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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能平等嗎？

星雲大師

這個世界最高的真理是什麼？就是平等，但是我們的世間並不

平等。二千多年前，佛陀悟到「緣起中道」，他說：「奇哉！奇哉！

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為這個弱

肉強食、戰亂紛擾的世間，宣誓了平等的真言。只有平等，人世間

才有和平，才有喜悅。

說到這個世間，所有的人類，一半被稱為男人，一半被稱為女

人。本來，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是人，但是這個世界就是弱肉

強食的人間，總要比個高下、大小。所以，過去有所謂男尊女卑，

男人高高在上，女人都沒有得到公平的地位。

其實，男性是剛，女性是柔，剛柔並濟，就如太極拳（柔）和

少林拳（剛）難道還有差別嗎？所謂柔能克剛，像人的牙齒雖堅硬，

但到了老年時卻是先掉光，舌頭雖軟，卻能長久存在。因此，不要

以為自己很強悍，其實世間上沒有強弱的，一切都有因果關係。

不過，在西方，對女人相當尊重，甚至於超越男人。我們拿美

國來說，要走路了，男士一定讓女士先走。天氣寒冷了，要穿好大

衣外出，女人一定會有男士服務，替她披好大衣。女人在社交公共

場所，可以說都受男士的尊重，顯示女性的地位很高。因此，在西

方社會，女人被尊為「天使」，是「安琪兒」，是「和平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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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火、是愛、是靈，是值得讓人珍視的。

在東方，女人的地位就不是這樣了。女性出嫁了以後，如果稍

微發生一點事兒，就怪罪女人，說她是「掃帚星」、是「穢氣」。

只要女人用過的東西，幾乎男人都不能用，為什麼？認為女人是不

祥之物。所以，在東方的女人，就被稱為「母老虎」、「禍水」、「狐

狸精」……，所謂「青竹蛇兒口，黃蜂尾後針；萬般皆不毒，最毒

女人心」，把女人貶低得與毒蛇、猛獸同類；就是美人也要加個「蛇

蠍美人」，漂亮的女人也被稱為「狐狸精」，不漂亮的女人，稱為「醜

八怪」，女人要想在東方社會裡受到尊重，是很不容易的。

換位思考　破除刻板印象

有時在一個家庭裡或者在社交的場合，會聽到男士們說：「那

個女人的話，你不要聽。」或是：「她是女人，說的話不算數。」或者：

「女人怎麼在這裡撒野？妳在講什麼話？」所以，女人在東方沒有

發言權、沒有地位、沒有受到社會的尊重，可以說是受到嚴重的歧

視。

人，要有人性。我們家裡養的小貓、小狗，我們都要好好愛護、

照顧，何況生我、養我的女人呢？尤其每個男人都有母親，沒有女

人，你就不能到世間上來；女人是慈母，女人的性格溫柔、和平，

對一個男人的成長來說，不只是夫妻的愛情，老來時候的伴侶；一

個女人要懷胎十月，萬分辛苦，才生下一個嬰兒，這過程可能因為

難產而死亡。難產的女人，為數也很多啊！

女人生孩子是性命交關的大事，她們用生命來延續人類的香火，

傳承後代，人類能不看重女人嗎？所幸平安生下，女人要把一個嬰

兒撫養長大，推乾就濕，早晚哭鬧，母親把兒子當寶貝珍惜，不嫌

男女能平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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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穢辛苦。美名曰「母愛」，但母親一定要愛兒子嗎？做兒子的都

