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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繼程法師（1955-）的弘法歷程為個案，研究馬來西亞與臺灣佛教建

立的國際華人佛教圈。繼程為馬來西亞漢傳佛教領袖竺摩法師法嗣以及法鼓山聖

嚴法師法子，活躍於馬來西亞、臺灣、美歐等地，教導禪修以及推動佛教文藝創

作。他在檳城皈依剃度，在臺灣受戒學習（臺灣佛學院四分之一的學生來自東南

亞），代表馬來西亞與臺灣佛教界的長期合作。這證明臺灣佛教的國際化不是單

向發展，跨國聯盟比全球化／本地化的二元對立架構，更能解釋當代國際華人佛

教圈的形成。

關鍵字：華人佛教圈、繼程、馬來西亞華人佛教、臺灣佛教國際化、法鼓山

1 本文初稿在2016年1月8日發表於政治大學宗教所、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中央研
究院亞太專題研究中心合辦之「馬來西亞多元宗教：回顧與前瞻」學術會議，
承蒙馬來西亞拉曼大學黃文斌教授提出精闢之建議與鼓勵。寫作過程中，感謝
繼旻法師協助蒐集資料，但是全文的議題與架構，皆由本人獨立提出。2016年
繼程法師來臺北法鼓山指導禪修期間，特於6月14日撥冗和我討論此篇論文，提
出修正與建議，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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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灣宗教研究》

前言：回顧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研究

近年來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中文研究，多以中國移民的佛教為脈絡，

集中探討中國佛教傳播至馬來西亞的歷史以及代表性僧侶。
2
黃世界在既

有歷史架構下，將馬來西亞佛教分為三期：第1世紀至第13世紀、17世紀
至1920年及1920年至1990年；陳美華則分梳馬來西亞佛教中漢傳、南傳
及藏傳三大佛教傳統。

3
陳秋平的《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

教》針對檳城華人移民史，探討早期佛教與移民者原鄉和當地混雜多元的

宗教生態，並且介紹王弄書、法舫法師及竺摩法師這些先驅人物。釋淨海

〈竺摩大師與大馬佛教〉由「馬來亞」（Malaya）的由來談起，涵蓋早
期佛教發展的過程，以及1940年至1960年的移民佛教。4

蘇慶華〈獨立前

華人宗教〉
5
及〈獨立後華人宗教〉

6
提出佛教在華人現代社會的精緻化、

現代化取徑，但是仍受限於民族政策的結構。

當代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研究成果，也以戰後當地與撤退至臺灣的

大陸僧侶之來往為主，譬如竺摩（1913-2002）與白聖（1904-1989）合作
傳戒、創辦僧伽教育。

7
竺摩為浙江樂清縣人，太虛大師弟子，畢業自武

漢佛學院，1953年由香港抵達檳城菩提佛學院，是目前馬來西亞華裔僧
侶中最常被研究的對象。

81990年代以後，臺灣佛教團體如慈濟功德會、
佛光山、法鼓山陸續在馬來西亞設立分部，將馬來西亞劃入臺灣人間佛教

道場的範圍。
9
上述研究大多以中國為中心，也反映中國的政局變遷，當

2 已知最早以中文書寫馬來西亞華人佛教歷史的書，有釋淨海，〈馬來亞早期佛
教考略〉，收入張曼濤主編，《東南亞佛教研究》，頁325-337；近期有白玉
國，《馬來西亞華人佛教信仰研究》與陳秋平，《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
檳城佛教》。上述研究皆從中國移民介紹漢傳佛教的緣起，建立中國與馬來西
亞華人宗教的宗主國／墾殖移民區關係模式。請參見陳美華，〈在邊際中的深
耕和無垠：從事馬來西亞佛教研究5年來的回顧與展望〉，以及〈馬來西亞的漢
語系佛教：歷史的足跡、近現代的再傳入與在地紮根〉，載於《印尼與馬來西
亞的宗教與認同：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習俗》，頁53-121。

3 黃世界（Ng Sai-kai），〈漢傳佛教僧團〉，收於《獨立後佛教在馬來西亞的發
展》（Perkembangan Buddhisme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sejak merdeka）。陳美
華，〈在邊際中的深耕和無垠：從事馬來西亞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48-
65。

4 張曼濤主編，《東南亞佛教研究》。
5 收於林水豪、何啟良等主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
6 林水豪、何啟良等主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
7 繼旻，〈志在整頓佛教：白聖法師與馬華佛教〉（未刊稿）。
8 戴麗花，《竺摩與達摩陀對馬來西亞佛教的影響》。
9 梁秋梅，〈淺析佛光山在馬來西亞的發展〉，頁101-139。慈濟基金會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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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成為中國佛教的繼承者之後，便取代中國成為馬來西亞佛教的中國原

鄉。

馬來西亞華人佛教與臺灣的關係日益密切，始於戰後臺灣提供傳授

僧尼大戒與僧伽教育給華裔馬籍僧尼，而臺灣佛教在追求國際化目標下的

人才急需也創造許多機會給他們。這些僧尼返國後，除加強兩地佛教社群

的交流，有些也選擇加入臺灣佛教的山門，陸續加入臺灣佛教國際弘法的

行列。初步估計，就讀臺灣佛學院的華裔馬籍僧尼高達學生人數的四分之

一，他們也分別在佛光山、法鼓山等團體的國際分部（含馬來西亞地區）

擔當重任。
10

臺灣佛教國際化的程度，與華人移民美加人數呈正比，成為國際學界

研究的重點之一。
11
這波研究對象集中於臺灣四大佛教團體（佛光山、慈

濟功德會、法鼓山、中臺禪寺）之積極發展全球化網絡，討論主題則為人

間佛教。
12
他們大部分都是以單一佛教團體為個案，而且以臺灣為中心出

發，形成直達歐美紐澳的單行道。黃倩玉（C. Julia Huang）研究慈濟功
德會的英文專著Charisma and Compassion，是其中少數將馬來西亞列入
臺灣佛教組織的重點傳播區域者。

