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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寺廟的官方網站經營： 
以廣東汕頭《鐵林禪寺》為例 

 
    中國歷史悠久的河南省寺廟《少林寺》，從 1990年代開始，積極朝向與觀光
旅遊的商業化經營，2002 年，Discover 頻道的紀錄片，甚至以「CEO/執行長」
來詮釋佛教的「方丈」職位。1996 年，少林寺設立了官方網站，在中國的佛教
寺廟中，少林寺算是以網路來行銷宗教的先驅。而廣東汕頭的《鐵林禪寺》，為

一間從 2006 年開始重新建立的新興寺廟，本身也模仿少林寺的經營模式，大量
的結合本身的秀麗山景的觀光資源，並取得汕頭市政府的合作，將《鐵林禪寺》

所在的龍泉岩山系，規劃為汕頭市政府大力推廣的宗教風景旅遊區，而《鐵林禪

寺》的官方網站，也大量提供關於旅遊、交通、景點與佛教法事的相關資訊。本

研究以《鐵林禪寺》為個案，以實地訪談與網路觀察的方式，來分析中國現代佛

教寺廟的網路經營與傳播模式。 
 
關鍵字：少林寺、鐵林禪寺、中國、佛教、網路宗教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Buddhism Temple in China： 
The Case of “Tielin Temple”,Shantou,Guangdong 

     
From 1990s, the Shoalin Temple starts to develop the religion tourism in 

commercial marketing ways. In 2002, one documentary film of Discovery Chanel 
used the term “ CEO”  to translate the highest leader of the monks. In 1996, Shoalin 
Temple had built their first official website, Shoalin Temple is also the pioneer of 
internet religion marketing in China. Tielin Temple , the rebuilt Buddhism temple in 
Shantou,Guangdong,China, develops the tourism according to the internet/religion 
tourism marketing ways of Shoalin Temple, and gets suppor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ielin Temple, provides lots information of travel, 
traffic, scenery, and Buddhism rituals. This case study of Tielin Temple tried to 
analyse the website and internet marketing of modern Buddhism temple in China by 
field studies and internet observations. 
 
Key words：Sholin Temple, Tielin Temple, China, Buddhism,  

online religion/religion online 
 
第一節、研究源起 

2012 年的中國十一長假，是中國官方首度對於高速公路，實行重大節假日
收費公路免費通行的措施，這一項新的措施也讓中國的各大風景區，在十一長假

時迎接爆滿的人潮。 
位在河南省鄭州市的嵩山少林寺風景區，目前是中國國內旅遊等級最高的

5A級風景區。鄭州市政府旅遊局統計，在 2012年十一長假的八天假期當中，就
接待了遊客 21.36萬人次，比 2011年增長 26.93 %，門票收入 1652.28萬元人民
幣，同 2011年增長 36.65%。受少林景區的龍頭帶動影響，嵩山周邊的嵩陽書院、
中嶽廟、三皇寨、嵩嶽寺塔、會善寺等風景名勝，遊客人數都明顯增長(杜世民，
201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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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除了少林寺是因為武術而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宗教風景區外，在武俠
小說中長出現的武當山、峨嵋山，也都是目前中國官方大力推廣的宗教旅遊風景

區，至於以觀世音菩薩道場著稱的普陀山，也被浙江省舟山市政府，規劃為整體

的普陀山風景名勝區，並整合普陀山各個古剎道場，進行佛教旅遊與文化活動的

規劃。近代中國在開放後，對於宗教活動也是逐步採取開放的措施，目前雖然不

像歐美或是台灣、韓國，已開放宗教衛星電視台的執照申請，但是中國政府對於

以佛道寺廟的名義，來經營宗教專屬的網站確是允許的。研究者在中國的實際觀

察，中國佛教寺廟，多將自身與觀光文化旅遊的特點結合，讓佛教寺廟，變成另

外一種形式的觀光文化事業，也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宗教推廣模式。 
以少林寺為例，早在 1997年，就已經成立「河南少林寺影視有限公司」，籌