不能尊敬母親嗎？

講這許多話的意思，我希望天下的男人，你們自己想想，假如

是夫妻，男人，你能對太太不好好的愛護嗎？假如是兒子，母親為

你十月懷胎、十年撫養，所謂羔羊還知道跪乳，烏鴉還知道反哺，

男人們，你是人類呀，難道你連羔羊、烏鴉都不如嗎？

在印度，印度教崇拜婦女的生殖器，認為人類生命、世界的起

源，女人是根本。很多的動物，都是以女性為主，男性為副。在我

們人類的文化裡面，也有很多地方是母系的社會，也有女性出頭的

時日，但那畢竟是少數，大部分還是男權高漲囂張，不斷的壓榨女

人。

母親對孩子的愛是世間最偉大的愛



5

這是非常可恥卑劣的思想行為，假如一個男人對女人不尊重，

就等於對母親的歧視，可以說是人格非常低賤的臭男人。身為人類，

你能可以對天下的母親藐視嗎？強盜、暴力、戰爭，把天下壞事做

盡的，也大多是男人，男人又有什麼尊嚴呢？當然，男性也好，女

性也好，本來就有好、有壞，但是我們的社會一直把男人的地位提

升，把女人的地位降低，實在說有失公平。

再看自古以來，中國的帝王可以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再多的

妻妾美女都很正常；一個丈夫，老婆死了，再討一個，這很正常，

有了大老婆，再討二房，再討三房，也很正常；但是死了丈夫的女

人，如果再嫁，就被人看輕了。你有聽過東方的女人有幾個男人嗎？

有大房的男人、二房的男人、三房的男人……可以嗎？很奇怪的，

中華文化都要女人守貞節，設立貞節牌坊，男人沒有守貞節不要緊。

就算是武則天，已經做了女皇帝，她也認為男人可以有很多女

人，女人為什麼不可以？但是，在東方的文化裡，女人就是不可以。

武則天也是一代雄主，但是現在很多人，都以淫穢醜化她。

男人嫖妓，在酒家舞廳吃喝嫖賭，也不是什麼大罪過；但是女

生稍微給人誤會，一句「紅杏出牆」，這個女人就被人看不起了。

為什麼原本一個眾生平等的公平社會，中國要把男女的地位分得這

樣高下，公平嗎？

感同身受  重新估定價值

美國教育家杜威博士講過一句話：「重新估定價值。」我們現

在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一切講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是不是我們

也來檢討一下男女的地位，重新來估定價值。

在美國，現在已經醞釀，女人在家庭裡服務，需要男士付給她

男女能平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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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男人在外做多少事情，服務的機關、團體要給他多少待遇；

女人在家裡服務，也應該同樣給予多少待遇。

有這麼一個趣談。有一位家庭主婦，平常丈夫都跟她說：「你

知道嗎？我們男人在外工作多辛苦啊，你們女人在家都沒有事做。」

這位婦女雖然在這樣的歧視毀謗之下，也都無言以對。小兒、小女

也是一樣：「媽媽，你知道我們讀書很辛苦嗎？你在家裡都沒有事

耶。」媽媽愛護兒女，也不會辯論，自己甘願吞下苦水。

有一天，這一位女主人的娘家有事，就跟先生說：「我要請假

一天，回娘家走一走。」這也很正常，男主人當然同意。等到女主

人走了以後，男主人就把小兒、小女召集起來，告訴他們：「喂，

你們的媽媽今天回娘家去了，家裡的工作大家來分配啊！我負責煮

飯，大女兒負責煮菜、揀菜。兒子啊！你要打掃庭院，為花草澆水。」

一天下來，男人說：「我今天才煮了兩餐飯，腰痠背痛。」女

兒也說：「我揀菜、燒菜，你知道多辛苦啊！」兒子說：「我澆水、

掃地，跟灰塵為伍，更辛苦了。」

這時候，一家人才悟到，原來，平常這許多事情都是媽媽一個

人做，她從來沒有叫苦，也沒有說過腰痠背痛。我們今天全家人分

工合作，還要嫌辛苦。看起來，我們平常說媽媽在家沒有事，是錯

了。

我覺得，像這樣一個男人還能虛心檢討，就是「重新估定價

值」。

另外還有一則故事。一位媽媽老了，要過七十歲生日。中年的

兒女個個事業有成，心裡覺得也應該孝順母親，就彼此商量，要為

母親好好做一次七十歲生日。大家就研究，怎麼樣子來為媽媽過生

日，討論買什麼禮品給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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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說：「過去給媽媽什麼東西，媽媽都說不要耶！」