13
其實臺灣僧團作為國際弘法團隊，其

中頗多出身亞洲、美洲的華裔僧尼，華裔馬籍僧尼特別得利於多種語言、

分會首先於1993年創立於檳城，見http://www.tzuchi.org.my/web17/；佛光山東禪
寺於1996年完工，見馬來西亞佛光山網站http://fgsmy.org/cn/；法鼓山則於2009
年建立馬來西亞分部，見http://www.ddm.org.my。

10 佛光山慈惠法師表示，佛光山的國際弘法工作，大量倚重馬來西亞來的尼眾。
華裔馬籍僧尼高達臺灣佛學院學生人數的四分之一，這是筆者根據田野觀察以
及初步訪談所得成果。由於很難取得佛學院的入學資料，此一數目來自佛學院
師生的預估，以及歷年畢業紀念冊的調查。

11 目前研究北美華人佛教社區的主要脈絡，主要從移民角度來看他們如何融入新
社會，所以華人信徒的宗教認同如何與文化認同、族裔認同互相作用是一大
觀察重點。另外一個觀點是全球化問題，亞洲佛教徒與歐美非華人信徒是快
速互相流動，除了在地化觀點，也增加「向外國人弘法」（譬如佛光山在美國
分院－洛杉磯西來寺）的視角。此一位置以普世化佛教隱藏離散的主題，也
顯示第二代華人移民佛教的自主性。請參見Stuart Chandler, “Chinese Buddhism 
in America: Practice and Identity,” pp. 14-30; Li Yu-chen, “The Buddhist Homela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Lineage of DDM Meditation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thcoming);于凌波，《美加華人社會佛教發展史》。

12 國際學者如Stuart Chandler的Establishing a Pure Land on Earth: the Foguang 
Buddhist Perspective on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建立人間淨土：佛光山
對現代化與全球化的佛教觀點）。

13 相關研究還有陳仲才（釋解賢），《臺灣非營利組織在東南亞之發展—以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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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佛教傳統混雜的背景，成為臺灣佛教國際化的重要力量，卻罕被提及。

繼程法師是研究馬來西亞與臺灣漢傳佛教關係的絕佳個案。繼程法師

於馬來西亞隨竺摩法師剃度出家，來臺受三壇大戒、接受佛學教育、參學

修禪，成為法鼓山聖嚴法師（1931-2009）的第一位國際法子。他返回馬
來西亞後，致力推廣禪修，1999年以後並且定期到臺灣法鼓山、美加華
人佛教團體教導禪法，2012年開始到波蘭舉辦禪修弘法活動。14

對於近年

臺灣跨國佛教團體於馬來西亞建立分部，繼程法師則呼籲不要形成另一種

佛教帝國主義，強調馬來西亞漢傳佛教具有的主體性。
15
本文將透過繼程

法師作為聖嚴法師國際法子的身分，討論馬來西亞與臺灣佛教建立的國際

華人佛教圈。

一、聖嚴法師的法子與國際弘法

為了提供讀者了解臺灣佛教的國際化發展，本節將先介紹聖嚴法師在

美弘化的歷程。從1976年在紐約接引西方弟子習禪之後，他每年來回紐
約與臺北之間帶禪七，創建一個比較跨越種族、文化的中國佛教全球化模

式。
16
聖嚴法師不僅在華埠教導美國人禪修，並且跨出華埠、深入美國大

學校區，同時在臺灣建立以禪修為特色的法鼓山。1978年聖嚴法師開始
在臺灣舉辦禪七，創風氣之先；

172005年中華禪法鼓宗開宗立派。18
聖嚴

法師本人即承認他是先在美國教導禪修後，臺灣信徒才提出請他也於臺灣

教導禪修的要求；以至於當他回顧這段紐約、臺北的隨機應教，聖嚴法師

並不承認自己是禪師。
19

筆者2013年發表〈禪修傳統的復興與東西交流—以聖嚴法師為

14 釋繼程，〈波蘭禪緣〉，《佛教新聞天地》（2013年12月14日），2016年11月
16日下載。

15 繼程法師曾談到殖民佛教與馬來西亞佛教的關係，前者除了指稱馬來西亞於
1957年8月31日自英國獨立後的佛教本土化運動，訪談中還談到1990年代以來臺
灣與美國華人佛教進入馬來西亞建立大本山與連鎖團體的現象。請參考釋繼程
述，〈抦棄殖民意識，建設大馬佛教〉，頁80。

16 相關的最近研究，請參考Hsiao- lan Hu,  “Syncret ism and Exclus ivism: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m relation to the Racial Integration in 
Lansing Buddhist Association.”

17 釋聖嚴，《拈花微笑》，頁353-380。
18 請參考李玉珍，〈禪修傳統的復興與東西交流—以聖嚴法師為例〉，頁

7-34。
19 釋聖嚴，〈如何研究我走的路〉，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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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文，以聖嚴法師初抵紐約（1976）到法鼓山紐約象崗道場落成
（1997）的二十年為限，探討他以中國禪師聞名國際的過程以及脈絡。20

