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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研究

常紅星

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摘要

自太虛大師宣導現代人間佛教以來，男女兩性平等問題逐

漸引起佛教界廣泛關注。民國時期太虛大師以及「菩提精

舍」女眾都對這一問題作出了積極回應，基本達成了尊

重女性人格、維護女性權益、宣導男女地位平等的共識。

1949 年之後，在星雲大師、印順導師、聖嚴法師和昭慧法

師等人的推動下，台灣地區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取得了

舉世矚目的成就。上世紀八○年代以後，大陸地區的人間

佛教重新煥發生機，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亦隨之獲得發

展，大陸佛教女眾的整體地位得到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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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伊始對女性問題始終予以高度關注。關於女性出家、女性

地位、兩性關係等議題，佛教經律中都有討論。概而言之，古印度

佛教對待女性的態度，始終在尊重女性和排斥女性兩個維度之間循

環往復。佛教東傳中國以後，由於中國本土政治、經濟、文化等方

面的原因，中國佛教在女性思想上雖然不乏閃光點，但總體上仍然

延續了古印度佛教對女性的歧見。

長期以來，中國佛教女性信徒一直處於一種默默無聞的邊緣狀

態，在各方面很難與男眾相提並論。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兩性平等、

女性解放社會思潮的傳入，特別是太虛大師宣導現代人間佛教以

來，兩性平等問題逐漸引起現當代佛教界的廣泛關注。民國時期，

太虛大師以及一些較早覺醒的女性信徒，都對這一問題表達了自身

的思考，基本達成了佛教尊重女性人格、維護女性權益、宣導兩性

地位平等的共識。

1949 年之後，現代人間佛教事業在台灣地區繼續發展，人間

佛教的兩性平等思想也得以進一步發展成熟。在星雲大師、印順導

師、聖嚴法師和昭慧法師等人的推動下，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無

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直至發展成為

引領全球佛教的標竿。相對而言，同期的中國大陸地區佛教事業經

歷了長期停滯，遲至上世紀八○年代才逐漸恢復發展。在此期間，

隆蓮法師等人長期致力於佛教女眾群體的發展，對佛教女眾整體地

位的提升亦作出了突出貢獻。

本文之寫作，擬對上述人間佛教精神領袖的兩性平等思想作出

系統梳理，對近百年來人間佛教在這一領域內的思想發展作出全面

研判，並期能對今後人間佛教在推動兩性平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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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借鑑。

二、民國時期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

晚清以來，國門洞開，西方宣導兩性平等、女性解放的女權思

想陸續傳入國內，逐漸為國人所接受，並直接推動了國內女權運動

的開展。與此相對應的是，隨著西方文化洶湧而至，中國傳統文化

一開始幾無招架之力，而作為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佛教，

更是在西學衝擊下「幾乎無力自振於滅頂之災」。1 此時的中國佛

教已然陷入重重內憂外患之窘境。在此背景下，作為「近世中國佛

教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先覺者之一」，2 年輕的太虛大師很早就受到

了「中西新思想的薰習」，並「把從前得於禪宗般若的領悟，和天

台宗等教義的理解，適應這個時代思潮」，3 逐步建立了其人間佛

教思想體系。隨著國內女權運動的深入開展，宣導兩性平等的思想

亦逐漸影響到了佛教。當時的佛教內部不斷出現提升女眾地位、推

動兩性平等的呼聲。面對這一不可回避的時代要求，提倡積極適應

「時代思潮」的太虛大師對這一問題作出了積極回應。

太虛大師從佛性論、空性論和因果論的角度分別指出：依據一

切眾生悉有佛性的理論基礎，則眾生「都有可以達到最高覺悟的可

能性」，故「依此點講，就一切平等」；4 從佛教無常無我的空性

理論出發，可知世間一切本質上都是「空」，將此空性論應用到人

1. 羅同兵：《太虛對中國佛教現代化道路的抉擇》，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頁1。
2. 同註 1，頁 5。
3. 釋太虛：《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太虛大師全書》卷 31，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2004 年，頁 65。文中所引太虛大師著作皆出自該書，下註只標註
該書卷數和頁碼，其他出版資訊從略。

