於『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現

代的人生化、群眾化、科學化為基,於此基礎上建設趨向無上正遍覺之圓漸的大

乘佛學。其道,當先從大乘經論研求得正確之圓解,發菩提心、學菩薩行。 … …完

成人生,成為一般之人聖,然後再漸趨入 … …無數劫之長劫修證,由超人、超超人

以至於佛。」(釋太虛,1928/1995e:228)。因此,人生佛教的修習即是一段「仰止

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圓佛即成」的從人而菩薩而佛的進化過程。 

 

二、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 

印順對於親眼所見的中國佛教諸多流弊深切省思其偏離佛法正途甚遠,非

導正無以延續。同時,他一方面受到了太虛人生佛教思想的啟發,另一方面也受

到新儒家學者「由佛入儒」的刺激。面對梁漱溟對「佛學缺乏『此時,此地,此

人』的現世關懷。」的質疑,印順深入研讀佛教經律論,重探佛教的思想本質,

據 以 省 思 與 檢 討 中 國 佛 教 現 實 問 題 (江 燦 騰 ,1989/2001:71;釋 昭

慧,1995/1998b:7)。他對於中國佛教的檢討較太虛更進一步:「太虛大師說『人

生佛教』,是針對重鬼重死的中國佛教。我以為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勢異常

嚴重,也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所以我不說『人生』而說『人間』。希望中國佛教,

能脫落神化,回到現實的人間。」(印順,1985:18-19)。由此可知,印順認為太虛

的人生佛教雖然對治了傳統中國佛教偏重「死」、「鬼」的弊病,但其改革尚有不

足之處,仍保有對「天神化」傾向的寬容。而天神化正是印順認為佛教於印度衰

亡的原因之一;同時他也經由對印度佛教發展史的研究,進而斷言中國佛教正因

繼承大乘佛教的圓融特質,故而吸收含納了印度天神化後的末流佛教思想(江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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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1989/2001:85-95)。因此,為了徹底革除中國佛教的所有流弊,不單是死與鬼