聖嚴法師經常到美國大都市和大學城傳播中國禪的思想和修行，教導禪

修，此舉契合美國以禪修為佛教修行主流的形勢，突破原先中國佛教在美

國只局限於華人社區的困境。
21
目前歐美道場仍多以禪修為中心，甚至不

乏提供長期閉關，或者以定期閉關為號召者，佛教在美國的發展仍然未達

到社區宗教中心的地位，而為集合個人宗教追尋的團體。然而聖嚴法師早

年所發展出一套針對現代人需求的禪修方法，的確是突破美國佛教以及漢

傳佛教民族性的圍牆的關鍵，因而得以在國際建立其中國禪師的聲譽。

聖嚴法師開放的法脈觀，也促成法鼓山在美國的發展。1985年8月7
日，聖嚴法師傳馬來西亞繼程法師以臨濟宗第58世傳承，法名「傳顯見
密」，為第一位法子。

22
早在2005年設立法鼓山的法子制度之前，聖嚴

法師已經傳法給5位西方法子以及2位海外法子。他們分別是英國約翰．
克魯克（John Hurrell Crook, 1930-2011）博士、23

賽門．查爾得（Simon 
Child）醫師24

、馬克斯．克林（Max Kalin）博士、美國吉爾伯特．歸德
爾則（Gilbert Gutierrez），25

以及克羅埃西亞查可‧安德列塞維克（Žarko 
Andri evi ）；26

而馬來西亞繼程法師
27
和新加坡果俊法師

28
，兩位皆非聖

20 李玉珍，〈禪修傳統的復興與東西交流—以聖嚴法師為例〉，頁7-34。
21 李玉珍，〈跨地同坐一門禪修：法鼓山的國際法脈觀〉。
22 林其賢，《聖嚴法師年譜》第一冊，頁503。
23 林雅櫻，〈聖嚴法師第一位西方法子John Crook博士辭世　世壽82歲〉，《法鼓
新聞》，2011年7月18日，2016年2月20日下載；林其賢，《聖嚴法師年譜》第
一冊，頁524-525。

24 Simon Child, Fiona Nuttall，和其他禪學會的禪師雖然沒有剃度，但是已經建立
他們自己的傳承制度，請參考“Teachers of the Western Chan Fellowship”，2016年
1月27日下載。

25 Gilbert在網站上自我介紹，遇見聖嚴法師之前禪修以及學習氣功等超過25年，
參“The Riverside Chan Meditation Group”，2016年2月12日下載。

26 安德列塞維克在2001年接受聖嚴法師傳法之前，已經在1980年代建立克羅埃
西亞第一個禪修中心Dharmaloka。他目前經常旅行美國、瑞士、斯洛伐雅、
挪威、德國和臺灣之間教導禪修，參“Intro to Zarko Andricevic- Dharma Drum 
Mountain Melbourne,” http://www.ddmmelbourne.org.au/intro-to-zarko-andricevic.
html，2016年2月12日下載。 

27 繼程法師是馬來西亞人，剃度師竺摩法師，來臺就讀佛光山佛學院，受三壇大
戒，並且參學拜訪諸山長老，有關其受教育過程以及在教界地位，請參見李玉
珍，〈聖嚴法子繼程：馬佛與臺佛締結華人佛教圈〉。

28 果峻法師為新加坡人，受薙於大菩提寺松年和尚，參“Guo Jun –Wikipedia,” 2015
年4月1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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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法師的出家弟子。聖嚴法師認可法子的條件並非驗證他們個人的證悟，

而是肯定這些法子教導禪修的能力與付出；後來的發展也證明，這些法子

不但在各地教授禪修有成，而且持續與法鼓山的禪修道場結成姐妹道場。

2002年12月26日，聖嚴法師在「法鼓山北美年會」開示「一師一
門，同心同願」為法鼓山發展的方針。

29
他強調法鼓山的修行法門即是以

釋迦牟尼祖師為導向的禪門，並無其他宗派師承。落實到僧團心法與師徒

傳承而言，聖嚴法師於2005年正式揭示中華禪法鼓宗的成立，也是以釋
迦傳承的中國禪法開宗開派，不偏不倚任何法脈私承特傳的普世救度。

2005年10月21日，園區落成正式開山，在宣布成立中華禪法鼓宗之前，
聖嚴法師於9月2日在臺灣傳法法鼓山12位法子；302006年9月2日，由法鼓
山僧眾大會選出果東法師擔任法鼓山方丈。不同於傳統的中國法脈傳承，

聖嚴法師說明他的法子是任務性法子，依照其所常在某些職能上發揮功

用，並未和住持繼承制度結合。

2009年聖嚴法師圓寂之前，繼程法師即和法鼓山保持密切關係。
2002-2005年間全程參加四次法鼓山美國象崗道場，由聖嚴法師親自主持
的禪修；2008年並開始每年回臺灣法鼓山教授禪修。聖嚴法師圓寂後，
仍然繼續支援法鼓山各地的禪修活動。

31
他大約將禪修指導的時間與新書

發表會結合，一年夏冬兩季到達臺灣。以2009年為例，繼程法師在法鼓
山的兩場演講為1月23日的「金剛經的日用修行」，以及6月16日的「禪
眼看花花世界」。2010年6月29日，繼程法師於法鼓山臺北分院德貴學苑
主講「禪的生命觀照與反思」，下半年則擴展到海外道場。

328月27日，
他到美國佛教會大覺寺講解禪十儀軌，並於仁俊長老的紐澤西同淨蘭若教

授禪七。11月7日為法鼓山洛杉磯分會的年終感恩餐會，義賣其書籍和墨
寶。繼程法師亦協助法鼓山在馬來西亞的發展。譬如2011年6月法鼓山方

29 林其賢，《聖嚴法師年譜》第一冊，頁1647-1648。
30 2005年9月2日的傳法大典中，十二位法子包括：僧團首座及中華佛研所學術副
所長惠敏法師、禪堂板首及玉佛寺住持果如法師、僧團副住持果暉法師、禪
堂板首果元法師、禪修副都監果醒法師、都監果品法師、男眾部副都監果東
法師、美國象岡道場負責人果峻法師等八位男眾，以及僧伽大學副院長果鏡法
師、執行副都監果廣法師、中華佛研所行政副所長果肇法師、文化副都監果毅
法師等四位女眾。〈聖嚴法師傳法，大典隆重莊嚴〉，《法鼓雜誌》190期。