女兒說：「我們辦一桌很好的宴席來為媽媽祝壽。」

弟弟說：「我們每次吃飯，媽媽總是說她不餓，都叫我們先吃，

她喜歡吃剩菜。」

小女兒說：「我知道了，媽媽有一個性格，她喜歡吃剩菜。媽

媽過七十歲，我們就給她吃剩菜，大概是媽媽最歡喜的了。」

所有的兄弟姐妹一想，確實不錯啊。媽媽平常都推辭，不肯先

吃飯，飯菜都讓我們先用，留下來的殘羹剩飯再給她吃。好吧！我

們就來辦一桌剩菜剩飯，為媽媽慶祝七十歲生日吧。

唱過生日歌之後，大兒子發言：「媽媽，因為妳不喜歡我們送

禮物，也不喜歡我們弄好的東西給妳吃。幾十年來，妳都說喜歡吃

剩菜，為了給妳歡喜，今天為妳祝賀七十歲生日，我們準備一桌剩

菜給妳吃。」

媽媽一聽，流下眼淚，苦笑的說：「不錯，媽媽最喜歡吃剩菜

了。」

這許多兒女，固然不能體會媽媽吃剩菜背後的苦心，但女人太

謙卑，也會讓人誤以為本來就應該「男人第一，女人第二」，所以，

女人也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為基本的權益有所表現。

傳統文化  名義壓制女性

在多年前越戰的時候，西方有一名負責寫農業新聞的記者到越

南訪問。他在一條路上，看到一個男人坐在一部牛車上面，一個女

人就在後面推車子。這名西方記者看到了大不以為然，為什麼一個

男人坐在車子上，讓女人在下面推你呢？就上前質問這件事情。

車上的男人就說：「這是我們越南的傳統文化。」

男女能平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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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的記者聽到這個話，心想，這是人家的文化傳統，也不便

跟他辯論，因為問題牽涉太大，也就算了。

他在越南各地東奔西走，三個月後，他走到另一個地方，又看

到男人坐在牛車上，不過，這次換成女人在前面拉車。

記者看到這樣的情況，就說：「咦？你們的文化傳統不是男人

坐車子，女人在後面推車嗎？為什麼現在是女人到前面來拉車呢？」

男人回答說：「因為前面有地雷。」

關於男女平等的問題，這就是東方人解釋的文化。

記得我在家鄉的時候，每到小麥收成的季節，都要女人去採割。

彎腰採割稻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為什麼男人不做呢？家鄉的父

老常說，這是當地的習慣，這個工作都由女人來做。

小麥收成以後，農田放水要栽秧種稻，也看到是由一群女人來

做。她們在水田裡，從早到晚，彎腰曲背，把禾苗種到田地，還要

比賽速度，講究整齊。為什麼要讓女人這麼辛苦呢？男人說，這也

是一向的習慣，這都應該是女人的工作。

我出家以後，在宜興祖庭大覺寺所在之地，曾住過兩年的時間。

經常看到一群婦女在那裡採茶。我感到很奇怪，男人都到哪裡去了

呢？為什麼日晒勞力的工作都要由女人來做呢？

我從小對「應該」兩個字，就感到不服。假如男人去栽秧、割

麥，這也是應該的，也未嘗不可啊！我們看到，除草、晒穀、擔水、

燒煮……都是女人做的，加給女人那麼多工作，女人還要幫男人生

育兒女，而如果一個女人沒有生兒育女，婆家還可以以這樣的理由

把她休棄。

我們來比較一下，世間上，到底是男人的工作多？還是女人的

工作多呢？如果這樣比較，男人應該要汗顏，男人實在不及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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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在外面工作有待遇，女人在家庭裡操勞服務，難道就不可以有

