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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常榮幸受邀來講「修行制度與

性別」這個講題。修行不只是觀照每

一時每一刻的生活舉動，並且要求所

有言行舉止都符合規範，而所謂的

「修行制度」就是指這套規範的組織化

與制度化。

修行制度與
性別
修行不只是觀照日常舉動，亦要求言行舉止都符合規範，

這套規範即是指修行制度的組織化與制度化；

而性別的概念就像所有心念的薰習般，常障礙著對自我的認知。

本文將從各種宗教制度衍生的女性修行方式探討修行制度與性別。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李玉珍

修行制度乍看之下與性別無關，

因為規範性別定位的各種文化、心

理、社會條件並不明顯，很容易被當

成明顯的生理差異而被視為理所當

然。問題是性別的概念就像所有心念

與身體的薰習一樣，常常障礙我們對

自我的認知。而且修行者不論男女，

皆仍在世間，凡有造作必然有果，所

以只要談人的團體修行，還是可以從

制度層面探究性別議題。我接下來會

從比較各種宗教制度衍生的女性修行

方式著手。

繼承制度影響女性宗教

宗教學研究上有個迷思，希望挖

掘到歷史上的女性宗教，即教主、教

徒、信徒全部都是女性，關懷的宗教

議題也以女性為主，然後可以與一般

【修行性別社會】專輯

◎演講者李玉珍副教授。（照片提供︰香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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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設立繼承制度，將原本的女性領導

權轉給男性，甚至將女性排除在外。

上述例子說明了繼承制度是女性

宗教領導權發展的瓶頸。女性如果無

法透過繼承制度保障自己的領導權與

合法的宗教角色，其宗教關懷、傳

承、修行旨意與修行方式，可能都無

法傳下去，逐漸地女性的宗教地位愈

來愈邊緣化，遑論宗教關懷會從女性

的角度出發。人類的宗教史上，女性

並未缺席，但是也常就因這樣而名不

見經傳。

女性無法透過歷史傳承經驗

女性名不見經傳，造成女性沒有

歷史，因為史書都是男人所寫的。歷

史上未曾留下足跡，結果更坐實「女

性比男性差，所以不重要」的講法。

原本女性就屬於弱勢，各種社會資源

的取得都比男性缺乏，特別是聽、

說、讀、寫的教育與知識資源。

在歷史書寫中被邊緣化，對女性

造成了更嚴重的損失。因為女性無法

進入歷史，也缺乏歷史的概念，使得

女性經驗無法傳承。試想，當任何一

個時代的女性遇到問題時，史無前

（男性為主導的）宗教作比較。至於為

何需要女性宗教的存在，也突顯一套

性別預設。譬如一般相信女性宗教的

教團制度不是階層制，而較扁平化，

因為女教主與女信徒的互動會比較親

密、平等。但是相對的，這種建立在

個人接觸上的扁平化教團組織，發展

規模與時間就不可能太大、太久。但

到底教團組織要多扁平化，才會妨礙

到宗教的擴展，還是個未知數。

在歷史上的確出現過女教主，與

其詢問女性宗教是否存在過，不如設

法了解女性創辦的宗教為何無法為

繼。像日本的一些新興宗教，有很多

的女性教主往往被過度神化，然後被

男性繼承人取代。譬如天理教由中山

美伎創建，教主的位置雖由女兒繼

承，但實際掌管教務的卻是女婿。而

中山美伎宣教時期的犧牲濟世成為女

性慈悲精神的象徵，進而被極度神化

為天地之母。至於她一生中因婚姻、

喪子而遭遇的苦難，則被抽象化為全

人類的問題，喪失其中的性別意義。

除了過度神化而疏離，有些宗教

女性於創建階段的領導權則被扭轉、

貶抑為先知，由後來的男性繼任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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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她們可以在家修行，結不結婚並