31 釋繼程，《安心：和繼程法師一起禪修》，頁2-3。本書編輯改寫自繼程法師
2013年夏在象岡道場主持「禪十」的開示。

32 「禪的生命觀照與反思」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LuH25sS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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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果東法師前往東南亞進行12天的弘法關懷行，即專程前往太平佛教會
拜會繼程法師。次年繼程法師則在法鼓山馬來西亞道場舉辦「遇見禪」的

系列演講，共計11場，盛況空前。33

二、繼程法師的生平與形象

繼程法師是馬來西亞華裔，1955年出生於霹靂州太平，為竺摩法師
法嗣。

34
他高中畢業即開始學佛，畢業後任教於瓜拉古樓育才小學，同時

於太平佛青團、太平佛教會及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簡稱：馬佛青）霹

靂州聯委會擔任理事。1978年依止竺摩法師出家，法名繼程，號文錦；
同年赴臺灣受三壇大戒，三師和尚為印順、演培、真華法師，均為佛教界

中以開明著稱之長老。他先在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進修，畢業後

任教於佛光山東山佛教學院。留臺期間拜訪請益臺灣高僧，如印順導師、

星雲法師、懺雲法師、聖嚴法師、藍吉富老師與陳慧劍老師等。1980
年經藍吉富老師引介，到北投文化館跟隨聖嚴法師打禪七，開始學習靜

坐。
351985年成為聖嚴法師首位認可的法子。36

繼程法師自詡受益聖嚴法

師的禪法、印順導師的教義最多。
37

繼程法師返回馬來西亞後，立即閉關千日進修。曾擔任馬來西亞佛

33 這11講分別為：第一講「禪的意義」，影音資料：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_rRjtgmkeU8。第二講「心的狀態」，影音資料：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9JA4ZbW8ag。第三講「禪修的功能」，影音資料：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PC7tFNF92F4。第四講「尋師」，影音資料：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ntZsauh_1B4。第五講「由淺至深，影音資料：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uXA3NOogg2o。第六講「重要的定位」，影音資
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MgakkixYvA。

34 1978年1月28日繼程法師在三慧講堂隨竺摩法師座下剃度。釋繼程整理，〈竺摩
法師簡譜初稿〉，頁168。

35 〈繼程法師小檔〉（2011年修訂），2015年12月28日下載。
36 聖嚴法師18位法子中，僅有七位不是來自臺灣地區，按照認可次序分別為：
馬來西亞的繼程法師，英國的約翰‧克魯克（John Crook）、賽門‧查爾得
（Simon Child），瑞士的麥克斯．凱林（Max Kalin），克羅埃西亞的查可‧
安德列塞維克（Zarko Andricevic），美國洛杉磯的吉伯‧古帝亞茲（Gilbert 
Gutierrez），新加坡的果峻法師。他們都獲得聖嚴法師認可法子的標準，不在
於證悟，而是能夠正確教導禪修，所以這些法子各在一方積極弘揚禪法，也不
時協助法鼓山的禪修活動。〈聖嚴法師國際弘法〉，2015年12月28日下載。

37 除了提升馬來西亞青年禪修的風氣，繼程法師並且以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
與《佛法概論》來教導弟子，訓練他們將20章製做為20張科判，依之進行複
講，期末再產生一張總表，奠定整體性的佛學概念。2016年6月14日於法鼓山口
訪。



12　《臺灣宗教研究》

教青年總會（以下簡稱馬佛青）總會長、馬來西亞佛教僧伽總會副主席、

馬來西亞佛學院副院長等職，並創辦主持大專佛青生活營、教師佛學生活

營、大專靜七、禪十等禪修課程。繼程法師是第一位出任馬佛青會長的僧

侶。1999年之後，繼程法師開始應邀到世界各地弘法，主持佛學講座及
禪修課程。2002年初馬佛學院院長竺摩法師圓寂，法師於該年3月受聘回
馬佛學院擔任院長一職。

2007年繼程法師被選為馬佛總會副會長，公開以茶僧身分，舉辦茶
藝講座和書畫義展，為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等佛教組織籌款。

38
其實

從1980年代起，他便開始結合品茶、書法和禪意，多次舉辦茶藝講座、
書畫義展，為佛教界募款。也創作近百首佛曲，其中〈無盡燈〉、〈禪

燈〉、〈悲欣交集—圓滿弘一〉、〈海潮匯〉膾炙人口。這種禪修與禪

藝並呈的風格，也顯現在他海外弘法的行程中。他不但主動揮毫留念，贈

送每位參加禪修者小幅畫冊，也將禪修期間的心得以禪畫展現，義賣大幅

禪畫。靈活的禪思有時還以石頭畫、燒陶杯等，結合禪修營當地特色的素

人藝術品出現。馬來西亞的禪修營甚至將他的字繪製到禪修褲上，此一創

舉成為當次禪修營的特色。上述創作藝品的流傳，不但顯現繼程法師資助

各地禪修道場的用心，也使他的禪藝透過作品，廣為流傳。繼程法師儼然

成為馬來西亞華人僧侶的新典範。

戰後馬來西亞佛教的僧侶研究以竺摩法師為主，他的〈蕩執成智．

真空妙有—五十年來的檳城佛教〉，總結自己對於馬來西亞佛教的改革

與期望，反映中國近代佛教改革潮流之下，中國僧侶到馬推動正統佛教足

跡，也是探索檳城的佛教文教事業及寺院沿革的重要資料。
39
陳美華、駱

政昌合著的〈竺摩法師傳：傳承文人道統的詩書畫僧〉探討竺摩法師揉合

佛法教義與儒家思想的表達方式，並且討論到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世代交

替，首次提及繼程法師的不同弘法方式。
40

就僧人弘法典範而言，繼程法師與其剃度師竺摩都是透過文藝創作，

開拓與居士的關係，但是他們接觸的菁英不同，繼程法師接引的知識分子

更年輕、文化背景更多元。繼程法師堅持四十歲之後不接行政職務，要全

38 陳慧容，〈閒裡偷忙　繼程法師的六十禪味〉，2015年12月28日下載。
39 此段敘述，得自釋繼程：〈竺摩法師與大馬佛教〉，http://read.goodweb.cn/

news/news_view.asp?newsid=89741，2016年12月29日下載。
40 陳美華、駱政昌合著，〈竺摩法師傳：傳承文人道統的詩書畫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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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優游藝術以及新點子來弘法。他創作不斷，出版散文隨筆、弘法講義等