畫拍攝電視劇、配合電影演出等影視產業，達到宣傳佛教的目的。1995年開始，
也嘗試著經營少林寺的專屬官方網站(盧曉，2011:14-16)。而少林寺也在此時期，
開始把寺廟變成企業化的經營，並且大力的推動佛教的觀光旅遊，並且得到官方

的配合推廣，變成河南的旅遊重點。研究者觀察到中國的「佛教寺廟」與「文化

觀光」的相結合的現象，同時在寺廟的官方網站上，提供詳盡的旅遊資訊、交通

資訊、佛教宗教文化活動資訊，變成一個重點特色。而在廣東汕頭的桑浦山龍泉

岩風景區，從宋代開始就有禪寺在此建立，2006年重新建立的《鐵林禪寺》，也
以模仿參考少林寺的宗教觀光模式來經營，同時也模仿少林寺的官方網站，大力

的在網站上提供旅遊訊息，並且以寺廟的官方網站為最主要的宣傳媒體。因此本

研究藉由對《鐵林禪寺》的官方網站經營進行分析研究，了解在中國的寺廟如何

運用網路媒體做為宣教、以及與信徒互動的媒介工具。 
 
第二節、文獻回顧 
一、網路宗教(online religion)相關理論與研究 

網路宗教(online religion)的廣泛定義，就是呈現在網路上的宗教網站，廣義
的來說，就是透過網路來傳播教義、宗教內涵或是與靈性有關係的資訊與內容，

都可以稱為是網路宗教，不過 Helland 也指出，網路宗教又可分為「online 
religion/religion online」這兩種差異，online religion指的是沒有結構性的，開放
的，沒有階級性的互動網站，所以 online religion形式的網站，經常是由非官方
的網站，或是非正式的宗教團體機構所設立的。至於 religion online的形式，通
常是由正式官方的網站建構，而且都只提供資訊而沒有互動性

(Helland,2004,2005;Dowson & Cowan,2004;吳幼婷，2007)。 
但是英文的專有名詞「online religion/religion online」，翻譯成中文時，同樣

都是「網路宗教」，易成混淆。其實 Helland(2000:10-17)首度對網路宗教做出定
義時，就以明確的概念來將二者做劃分，他指出： 
1.「Form the Bottom Up：Online Religion」由下而上的網路宗教： 

網路做為人們參與宗教的一種工具，並且利用網路的互動性，透過網路散發

訊息與接收回饋(feedback)，是一種雙向的過程。不過這種由下而上的網路宗教
關係是一種低承諾性的，因為在下層的人們，是可以隨意的來來去去，也可能同

時參與許多不同的網路宗教的會員，因為這些參與者可能覺得，他捫實際上並不

是某個宗教團體的堅貞信徒。 
2.「Form the Top Down： Religion Online」由上而下的網路宗教： 

以梵諦岡的天主教網站為例，就是一個最明顯的由上而下的網路宗教形式，

1995年梵諦岡的官方網站開站的第一天，就有 20萬人登入(log on)，而在前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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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就有一百萬的民眾登入。而網路是做羅馬天主教庭的線上版，同時網路也是

教廷做為宣傳的另一種媒介形式。對於教廷而言，網路是一種可以一對多

(one-to-many)的傳播形式，而在宗教網站上提供的資訊，也跟教會裡能提供的資
訊與器物是類似的。 

究竟網路宗教是上而下，或是下而上，Helland(2000:16-17)的結論，他認為
網路是一個獨特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不論是上到下，或是下到上的網路
宗教傳播都是存在的，同時網路宗教也不可能完全的取代實際的教會運作，但是