待遇嗎？女人何其不幸啊！男人為什麼都用這種殘忍的方法來對付

一個女人呢？

女孩子生來就命苦，從小的時候開始，她們可以被買賣，男孩

子不能。買一個奴隷，買一個童工，甚至在中國有買童養媳的習俗，

把一個女孩從小帶來自己的家裡，做未來兒子的媳婦。為什麼？可

以多一個勞工。

尤其在中國，婆媳相處問題經常可見，一個女人從媳婦熬成婆，

那也是要一生的歲月。我們也真不懂，女人到世間上來活著，好像

就是一個勞務的動物，就是生兒育女的機器，就是供給男人取捨的

奴隷，就是侍候男人的下女、可憐蟲。在父母眼中，男孩子要比女

孩子優先。幼年的女孩要聽父母的話；女孩長大以後，要聽丈夫的話；

老了以後，要聽兒子的話，女人何其不幸，一生都要聽命男人的主

宰。可憐的女人，就在這許多名義壓制之下不得翻身。

公平正義  翻轉不平觀念

我對世間公平正義的看法，就跟佛教一樣，凡是不公不義，我

覺得都應該重新估定價值。

所以，東方文化傳播到這個時候，這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時代，我

們大家要重新估定價值。一個女人的生存，除了體力比不上男人，在

家庭裡還要受家暴，受遺棄、驅使、輕視，種種女人的辛苦。難道世

界都沒有良知了嗎？難道這就叫文化？這就叫習慣？這就叫應該嗎？

過去我為《人間福報》寫「人間萬事」專欄，其中一篇〈丈夫

七出〉一文提到，女人過去有「七出之條」，現在男人也應該有「七

出之條」：懶惰、賭博、酗酒、家暴、吸毒、不務正業、行為不檢，

男女能平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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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應該開除男人，這也是公平的事情。

歷史上，沒有孟母三遷，哪裡有孟子呢？沒有岳母教忠，哪裡

有岳飛呢？甚至中國人也說一個偉大男人事業的成功，背後一定有

一個賢慧的女人，難道賢慧的女人就不及站在前面的男人嗎？女人

不能站到前面來嗎？

就拿佛教來說，好多的寺院，都是女人發心布施建設。建設好

了以後，都是男眾出家人去充當住持，女人連站都要站到後面；甚

至有的寺廟說女人不可以進他們的禪堂；在大雄寶殿，女眾和男眾

不可以同時禮拜。可恥的男人，你們違背了佛陀的教示，佛陀一生

就是提倡種族平等、眾生平等，難道這一點淺顯的佛理你們都不懂

嗎？那麼，你們信仰的是什麼佛教呢？

其他宗教對女人的踐踏，我們也不去比較了，佛教的比丘們，

你們以為自己是男人就可以踐踏女人嗎？為什麼見到比丘尼和善女

人，你們就傲慢起來呢？你們何其勢力，何其不平等！

對於佛教的「八敬法」，在我的看法，我不相信這是佛陀制定

的，當初佛陀在印度就是為了打破階級平等，所以講四姓平等；但

是後來佛經突然多了「八敬法」，把女人貶低到一點地位都沒有，

哪裡是平等呢？其實這是一些比丘假佛陀的名義來壓制女人。在這

人情推擠當中，我們還看不出這種道理來嗎？

我在寫《釋迦牟尼佛傳》的時候，對八敬法也深為研究，我只

知道，有些女人跟佛陀爭取要出家，佛陀確實是說過，你們出家後，

對比丘要尊重。這也只是一句話，人與人之間本來就要彼此尊重的。

就像在家庭裡，我們的父母都叫弟弟：「你要尊敬姐姐、哥哥

啊！」叫自己家的兒女對左右的鄰居、朋友、同學：「你要尊敬他

們啊！」一句尊敬，這是相互的，「敬人者，人恆敬之」；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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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肆誇張，把它訂為「八敬法」，讓女人永遠不能超生嗎？我真