五十餘冊；筆名有摩提、塵僧、茶僧、閒僧等。
41
如果以戰後抵馬弘法的

竺摩法師為第一代，繼程法師的弘法方式為第二代的代表之一。
42
竺摩法

師深受太虛法師人生佛教的改革理想，以建立正統的中國佛教為目標，

投注於佛教義理教育，輔以中國嶺南派水墨書畫的技藝弘法。
43
他正式拜

師學畫，以書法、水墨畫作品傳世多於文字創作。繼程法師受惠於竺摩法

師提升中國佛教教育、人生佛教的改革視野，但是其創作並不專精某一門

派，而是以禪修的精神，處處逢源，詩畫附之於陶杯燒製、麻布薰染、宣

紙布幕、電腦傳媒之上，內容有茶禪、影評、歌賦，有如業餘藝術家卻是

專業生活經營者。繼程法師的文創，更吸收馬來西亞華人各種才藝，不但

擴大接觸層面，也凝聚佛教的在地化文化氛圍。

由繼程法師的禪藝弘法可知，不論馬來西亞或臺灣佛教圈，文藝創作

都只是有少數僧尼能夠投注的活動。除了個人稟賦，佛教經典並不鼓勵僧

人學習五明（音聲、邏輯、醫藥、工技、詩畫），而且僧尼養成期間訓練

緊湊，除非有特別護法或因緣，無法累積成果，獲得認可。所以不須特別

設備的著書寫文，仍是最重要的創作形式。

繼程法師被公認為馬來西亞新一代佛教領袖，2015年適逢其六十歲
生日，為他舉辦慶生活動的信徒，遍布馬來西亞、港臺、美加等地，堪

稱華人佛教界年度大事。繼程法師自我定位為禪師，繼程法師的禪藝展現

在教導禪修營隊之後，他關切的主題是禪修，教導內容亦不離禪修。訪談

中他也不脫禪師本色，指出本身不斷出版禪修書籍，相較之下對於隨筆

散文與禪詩，反而並不在意。迄今粗估，繼程法師出版與編輯的書籍約

90本，文名斐然，禪修書籍則如本文附錄16本。這些禪修書籍不斷在臺
馬，甚至中國大陸再版流通。尤其透過每年訪臺於法鼓山教禪，繼程法師

固定於法鼓文化出版新書，舉辦新書發表暨演講，已經成為盛事。2016
年，繼程傳燈基金成立，主要以提升馬來西亞佛教文創以及表演藝術的教

育與推廣為目的。此基金不但支援上述佛教藝文活動，舉辦比賽，也開

放文創或表演藝術工作坊等培訓課程。繼程法師捐出《如是書法展》、

《60場繼程法師詩作兒童偶劇全國巡迴演出》所得，義賣《60首繼程法

41 繼程法師的著作目錄，請參見附錄。
42 1998年竺摩法師圓寂之後，三慧講堂住持交由繼傳法師繼任至今。
43 釋竺摩，〈蕩執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來的檳城佛教〉，頁227-238。



14　《臺灣宗教研究》

師詩詞歌曲CD全輯》，但不參與募款。44
此基金是借他之名，提供文化界

凝聚共識、紮根的平臺。
45
向來以教導禪修聞名的繼程法師，如此全方位

的創作長才，堪稱禪藝雙全。

馬來西亞佛教的發展十分倚重年輕居士，譬如馬佛青的講法和出版事

業、音樂歌劇弘法，都是相當著名的例證。馬來西亞佛教社群的特殊生態

之一，即是居士足以與僧團抗衡；這些居士長期投入藝術弘法，與殖民生

態下以佛教作為民族文化旗幟，減少宗教衝突的氛圍有關。繼程法師得以

出任馬佛青總會會長，歸因於他本出身馬佛青，不僅有地緣之便，更有同

窗之誼，易於動員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圈。
46
加上他對藝術的敏銳感受與涵

養，更能突破僧俗之別與代溝，以更軟性的藝術表現切入年輕人對宗教的

經驗。

1999年開始，繼程法師始接受海外華人佛教社團的邀請，赴世界各
國等地弘法，主持佛學講座及禪修課程；此後他的著作（尤其小品文集，

如《船到橋頭》一書）也多自署完成於北美等海外諸地。這些作品不僅整

理了繼程法師的禪修營內容，更用生動活潑的方式記載他的生活反思，可

說在禪修營期間的自省與外觀萬物，也是禪師能不斷隨機學習應用於禪修

教學的關鍵法門。

綜觀繼程法師在美國弘法的路線，雖然以法鼓山的美國分部為主，

但不侷限於此。他經常訪問法鼓山加州與紐約州、紐澤西州兩個區域的分

部，演講教禪。這兩個區域是一般華僧入美的必經門戶，也是歷史悠久的

華人移民聚集區。因此繼程法師以此為基礎，逐漸由法鼓山分會輻射至更

廣的華人與西方佛教社群。試看繼程法師2010年至2015年的弘法行程：

2010年8月27日訪美國佛教會大覺寺和紐澤西州同淨蘭若；11月7日在

44 萱樂，〈繼程傳燈基金舉辦　佛教文創演藝交流〉，2015年12月28日下載。
45 繼程法師受訪時表示：「這些文化基金如何運作，自己皆不過問，只負責寫字
作畫，把作品送他們，他們如何辦展籌款，也任他們發揮，只是安排時間，儘
量出席展覽活動或節目。」文藝界的朋友基本上以「繼程法師」的名義成立基
金，以他的展覽義賣來打頭陣，籌措基金。〈繼程法師禪在書畫，一筆禪意一
甲子〉，2015年12月28日下載。