4. 釋太虛：《佛陀學綱》，《太虛大師全書》卷 1，頁 195。



137

生，則知人生種種只是在因緣和合中相互影響，本質上也都是空，

由此可以「見到人生是最平等」；5 根據佛教因果論，世間「一切

事事物物」，本質上都是因緣和合的產物，都具有著先天的、普遍

的「因果性」，也正是因為「因果性」的存在，故而一切事物之間

都是徹底平等的關係。6

從這三個方面的平等論出發，太虛大師進一步指出：人類社會

男女兩大群體作為世間眾生的一部分，二者都普遍地具有佛性，並

且不可能超越空性和因果性的制約，所以男女兩性在佛法本質上絕

對平等、無有高下之分，故

而他認為，「女身、男身不

過一時業報相之區別」，對

世間兩性不平等之空相不可

過於執著，應該從這不平等

背後去追尋「佛性」、「空

性」、「因果性」等「真平

等之所在」。7 在此兩性平等

思想下，太虛大師在一定程

度上突破了佛教輕視女性的

傳統觀念，對處於弱勢地位

的佛教女眾群體發展給予極

大的支持和鼓勵。

5. 釋太虛：〈從無我唯心的宇宙觀到平等自由的人生觀〉，《太虛大師全書》卷
23，頁 424。

6. 釋太虛：〈提供談文化建設者幾條佛學〉，《太虛大師全書》卷 22，頁 103。
7. 釋太虛：〈答朱中翰問（三次十則）〉，《太虛大師全書》卷 29，頁 332。

佛教女眾群體長期處於弱勢地位。圖為
1930 年代安徽九華山翠峰寺的尼師

（海達．莫理循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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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出家尼眾，太虛大師鼓勵她們應該和比丘一樣，在生活中

平等地肩負起「真修實學」、「顯揚佛法」、「流布佛法」之重任；

考慮到出家尼眾性別身分的特殊性，太虛大師鼓勵她們更應該且更

適合以社會中的女性群體為化導對象，以此來實現淨化世風、弘傳

佛法之目的；同時鑑於現代社會潮流的迅猛發展，太虛大師還鼓勵

尼眾對佛法體系之外的種種社會學問勤加學習，如此才能夠與「時

世之潮流所趨」相契應，從而更好地彰顯出佛法在當今時代之大機

大用。8

關於在家女眾，太虛大師力倡佛化家庭，鼓勵她們通過社會教

育使佛教信仰與整個社會保持互動，以此實現佛法在新時代中長久

住世；他強調在家女性積極爭取職業權和政治權，對在家女性人格

尊嚴和道德情感都給予充分重視與肯定；太虛大師特別強調在家女

性對英文和中西醫學的學習，甚至鼓勵她們遠赴海外弘法布道。

基於太虛大師在人間佛教系統內的威望，他積極宣導兩性平

等、勉勵提升佛教女性地位的思想，對當時的佛教內部產生了巨大

影響。受益於太虛大師的鼓勵與支持，民國時期佛教內部崛起了以

比丘尼恆寶法師為代表的「菩提精舍」女眾群眾。菩提精舍的佛教

女眾通過自辦《佛教女眾》刊物，對造成傳統佛教兩性關係不平等

的理論根源作了深刻反思，她們明確宣導佛教內部兩性平等，亦對

今後佛教實現兩性平等的具體路徑作了深入討論。

菩提精舍女眾認為，佛教內部存在的兩性不平等，本質上並非

佛教本義。究其根源，首先在於古代印度社會和中國社會普遍存在

的重男輕女的社會風習。佛教作為社會的一部分，自然難以避免地

受到社會觀念的影響。其次，長久以來，由於一些佛教徒對佛教不

8. 釋太虛：〈比丘尼之責任〉，《太虛大師全書》卷 26，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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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義經典產生了誤解，停留於字面上執假為真，導致男性對女性的