是為自己慚愧，我也是比丘，我能這樣的對待我的母親嗎？我能這

樣對待女性嗎？

所以關於「八敬法」的問題，在佛教裡一直吵吵鬧鬧，實在說，

「八敬法」不是佛陀的意思。佛陀倡導平等，平等才是佛教最究竟

的真理、佛陀所悟道的緣起中道的正法，凡是不平等的，都不是佛

說的，都是後來男人偽造出來的。

記得我在五十年前初創佛光山的時候，我就開辦了育幼院。那

時候，隨政府來台的孤兒很多，現在多來自單親家庭；男人生了兒

女可以不負責任，多由女眾來撫養，這樣的兒童最多。在初辦的時

候，有一名空軍地勤人員，已經到中年，因有五個小兒小女，他撫

養不起，想要出家，對這五個小兒小女不知道怎麼辦，希望由我們

育幼院來養育他們。我欣然應允，幼育院增添了兒童，也成就這位

男士出家。

這位空軍出家一年後，前來探望他的小兒小女，山上重要的職

事比丘尼慈惠法師、慈容法師，也給他隆重的接待。沒想到後來他

跟我抗議說，佛光山的比丘尼為什麼不行八敬法，見到我們比丘來，

她們都不頂禮呢？

慈惠法師是日本大谷大學的文學碩士，負責都監院的工作，幫

我辦那麼多大學；慈容法師在日本留學，專攻社會福利，擔任育幼

院的院長，為我在全世界建了幾百個寺廟，她們都是台灣優秀的女

性，為了信仰，換上袈裟來為社會服務，不但得到學位，是大比丘

尼，年齡又長，對佛教的貢獻又大，而且你的兒女都是她們來幫你

教養的，還要她們來向你頂禮，你不知道慚愧嗎？

過去柏楊先生寫過一本書《醜陋的中國人》，其實，醜陋的是

男女能平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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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男人。你只是一個才初出家的人，還沒有德行、奉獻，怎麼

要人家對你禮拜呢？我也問慈惠法師她們：「你對這一位半路出家

的比丘，拜得下去嗎？」她們苦笑著說：「實在拜不下去。」

這就等於，我過去也曾問過天主教羅光總主教：「假如說一個

神壇上面，有城隍、有媽祖、有觀音、有耶穌，你拜得下去嗎？」

他說：「我拜不下去。」同樣的意義，男人總想混水裡摸魚，總想

在混水裡提升自己。

你只是一名空軍退役的渣滓，你不好好報效國家也就罷了，生

養這許多的兒女，自己沒有能力養育他們，別人來替你照顧，你還

要她們向你頂禮磕頭？我也心有不甘。男人們，你們還不覺悟嗎？

你們還要自我抬高什麼嗎？

我對於中國幾千年來，男人任意踐踏女性，是深為不滿的。中

國傳說裡提到，盤古開天、女媧補天，兩者對天地，都有同等功勞

貢獻，甚至在《戰國策》中，趙太后的民主思想，勝過現在倡導自

由民主的男士們。你們想想，在二千多年前，女性自由民主的思想

都超越你們，你不會慚愧嗎？

所以，後來昭慧法師在台灣反對八敬法，我雖然感覺到她預備

不足，稍過衝動，但她菩薩心腸要爭取男女平等，在我的內心裡，

是非常支持她的。

智勇雙全  女性地位抬頭

佛教裡說，業力是平等的，福德因緣是平等的，有人認為女人

受苦受難，是因為罪業比較重。這就是男人欺負女人的論點。其實，

一代女王、一代影后、一代公主，我們從古至今算一算，偉大的女

性，對世間的貢獻，並不亞於男人；所以男人，你還敢在女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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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什麼威風呢？

如漢朝有繼承父兄遺志，完成史書的班昭；宋朝有抵抗金兵的

巾幗英雄梁紅玉；唐朝文成公主，為了漢藏世代和好而遠嫁西藏，

不但獲得松贊干布和全藏人的愛戴，也把中華文化、佛教傳播於西

藏；民國憂心民族安危的秋瑾；冒死護送國旗到上海四行倉庫的女

童軍楊惠敏等，都是中國女青年的榜樣。

現在德國女總理梅克爾，在東西德統一之後，施予仁愛平等

措施，獲得三連任，讓德國在國際間和歐洲的地位與影響力增大，

可見其治理深得人民愛戴，男人做得到嗎？英國女王維多利亞主政

六十四年，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女王，到今天全世界還是對她歌頌

讚歎。緬甸的翁山蘇姬，一生奮鬥，我們

佛教的比丘沒有給她幫忙，憑著一名女人

的力量，終於把軍方打倒下台，她也可以

競選人民的總統。中華民國蔡英文不也是

女領導人嗎？

而女性科學家也不勝枚舉，如：居禮

夫人、吳健雄、屠呦呦等等；還有知名媒

體人陳文茜，男士有她的思想嗎？在訊息

快速的媒體界淘汰率很快，可是她這麼多

年來在電台立穩腳步，我也覺得不容易。

其他像呂秀蓮、洪秀柱、趙麗雲、沈智慧、

龍應台、洪蘭等，她們的口才、能力、專業

素養都不輸一般男性。所以，男人們，你

還要蹲在象牙塔裡，自我陶醉「我是男人」

嗎？你是男人，就應該更要有男人的氣度。

男女能平等嗎？

布達拉宮的文成公主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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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佛教，文殊菩薩禮拜七歲的妙慧童女做老師，假如現在妙