46 繼程法師與音樂家周金亮、《東方日報》總編輯潘友，為國中同學，在他六十
歲之際，聯合催生同窗文創獎，即是號召畢業43年以來，遍布各行各業的同學
而成功。參見〈繼程、周金亮、潘友來共創文藝獎，同窗一夢，齊為傳承〉，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lifestyle/sh20151023，2015年12月28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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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洛杉磯分會20週年感恩餐會義賣書畫。
2012年9月18-19日訪美國法鼓山紐澤西分會演講，22日上午主持「精
進半日禪」，下午主持「電影禪：用心看電影」。

47

2013年8月11日至9月15日，繼程法師2013歐美禪修及弘法行程，依
序到訪波蘭Plein-air House of the Warsaw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Dluzew帶領禪修（8月1-11日）；波蘭Bern禪的開示（8月16
日）；瑞士Wolfhalden禪七（8月17-24日）；48

英國倫敦近郊East 
Sussex禪修（8月25日-9月1日）；49

美國密西根州Perry禪修（9月
4-8日）；50

密西根州Ann Arbor講座（9月10日）；51
法鼓山美國

洛杉磯道場佛學講座（9月12-13日，16-18日），精進禪二（9月
14-15日）；52

美國法鼓山紐澤西分會禪修與佛法講座（9月18日，
23-25日）；53

2014年9月，法鼓山紐澤西州分會，繼程法師帶領三日禪修及佛法講
座，「禪心悅意勤精進」。佛法講座分別為18、19、23、24日；
精進禪三為20-22日。54

2015年9月18日，加州Sunnybale美國菩提學會繼程法師講座「心經的
智慧」。

5520、21、22日三天，在法鼓山紐澤西州分會，繼程法師
講《六祖壇經》。

47 此兩日講題「釋禪婆羅蜜」之影音資料依序是：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qrd4E2L0Hc8、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JfdguGReo。

48 參“Chan-Bern: Zentrum für Meditation, Retreats, Buddhismus - Chan-Bern: Zentrum 
für Meditation, Retreats, Buddhismus,” 2016年12月29日下載。

49 參“Ch’an Meditation London | Chinese Mahayana teaching,” 2016年12月29日下載。
50 參“Lansing Buddhist Association,” 2016年12月29日下載。
51 參“Lansing Buddhist Association,” 2016年12月29日下載。
52 參“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2016年12月29日下載。
53 影音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q96iG6ncQ; 9/23講題「禪修的層
次」，影音資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dSHVZTT5A；9/24講題
「修行的心態」，影音資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bSjF5ZBPc；
9 / 2 5講題「如何依智生活」，影音資料：h t t p s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prYN2BgLosM。

54 9 / 1 8講題「禪心悅意」，影音資料：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uJq96iG6ncQ&t=1902s。9/19講題「道心不退，離苦得樂」，影音資
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JkULkXcE9I。

 9 / 2 3講題「佛教中的禪觀」，影音資料：h t t p s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NmUQp8_DXY8。9/24講題「如何依佛（性）修行」，影音資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GHuXZVZS4。

55 影音資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6XvV2pyp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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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2、13、14日，繼程法師在法鼓山紐澤西州分會佛學講
座。

56

爾後繼程法師的年度行程越趨緊湊，以2016年的大型弘法活動為
例，他頻繁穿梭於馬來西亞各地與法鼓各國道場：

5月23日，由法鼓山馬來西亞道場與UCSI大學佛學會主辦、馬佛青總
會協辦，在UCSI大學禮堂舉辦「禪思與禪行」講座，為近450位
會眾分享禪修的思想與應用。

6月15日，飛臺灣法鼓德貴學苑，演講「老實是禪」。
7月2日至9日，舉辦第29屆大專靜七。
9月12、13、14日，繼程法師在法鼓山美國紐澤西州分會，作三天之
專題演講，題目作「禪心遊藝海」、「默照話頭」。

57

9月29日，參加馬大佛學會主辦之弘法會，主講《人生真忙，茫看人
生》。

9月30日至10月3日，在法鼓山馬來西亞道場假馬來西亞丹戎馬林Re-
freshing Spring Resort度假村，舉辦了一場為期四天三夜的心靈環
保禪修營。約58位來自不同領域的管理階層和專業人士參與。繼
程法師每天晚上為學員們開示。

10月14日，繼程法師在香港九龍「法鼓山香港道場」舉辦「遊藝戲
禪—創作中的禪意妙心」，與黃炳培、梅卓燕、麥成輝對談。

免費參加。

10月15日，繼程法師在香港饒宗頤文化館舉辦的書畫展現場揮毫寫
字。

10月29日，周六晚上八點，在馬來西亞八打靈再也公民大禮堂（Civ-
ic Hall MBPJ），舉辦《如是今夜‧慧燈亮了—繼程法師／周金

56 題目為「禪心遊藝海」、「默照話頭」；「默照話頭」有影音資料：第一
天：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YNV-OaogE；第二天：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ewQYMjKZaaQ；第三天：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unqT57M-Cx8。

57 「默照話頭」有影音資料：第一天：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YNV-
OaogE；第二天：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QYMjKZaaQ；第三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nqT57M-C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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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佛曲作品30周年紀念演唱會》，所得樂捐。
10月30日，假馬來西亞育才華小舉辦「共生共善—珍古德博士與

