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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佛教經典為主要依據，

從經典中所透顯的世界觀為背景，

探討從佛教經典的世界觀，亦即題

目所謂的以佛教經典之視角，如何

看待「性別」的課題， 及其所衍生

的爭議。所謂的佛教經典之視角，

即是從經典的論述，看出佛教就著

世間的觀察，形成適切的論斷與見

解，以建構出佛教的世界觀。本文

的論述脈絡，即以建構解脫道與菩

提道的世界觀為主軸，看出在佛教

世界觀的視角之下，經典對於性別

所提出的見解，以及如何解讀經典

中關於性別的論述。接著從經典的

論述之中，運用佛教與性別課題相

關的概念，討論如何面對性別所產

生的問題，以及當前的議題。 

透過佛教經典的視角切入檢視

與性別相關的論題與議題，有別於

以往的戒律學、歷史學、思想史與

社會學等進路，本文採取哲學的進

路，著重於概念的界說與釐清，對

於哲學課題提問、論述、反思、批

判，而後提出適切的論斷，或可總

稱為著重於論證的程序。以哲學進

路所做的佛教研究，或者說將佛教

當作哲學來看待，即是將經典內部

的記載，形成哲學的論述，對於課

題進行論證。就佛教哲學而言，所

要提出的主張，不僅只是對於哲學

命題的論證結果，而是所提出的主

張，能夠用來解釋世界各種問題的

產生，其背後推動的原因，並且用

來做為實踐上的引導。就此而論，

以佛教的世界觀為著眼，不論世間

對於性別如何認定，佛教皆能夠帶

出出路與導向，朝向更有價值，或

更能提升生命品質的目標而實踐。 

在研究方法上，依據於佛教經

典所從事的哲學研究，首重佛教經

典的解讀，以形成對於研究主題的

論斷。處理的程序，大致依如下的

四個環節進行：其一，對於本文所

涉及的關鍵概念，進行界說與釐

清。其二，顯題化本文的課題，呈

現性別課題在佛教與學術上的研究

價值。其三，藉由反思學術研究的

成果，思索當前的研究成果本身的

不足之處，以及對於佛教的理解是

否適切。其四，藉由經典的義理，

以及哲學論理的建構，給出佛教在

性別課題上，適切的論斷；如此的

論斷，有助於解消倫理上的爭議，

凸顯出佛教殊勝的見解。 

本文的文獻依據，除了戒律

學、歷史學與女性主義等相關的二

手資料之外，由於佛教經典涉及性

別的論述，散見於各個篇章或段

落，鮮少專章論述性別課題，將廣

泛地蒐羅解脫道與菩提道的經典

中，關於性別的論述。就解脫道與

菩提道的觀念建構之後，逐一鋪陳

出對於性別較為完整的見解。預計

的參考經典，大致如下：《長阿含經》

（Skt.: Dīrghāgama; Pāḷi: Dīgha-ni- 

kāya）、《中阿含經》（Skt.: Madhya- 

māgama; Pāḷi: Majjhima-nikāya）、

《雜阿含經》（Skt.: Saṃyuktāgama; 

Pāḷi: Saṃyutta-nikāya）、《增壹阿含

經》（ Skt.: Ekottarikāgama; Pāḷi: 

Aṅguttara-nikāya）、《佛說摩鄧女經》

（Skt.: Mātaṅgī-sūtra）、《大方等大

集 經 》（ Skt.: Mahā-saṃnipāta- 

sūtra）、《佛說普門品經》、《維摩詰

所說經》（Skt.: Vimalakīrti-nirdeśa- 

sūtra；《說無垢稱經》、《佛說維摩詰

經》）、《大寶積經》（Skt.: Mahā- 

ratnakūṭa-sūtra）、《文殊師利問

經》、《大乘舍黎娑擔摩經》（Skt.: 