沒有關係。女性作為神靈的中介者在

民間信仰中非常多，她們多數因為體

質特異被附身，並沒有制度化的養成

過程。

制度化宗教中的女性

基督宗教（包含天主教與新教）中的修

女、少數女牧師、女傳道人，以及佛

教的比丘尼。其教會與僧團都制定嚴

密的制度與戒律來規範她們的修行與

階級。

輔助男性宗教行為的女性

絕大多數的女性都是如此實踐其

宗教角色，但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

種。如印度婆羅門教與中國的祭祖系

統。女性準備祭祖或節日祭祀的事

宜，但儀式進行時，卻由男性代表。

這些女性的宗教責任，宗旨並不是個

人的修行，而在產生男性繼承人，延

續香火。很多宗教以聖凡／聖俗界限

區分性別，要求女性處理俗世的事

務，護持男性專心學習宗教經典，這

雖然造成女性在經濟、社會等各方面

很活躍，但她們存在的價值仍在支持

例，沒有行為模範可以學習，必須自

己摸索，而她們累積的成果，又無法

傳遞下去。下一代的女性，只得重覆

同樣摸索的過程。雖然教育的功能是

透過歷史累積經驗，但因女性沒有專

門的歷史紀錄可供借鑑，所以我們很

難從歷史上去理解女性的宗教生活，

只能從制度上拼湊出其模糊的輪廓。

女性的宗教生活型態

目前學界將女性的宗教生活型

態，依其在個別宗教中所扮演的角色

分為四種：

象徵生殖能力而與宗族結合的

大家長

譬如大母神的崇拜、母系社會中

大家長、非洲部落中管理農穫和商業

交換的女性大家長。

神靈揀選代言的女性

希臘神廟的女祭司、日本神教的

神女都是這類。她們必須很純潔才能

傳達神靈的意旨，但是實質上詮釋神

聖訊息的卻是男性保護者。依照神靈

的性質，還有像尪姨這種被附身辦事

修行

性別社會

專輯



香光莊嚴【第八十三期】民國九十四年九月 29

物。她們所遭遇的奇蹟，是指因苦

行、個人特質，直接與神靈溝通感應

等，來傳遞特殊訊息。必須透過這種

方式才能發言，是可以理解的。因為

女性不像男性能夠經由修學神職人員

的宗教教育，進入宗教組織的核心。

當女性想越過這些組織性的限定時，

就得採取截然不同的方式—奇蹟、苦

行，以這樣的見證，表達自己所體驗

到的宗教真理。甚至有女性以奇蹟的

方式批判教會，如聖女貞德，來重振

信徒的信仰。然而教會與僧團還是會

檢驗這些女性的宗教體驗，判定她們

是聖女或巫婆。

歷史上的女性宗教領袖或修行

者，大多是留下極端化的典範，不是

任勞任怨的完美母性象徵，就是有不

可思議的奇蹟支援。這些典範仰之彌

高，非一般女性所能企及，因此，還

是需要一個很明確的宗教制度來保障

女性的修行。

制度與女性宗教生活

宗教制度保障團體與個人的修行

生活，甚至決定宗教能否持續發展。

正因為其本身是一套制度化的系統，

男性。

上述四種類型都出現一個很有趣

的現象：在女性的宗教生活中，與教

會、僧團本身較疏離，除非出家成為

修女或比丘尼。她們大多侷限在家庭

裡，獨自進行宗教修持。也正因為缺

少制度性的保障，女性想專務修行，

或在宗教方面希望有所進階、獲得發

言權等，都比男性困難許多。

因此，女性要在宗教史留名很

難，而少數留名的幾位著名女性幾乎

都是透過「奇蹟」來發言的特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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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女性的宗教生活，並不在於修行，而在於

延續香火、護持男性。（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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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主教培育修女為例，分有初期、

中期、長期三階段。初期教導從世俗

退隱、隔離、與神溝通，關鍵在於學

習獨處—女性修行者如何與自己相

處，當沒有人可以給予任何幫助時，

只有透過面對自己，加強對神的信心

與忠誠，甚至不能因為世俗關係的牽

絆而阻礙自己與神的關係。初學導師

在這個階段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專門

輔導與了解新人。即使發願成為修女

之後，每位修行者仍有專門的諮詢對

保證典範的世代傳承，因此每個宗教

都會朝向制度化發展，特別是宗教師

養成教育的建立，培養其修行次第，

並繼續詮釋該宗教的意旨。

宗教實踐並非個人修行而已，也

必須保障整個團體的修行生活。所以

這套宗教制度亦包含升遷、管理的階

層。如修行制度所牽涉的寺院組織層

面—如日常作息、執事分配、寺院經

濟，到如何弘法傳道，與信徒接觸的

分際等—非常地廣。還有，宗教最重

要的法脈傳承、師徒倫理，透過傳

戒、授職等儀式，等於是宗教身分的

認定，這也由修行制度所規範。簡而

言之，宗教制度涵蓋很廣，涉及修

行、教育與教團運作等層面，甚至決

定誰有資格領受修行制度、參與運

作，絕非是以「個人靈修、個人承擔」

的說法可以替代或避免的。

接下來，我將以基督宗教、佛教

的專職女性修行者為例，探討制度對

女性宗教生活的影響。

修女培育制度

天主教與佛教提供專職女性修行

者身分的制度，無疑是最為完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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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的養成分三階段，有著完備的一套培育制度。