繼程法師對話午宴」，對話以華語及英語進行，同時有中英文翻

譯。憑餐卷入場，所得樂捐。11月26日至2016年12月3日，由馬
佛青總會和太平佛教會聯辦「第19屆禪淨共修（19th CHANTING 
AND MEDITATION RETREAT）」，假太平佛教會進行。由繼程
法師擔任主七師父，每日約10個小時共修時間，並受持八關齋戒
拜佛、止靜、開示和受三皈五戒等等。

繼程法師透過佛教會與佛教青年總會，建立年輕人的修行營隊，在馬

來西亞融合南傳與藏傳佛教的環境中，樹立漢傳佛教的修行特色。

三、聖嚴與繼程的禪法

在訪談中，繼程法師不斷自稱為「我們知識分子」、「禪僧」，他

出版的書籍也以討論禪法為大宗。他在禪修時說法不做經典註腳，以直接

平實的詞語開示，頗有聖嚴法師的風範。因為繼程法師認為當代人根器太

粗，需要導引他們理解聖嚴法師語言的優點。
58
雖然筆者只觀察參與他在

海外華人的禪修營，尚未研究他以英文帶領禪修的現場，但是他和聖嚴法

師教禪的語言風格極類似，能以非常平白親近的語言，闡釋經典，並且是

恰到好處的摘引，而非讓學生無法適從，因為禪師若是逐字講經以及羅列

經論，容易讓聽眾失去經教與參禪的平衡。

尤其在禪修營中，繼程法師充分利用自己的時間，在寮房中揮毫，以

便在禪修結束時，贈送每位學子親手筆澤，並且義賣大幅作品為該禪修營

募款。有時甚至捐出禪畫禪字，無償讓禪修營單位燒製陶杯、石鎮，或以

其字畫製作禪服等文創相關義賣商品。古人寫字療飢，繼程法師則是以文

字結禪緣，音聲筆墨俱出。

聖嚴法師曾經推崇繼程法師文藝創作豐富，成果比自己還多。
59
繼

程法師筆耕不輟，短文短偈亦不斷，可能是臺馬佛教界最多產的僧侶之

一。
60
馬來西亞怡保觀音堂法雨出版小組以及法鼓山的文化出版事業，也

58 2016年6月14日於法鼓山口訪。
59 釋聖嚴，〈序繼程法師《活水源頭》〉，2016年11月30日下載。
60 此處純指現代散文式的作品，不包含註解經文的說法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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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整理出版繼程法師教禪的文集，為寫作不輟的繼程法師提供專業的編

輯以及國際流通網路。
61

聖嚴法師以「中國禪師」的國際形象，建立從紐約到臺北的漢傳佛

教圈；其禪法均能契合臺灣與美國當地社會，而關鍵在於恢復禪堂禪修制

度，並將之普及社會大眾。所謂普及，聖嚴法師以佛學博士的雄厚佛學底

子，深入淺出，不急不徐，以禪坐訓身，以佛學澄心，語言與文字雙語並

用。在廣大的華人移民圈中，繼程法師的中文更為簡略平淡，用語更為貼

近華僑，再加上文藝創作展現的閒僧風格，比起許多嚴峻的經師講座，更

展現其個人魅力。
62

繼程法師以禪僧游於藝的形象遍及華人佛教社群。他的活潑不拘束，

獨來獨往，深受各地信徒歡迎。不像當年聖嚴法師在北美風雪中奔波的辛

苦以及後來作為大團體領袖的限制，繼程法師的弘法大受歡迎顯示目前亞

洲地區以及歐美等海外華人佛教社群的發展興盛。但是兩人的弘法事業都

指出，近二十年來禪修成為國際佛教實踐的主流，並且回流到亞洲華人社

區的現象。兩人教導禪修的方式也顯現出來，華人僧侶教禪運用豐富的文

化資源，從茶藝、書畫都可汲取資源。兩人最成功的特色在於以學識融合

上述資源，而不走傳統經論說法的模式，不以經解經，而以真實日常生活

的修為解經。聖嚴法師留下的學者禪師形象已被固定在禪堂的影帶中，繼

程法師則仍靈活地嘗試各種弘法活動，關注各種媒體傳播的功能，兩人所

展現禪的流動生命力，其實都不是容易學習繼承的對象。
63

四、結論：臺馬佛教交流

綜觀繼程法師的活動，可以整理出來三個特點。（一）他是在馬來

西亞剃度在臺灣養成的僧侶，臺灣提供三壇大戒、佛學院僧伽教育、聖嚴

61 法雨出版小組出版主要為：「以導師（繼程法師）之著作／開示錄為主」，法
鼓文化總共出版了十六本繼程法師的書：《禪門直心》、《禪味六十》、《禪
門過關》、《禪心默照》、《禪修指要》、《鍊心功夫》、《船到橋頭》、
《日日好日》、《心的鍛鍊》、《爾然小品》、《心經的智慧》、《生活中的
菩提》、《百法名門論講錄》、《六妙門講記》、《花花世界》、《小止關講
記》，請參見法鼓文化心靈網路書店（http://www.ddc.com.tw/）。

62 本文只是開始，希望再訪問更多在臺灣接受佛學教育，然後到美加華人社區弘
法的馬來西亞法師（譬如紐約莊嚴寺住持繼如法師），探究繼程法師的弘法特
色，以及馬來西亞等華裔僧尼對華人佛教圈成行的貢獻。

63 法鼓山禪堂撥放聖嚴法師以前在禪堂說話的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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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的禪修。（二）因為與聖嚴法師的禪堂際遇，他日後以法子身分參與