Śālistambha-sūtra）、《寶星陀羅尼

經》、《妙法蓮華經》（Skt.: Sad-    

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六度集

經》與《大般涅槃經》（Skt.: Mahā- 

parinirvāṇa-sūtra）。 

本文的論述架構，由如下的七

個章節串聯而成。以下依序說明各

章節要點： 

第一章〈緒論〉交代本文主題、

研究背景、研究進路與方法、文獻

依據、論述架構、關鍵概念，以及

預期研究成果，說明本文的輪廓。 

第二章〈佛教性別研究之回顧



與反思〉將當前的研究成果分成戒

律、歷史、女性主義與佛教經論等

四個類別，分別說明這些研究成果

的價值，以及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之

上，得以更進一步的方向。 

第三章〈解脫道與菩提道世界

觀的形式與內容〉依據經典，建構

解脫道與菩提道的世界觀，看出性

別爭議之所以產生的背景，以及性

別在佛教的世界觀之中，所扮演的

角色。 

第四章〈以解脫道的修學引導

性別爭議的出路〉在解脫道世界觀

的背景之下，藉由解脫道修行方法

的引導，對治因性別所產生的困

苦、煩惱，進而導向較好的生命出

路，為性別爭議找出可能的解決方

向。這一節將論及性別產生的因

緣、摩鄧女與阿難的故事，以及出

家與在家的性別教導。 

第五章〈以菩提道的修學解消

性別爭議與開發性別之相關能力〉

經典的記載，大致有龍女成佛、轉

身、女人五障說，以及佛性與性別

之論述，藉由菩提道的修行方法，

以及觀念的打通，有別於以往在將

這些記載用以討論佛教的性別平等

觀，而是藉由經典看出性別爭議之

所以產生的基礎，從根本之處，解

消因性別所產生的爭議，並且將性

別的內容視為生命體可資以鍛鍊之

能力，可運用這樣的能力，幫助同

受性別問題所苦的眾生。 

第六章〈以佛教經典視角檢視

LGBTQ 的爭議〉經由第四章與第六

章的論述，本章將嘗試以佛教經典

的觀念，檢視 LGBTQ 的爭議，以

佛教的洞察與修行為導向，解決或

解消因為 LGBTQ 之身分認定、社

會觀感所造成的痛苦。 

第七章〈結論與展望〉收攝本

文要點，「依哲學研究進路的展

現」、「以解脫道視角看待性別」、「以

菩提道視角看待性別」與「以佛法

檢視 LGBTQ 議題」等四個方面，

收攝本文的研究成果。最後提出未

來的研究方向，以做為研究的展

望。如下所示： 

首先，佛教哲學研究進路的展

現。本文嘗試不以任何戒律、歷史

與女性主義的進路，討論性別論題

與議題，而是以佛教經典的記載，

建構出哲學的論述，試圖在論理

上，找出既基礎且適用於眾生的方

法。論述的過程，發現經典中不乏

處理性別問題的材料，並且相關的

記載，往往是從身心的修行著手，

而非訴諸戒律的要求與規範，亦不

輔以佛陀及其弟子生存年代盛行的

學說。由此可以證明，也許戒律與

女性主義學說是解決當前性別問題

的一種方法，但在基礎上，仍應以

經典記載的道理為依據，而後再考

慮戒律與其它理論所能夠解決的部

份。如果經典所記載的修行方法，

能夠助成身體與心態上的鍛鍊，不

再因為性別身份的認定或他人的眼

光而受到干擾或影響，則經典的記

載，當是能夠穿越時空而適用於整

個生命世界。就此而論，如何論證

經典在實踐上有其效用，就是本文

所要達致的目的。 

如前所述的降低欲望、收攝感

官的作用、鍛鍊各種性別的能力、

導向修行的目標、切入因緣的觀察

等，即是從任何生命體上，都可以

檢視經典的論述，是否得以在實踐

上確實施展開來。研究成果發現，

相關的道理，在於解釋性別內涵，

以及帶出修行的方向上，皆足以做

為實踐上的指引。 

其次，以解脫道視角看待性

別。本文以六個論題建構解脫道的

世界觀，發現解脫道一貫的論述，

即是將眾生導向解脫的境界，使眾

生不再受生死輪迴的痛苦。生死輪

迴的痛苦中，也包含因性別而引發

的部份，諸如「愛別離苦」、「怨憎

會苦」等。解決痛苦的方法，除了

解脫道經典所記載的「三十七道品」

之外，亦可從經典中常見的基本觀

念入手，切入「因緣」的觀察。當