（本刊資料照片）



香光莊嚴【第八十三期】民國九十四年九月 31

修行制度保障女性的修行

有人認為修行屬於神秘經驗，充

滿無法言傳的奧秘，排斥所謂的宗教

修行制度。但對大多數人而言，好的

修行制度可以保障修行方式，維繫宗

教生活，使得宗教經驗的傳承不必依

賴個人。也有人把修行制度簡化為戒

律（一大堆看似繁瑣的律條），而忽略修行制

度的深層意涵，譬如宗教身分的認可

與授與。這些觀點上的歧異，為歷代

有關修行制度爭議的基本原因之一。

以台灣最近對八敬法的爭議為例，它

是針對比丘尼設計的整套修行制度，

對於取得與維繫比丘尼宗教身分有詳

細的規定。如二部受戒，說明比丘尼

身分的法源與儀式；比丘尼僧團必須

半月向僧團請教戒，這即規範兩眾僧

團的教學關係；亦含有資源分配的處

置以及僧尼相處的倫理。怪不得有位

天主教的修女直言：「八敬法就是比

丘尼在修行制度中的真相。」八敬法

涵蓋比丘尼的修行與僧團生活原則，

甚至影響僧團的社會形象。所以考量

修行制度不能獨漏性別角度。

宗教修行制度的性別差異問題

象，可能是導師、修會女院長，或神

父，以便提供定期懺悔、省思的機

會。在修行的漫長過程中，能夠隨時

得到有經驗的人的指導、協助，是十

分重要的。

天主教修女的訓練過程比佛教比

丘尼更注重世學。中期的暫願期（三到

六年的實習階段）同時是職前訓練、專業訓

練。這期間，修女要接受教育、醫

護、輔導等專業訓練，一般而言，都

是比較柔性，非常適合女性從事的服

事工作。

但在目前的趨勢發展下，修女與

女傳道人等基督教女性，漸漸無法滿

足於上述性別化的專業訓練，而希望

在神學方面能有所進展，想要有更多

的時間進修，甚至擔任更重要的神職

工作。這使教會多少受到衝擊。因為

教會預期女性從照護的角色來培訓，

以及她們平易親切，較沒有階層化的

弘法方式，對於傳播宗教助益很大，

因此教會需要更多女性人員加入，甚

至也鼓勵她們如此服事。但當愈來愈

多的女性獲得神學學位，畢業後卻沒

有教會願意聘請她們，這是目前一個

很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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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都脫離不了兩性的接觸與互動。