歧視，佛教女性對自身性別亦產生自卑情緒，最終造成了佛教兩性

之間的不平等。其三，傳統佛教長期存在陋習，諸如「中國佛教衰

替，教制腐敗，寺產為少數住持所把持，不能統一」等，9 從制度

層面上導致了佛教女眾在學行上長期難有作為。

根據對以上原因的反思，菩提精舍的女眾認為，首先從佛教佛

性、空性的根本教義上來看，兩性平等在教義上與佛教的根本精神

一致，男女兩眾本質上乃是絕對平等的。其次從今後時代兩性日

益平等化的必然趨勢而言，佛教應該時刻「跟隨當時的社會為轉

移」，10 在社會方方面面都逐漸確認兩性平等的今天，佛教作為社

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應當繼續與時代風潮保持積極互動，應該

主動順應時代的發展，積極推動佛教內部兩性平等的實現。另外，

從佛教女眾自身生存發展著眼，佛教女眾想在新時代佛教中有所作

為並長遠發展，就必須在各方面掙脫佛教長期以來兩性不平等的束

縛，以平等的身分、地位參與佛教事業。

有鑑於佛教兩性平等籲求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菩提精舍女眾認

為，佛教要實現兩性平等的目標，佛教女眾應該首先從自身著手，

勇於革除自身積弊，並提出「嚴擇出家以清源」、「勤學明理以傳

教」、「自營生計以維續」等三大革新綱領，11 從制度、教育、經

濟上徹底突破傳統佛教施加到女眾身上的束縛，用實際行動切實提

升自身群體在佛門的實際地位，並最終實現兩性平等的追求。

9. 天童：〈比丘尼應具的學行〉，《佛教女眾》第 1 卷第 1 期，1937 年，頁 71-
72。

10. 恆寶：〈佛教女性觀〉，見《佛教女眾》第 1 卷第 1 期，1937 年，頁 24。
11. 同註 10，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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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當代台灣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

新中國成立之後，宣導人間佛教運動的大量菁英，諸如東初法

師、慈航法師、星雲大師、印順導師等相繼轉赴台灣，繼續弘揚人

間佛教。得益於台灣社會相對特殊的文化生態，眾多高僧大德率領

台灣四眾弟子，共同推動人間佛教事業的蓬勃發展。在諸如寺院道

場建設、佛教人才培養、佛法信仰弘傳、慈善事業踐行等方面，台

灣人間佛教事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對台灣地區乃至整

個亞洲，甚至全世界範圍內，佛教信仰的弘傳都產生了非常積極的

影響。

隨著台灣社會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升，台灣民眾追求女性解

放、兩性平等的思想觀念亦水漲船高。這一大趨勢亦深深影響了台

灣人間佛教內部。在台灣人間佛教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如何妥善處

理兩性關係一直受到佛教領袖們的共同關注。長期以來，他們各自

通過著書立說和具體的行持，發展出一套既符合現當代社會兩性平

等主流價值要求，又不違背佛教根本精神的兩性平等思想。這種思

想體系不但在理論和實踐兩大領域，對現實中存在的有關佛教女性

的諸多問題作出了成功解答，更為整個台灣地區人間佛教男女兩眾

的團結和均衡發展打下了思想基礎。如果說，民國時期太虛大師和

相關的佛教女眾發展出人間佛教女性思想的第一個高峰，那麼，台

灣人間佛教的教界領袖們則創造了女性思想的第二個高峰。

在這些佛教領袖當中，首屈一指者是星雲大師。身為台灣佛光

山開山的星雲大師，「不僅是現代人間佛教的一位卓越的宣導者，

同時更是現代人間佛教的一位卓越的創立者」。12 在一生弘揚和踐

12.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4 年，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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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間佛教的過程中，星雲大師一貫堅持兩性平等的觀念，對女性

的能力和品德予以充分肯定，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不斷推進女性地

位的提升。星雲大師早在赴台之前，即已經對佛教內部兩性關係問

題有了一定的關注思考。在其早年所發表的討論佛教經濟建設的文

章中，他指出：在經濟工作中，佛教女性具有和男性平等的經濟能

力。同時他還注意到了男性陽剛強壯、女性陰柔纖弱的先天差別，

提出在具體經濟工作上應該各有分工。13 星雲大師赴台以後，經過

長時間的理論深研與弘法實踐，他的兩性平等思想日漸成熟圓成，

並內化為佛光山僧團的生活文化之中，有力地推動了佛光山人間佛

教事業在全世界的發展壯大。

13. 今覺：〈理想中寺僧經濟之建設〉，見《覺群》週刊第20期，1946年11月25日，

頁 14。

佛光山千餘名的比丘尼教團為佛教的弘傳撐持了一片天地。圖為星雲大師 2010
年與海外徒眾於佛陀館照相平台前合影。（人間社資料庫提供）

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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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的兩性平等思想可以概括為理論與實踐兩大層面。首