的問題,包含偏於天神化的信仰都必須剔除。 

首先,印順為能糾正中國佛教朝向天神化的歧途,毅然在佛教六道輪迴體系

中特重於「人間」,較太虛的「人生佛教」更加重視「以人為本」。他在《佛在

人間》中談到:「佛教是宗教,有五趣說,如不能重視人間,那末如重視鬼、畜一邊,

會變為著重於鬼與死亡的,近為鬼教。如著重羨慕那天神(仙、鬼)一邊,即使修行

學佛,也會成為著重於神與永生(長壽、長生)的,近於神教。 … …這不但中國流於

死鬼的偏向,印度後期的佛教,也流於天神的泛濫。如印度的後期佛教,背棄了佛

教的真義,不以人為本而以天為本 … …,使佛法受到非常的變化。所以特提『人間』

二字來對治他;這不但對治了偏於死亡與鬼,同時也對治了偏於神與永生。真正

的佛教,是人間的,惟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所以我們應繼承『人

生佛教』的真義,來發揚人間的佛教。」(釋印順,1956:21-22)。因此,人間佛教強

調積極入世的精神,以契應現代的時代機緣與社會生活。 

其次,為使「人間佛教」既能順應時代所需,同時又契合佛教義理,印順重探

佛陀本懷,為「人間佛教」探尋教理上的理論依據。「『諸佛世尊,皆出人間,不在

天上成佛也』。阿含經如此說,初期大乘經也如此說。正確的佛陀觀,是不能離卻

這原則的」(釋印順,1956:10-11)。曾經專心一意對大藏經進行豐富閱讀所積累的

寶貴收穫,使他能夠深入印度佛學的本源,對於整體印度佛教思想發展加以掌握 ,

並且清晰辨明其利弊得失(釋昭慧 ,2001:260-261),進而在各期佛法中擇要融貫成

「人間佛教」的思想體系。其體系主軸為「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

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

懷以歟!」(釋印順,1987:1)。換言之,人間佛教契合根本佛法的「緣起論」,遵循諸

行無常、諸法無我與涅槃寂靜三法則;進而在「緣起、性空、中道」的根本義理

上開展入世契機的初期大乘菩薩道利生正行,取法其「由人身而發菩提心,修菩

薩行」的教說,宏揚以慈悲智慧普濟眾生,而臻至圓滿成佛的「人菩薩行」(釋性

廣,2001:71-79)。 

對於人間佛教的要義與內涵,印順闡述如下:「從佛出人間的意境中,一重人

間,一重佛道。這我們稱為人間佛教的,不是神教者的人間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

乘行,是以人間正行而直達菩薩道,行菩薩而不礙人間正行的佛教。從來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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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世間而出世,出世而不礙世間,今即稱為即人而成佛,成佛而不礙為人。成佛,即

人的人性的淨化與進展,即人格的最高完成。」(釋印順,1956:73)。因此,人間佛

教倡導以出世精神行入世志業的人菩薩行,是既不偏神化,亦不落俗化的「即人

成佛」之人間正行。而人間佛教的具體實踐則是「 從人而發心修菩薩行,由菩薩

行修學圓滿而成佛」的「依人乘而趣向佛乘」之修習過程(ibid:99)。在此過程中,

印順強調兩個修習重點:一、修習者當從人的立場體悟本身是具煩惱身的凡夫:

「凡夫是離不了煩惱的,這不能裝成聖人模樣,開口證悟,閉口解脫。要老老實實

地覺得自己有種種煩惱,發心依佛法去調御他 … … 凡依人身而學菩薩行,務要不

誇大,不眩神奇。」;二、發菩提心行菩薩道 ,力行十善利他事業,而不專重於自我

修證 :「悲心增上:初發菩提心的,必有宏偉超邁的氣概。菩薩以利他為重,如還是

一般人那樣的急於了生死,對利他事業漠不關心,那無論他的信心怎樣堅固,行持

怎樣精進,決非菩薩種姓。 … …初發菩提心的,除正信正見以外,力行十善的利他

事業,以維持佛法,救度眾生為重。」再者,人菩薩行的實踐有其符合「青年的」、

「處世的」與「集體組織的」時代傾向。亦即揚棄「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

讚揚「少壯時代佛法」的勇健積極(釋印順,1989:69)。在緣起性空根本法義與初

期大乘精神及其「不離世事,不離眾生」原則的引導下,以大乘信願的三心：發

菩提心、大悲心與法空慧,建立健全組織 ,在集體生活中落實利己利他的菩薩道

(ibid:47-49)。 

簡言之,人間佛教的真締在復歸佛陀本懷,立本於原始佛教的理性、淳樸性

格,進而宏揚初期大乘的菩薩道精神,強調《增壹阿含經》所說：「諸佛皆出人間，

終不在天上成佛也」的入世處世原則。同時,在契合佛法緣起法義與契應現代時

代機緣下,主張以「即人成佛」的人間正行為人間佛教的實踐之道,透過「依人

乘而趣向佛乘」的佛法修習過程—從人而發心修菩薩行,由菩薩行修習圓滿而成

佛的人菩薩行,徹底對治神化、鬼化的中國佛教,展現了人文主義、理性化與教

育化的特性。 

   

三、人間佛教在當代台灣佛教界的實踐 

    人間佛教理念自 1970 年代以來日漸受到台灣佛教界人士的肯定與發揚,進

而使台灣佛教朝向入世轉向的格局發展,並將佛教的觸角伸展到民眾的世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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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中,首當其衝的即是以家庭私領域為主要生活舞台的婦女們。根據相關文

獻17,人間佛教理念在台灣佛教界的實踐可以區分成狹義與廣義,就狹義而言,是

專指直接承繼印順法師對於佛教所做的「人間化」之詮釋與抉擇,而具體落實在

教團之運作與佛教志業之推展;就廣義而言,凡是對佛教進行「著重人間化」的

詮釋與抉擇,並且依其所定義的人間化理念進行教團與各項志業的實踐,即屬於

泛稱之人間佛教教團。下列對當前已知的台灣人間佛教團體做簡介: 

 

(一) 、純粹發揚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道場與團體 

    釋昭慧表示(1998b),當前台灣佛教純粹發揚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團體比較

少,而個人「私淑艾」者較多些。然而,印順法師的思想仍透過許多書籍與講演

而被廣泛傳播,他的著作更成為各佛學院的教科書。台灣純粹弘揚人間佛教思想

的團體有:  