特別是宗教裡的角色定位與社會刻板

印象如何互動，這過程不但複雜而且

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教會與僧團本身

必須透過修行制度來建立規範，合理

化宗教上的男女差異，與社會的男女

角色協調、抗衡。

女性宗教身分的位階問題

長期以來，修行制度影響女性最

關鍵的問題，一直是有關於身分位

階。以基督新教為例，女性神職人員

一般是二度受階，即分二個階層受

戒。初階屬於志願而非專業神職人

員，通過考驗再進入第二階段，接受

專業的宗教師教育，但是不強制或鼓

勵女性完成第二階段（對男性則相反）。這

樣的設計有個好處，女性便可以一直

留在初階發揮所長，與教會的複雜的

階層運作，保持距離。

但是二階制受戒多少對女性造成

限制，教會大多不願意栽培女性往高

階發展，因為女性較親切仔細，是協

助教會工作，或推展弘法的重要人

力。而且地方教會往往資源有限，無

法培養很多人才，當然希望女性停在

初階就好。雖然也有教會願意讓更好

每個宗教認定的男女差異不盡相

同。佛教視出家為大丈夫事，所以大

部分比丘尼都認為自己已經超越一般

性別角色的限定。不過修行畢竟仍在

人間，何況宗教原本就必須處理性別

這種基本的人倫秩序議題。只是性別

議題對天主教、佛教這樣講求獨身、

禁欲的宗教特別敏感就是了。

一般世俗定義女性角色，基本上

是規範女性與男性的關係。譬如中國

社會講究的三從四德，女性在家庭中

的角色，關鍵在於能不能產生男性的

後代，因此女性除了結婚之外別無選

擇。女人能受教育，有機會工作，有

權利避孕，這還是近一百年之內的事

情。在這之前，女性除了結婚走入家

庭，幾乎無法獨立生存。在當時，跳

脫家庭角色，並且還能獲得另一種社

會身分的選擇，就是獨身不婚的宗教

身分。所以，宗教一直提供世俗性別

角色外一個可以轉彎、轉型的選擇，

但這不表示，宗教中沒有性別差異的

問題。

就實際層面而言，修行牽涉到觀

念與動作的改變，舉凡僧團內部的空

間、時間規劃，及神職人員對外弘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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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聯繫。以佛教為例，佛教女性也

是二階受戒，能否取得完整宗教身分

的認同，關鍵在有沒有機會接受二部

受戒（代表合法完成比丘尼的具足戒）。因為佛

教的僧團建制是比丘、比丘尼同階，

各自管理僧團，後者雖然必須倚重前

者的教誨與指導，但是僧尼的宗教位

階比神父修女平等。可是，如果女性

出家人無法被授與具足戒成為比丘

尼，就沒有資格接受完整的教育與修

煉。缺乏比丘尼的身分，女性無法參

與僧團的決策過程，在社會上身分也

比較曖昧，明顯地影響信徒的供養及

信賴程度。最嚴重的是，如果沒有夠

更多的女性進入高階層，鼓勵女性接

受完整的神職人員教育。這兩方面的

看法，歧異很大。

從女性的角度來講，能不能從頭

到尾完成二階的訓練，對她們的修行

方式還是有差別的。先不談女性是否

希望學習進階的神學，教會的考量

是：開放初階，讓更多女性有機會接

觸宗教生活。若女性無法接受完整的

神職訓練，就沒有資格進入教會組織

的核心，參與決策過程。所以，女性

真正能影響修行與弘法制度的機會相

對便比較少。

宗教的受戒與教育、修行的內容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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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有完整的比丘尼受戒制度，女性出家者可經由受戒制度取得比丘尼的身分。

（照片提供：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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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使得許多女性只能留在家裡。

因為這些女性的信仰是傳統的，也因

此許多傳統的文化技能、知識系統，

反而透過女性在家裡傳達、保留。所

以，資助尼僧學院，等於是透過傳統

的宗教來教導女性，保留當地的文化

傳統。

上述支援計畫專注於教育，我則

想從藏傳尼僧的修行方式與生存模

式，探討宗教制度與性別的關係。現

在在喜馬拉雅山地區，女性和宗教傳

承的關聯重大，可能和藏尼的修行方

式有關。目前已知藏傳尼僧的修行方

資格並足夠數量的比丘尼，就無法舉

辦二部傳戒，比丘尼的傳承不繼，等

於沒有女老師的制度來管理欲修行的

女眾。

既然只有基督宗教與佛教提供女

性制度化的專職宗教師身分，但又分

階段賦予，倘若無法從頭到尾貫徹完

成，這將產生一些大問題。接下來我

將以藏傳佛教為例說明。

藏傳尼僧的修行方式
和生存模式

目前藏傳佛教並沒有比丘尼具足

戒的傳授，可說缺乏女性完整的修行

制度。想了解藏傳尼眾修行的人，只

要上網查閱，尤其英文的網站，就可

以發現很多支援、資助西藏尼僧受教

育的計畫。為某個地方建立尼僧的學

院，供給生活及教育所需，這非常重

要，因為女性在維繫喜馬拉雅山地區

傳統佛教文化的地位相當重要。尤其

現今政治版圖重畫，印度的勢力進入

喜馬拉雅山地區，當地人必須接受印

度的教育，甚至改信印度教，才能夠

找到工作生存。這些地區大多比較貧

窮，傾向將有限的教育資源保留給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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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國際社會上有許多支援藏傳尼僧受教育的計

畫。圖為國際組織支援南印菩提法林尼眾學院上英文

課情形（照片提供︰菩提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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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當地的女性依附這些寺廟，跟