先在理論層面上，星雲大師通過個人著述，依據佛教根本精神，對

傳統佛教經典作出了充滿現代性的詮釋，力證佛教自始以來即主張

兩性平等。他指出：「『平等』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人間的宗要，

也是佛法的根本。」14 而在兩性關係上，佛教本身同樣「對人不分

男女老幼，都一律平等而視」。15 大師認為，在佛法修行上，女性

擁有和男性同樣的能力和潛質，主張「只要有悲心，只要有願力，

不分男女，不論出身，都有成功的希望」。16 他主張佛教信徒在兩

性關係上不應該存有分別心，不應該對人之性別存有執著之心，更

不應該產生歧視他人的心態。星雲大師兩性平等的思想觀點，為提

升佛教女性地位、實現教內兩性平等掃清了理論障礙。

其次，在實踐層面上，星雲大師自投身人間佛教建設以來，在

教育上一直注重培養佛教女性人才，在弘法工作中鼓勵她們勇於擔

當，給予她們足夠的施展空間，幫助她們充分發揮自身潛力，作出

不讓鬚眉的巨大成就。另外他還聯合國際佛教界，恢復印度、斯里

蘭卡等南傳佛教國家的比丘尼二部僧戒傳承，使得當地比丘尼僧團

重新建立，並召開世界傑出婦女會議等等，為切實提高佛教女性地

位作出了卓越貢獻。

在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領域同樣作出卓著貢獻的還有印順導

師。在早年出版的《佛法概論》一書中，印順導師就明確提出了「男

與女，約信仰、德行、智慧，佛法中毫無差別」的觀點，並指出傳

1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上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 年，

頁 319。
15.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傳》，上海：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0 年，頁 58-

59。
1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講演集 2》，高雄：佛光出版社，1984 年，頁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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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佛教長期以來「不能發揚佛法的男女平等精神，不能扶助女眾，

提高女眾，反而多少傾向於重男輕女，甚至鄙棄女眾，厭惡女眾」

的事實，認為「這實在是對於佛法的歪曲」。17 由此可見，印順導

師很早就是一位堅定的兩性平等主義者。他認為就佛法本意而言，

無論男女，在能力和成就、權利和義務、修行和弘法等方面，都是

絕對平等的。這是佛教本懷所在，更是對佛法平等精神的深澈彰

顯。基於宣導佛教兩性平等的堅定立場，印順導師通過對佛法義理

的深厚體認和嚴謹縝密的理性論證，進一步指出佛教內部之所以長

期存在重男輕女的現象，除了社會風習的影響之外，另一個原因則

是佛教徒對佛陀本懷的歪曲和誤解。

關於佛教經典中女性出家導致佛法早衰的記載，印順導師認為

佛陀雖然對女性出家一開始有所猶豫，但最終仍然是持支持的態

度。而這一與佛陀本懷相矛盾的說法之所以會進入經典，乃是由於

「把持」佛教首次結集（王舍城五百結集）的素來厭惡女性的大迦

葉所為。關於嚴格壓制女性地位的「八敬法」，印順導師認為同樣

並非全部出自佛陀。經過認真考證，印順導師指出八敬法中「於兩

眾中受具足」、「半月從比丘僧請教誡、問布薩」、「不得無比丘

住處住（安居）」、「安居已，於兩眾行自恣」等四條，乃是佛陀

出於對初出家尼眾的教育和保護所親定，出發點是「啟發和誘導向

上，不是輕視與壓制」。18 其餘諸如「受具百歲，應迎禮新受具比

丘」、「不得呵罵比丘」、「不得舉比丘罪」等，乃是「釋尊涅槃

後，摩訶迦葉等上座比丘」，出於「對比丘尼出家所持的厭惡情緒」

17. 釋印順：《佛法概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16。
18.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上，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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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訂進去的。19