線上的宗教活動參與的確是一種新的宗教活動模式。 
整合各家學者對於網路宗教的定義，可以發現基本的定義，都是宗教使用網

路做為一種對教友宣傳、互動的工具(如表一)，同時也都觀察到，宗教團體在使
用網路的時候，是否考量到其「互動性」的問題： 
 
表一、網路宗教的分類 
提出理論 
解釋的學者 

「網路宗教」 
的英文專有名詞 

定  義 觀  點 

Helland religion online/ 
online religion 

提供宗教資訊，無互動性/
有互動性的宗教功能。 

從網路或是教

會的觀點出發 
Hadden &  
Cowan 

religion online/ 
online religion 

資訊功能/參與的功能 從網站功能出

發 
Hoover & 
Park 

religion online/ 
online religion 

使用者確定原先信仰價值/
使用者反思其信仰 

從使用者角度

出發 
Karaflogta religion on cyberspace / 

religion in cyberspace 
網路空間做為宗教實體的

延伸/僅只於網路出現的宗
教(新興宗教運動) 

 

(資料來源:吳幼婷，2007:20) 
 

至於 Campbell(2006:4-6)則對於網路宗教的形式，做出下列四種歸類： 
(1) 整合線上的網路宗教資訊(Gathering Religion Information Online)：雖然網路宗
教的形式(forms)有相當多種，但是提供「整合線上的網路宗教資訊」的功能，
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以美國 2001 年所做的「虛擬教堂/Cyberchurch」調
查顯示，美國有超過一億的美國人，會在網路上面閱讀相關的宗教篇章，或

者在網路上面購買宗教器品。而 2004年的另一份「線上信仰/Faith Online」
也確認這樣的現象。 

(2) 線上的膜拜與宗教儀式(Online Worship and Rituals)：網路宗教透過「網站」
建構出一個虛擬的教堂或是寺廟，然後讓信徒透過網站上的虛擬祭壇、宗教

塑像，可以在自己的電腦前面進行膜拜或是進行宗教儀式。 
(3) 吸收信徒與宣教活動(Online Recruitment and Missionary Activeties)：透過網路
進行宣教、吸收教友的形式，也是網路宗教的一個重要工具。許多的基督教

的組織都認為，「網路吸收教友」，已經變成了另外一種「教會場域/mission 
field」。另外像是猶太教也有類似的例子，猶太教徒也成立相關的網站，試圖
尋找非信教的猶太人(secular Jews)來對期宣教。 

(4) 線上宗教社團(Online Religion Community)：一般的網路宗教，比較像是單向
性的提供資料，但是線上宗教社團，卻是強調互動性雙向(two-way interaction)
的一種模式，例如透過網路信件與留言回覆系統，網路宗教論壇等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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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種形式也讓教友們借由網上的參與感，更形塑自己的入會理念與宗教

篤信感(religiosity)。 
 
Lövheim(2008)對於網路宗教的觀察，他認為網路當中有許多的積極主動的

使用者，而對於這些人而言，其實他們也會利用網路來探索宗教的相關議題，而

這些人通常是屬於年輕人。同時，Lövheim 使用的網路宗教的專有名詞，也以
「Cyberreligion」，代替了容易混淆的「religion online/online religion」，也就是把
網路當做是宗教的一個新的領域(new arena)。 

Casey(2001)以觀察宗教網站《Beliefnet.org》時發現，宗教網站常常形容自
己是一個「多元信念電子社團/multi-faith e-community」，在這樣的設計理念中，
每一個上宗教網站瀏覽的網友，都有可能在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宗教需求。例如

在 Beliefnet.org中，不只是提供一般的宗教資訊，甚至製做了網路版的線上自我
靈性測驗，讓網友可以檢視自己的心靈屬性，藉由這樣的活動，讓更多的網友教

徒，更確信自己是屬於這一個教派。 
Kluver(2005)對新加坡的網路宗教使用調查發現，大部分的網路宗教活動，

都是在下載或是線上聆聽宗教音樂，藉由宗教網站的線上推薦的這些宗教歌曲來

幫助他們的親朋好友。由其是對於年輕的族群而言，隨著 mp3 隨身聽的使用人
口增加，這樣的情形也越來越多(見表二)。 
 
表二、新加坡國民對於宗教網路的使用類型比例 

使用類型 比例% 使用類型 比例% 
下載或聆聽線上宗教音樂 20.2 推薦宗教網站給親朋好友 5.3 
線上捐贈 15.0 參加線上的宗教膜拜儀式 3.7 
提供或接受線上的宗教信仰