著喇嘛修行，有自己固定的住所，但

沒有自己專門修行的道場，遑論有管

理自己修行團體的制度與女性經驗的

傳承。

住家尼僧更沒有機會接受完整的

修行制度。她們不婚剃髮卻居家，結

果更被家務綑綁。由於身分曖昧亦無

團體保障，常遇到問題是：家人認為

反正妳在家，大家都很忙，只有妳沒

孩子，那就幫忙做點事情；田裡的工

作又不做，那廚房就由妳負責。所以

很多在家尼僧就變成家裡是最容易獲

得的勞力。她們雖然有很強的宗教動

機，採取不同於一般女性的生涯規

畫，想投入宗教修行，可是並沒有一

個健全的修行制度來保護她們。

住寺尼僧是藏傳女性最理想的選

擇，能到寺廟接受完整的教育，但資

源分配不均是個極大的問題。喇嘛的

培養過程非常嚴謹而耗時，辯經學院

的教育長達十九年，需要家人相當的

護持，而一般家庭在奉獻兒子當嘛喇

之餘，女兒常常就會被留在家裡。結

果，西藏的女性跟猶太教的女性一

樣，必須負擔大部分世俗的工作，以

式和生存模式，除了女活佛與業印母

這類歷史上的傳奇人物之外，大概可

分下列五種：（1）住寺尼僧：各宗

派尼僧的主流。（2）苦行尼僧：獨

自或結伴於修行聖地修苦行，不受任

何教團約束，但有自己的皈依上師。

（3）雲遊尼僧：以朝聖拜佛、雲遊四

方為修行方式。（4）群落尼僧：依

附某寺廟、聖地或某個喇嘛上師聚居

修行的尼僧，有自己固定的住所，但

是沒有自己專門的修行道場，彼此之

間的宗教生活模式亦不同。（5）住

家尼僧：賽青（ser khyim），削髮為尼在

家修行的尼僧，居家而不婚。分擔鄉

村與親友的責任，依照家庭背景而修

行方式不同。（德吉卓瑪，《藏傳佛教出家女性

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2。）除了住

寺尼僧受到僧團制度的保障之外，藏

傳尼眾的修行處境都很艱難。

藏傳尼僧的修行困境

以群落尼僧與住家尼僧為例，她

們的修行生活與社區生活緊密結合，

但也是最缺乏制度保障的修行生活。

藏傳佛教中政教合一，每個社區都有

一個主要的寺廟，由喇嘛來處理公共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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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苦行尼僧及雲遊尼僧，也

都屬於小眾、個人的苦行，沒有定點

當然難以形成團體，難有制度傳承經

驗。像《雪洞》的作者丹津跋摩，選

擇苦修閉關，雖然有老師或上師，但

不一定是女性，也非隨時在她身邊。

她的宗派連繫是否與男性一樣？是不

是所有尼僧都適合這種遺世的個人修

行？這都有待探討，不過可以確定，

這種個人修行不足以建立一個尼僧的

確保男性能夠專心修行。

或許有人會反駁，西藏歷史上不

乏獨自奮鬥成功的女性修行典範，譬

如女活佛。但女活佛不是一般女尼所

能企及的地位，而且女活佛制度並未

形成轉世的系統，所以女性導師教導

尼僧的法脈傳承，也不太可能流傳廣

遠。即使女活佛成為一代宗師，她亦

未針對女性團體建立修行制度，這部

分是以住寺尼僧的教育系統為主。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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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寺是藏傳尼僧最理想的修行方式。圖中阿尼們正在喇嘛的指導下學習辯經。（照片提供︰菩提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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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認可的修行程序，甚至共同的僧團