印順導師對兩性平等的提倡，

以及對佛教歷史問題的重重解構，

為人間佛教佛教女眾發展掃清了歷

史羈絆，幫助她們重新建立自尊、

自信和自我認知，在全新的起跑線

上重新煥發生機。而台灣佛教女眾

勢力的強勢崛起，也恰恰驗證了印

順導師兩性平等思想在當下時代彰

顯出的強大生命力。

作為台灣人間佛教法鼓山道場

的創始人，聖嚴法師同樣明確宣導

兩性平等思想。聖嚴法師對佛教兩

性地位問題作了深刻反思。他毫不迴避地指出，長期以來，佛教內

部確實存在著嚴重的重男輕女現象。這一現象直接導致佛教女眾群

體遭到長期壓制，長遠來看亦鉗制了佛教整體的發展。聖嚴法師明

確指出：「佛陀當世，乃是主張男女平等的。」20 故佛教重男輕女

的現象，在本質上違背了佛陀宣導兩性平等的根本精神。基於對這

一問題的嚴重關切，聖嚴法師指出佛教不能延續傳統佛教輕視女性

的風習，而是應該回歸佛陀本懷，在佛教內部宣導兩性平等相處，

使佛教男女兩眾重新回歸均衡發展的道路。

與印順導師相一致，聖嚴法師同樣對造成佛教兩性不平等的

19.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上，頁 167。
20. 聖嚴法師：〈今後佛教的女眾問題〉，《學佛知津》，北京：華夏出版社，

2010 年，頁 181。

聖嚴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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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敬法」作了深刻反思，並基本延續了印順導師反對「八敬法」

的思想觀點。他指出：「八敬法的成立或出現，似乎是在佛滅之後

的事了。因為這與佛法的精神相背，也與佛陀制戒的原則相背。」21

聖嚴法師認為，由於「八敬法」的存在，使得「尼眾失去了獨立性，

變成了男眾的附屬品」，進而造成了僧團中「比丘尼永遠抬不起頭

來」的惡果。22

為了掃除今後佛教出家女眾的理論羈絆，聖嚴法師主張將「八

敬法」封存在歷史文獻之中，不鼓勵今後的尼眾去嚴格踐行，更不

贊成佛教界刻意強調。聖嚴法師突破了佛教經典中關於女性不能成

佛的歧見，23 他認為這種說法只會「使得女眾姊妹們自慚形穢」，24

並舉《法華經》中「龍女成佛」為例，指出「不要看不起女人，只

要她的福智資糧夠了的時候，成起佛來，與男子漢同樣快速」。25

聖嚴法師認為佛教女眾要想平等地發展，獨立自主是必不可少

的前提條件。然而由於台灣佛教道場中大量存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兩

性共住的現象，聖嚴法師認為長此以往，會使得尼眾不可避免地要

接受比丘僧的管理，久而久之就會失去尼眾僧團的獨立自主性。為

此，他「希望將來的中國比丘尼眾，至少能夠組成屬於尼眾自己的

僧團」，26 女眾「應依尼眾出家，應依尼眾而住」，27 這不但符合

21. 同註 20，頁 187。
22. 同註 20，頁 185。
23. 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 28，《大正藏》第 1 冊，頁 607 中，以

及東晉．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 38，《大正藏》第 2 冊，頁 757 下。

24. 同註 20，頁 182。
25. 同註 20，《學佛知津》，頁 187。
26. 同註 20。
27.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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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要求、避免社會譏嫌，更是從源頭上保障了尼眾自身的獨立自