指引或支持 
13.4 在線上登記參加宗教課程 3.2 

網路搜尋新的教堂寺廟或是

清真寺 
10.5 下載或遊玩線上的宗教性網

路遊戲 
2.4 

線上購買宗教器具用品 9.7 參加線上的宗教婚姻聯誼 1.3 
參加宗教性質的線上聊天室 7.4   
資料來源:Kluver，2005:8.
 

Larsen & Fellow(2001)對於美國宗教網友的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宗教網
友，會把自己喜歡的宗教網站，再推薦給自己的親朋好友，而這些被推薦的網站，

又通常是最受歡迎的幾個主要網站，大約 44%的人表示，自己最喜歡的宗教網站
是藉由別人的推薦而來(見表三)。 
 
表三、2001年之美國宗教網友的線上活動類型調查統計 
宗教網友的線上活動類型 比例% 宗教網友的線上活動類型 比例

% 
針對自己的信仰尋求資訊 67 下載佈道會 25 
對於其他的宗教尋求資訊 50 線上尋求慶祝宗教活動的構想 22 
寄發祈禱文的電子郵件 38 藉由電子郵件尋求精神引導 21 
下載宗教音樂 38 藉由網路尋找新的教堂 14 
經由電子郵件給予精神指導 37 參與線上的宗教聊天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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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購買宗教器具 34 玩線上的宗教網路遊戲 5 
經由電子郵件籌畫宗教活動 29 參加線上的宗教膜拜儀式 4 
線上尋找宗教活動籌辦構想 28 參加線上的宗教網路課程 3 
登錄宗教性質的郵件名單 27 參加宗教性職的徵友徵婚 3 
資料來源:Larsen & Fellow,2001:13. 
 
二、少林寺與其他中國佛道寺廟的網路媒介宣傳研究 
(一)少林寺的寺史興衰與少林武學淵源 
    目前已經成為中國招待外國貴賓參訪重要據點的少林寺，在其一千五百多年
的寺史中歷經興衰。根據少林寺官網的寺史，少林寺啟建於北魏太和十九年（公

元 495年），孝文帝爲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與都城洛陽相望
的聖山--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少林寺。北魏其間，又有南印度高僧菩提達摩，從
水路航海至中國南境，然後北渡長江進入中原，在少林寺後山一帶坐禪傳法，首

倡“以心印心”的禪宗教法。達摩所傳禪法爲“大乘壁觀”，得法者有慧可、僧副、
道育等，並由此確立了少林寺禪宗祖庭的崇高地位。到了唐朝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少林寺曇宗等十三位僧人，擒拿王仁則，奪取轅州城，歸順了秦王李
世民。三年後，李世民派特使臣來少林寺宣慰，參戰僧人均受到封賞，曇宗還被

封爲大將軍僧，並賜給少林寺柏谷塢田地四十頃。少林寺自此以武勇聞名于世。

少林僧衆習武蔚然成風，代代相傳。 
明王朝（公元 1368-1644年）是在漢人反抗蒙古人的戰爭中建立的。所以，

在冷兵器時代的明朝，民間習武風氣盛行。這是少林功夫武術水平精進和體系、

以及門派形成的大環境。明朝近三百年間，是少林功夫武術水平大發展的時期。

少林寺僧人至少有六次受朝廷征調，參與官方的作戰活動，屢建功勳，多次受到

朝廷的嘉獎，並在少林寺樹碑立坊修殿。少林功夫也在實戰中經受了檢驗，少林

功夫武術威名遠揚，也因此確立了少林功夫在全國武術界的權威地位。到了清朝

時期，官方仍對少林寺相當重視，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年），乾隆皇帝親臨少
林寺，夜宿方丈室，並親筆題詩立碑。此時，少林寺僧人白天照常經課坐禪，夜