制度。二部受戒就是一個明顯的例

證，漢傳佛教已經清楚制定一套三壇

受戒的制度，藏傳佛教卻一直無法達

成共識。

這可能是因為藏傳各宗派指導的

方式、修行制度不同，甚至社會的支

持度也不太一樣，所以藏傳佛教還沒

有一個跨越宗派的制度。影響所致，

藏傳佛教缺乏一套大家可以認同的受

戒制度，藏傳尼僧亦無從取得比丘尼

的身分，女性的修行方式便多樣化，

無法凝聚、傳遞經驗。

佛教西化與女性修行者的空間

各區域的佛教修行制度都受到社

會文化的影響，但大部分亞洲女性的

修行生活與僧團的關係都比較疏離，

關鍵之一就在缺乏合理的宗教身分。

以往的鄉民社會可以依靠個人條件彌

補，譬如富裕家庭可以修建家廟，提

供女眷專心修行。但是目前專業化的

社會，建立制度為必然的趨勢。

泰國森林尼僧凋零

以泰國的森林遊行僧為例，以往

法脈。這也解釋了為何丹津跋摩從雪

洞出來後，投注於受戒傳戒、建尼僧

院、辦教育。因為個人的修行到達某

個階段，接下來必然要提昇所有尼僧

的修行，再不會只專注個人的成功而

已，而這就必須走向制度化。

藏傳女性修行方式紛雜

為什麼西藏女性的修行方式這麼

紛雜？原因有二。首先，女性向來跟

教團的關係就比較疏離。另外，修行

永遠存在個人靈修跟社會服務的衝

突。而一個好的修行制度能夠保障這

兩方面的平衡，不會因為弘法而耗光

自己。

以中國佛教的制度而言，受戒即

有受戒的一套過程，之後有領執階

段。領執一段時間之後，便可以去參

訪雲遊。或在別的寺院領個執，不論

宗派，就可以在那兒暫時安單。或閉

關閱藏、搭茅蓬修苦行都可以。所有

的中國寺廟至少能理解這一套修行程

序。可是藏傳佛教的師徒制度比較嚴

謹，門戶與法脈結合。現在的西藏尼

僧跟歐美籍的藏傳尼僧所面臨的，還

是同樣的問題：缺乏一個為大多數教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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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女性的發展重點

世代交替之際，佛教並不能自外

於社會的變化。隨著今天女性的教育

與工作權提昇，無可避免地，必須要

考量在顧及女性的角度下，設計修行

制度。目前台灣佛教的修行制度比較

完整，與社會的接觸也比較全面性，

所以對內關注的是兩性倫理的平等程

度，極為保守的刻板性別形象並無法

成為主流意見；對外，如何結合世學

的專業弘法、適應寺院的管理運作，

則是當今要務。

不過，台灣的女性僧團雖然能夠

經濟獨立、自行管理，尚缺乏溝通平

台來交換經驗。現代社會的運作趨

勢，是必須透過文字與教育來建立制

度化的經驗傳承管道。現代女性修行

者必須意識到，影響力不只在人數多

寡，還必須要有完整的訓練、合理的

修行制度，才能確保女性僧團的品質

與傳承。換句話說，在這個時代已經

很難出現單打獨鬥的個人偶像，否則

就如世間所說的富不過三代，與其個

別尼寺重複創建、凋零的掙扎，還不

如透過溝通平台，為一些世代交替的

難題尋求更廣的解決之道。

並非只有男性在森林苦修，歷史上頗

有著名的女性修行者在森林修行。自

十八世紀以來，西方文化席捲整個亞

洲，佛教也受到衝擊。泰國佛教參考

西方教育建立一套非常完整的考試制

度，將修行與宗教教育制度化，僧人

必須由經典學習拿到文憑，得到國家

的認證。這使得在森林裡苦行的傳統

尼僧逐漸凋零。因為她們的身分變得

非常可疑。以苦行為主的個人修行，

依賴的是傳統的修行制度，新式政府

卻無法有效監督，因她們的修行知識

無法衡量，在現代社會要求理性科學

的衡量標準下，修行的奇蹟是無法被

參考的。

此外，泰國建立以經典學習為主

的教育制度，無形中也複製了西方的

男女角色系統：男性較適合抽象的經

典學習，女性則學習比較實際的事

物，主要是照護的工作。慢慢地，女

性的教育之路就變得狹窄，何況女性

本來就比較難以取得教育資源。但也

因教育程度愈低愈難獲得社會資源，

在僧團也就愈難取得發言權。泰國傳

統的女性修行方式，既然無法組織

化、制度化，難免因此而中斷。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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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與藏傳佛教本身，對於藏傳佛

教的女性修行制度，焦點都放在提昇

教育。

不過，我還是衷心希望，能夠有

更多人投入更多的尼僧教育，資源不

要個別集中於某些個別寺院，才能造

成共識，早日出現一套完整的、跨越

宗派藩籬的女性修行制度。

藏傳尼眾面臨的課題

至於藏傳尼眾，目前的要務還是

教育。透過教育爭取空間，因為授與

比丘尼戒的主要阻力，在於認為女性

的教育程度不夠，還沒準備好受比丘

尼戒，也還不能自行管理。不過，不

開始辦教育，怎麼有能力處理上述問

題呢？既然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

題，要解決也只好雙管齊下。所以現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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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人能參與提昇藏傳尼僧教育的工作，為藏傳女性修行者打開更寬廣的一片天空。（照片提供︰菩提法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