一般所認定的性別問題難以獲得鬆

動的情況下，從構成性別的主因與

助緣入手，將可獲得解決的契機，

接著配合目標的導向，逐一對治各

種問題與痛苦之後，期能從生死輪

迴的痛苦中解脫而出。 

在論述的過程發現，解脫道對

待性別問題的方法，不論是在家眾

或出家眾，看似可藉由戒律直接規

範的情境，經典的處理方式，仍是

以身心、因緣的觀察為主，當下予

以解決。這也為經典道理的有效程

度，排除了時空上的限制。不分任

何時空，只要有能力觀察身心或因

緣，或者依照經典的教導而行，皆

有可能解決因性別而產生的問題與

痛苦。 

其三，以菩提道視角看待性

別。本文亦以六個論題建構菩提道

的世界觀。以菩提道的視角看待性



別議題，在因緣的觀察之下，提出

了更為基礎的「法性」與「空性」，

以解釋構成性別的無限因緣，證明

性別問題的解決，不應看在表象上

的身份認定。由於性別由無數的且

變動不居的條件所構成，則性別本

身亦非是固定的、實體的或存在的

概念所能把握，應以複合的、變化

的方式看待性別的表現。當切入構

成項目看待性別之後，將發現任何

的構成項目，皆非性別之本身，則

構性問題與痛苦的項目，亦皆非問

題與痛苦之本身。一般的爭議，僅

只是看在性別特徵的表象，如果解

開構成的項目，問題拆解之後，爭

議亦將隨之而解消。 

在問題解消之後，進而帶出菩

提道的修行導向，在形式上，類似

於解脫道只是菩提道所要導向的目

標，不再以各自的解脫為方向，而

是以救度眾生為菩薩與佛所要成就

的事業。聚焦到性別而言，如果菩

薩與佛所要救度的是眾生因性別而

產生的痛苦，則不論菩薩與佛當下

所顯現的是任何性別的身相，皆應

鍛鍊出其它性別所具備的能力。研

究的結果發現，在菩提道的經典

中，實不乏這方面的記載，提供給

一般的實踐者，也許不能如同菩薩

與佛一般的高超，但一般人在性別

身相的認定上，確實往往以身體的

特徵，等同於心態與能力的表現，

菩提道經典的教導，即可打破這樣

的迷思。 

藉由不同性別的能力之開發，

發現在經典的記載中，對於各種性

別的能力皆有所重視，因此不存在

著所謂的佛教貶抑女性之說法。「女

人五障說」、女身須轉男身才能成佛

等之類的主張，只是對於經典的解

讀有所偏頗所導致。從經典記載，

可推論出菩提道的修行目標，不具

有性別身份上的區分。 

其四，以佛法檢視 LGBTQ 議

題。本文以解脫道的「因緣」與「解

脫」之觀念，應用於探討 LGBTQ

的爭議。透過研究發現，LGBTQ 的

爭議與常見的性別論題一般，通常

是看在性別特徵的表象，或者在於

既定的性別身份，試圖找出法律或

制度上能夠解決的管道，類似於討

論戒律上的適用與否。如果從

LGBTQ 的構成項目與以檢視，可得

知 LGBTQ 亦是由眾多的因緣積聚

所形成，如從這些因緣著手，找出

痛苦的根源，則可做出有別於法

律、制度上，有效的成果。除了解

開因緣之外，帶出佛教解脫道所要

導向的目標，亦即不再受性別問題

所苦。在目標確立的情況下，則有

各種修行上的方法可供運用，而不

僅只是權益、平等方面的爭取而已。 

以佛教觀念檢視 LGBTQ 的嘗

試，為往後以經典為依據，從哲學

進路研究性別議題，提供一個有別

於戒律、女性主義等進路的管道。

除了可探究更多的性別議題之外，

尚有更多的佛教觀念可用以思考各

種議題，激盪出更豐富的研究成果。 

綜上所述，未來期能立基於這

份博士論文的研究成果，思索未來

可持續研究的方向，實是相當多樣

與發散。若以筆者一貫的關懷而

言，仍是希望在佛教經典方面的研

究，能夠為實踐上，建構出完整而

嚴密的論述，這樣的論述須經得起

哲學與現實上的考驗。未來具體的

研究領域，仍預計環繞性別主題，

展開三個可能的研究工作：第一，

建構更多經典在性別上的哲學論

述。第二，思索論典在性別的觀點

上，是否仍有其普遍的，且不受時

空限制的價值，如果確有證據，亦

可發展成為實踐上的道理。第三，

以佛教的觀點直接回應各種性別主

義、學說，而不僅只是將女性主義

視為一個龐大的標靶，進行空泛的

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