1. 位於嘉義市的妙雲蘭若:由印順法師本身籌備建設做為關房,民國六十

年印順移錫台中華雨精舍後,由慧理法師負責蘭若的法務,為信眾宣講

印順的著作《成佛之道》與《佛法概論》等。自民國八十年以來陸續

開展下列弘法事業:成立妙雲學佛園,致力於僧材的培育;於嘉義市區設

立妙雲講堂,成立妙雲文教基金會;設立菩薩學處與妙雲學佛班推廣佛

法;目前更設立有妙雲網站。為了使佛法更深入民眾生活之中,除了佛

學課程外,也提供各種才藝課程與暑期夏令營活動,以吸收各方面與各

年齡層的人才,激發其學佛因緣。此外,就慈善方面,蘭若也參與該地區

的急難救助工作,並且匯集善款交予慈濟功德會統籌辦理(釋慧

理,1999)。 

2. 位於新竹的福嚴佛學院:印順法師於民國四十二年於新竹建立福嚴精

舍,成立僧團,並於四十五年設立女眾佛學院,推廣僧伽教育;四十七年

                                                 
17 直接承繼印順的理念,以倡導「人間佛教」為宗旨的教團,包含妙雲蘭若、弘誓學團、福嚴佛學院、
妙心寺與新竹佛青會等,請參閱《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財團法人弘誓
文教基金會,2000年出版。 其他對佛教進行「人間化」詮釋的教團:星雲領導的佛光山,其人間佛教理念

請參閱釋星雲,〈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收錄於《普門學報》第一期,台北: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 6月出版。聖嚴領導的法鼓山,其理念請閱釋聖嚴,《人間淨土》,台北:法鼓山文教基金會,2000年 10
月四版。證嚴領導的慈濟功德會,其人間佛教理念請參閱釋證嚴,《慈濟叮嚀語》(二),台北:慈濟文化,1987

年 8月初版,頁 33。悟因領導的香光尼僧團,其人間佛教理念請參閱釋悟因,〈佛寺迎新年〉,收錄於《梵
網集》83期,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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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籌建慧日講堂,作為學眾外弘的據點;民國八十二年起,福嚴佛

學院女眾部停辦,其中幾位女學眾因此轉而依止昭慧法師,促使弘誓成

立佛教學院(釋昭慧,1995;1999)。 

3. 位於桃園的弘誓學團:民國七十五年起,一群居士以「弘誓協會之名禮

請印順的弟子性廣法師講授妙雲集著作中的《成佛之道》。之後隨著學

員日增而成立弘誓佛學班,並延請印順弟子昭慧法師教授佛法進階課

程。民國八十二年於桃園雙林寺成立弘誓學團,隔年繼而成立佛教弘誓

學院。以整體組織架構而言,弘誓學團包含三個系統:「外護」、「內修」

與「外弘」。「外護」工作由弘誓文教基金會負責。「外弘」系統包含護

生工作—由關懷生命協會負責,以及文化事業—由法界出版社負責。

「內修」系統包含:於雙林寺進行的修持項目,以及由佛教弘誓學院推

展的佛教教育事業。弘誓學院的宗旨為:「提倡智慧增上,入世關懷,激

發積極勇健之菩薩精神,推展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其依大乘菩薩行

門之四大弘願,在僧信教育與社會教育中作育僧才,推廣佛法(釋見

岸,1999)。 

4. 位於台南的妙心寺:自傳道法師接任妙心寺二十五年以來,即本著印順

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將「對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與淨化」,作為