臺美弘法活動，經常來往法鼓山在臺灣和美加的道場，教授禪修。（三）

他以禪意結合各類藝術創作弘法，多元方式接眾，樹立僧侶接眾的現代風

格。

二次世界大戰後，因馬來西亞與臺灣佛教界的密切關係，為求學與

求戒而滯臺的馬來西亞僧尼，人數眾多。這些留學僧尼或者返馬建立佛

學院，擔任其寺院接班人，或者加入臺灣佛教的國際化活動，弘法歐美。

1990年代以來，臺灣重要的佛教團體如佛光山、慈濟功德會、法鼓山
等，也紛紛到馬來西亞建立分部別院，不論來或往，這些馬來西亞留學生

都扮演很重要的中介角色。繼程法師則以個人經歷證明，他是這一波教內

留學生的佼佼者。

馬來西亞佛教的發展，因為局限於少數族裔宗教的定位，不如臺灣佛

教享有全民運動的優勢。但是馬來西亞佛教圈保留許多移民社會的傳統，

例如同鄉會與特定信仰結合、齋堂與寺院分享儀式市場的現象，因此文化

認同，也比臺灣堅固。但是臺灣佛教團體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組織優勢，加

上僧伽教育和佛學研究的基礎，主導了華人佛教全球化的議題。不過這並

不表示馬來西亞佛教團體失去其主體性，繼程法師即是新一代領袖中不斷

檢討此議題的代表者。繼程法師曾談到殖民佛教與馬來西亞佛教的關係，

前者除了指稱馬來西亞於1957年8月31日自英國獨立後的佛教本土化運
動，訪談中還談到1990年代以來臺灣與美國華人佛教進入馬來西亞建立
大本山與連鎖團體的現象。

64

1985年繼程法師在臺灣初遇聖嚴法師時，後者已經開始奔波臺北紐
約兩地，開創法鼓山的國際弘法版圖；約十年後繼程法師也從馬來西亞、

臺灣到歐美，開始教禪的國際活動。當繼程法師往東走，法鼓山和臺灣其

他佛教團體也朝西往馬來西亞建立分部。這些相遇是華人移動的路線所造

成，主要因素來自華人圈子的交流與國際化聯繫方式，並不是突然出現或

限於某些團體與人群的。繼程法師一如聖嚴法師，以華人的、漢傳的、知

識分子的禪師形象，成為此一浪潮上的領袖人物，正符合此波華人國際化

社群的菁英化與多元化發展。當然，他們兩位的個人魅力是不容置疑的成

功因素。比較「偶然的」歷史因素，是聖嚴法師選擇繼程法師為法子，傳

64 請參考釋繼程述，〈抦棄殖民意識，建設大馬佛教〉，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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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傳位的心胸，繼程法師也相當程度地保持其主體性。透過兩位法師的

聯繫，呈現一個廣闊的華人佛教社群—東南亞、臺灣、歐美的中國佛教

圈，其中人員的流動與組織化的趨勢，都迫使我們應該更考慮多元中心的

發展途徑，打破以某地為中心的單一發源觀。

 （本文於2016年8月18日收稿，12日18日通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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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繼程法師出版禪修書籍

《朵朵蓮開清涼地》（佛七開示錄），馬來西亞怡保：觀音堂法雨出版小組，

1996。
《心的鍛鍊：禪修的觀念與方法》，臺北：法鼓，2010；法雨版1997，《春在枝
頭》。

《春在枝頭》（佛七開示錄），馬來西亞怡保：觀音堂法雨出版小組，臺版

1997，馬來西亞版1998，港版1999，馬來西亞修訂版2003，法鼓版2010（《心
的鍛煉》），大陸版2011（《心的鍛煉》）。

《僧伽靜七開示》（靜七開示錄），馬來西亞怡保：觀音堂法雨出版小組，

2000。
《春在枝頭（二）》，馬來西亞怡保：觀音堂法雨出版小組，2007；法鼓版

2011，《練心工夫—精進禪修指引》。

《練心工夫：精進禪修指引》（Cultivating the Mind: Venerable Ji Chern’s 
Intensive Chan Practice Guide），臺北：法鼓，2011；法雨版2007，《春在枝頭
（二）》。

《小止觀講記》，臺北：法鼓，2008。
《六妙門講記》，臺北：法鼓，2009。
《心經的智慧》，臺北：法鼓，2010。
《六門教授習定論講錄》，馬來西亞怡保：觀音堂法雨出版小組，2011；法鼓版

2012，《禪修指要—六門教授習定論講錄》。

《春在枝頭（三）》，馬來西亞怡保：觀音堂法雨出版小組，2011。
《禪修指要：六門教授習定論講錄》（Essentials of Chan Meditation Practice：

Lectures on the “Six-Gate Teachings on Meditation Practice Treatise”），臺北：
法鼓，2012；法雨版2011，《六門教授習定論講錄》。

《禪心默照》（The Mind of Chan in Silent Illumination），臺北：法鼓，2012。
《禪門過關：僧伽靜七開示錄》（Pass through the Gate of Chan），臺北：法鼓，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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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 Sheng Yen’s聖嚴 Dharma Heir Ven. Chi Chern繼程: 
The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Established by Malaysian 

and Taiwanese Buddhists

Yu-chen Li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take Ven. Chi Chern’s (1955-) course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Buddha’s teachings as a case study to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established by Malaysian and Taiwanese Buddhists. Chi 
Chern is a leader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tonsured by 
Ven. Zhumo竺摩, and the dharma heir of Ven. Sheng Yen. He is active in Ma-
laysia, Taiwan, America, and Europe, leading Chan meditation as well as pro-
moting Buddhist art and literature.  He was tonsured in Penang and, in Tai-
wan, received the precepts and studied. As a part of at least 25% of Malaysian 
students of Taiwanese Buddhist seminars and colleges, he is representative 
of a long perio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Malaysian and Taiwanese Buddhists. 
This testifies to the fact that the globalization of Taiwanese Buddhism is not a 
one-way expansion. It is a transnational alliance as opposed to the globaliza-
tion or localization two opposing frameworks. This research helps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of a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Keywords: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Ven. Chi Chern, Malaysian Chi-
nese Buddhism, the globalization of Taiwanese Buddhism, 
Dharma Drum Mountain（Fagu shan法鼓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