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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目前台灣的宗教交談是必然趨勢，因具有整合性的價值，為增進信仰體

悟的豐富性，使人更意識到宗教的包容，並尊重各自的宗教經驗，在這

樣的前提下，願進一步思索，修道生活的本質意義和價值何在？修女與

比丘尼的修道生活，有何迥然不同之處？希望能藉此研究，冀能在自我

反省與歷史傳承沉思的雙重覺醒中，啟動一個呼應時代，兼具追尋永?幸



福，歷久彌新的修道生活方式，不但能回歸生命之源，而且可以帶給社

會安寧與祥和，更能活出充滿生命力與希望的修道生活。然而這只是初

步的探索，由於時間與學能的限制，有待將來更進一步的研究。 本論文

進行的方式，是研究者抽身站在高處望下鳥瞰，即「修道生活的對觀」

形態去鋪陳。在天主教修女的部份，是以煉、明、合三路來表達修女在

貞潔、貧窮、服從三願中間，跟隨耶穌基督的經驗為主。以煉路為基

礎，再進入明路與合路，達到與天主結合的境界。佛教比丘尼的部份，

是以「戒、定、慧」三學為主，戒為基礎，由戒生定，由定發慧的三種

過程。 綜觀整個論述，可以直接感受到，在探討了兩個宗教的形式與內

容後，發現修女與比丘尼的修道生活，看似相同的表象，其實卻大異其

趣。雖然在某些層次上可以互相啟發、彼此共鳴，達到奉獻生命的完美

境界，是可期待的，但是，基於上對神性的認知不同，下及意識形態的

價值觀，影響所及，很難一言蔽之，我們無法忽視兩種修道生活的實質

不同。  

摘要

(英) 

Nowadays a contact between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is necessary. The dialogue 

between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leads one to realize the richness of one’s 

religious belief and to be aware of one’s religious tolerance, and then to respect 

each individual’s religious experience. This thesis, therefore, will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the value of religious lives of Catholic sisters and of Buddhist nuns 

and their differences. On the basis of examining my own belief and reflecting on 

Catholic and Buddhist tradi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help us to live a fuller religious 

life which can correspond to the need of our time, lead us to peace and the source 

of life, and make the society more harmonious. This thesis is a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the religious lives of Catholic sisters and of Buddhist nuns. The 

purgative way, the illuminative way, and the unitive way are used to signal Catholic 

sisters’ vows of poverty, chastity, and obedience. In their spiritual development, 

Catholic sisters go through the purgative way, the illuminative way and the unitive 

way until finally to be with God. The Buddhist nuns, on the other hand, focus their 

religious life on discipline, meditation, and wisdom, the classic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Buddhist spiritual lif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we 

can find the religious lives of Catholic sisters and of Buddhist nuns seem to be 

similar but in fact are quite different. On certain level they may enlighten each 

other in living the life of self-sacrifice. Nevertheles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Divinity and in their values, their essential differences are 

not negligible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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