主。

在台灣人間佛教界卓有成效地宣導兩性平等思想的同時，台灣

傳統佛教信徒並沒有完全在這一領域跟上時代的步伐，甚至漸有思

想反撲之勢。上世紀九○年代，有佛教信徒在報刊上陸續發文，

對台灣比丘尼「不知八敬法為何物」多有批評，28 甚至有人明確要

求台灣「尼眾加學《大愛道經》，背誦『八十四態』，學行八敬

法」。29 面對這股藉維護「八敬法」反對佛教兩性平等思想的「逆

流」，人間佛教界的「佛門女將」昭慧法師勇敢地走上前台，與之

展開了長達 10 年的思想論辯，並以公開撕毀「八敬法」的決絕方

式，將這項兩性平權運動推向高潮。在長期的思想論戰過程中，昭

慧法師「把握許多講學或寫作的機會，利用學理分析或文獻解讀的

方式」，30對造成佛教內部歧視女性的的觀點，諸如「八敬法」、「女

人出家導致佛法早衰」、「有八十四醜態」、「女有五障」等言論

作了全面深入的檢討。

昭慧法師在繼承前人思想成就的基礎上，基於對佛教女眾命運

的嚴重關切，憑藉對佛學義理的體認並結合自身佛法實踐的經驗，

通過爬梳原典、解讀文獻、分析學理的理性研究方式，對導致佛教

28. 懺尼：〈八敬法的認識與實踐〉上，《僧伽》第 1 卷第 4 期，1992 年 7 月，

轉引自釋昭慧：〈論出家二眾之倫理―評懺尼〈八敬法的認識與實踐〉上
篇〉，釋昭慧、釋性廣編著：《千載沉吟―新世紀的佛教女性思維》，台北：

法界出版社，2002 年 4 月，頁 58。
29. 學忍：〈完整僧教育制度之嘗試提出〉下，《僧伽》第 2 卷第 1 期，1992 年

10 月，轉引自釋昭慧：〈「奴性教育」可以休矣！〉，釋昭慧、釋性廣編著：
《千載沉吟―新世紀的佛教女性思維》，頁 70。

30. 釋昭慧：〈佛教與女性―解構佛門男性沙文主義〉，釋昭慧、釋性廣編著：
《千載沉吟―新世紀的佛教女性思維》，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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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不平等的歷史根源一探究竟。在不斷的探討中，她基於佛法

「眾生平等」的究竟了義，最終成功論證了「兩性平等」同樣也是

佛教自古以來就有的根本主張。她指出佛典中嚴重歧視女性的諸多

說法，不僅並非來源於佛陀教誡，甚至是對佛陀本懷的嚴重違背，

故此類說法嚴格意義上並不具備合法性。昭慧法師在這一領域內的

思想探討，徹底瓦解導致佛教內部兩性不平等的諸多說法，成功實

現了其解構佛門男性沙文主義的目標，進而使反對佛教兩性平等的

信徒失去了最根本的理論保障。

在作足了充分的理論準備之後，昭慧法師最終於 2001 年 3 月

31 日，在「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公

開宣讀了〈當代大愛道的二次革命―廢除「八敬法」宣言〉，並

率領四眾弟子以頗具儀式性和象徵性的方式，共同將「八敬法」從

牆上「撕揭」下來。在長達十年的兩性平權運動中，昭慧法師在理

論上，對佛典中歧視女性的言論完成了實質性的解構，在實踐上，

對八敬法予以公開廢除。儘管她的行為方式仍然存在較多爭議，但

是客觀而言，昭慧法師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走在推動佛

教兩性平等思想的前沿。

四、當代中國大陸地區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

1949 年新中國成立至上世紀七○年代末，中國大陸地區佛

教「猶如在大海中迷失航向的一葉小舟」，歷經社會主義改造和

「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社會和政治運動，幾乎「在掙扎中走向消

亡」，31 直至 1978 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佛教才

31. 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年，

頁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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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了逐漸恢復的道路。經過 40 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大陸地區的

人間佛教事業已然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在此期間，得益於改革開

放以來持續良好的宗教環境，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全社會對兩性平

等理念一以貫之的重視與支援，大陸地區佛教女眾群體規模快速發

展壯大，佛教界對提升女性地位、促進教內兩性平等的思想重新取

得重大發展，佛教女性的地位亦因之得到顯著提升。

大陸地區在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領域最有建樹者，毋庸置疑

當是被趙樸初讚為「當代第一比丘尼」的隆蓮法師。

隆蓮法師出身於具有嚴重輕男輕女傾向的傳統知識分子家庭。

身為家中長女的隆蓮法師剛出生時，其父親「甚至沒有認真地為她

取個名字」，32 而她的五位弟弟相繼出生後，其父則隆重地以古「九

州」為他們取名。隆蓮法師長大懂事以後，對父親這種重男輕女的

做法非常不以為然，故她「為了表示自己的不滿，為自己取了一個

名字：銘燕」。33 春秋戰國時期，「九州」之一的幽州屬燕國。隆

蓮法師為自己取名為「燕」，意指「九州」之「幽」，以此來爭取

和弟弟們在名字上的同等待遇。

隆蓮法師成年以後，隨著生活、社會閱歷的增加，她逐漸發現

在當時的男權社會中，一個女性婚前無論如何優秀，一旦結婚生子

以後，就不可避免地「和別的女人一樣，沒有地位，沒有獨立人

格」。34 為了向當時男權社會中女性悲慘命運表示抗爭，同時努力

爭取並維護自身得之不易的自主地位和人格尊嚴，隆蓮法師從此矢

志不婚。

32. 裘山山：《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傳》，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