行動的指導原則。持續不懈地進行文化、社教、環保與社會關懷等工

作,以弘揚人間佛教。其中,妙心寺對於生態環境保護運動的投入,更是

在印順的人間佛教理念引導下,將「莊嚴國土、成熟眾生」的兩大菩薩

道任務,進行契合當前時代需求的詮釋。結合其他教團共同將佛教徒的

護生觀從傳統的放生提昇至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護的層次,不僅投入環

保教育也參與環保運動,確實著手於人間淨土的積極創造(釋傳

道,1999)。 

5. 妙雲佛青學苑與新竹佛青會:在宏印法師積極推廣印順法師著作「妙雲

集」的影響下,在家居士黃崧修等人在新竹先後於民國八十五年成立妙

雲佛青學苑、民國八十七年成立佛青會。定位為學佛的互助團體,以人

間佛教理念之推廣為宗旨,期能透過為期三年的階段性課程有次第地

引導佛教青年,漸次深入印順的著作與思想(黃崧修,1999)。此外,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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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更以佛青文教基金會名義,開辦印順學術研究所(釋昭慧,1998b)。 

    (二)、其他認同並實踐人間佛教思想的團體 

    除了上述直接以印順思想為弘揚重心的教團外,台灣各地還有其他泛稱實

踐人間佛教或佛教人間化的大小型團體。目前已知的有下列團體: 

1. 大型團體:影響台灣許多佛教女性至深的慈濟功德會、佛光山與法鼓山 

三個大型道場,皆是認同並且實踐改革派人間佛教思想的團體,這三個道場都吸

納了為數可觀的女性人力資源投入佛教事業與社會福利服務。以下將三者的成

立時間、宗教理念與實踐模式之異同點整理如下表,相關資料參考(李丁讚,1996;

盧蕙馨,1994;江燦騰,1997): 

教團名稱 慈濟功德會 佛光山 法鼓山 

 

 

 

 
成立 

 

 證嚴法師於民國 55年  

 在花蓮成立佛教克難慈 

 濟功德會,帶領僧俗弟 

 子合力開展慈善救濟工 

 作。日後持續成立各種  

 志工團體,深入社會募 

 集人力物力資源。民國 

 78年起以佛教慈悲濟 

 世精神號召民眾凝聚財 

 力人力興建慈濟醫院。 

 爾後志工人數日增,其  

 志業也漸向海外拓展。 

 

 星雲法師於民國 56年 

 在高雄舉行佛光山開山 

 儀式,之後陸續在台各 

 縣市設立分寺院與分道 

 場。民國 81年,星雲於  

 美國宣布成立國際佛光 

 總會。隨著佛光會的發 

 展,佛光山的信眾日益 

 遍及世界五大洲。僧俗 

 成員共同努力推展各項 

 弘化工作。 

 

 聖嚴法師於民國 60 

 年繼承東初接任農 

 禪寺住持,並主持中 

 華佛學研究所。民 

 國 78年起,開始興 

 建法鼓山基業,著重 

 佛教高等教育與禪 

 學之推展。目前法 

 鼓山的分院與辦事  

 處日漸在全台各地 

 成立。 

 

 

 

  佛教思想傳承 

  

 證嚴並無任何佛教派系 

 淵源,雖然皈依印順,但 

 並未直接受業於他。而 

 是在認同印順法師實踐 

 佛法於人間的理想下, 

 返歸根本佛理,對佛法 

 的人間化進行創新的詮 

 釋。 

 星雲自陳其人間佛教思 

 想承自佛陀的根本教 

 理,並在禪宗六祖惠能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 

 解」理論與太虛「仰止 

 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 

 成即佛成」的思想啟發 

 下,進而提倡生活化、 

 現代化與人間化的佛 

 教。
18
 

 聖嚴認同太虛的人 

 生佛教與人間淨土 

 運動,並且承繼其師 

 東初遺志,宣揚人生 

 佛教。同時也受到 

 印順「佛在人間」 

 理念的影響,因此強 

 調重返基本佛教教 

 理,以之作為建設人 

 間淨土的依據。
19
 

 

 
 

    理念層次 

 

 秉佛陀「無緣大慈,同 

 體大悲 」的心念;服膺 

 印順「為佛教為眾生」 

 之志節,從事濟貧教富  

 志業。 

 

 以「菩薩人間化,佛法 

 生活化」為訴求重心。 

 

 以「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做 

 為法鼓山的教育弘  

 化目標。 

                                                 
18 請參閱釋星雲,〈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收錄於《普門學報》第一期。 
19 請參閱釋聖嚴,《人間淨土》,台北法鼓山文教基金會,2000年 10月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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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模式 

 