慧童女在這裡，諸位大比丘們，你能像文殊菩薩一樣向她頂禮嗎？

《法華經》裡，有八歲龍女成佛的事蹟。在中國佛教史上，歷代偉

大優秀的女性也很多，像徐州竹林寺淨檢比丘尼，建立中國第一個

比丘尼僧團，接引了許多年輕的比丘尼；像斷臂刻經的法珍比丘尼；

像無盡藏比丘尼為六祖惠能大師講說經典；像唐朝智首比丘尼東渡

日本弘傳律法；像元朝真淨比丘尼成為帝后之師等等。

而現代的比丘尼，如在大陸致力教育的隆蓮、如瑞、如意法師

等，像五台山的如瑞法師統領四、五百個比丘尼，男眾可以統領四、

五百個比丘的在哪裡？在台灣，有曉雲、證嚴、慈莊、慈惠、慈容、

慈怡法師等，都在各自弘法領域出類拔萃，乃至依空、恆清、永東、

昭慧、永有、覺明、覺冠法師等，都在大學裡擔任教授；甚至，新

一代的覺培法師，受邀在博鰲亞洲論壇主講；如常法師受國務院台

辦、文化部邀約講兩岸文化交流等。

又好比《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世界美術圖說大

辭典》都是佛光山比丘尼編的，你們比丘的作品在哪裡？泰國詹孔

那雍八戒女，六十歲創建法身寺，教育出湯瑪猜優等法身寺一代住

持；菲律賓廣仁法師創辦第一個施診所，嘉惠民眾數何只百萬人；

斯里蘭卡有蘇達摩迦利，被尊為「斯里蘭卡女性之光」，她們的成

就都相當傑出。

所謂「老二哲學」，不論是男人、女人，是沒有分別的，是老

二就是老二，是老三就是老三；當然人有智愚能量高低不同，但不

應該用男女來分，而是用能量來分別的，能量強，女人也能做老大。

我常常慨嘆，當然佛教傑出的男眾也很多，可憐的你們這許多

男比丘，無知無識，對女性為什麼不知道尊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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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釋迦傳》裡寫出多少悟道的阿羅漢比丘，也有多少比丘

尼是悟道的比丘尼，這都是佛經有根據的，你們比丘大德們，可以

看看當初佛教史的那許多偉大的羅漢比丘尼。就例如：蓮花色女、

摩登伽女，這不都是你們熟悉的女羅漢嗎？我們先不論觀世音菩薩

是男人是女人，但大多數的觀音聖像都現女身，像魚籃觀音、楊柳

觀音、白衣觀音、蓮臥觀音、持經觀音等等，只因為觀音菩薩應以

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法力無邊，可以救苦救難，你們

大比丘、大男人，不是跪在觀音菩薩的前面禮拜祈求聰明、智慧嗎？ 

一些無知的比丘們，以自己的認知要來改變佛陀的本懷，不斷

強調「佛已制戒不可更改，佛未制戒不可增加」，把佛法硬是固定

了，限制了佛法的進步。像現在的憲法，每一年不都在修正？所以

國家才有進步；佛法都不能更動，又如何進步呢？例如過去的祖師

們，不敢更改戒法，就制定清規來代替。

所以，凡是假藉佛陀說這許多話的人，都是落伍的、冬烘的，

在今天重新估定價值之下，我們也要否決他們的這許多言論。我們

要正本清源，要回歸佛陀的本懷，把佛陀的本意發揚出來。

互敬互容　培養君子風範

我撰寫本文，並沒有貶抑比丘的意思，我只想讓佛陀倡導的平

等本懷，重新讓大家明白，讓大家了解世間一切都平等，僧信平等、

事理平等、空有平等，生死也是平等的，男女為什麼要在「平等」

之外呢？平等法才是佛法，就如托缽乞食，大迦葉乞貧不乞富，須

菩提乞富不乞貧，都給佛陀呵責「心不均平」了。

所以佛法應該建立在平等之上，就是世間充滿了差別對待，但

是我們的心也要安住在平等法中。因此，我在國際佛光會裡題了〈佛

男女能平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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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四句偈〉：「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平等忍，

