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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僧伽大學 

一百零四學年度 

【專任老師】 

 

姓名 職稱 學經歷 教授課程 

果東法師 院長 法鼓山方丈和尚  

常順法師 

男眾副院長兼規劃組組長、

輔導法師 

專任講師 

 

政治大學統計學系學士 

法鼓山僧伽大學養成班畢業 

‧出家行儀(男二) 

‧梵唄與儀軌(男一) 

‧高僧行誼(男一) 

‧中國佛教史(男一) 

果肇法師 
女眾副院長兼輔導法師 

專任副教授 

法鼓佛教學院行政副校長 

曾任女眾學務長 

‧宗教師教育(四) 

 

常啟法師 

教務長兼輔導組組長、 

輔導法師 

專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禪學系畢業 

‧戒律學(男二) 

‧禪修(男二) 

‧禪修方法研討(一) 

‧禪學(四)—默照禪(四上) 

‧出家行儀 

常澹法師 

男眾學務長兼學務助理、 

輔導法師 

專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禪學系 
‧出家行儀(男一) 

‧戒律學(一) 

果徹法師 專任副教授 

東吳大學中文系學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曾任法鼓山僧團教育院監院 

‧中觀學(三) 

‧禪學(四)──話頭 

‧禪修方法研討（一） 

‧四分比丘尼戒 

果稱法師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兼輔導法

師 

專任講師 

逢甲大學會計系學士 

曾任法鼓山佛學推廣中心室主 

曾任法鼓山僧團女眾部僧值 

‧禪學(一) ──禪定學概論 

‧禪修(女四、女五、女六) 

‧出家行儀(女五、女六) 

‧禪修培訓課程(女五) 

‧禪修方法研討(二) (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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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老師】 

 

姓名 職稱 學經歷 教授課程 

惠敏法師 兼任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 

法鼓佛教學院校長 

曾任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 

‧思考與表達 

 

杜正民 兼任教授 

法鼓佛教學院教授 

曾任法鼓佛教學院副校長、 

中華佛學研究所圖資館館長 

‧如來藏 

果元法師 兼任副教授 

加拿大喬治布朗學院電機系學士 

法鼓山禪修中心副都監 

曾任法鼓山東初禪寺住持 

‧行解交流 

 

純因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亞歷桑那大學博士 

‧阿含經導讀 

‧漢傳佛教諸宗導讀 

‧天台學(男三) 

果鏡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日本佛教大學博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 

曾任法鼓山僧團都監 

‧淨土學 

果慨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弘化發展專案召集人 

曾任法鼓山僧團三學院監院 
‧二課合解(女三) 

果光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 

法鼓山僧團都監 

曾任僧伽大學大女眾部副院長和教

務長 

‧禪學(二) ──漢傳禪觀 

 

蘇南望傑 兼任助理教授 日本佛教大學博士課程 
‧世界佛教史導讀(四) ──東亞

佛教史(西藏佛教史) 

戴良義 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碩士 

法鼓山普化中心專任講師 

曾任法鼓大學籌備處祕書 

‧弘講理論與實務(一) 

‧佛法導論(一) ──佛教入門 

‧唯識學 

果興法師 兼任講師 三學研修院男眾部僧值 ‧大乘禪法(男三) 

常哲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養成班畢業 

法鼓山僧團天南寺監院 

曾任三學院男眾部弘化室室主 

‧戒律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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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學經歷 教授課程 

常應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養成班畢業 

全球護法護法總會成員 

曾任三學院男眾部弘化室室主 

‧梵唄與儀軌(男四) 

常乘法師 兼任講師 

禪堂禪修研教室室主 

學務處男眾部學務輔導法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禪學系畢業 

曾任法鼓山僧團天南寺監院 

‧禪修(男四) 

‧出家行儀(男四、男五) 

常耀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系畢業 

三學研修院男眾部弘化室室主 
‧梵唄與儀軌(男一、男二) 

常興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禪學系畢業 

禪堂總務室室主 
‧禪修(男一) 

法源法師 兼任講師 美國紐約科技大學機工程所碩士 

‧菩薩戒(男三) 

‧印度佛教史(二) 

‧比丘戒(男四) 

果通法師 
女眾學務處輔導法師 

兼任講師 
曾任法鼓山僧團女眾部副僧值 

‧戒律學(一) 

‧出家行儀(女四) 

果耀法師 
女眾學務處輔導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輔導法師 

曾任法鼓山齋明寺監院 

‧動禪(女一) 

‧出家行儀(女四) 

果界法師 兼任講師 
農禪寺成員 

曾任法鼓山僧團三學院人資室室主 
‧梵唄與儀軌(女四) 

果謙法師 兼任講師 曾任法鼓山台南分院監院 
‧戒律學(二) 

‧出家行儀(女三) 

果昌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輔導法師 

曾任法鼓山農禪寺監院 
‧書法禪(女一) 

果傳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三學研修院女眾部副都監成

員 
‧梵唄與儀軌(女三) 

常齊法師 
總務長兼輔導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養成班畢業 ‧出家行儀(女二) 

常定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系畢業 ‧禪修(女一) 

常湛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 

法鼓山三學院人資室室主 
‧梵唄與儀軌(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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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學經歷 教授課程 

曾任三學院女眾部弘化室室主 

常林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 

三學院女眾部弘化室室主 
‧梵唄與儀軌(女二) 

常悅法師 
女眾學務長兼輔導法師 

兼任講師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 

法鼓山僧伽大學養成班畢業 

曾任法鼓山經營規劃處監院 

‧禪修(女二) 

‧出家行儀(女一) 

常慶法師 
教務處學術出版組組長 

兼任講師 

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藝術學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 

曾任法鼓山普化中心信眾教育院佛

學精讀班講師 

‧高僧行誼(女一) 

常正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禪學系畢業 ‧禪修(女三) 

光洵法師 兼任講師 日本立正大學修士 ‧菩薩戒(女三) 

大常法師 兼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曾任法鼓山普化中心信眾教育院講

師 

‧天台學(女三) 

‧中國佛教史(女一) 

蘇益清 兼任講師 中山國小書法師資培訓班講師 ‧書法禪(男一) 

陳世佳 兼任講師 法鼓山護法信眾 ‧動禪(男一) 

洪建銘 兼任講師 法鼓山護法信眾 ‧禪修(男三、男四) 

方怡蓉 兼任講師 

師範大學英語系碩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英文會話 

‧英文──法鼓山的理念 

‧20151106 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