 著重「布施」之實踐, 

 以布施為核心,透過布 

 施來體現佛理,把佛陀 

 精神以實際行動來表 

 現,使事(慈濟精神)與 

 理(佛陀精神)並行。 

 

 

 以弘法利生的法布施為 

 實踐重點,慈善布施為 

 輔助性工具,強調以佛 

 陀的開示教化做為改善 

 人們生活的準繩。 

  

 以禪修活動.佛教教 

 育來落實人間佛教, 

 透過禪修達成個人 

 內心淨化,進而提昇 

 自我,影響社會。 

 

 

   社會福利 
   服務項目 

  

    醫療、慈善、 

    教育、文化 

 

     育幼、養老、 

     疾病、醫療 

 

 以法布施為主,從 

 事教育、文化等事 

 業 

 

 

    2.中小型團體: 

    (1)香光尼眾佛學院:位居嘉義縣竹崎鄉的香光寺,於民國六十九年延聘悟

因法師擔任第二任住持。悟因法師有感於「如果佛教本身對社會群眾沒有知覺,

那會自尋死路。… …佛教的形象要重新建立,它是走入人間的,是能為人們打開迷

津、指引覺路的。」並且認為這是出家人所該負起的責任(釋悟因,1998)。因此,

她於同年創立香光尼眾佛學院,做為尼眾的教育機構,目標在培育定慧等持、解

行並重的學僧,使其成為承繼佛陀教育、弘化重任的宗教師。民國七十四年的僧

眾大會中正式定位香光尼僧團,遵循佛陀建僧精神—以六合清淨為指導原則,秉

持大乘佛法精神,致力於僧伽教育與信眾之推廣教育(香光,1992a;1992b)。目前除

了香光寺本山與尼眾佛學院外,在全省北、中、南各設有分院,開展佛學研讀班、

法會共修、社會服務、文化出版等志業。 

(2)居士教團:散居於台灣各地的中小型居士佛教團體雖多,但若非透過私

人網絡的連繫,很難得知其存在。筆者由私人網絡得知,位於台北的妙法輪佛學

會是間接認同並實踐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小型團體,它是由在家居士黃榮

芳於民國七十五年時創立,成員均為在家眾。該教團的教義是:以釋迦牟尼為教

主,採取印度原始佛教思想為教義,遵循佛陀的一切教法,舉凡佛教各種經典都是

會員學習的內容,並研讀印順法師的妙雲集著作。立會宗旨:1.發揚大乘菩薩精神,

以實踐人間淨土為目的,並擴及六道皆成淨土。2.以啟發般若智慧為修行重點,

並以生活即修行,修行即生活為實踐的目標。3.於世俗法中去實踐佛法,將佛法落

實於世俗的日常生活中,而不要淪於空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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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由上述已知的各個台灣人間佛教團體之實踐概況顯示,印順法

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影響層面極廣,不僅取得台灣佛教出家僧團的認同,更同時獲

致在家居士團體的接納,為他們提供一套積極落實佛法於現世人間的理論依

據。此外,各個團體對於人間佛教的實踐可說呈現出多元樣貌,各具特色,但無論

是著重財布施或法布施,無論是大團體或小團體,無論在家或出家,皆展現出人文

主義、理性化與教育化的特性。有別於傳統中國佛教重出世、忙經懺的神化、

鬼化傾向。 

然而在當前台灣父權社會之性別體制仍穩固存在,父權思想及僵化的性別

角色意識仍然盛行的情況下,眾多的台灣女性對於各個人間佛教教團的積極投

入,是否意涵著其對父權性別體制運作的微妙反應呢?而人間佛教「由人而菩薩

而佛」的修道解脫理念、各教團對此理念的詮釋與實踐,以及其如何抉擇佛典之

女性觀、如何取捨關於兩性權力地位的戒律等因素,對於長期參與其教團的佛教

優婆夷之性別經驗究竟發揮何種影響?是有助於她們挑戰、轉化與解構既有之性

別化主體經驗?或者是傾向延續傳統佛教對父權文化及其性別體制的鞏固作用,

無法超脫男尊女卑的結構性限制,而一再強化對佛教優婆夷之性別經驗的形塑?

這是本研究將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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