頁 32。
33. 同註 32，頁 33。
34. 同註 32，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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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隆蓮法師給自己取名

是為了爭取家庭中兩性平等，那麼

拒絕婚姻則是為了爭取在社會中的

兩性平等。由此可知：早在出家之

前，作為當時社會為數不多的知識

女性之一，隆蓮法師已經具備了強

烈的女性覺醒意識，深刻地表達了

其對男權社會中男尊女卑不平等現

象的批判，並用自身的實際行動，

對宣導女性獨立、維護女性人格、

實現兩性平等理念作出了深刻踐

行。

隆蓮法師出家以後，發現在兩性關係上「佛教中的男女確有一

個高下之分」，她認為這是「世俗間的男尊女卑」在佛教兩性倫理

中的必然反映。35同時她對佛教經典中所謂「女有五障」、「八敬法」

等說法也全都不以為然。如何在現有的條件下提升佛教女眾地位、

實現良性關係的平等相處，是隆蓮法師終其一生格外關注的問題。

有鑑於社會條件的不同，隆蓮法師沒有像台灣地區的人間佛教領袖

那樣，在佛教義理上對兩性平等有過多理論糾纏，而是以重在實踐

的方式，通過培養尼眾人才和恢復比丘尼二部僧戒，以不容置疑的

事實證明比丘尼眾在各方面的能力和成就都不亞於比丘僧眾，從而

在客觀上有力提升了比丘尼眾在漢傳佛教中的實際地位，為當代中

國佛教女性地位的提升作出了卓越貢獻。

35. 同註 32，頁 220。

隆蓮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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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80 年之前，中國已經有了好幾所佛學院，但這些佛學

院只針對比丘僧開放，「沒有一所是培養比丘尼的」。36 為了彌補

這一缺憾，使比丘尼眾能夠和比丘僧眾接受同等的佛學教育，進而

培養出更多的尼眾人才，當時的中國佛教界非常需要建立一所尼眾

佛學院。鑑於這一迫切需要，隆蓮法師表示自己「有責任來做這件

事」，37 並最終在 1980 年參加第四屆全國佛教代表大會時，向中國

佛教協會「鄭重提出了創辦尼眾佛學院的建議」。38 隆蓮法師的提

議得到了時任會長的趙樸初居士大力支持，最終克服了重重困難，

於 1983 年得到國家宗教局批准，正式成立了四川尼眾佛學院，並

於 1984 年正式招生。尼眾佛學院成立後，隆蓮法師擔任院長職務，

親自主持學院的教學工作，其後終其一生都傾心傾力於尼眾教育，

為大陸佛教界培養出了大量德才兼備的尼眾人才。

36. 裘山山：《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傳》，頁 221。
37. 同註 36，頁 221。
38. 同註 36，頁 160-161。

四川尼眾佛學院首屆開學典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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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二部僧戒，簡言之，就是尼眾受具足戒的時候，應該首