慚愧感恩大願心。」平等才是佛法的心要，過去講生佛平等，現在

推動人間佛教，就是要把眾生跟佛連結在一起，佛陀很慈悲，都願

意和眾生平等；我們比丘何其傲慢，對待自己的母親、姐姐，有大

恩大德的女人，卻不平等，何其醜陋，何其愚痴！

總之，到了這一個時代，我們把它回歸到佛陀的本懷，佛陀當

初本意的四姓平等，到了現今二十一世紀，才在慢慢實現，可憐這

許多佛教徒，對佛陀的教義都不去宣傳，反而助長世間的不公不平，

不合乎佛陀本懷的意義。

尤其中國的男性比丘，自尊自大，自以為是男眾就優越感，看

看當今社會，或者回憶古代佛陀的時代，男眾！你錯了，要知慚愧，

要懺悔。不管世間法，不管佛陀的出世法，只要你把世間二分法，

你就是不平等的分別，不懂得緣起，不懂得真如自性同樣的尊貴。

我一生，受過多少人的恩惠得以成長。在這當中，尤其女人，

像我的外婆，她待我的恩情比天還高，比海還深。我的母親，也是

一個女人，雖然兒女眾多，但是她過去萬里尋夫、送子出家，孤單

的倚門而望，等待兒歸。我還記得，我要到台灣來的時候，大陸烽

火連天，她在槍炮子彈中越過揚子江，特地到南京來送我。這一相

隔，就是四十年過去了。天下母親的慈愛，誰又能比呢？

我也有一個姐姐，她長得非常美貌。因為比我長數歲，我還是

兒童時，她已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對於一些男士想要調戲她，

吃她豆腐，我看她都用凶猛的方式對抗，我覺得偉大的姐姐，對於

那種不肖的男人，就應該用這種態度對付他們。

大半男人都把女人當做弱者，可以欺負。在大陸的時候，我

曾寫過一篇文章〈弱者，你的名字叫做女人〉。後來我在台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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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僧侶在社會上受到不平等的歧視，也寫過〈弱者，你的名字是和

尚〉。

例如：用一支鋼筆，有人就說：「和尚還用鋼筆啊？」戴個手錶，

「咦？出家人還戴手錶啊？」過去，我每一年都會有三天在台北國

父紀念館講說佛法，三十年沒有間斷。因為弘法忙碌，有時候早上

從高雄乘車到台北，都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因為早期的道路，不

像現在的高速公路，一條台南到高雄的普通省道，才四十公里的路，

做了四、五十年都沒有完成。每次走在那條路上，總是看到雜物堆

積，路面高高低低，顛簸不已。

有一次，我上午又從高雄出發，一直到傍晚才抵達國父紀念館，

參加晚上七點半的講座。我下車的時候，有一個人在我身邊，毫無

顧忌大聲的說：「和尚還坐汽車啊！」我一聽，再有修養，對這樣

歧視的言論，也不能容忍。忍不住說：「我不坐汽車來，從高雄到

台北，難道你要我走一個禮拜的路程來講話嗎？」

我不懂，出家人為什麼不能戴手錶？為什麼不能用鋼筆？為什

麼不能坐汽車？這個不能、那個不能，出家人就好像女人，為什麼

社會硬是要加諸很多的歧視、顧忌來壓榨他們？我也心有所不平。

中國的比丘們，你們給人輕視，也如同男人輕視女人一樣，和尚和

女人有什麼分別，你們都不知道覺悟，爭取人間平等的權利嗎？佛

教的比丘們，你們怎麼不知道自尊？不知道要抗議呢？

我的個性溫和，但也不是那麼好欺負。我在台灣六十多年，可

以問問我們男女信徒，我有罵過一個信徒嗎？我有得罪過一個信徒

嗎？但是我曾經在路邊和警察爭論。自己也感到無奈，我是一個出

家人，卻像個流氓，也好像一個黑道大哥。有時和警察爭論後，自

己也感到慚愧，人類為什麼不能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幫助呢？

男女能平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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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平等　無有分別對立

在佛光山，我特地為婦女、兒童多設立一些設施來為他們服務。

例如：在佛陀紀念館，除了老人有輪椅代步之外，也設有嬰兒車，

讓父母不必把孩子抱在手裡，可以推著小兒小女安心的在佛館行香

拜佛。甚至嬰兒換尿布的空間，我也把它設備起來。此外，也有幼

兒可以遊玩的兒童樂園，旁邊還有一些小動物等。我一直用這許多

設施，讓父母們帶著兒童前來，親子共同休閒，享受天倫之樂。

國際佛光會的童軍團，是世界童子軍總會的會員。每年，我們

都要為每名童軍繳交幾千元給總會，當然總會也需要辦活動、聯絡

等費用。我們要讓母親為她親愛的的兒女，參加男童軍、女童軍，

得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驕傲。

我也有五十部雲水書車，尤其有說故事的媽媽幫忙，我們也給

予特別的尊重。像在佛陀紀念館，我建了兩間可以供給義工休息的

處所，裡面有茶水供應，有坐臥兩用的座椅。我經常從旁經過，都

會前去了解女眾們有沒有去使用這許多設備。但很少的女眾前去，

大多是男眾在那邊休息，我感到有一些遺憾，我這麼用心，女士們、

勞動的婦女們，妳們怎麼不來使用休息一下呢？

在佛光山，也沒有男眾在前、女眾在後的問題。我把他們分成

男眾在東單、女眾在西單，這樣男女眾不就平等了嗎？我也知道，

這一些新意，是不夠力量來改革人間的陋習的，也不一定能讓我們

愚痴執著的比丘覺醒。但是，你們這許多男士們，你們沒有母親嗎？

你們能對像母親一樣的女人那麼樣的踐踏嗎？我不信東風喚不回，

我也不信在今後的時代裡，這許多無知的比丘不知道覺醒。坦白說，

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心裡也稍許激動，不過，我也實在是為天

下的女性抱不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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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孤掌難鳴，公平正義的真理不能完全做到，但是我有慚

愧懺悔的心，對天下的女性，我向妳們禮敬，我們男性對不起妳們！

我也要向天下的女性表達歉意，讓妳們做母老虎，讓妳們做掃帚星，

讓妳們做穢氣的女人，讓妳們做蛇蠍美人，讓妳們沒有幫夫運，讓

妳們承載了世間這許多不公平的責任，這許多不公平的名稱。

不過，我們女性也要自我檢討，女人當然也有一些不好的習氣、

缺點，要把它去除、改進。比方，要有道德勇氣，事理要分明，不

要自己歧視女性，不要有太多的無明煩惱，動輒眼淚鼻涕直流。做

一名堂堂正正的女人，要與男人並肩齊等。

我們的男士們，我們的女士們，你們說，在人間，男女能平等

嗎？

我想起，美國人吃火雞，每年吃了那麼多，但為了一隻受傷的

小鳥，全國人民到處找牠，要救濟牠。他們有殘忍的一面，但基本

的本性上，他們還是關懷生命，具有一點平等的思想觀念，慢慢的

他就會改進、昇華，基本上是有生命平等的觀念，愛護生命。

因此，人，習氣多、煩惱多，但是只要心地善良、純潔，對於

平等的道理，是不難通達的。最後他也會懂得「物我」、「世、出

世間」、「貧富」、「男女」、「事理」……都是平等的。世間雖

有千差萬別，到了「不思善、不思惡」，他的心境就是平等的了。

有的人自以為我高高在上，對方只是一個工人，這種人我對立

關係，就是不平等。生佛都能平等，為什麼人我不能平等呢？

貧富之間，有錢、沒錢，不能代表人格。顏回「居陋巷，一簞

食，一瓢飲」，那麼貧窮，但他沒有人格嗎？有錢的人能跟他比嗎？

因此，貧富不平等是錯誤的，在人格上，大家都是平等的。

男女能平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