先向 10 名具有 12 年戒臘的比丘尼戒師求授「本法尼」戒。尼眾得

戒成為本法尼後，再由這 10 名比丘尼戒師帶領至比丘僧團中，另

請 10 名比丘僧戒師組成戒壇向她們傳授比丘尼具足戒，如此受戒

才合乎佛教儀軌。中國漢傳佛教的二部僧戒最早始於南朝宋時，待

至民國時期早已中斷多時。早在 1949 年的時候，隆蓮法師的師父

能海法師就曾準備恢復二部僧戒，然而基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而

隆蓮法師則「一直希望自己能有朝一日，完成能海老上師未竟的事

業」。39

1980 年，隆蓮法師在第四屆全國佛教代表大會上，正式表達了

「想在大陸恢復比丘尼的二部僧戒」的願望。40 此事引起了中國佛

教協會的高度重視，趙樸初居士為此積極奔走。最後在隆蓮法師、

中國佛教協會的共同努力下，最終決定由隆蓮法師統籌安排，於兩

年後舉行二部僧戒傳戒儀式。1982 年 1 月，由隆蓮法師組成的 10

位比丘尼戒師首先為 8 位受戒尼眾「在鐵像寺的尼部傳『本法尼』

戒；之後帶她們來到成都文殊院，請以寬霖法師為戒和尚的十位比

丘戒師，為她們傳比丘尼戒」。41

在此後隆蓮法師的有生之年裡，她再接再厲，不斷克服重重困

難，又先後於 1987年、1989年、1991年、1993年（兩次）、1995年、

1999 年、2003 年組織參與了 8 次傳授比丘尼二部僧戒法會。尤其

是在 1993 年洛陽白馬寺傳授二部僧戒法會上，隆蓮法師為來自全

39. 同註 36，頁 183。
40. 溫金玉：〈影落峨眉第一峰―悼一代名尼隆蓮法師〉，《中國宗教》，2006

年第 12 期，頁 21。
41. 同註 36，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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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地近 400 位尼眾傳授二部僧戒，就其規模而言，一時間被教

界譽為「佛教史上絕無僅有」。42

自此以後，中國漢傳佛教歷史上幾經中斷的比丘尼二部僧戒，

在隆蓮法師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正式得以全面恢復。這不僅使中國比

丘尼出家修行的傳承因之重新「走上了正規」，43 更是「對當代中

國佛教制度建設意義無量」。44 隆蓮法師對中國漢傳佛教比丘尼傳

承合法性的恢復和延續，實謂功高至偉。

五、結語

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總體上，可以從理論和實踐兩大維度作

出研判。在理論維度上，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主要從佛教義理中

（特別是佛性論和空性論）中尋求理論支持，同時對經典中出現的

輕視女性的言論，作出了成功的理性檢討和實質解構，使得佛教女

眾得以從歧視女性的理論束縛中解放出來。

在實踐維度上，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主要體現在鼓勵女眾對

佛教事業的積極參與和主體性擔當。特別是台灣地區，女眾群體已

然發展成為人間佛教的中堅核心力量，在人間佛教事業中持續發揮

著越發難以替代的作用。在大陸地區，人間佛教則通過提倡教育、

恢復二部僧戒等方式，在實際生活中顯著壯大女眾群體規模、提升

女眾佛學素質、增強女眾身分認同，用一步一個腳印的實際行動，

切實取得女性地位的顯著提升。

42. 魏奕雄：〈佛門才女隆蓮〉，《文史雜誌》，2007 年第 2 期，頁 15。
43. 裘山山：《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傳》，頁 186。
44. 溫金玉：〈影落峨眉第一峰―悼一代名尼隆蓮法師〉，《中國宗教》，2006

年第 12 期，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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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對比來看，民國時期的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雖然尚屬發

軔，但依然從整體上為該領域的思想發展奠定了基本方向，後期台

灣地區和大陸地區的兩性平等思想，正是朝著這一方向走得越發深

遠。台灣地區得益於佛教女眾群體的強勢崛起，以契理契機為思想

特色的人間佛教，為了激發女眾群體的參與意識，故能以更加開

放、包容、鼓勵的心態，推動男女兩性平等思想持續深入發展，而

佛教女眾的崛起，亦反過來進一步推動兩性平等思想成為教內共

識。在這兩種力量的良性互動之下，台灣地區人間佛教兩性平等，

已然成為引領全球佛教的標竿。相對比而言，由於社會現代化程度

和自身發展程度的不同，大陸地區的人間佛教兩性平等思想表現出

注重實踐的特色，而在佛學理論上論證相對不足。

整體來看，綜觀近百年人間佛教思想在台海兩岸的發展，提倡

維護女性權益、提升女性地位、最終實現男女兩性徹底的平等思

想，已然逐漸發展成為教內普遍共識，兩性平等思想已經成為人

間佛教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相信兩性平等思想的持續發展進

步，不僅能有力推動人間佛教男女兩眾群體在地位上的均衡，同時

亦將為今後人間佛教事業整體發展提供重要助力。

（本文英譯在頁 17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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