間堅持在少林寺最隱蔽的後殿——千佛殿，習武不輟，以至大殿地面因長期練功
發力形成陷坑，至今遺迹仍存(資料來源:少林寺官網)。 
    民國期間（公元 1911-1949），少林寺遭受了一場人爲的重大火災。1928年，
軍閥混戰，軍閥石友三下令放火燒毀少林寺大雄寶殿、藏經樓等重要建築及典

藏，皆被燒毀，損失慘重，之候許多僧人還俗、少林寺也走向衰敗，現今的少林

寺住持釋永信指出，到了 1981年的時候，少林寺只剩下十幾位和尚，其中有九
位是老人，靠著 28畝田地過日子(王海麗，2008)。中國官方在 1978年的十一屆
三中全會，通過恢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給少林寺帶來一個新的契機，而當時中

國官方也開始對少林寺僧人提供金錢補貼，每位僧人可獲得 20元人民幣的生活
費(鉑淨，1999)。 
 
(二)少林寺的重新興盛--李連杰主演的電影「少林寺」 
    1982 年，香港中原電影公司出資拍攝，由當時還未走紅的功夫明星李連杰
主演的電影《少林寺》，意外的改變了少林寺的命運。電影《少林寺》在當年一

毛錢一張電影票的時代創下了上億的票房，在濟南，最高票價竟然炒到了 10元
人民幣錢，整整翻百倍。而少林寺除了在中國內地走紅，也走紅到世界其他地方，

在香港的賣座就超過千萬元港幣，版權還賣到美國、澳洲、日本、新加坡、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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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等，成為一部「國際性大片」(2005.04.06)。隨著少林寺功夫主題電影的走紅，
也吸引影視製作人的注意以及拍攝選題，截至 2007年的統計，跟少林寺有關係
的影視作品，全世界就有高達七百多部(王海麗，2008:6)。少林寺電影的走紅，
也實質的展現在前往少林寺參訪的遊客人數，根據少林寺的門票統計，從 1974
年到 1978年這五年的總遊客數是 20萬左右，但在電影播出的 1982年，單一年
的遊客就衝上 70 多萬人次，到了 1984 年更是到達歷史高峰 260 萬人次，而在
1990 年代後期，大約維持在每年 150 萬人次的遊客數量。(樂琰，2007.08.29)而
2006年，俄國總統普丁訪問中國時，本身喜愛跆拳道的普丁特別參訪了少林寺，
更讓少林寺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劉昱，2012)。 
 
(三)中國宗教政策的逐步開放與地方政府的觀光收益政策 

1978年中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宗教政策逐漸鬆綁，在 1949年新中國成
立時，所有的中國境內的土地全部都收回國有，而新的政策，則將寺院交給僧徒

自己管理，同時也開放讓寺院可以向遊客收取門票，以做為寺廟營運之用(王再
峰，2006.05.01)。 
    目前「少林寺景區」的三個風景區的門票聯票，從 2007 年，被少林寺所在
的河南省鄭州市登封市由 40元調漲為 100元人民幣，寺廟與官方依據三七分帳，
登封市政府可從門票收入中拿走 70 元人民幣。而洶湧的觀光人潮，也成了登州
市政府的財政重要收入，以 2008年的統計數字分析，「少林寺景區」一共接待遊
客 650萬人次，旅遊直接收入達到 2.3億人民幣，旅遊總收入達到 25億人民幣，
2009年即使遭逢金融海嘯，「少林寺景區」景區仍迎來 670萬旅遊人次，根據登
封市統計局的統計，少林寺的門票只要多收一元，其它的相關消費就會增加九

元，少林寺的觀光旅遊，明顯的帶動了地方的經濟發展(劉昱，2007)。因此宗教
寺院與觀光旅遊業的結合，也變成中國目前的宗教開放政策，以舟山普陀山以及

武當山為例(圖一、圖二)，目前也都由省政府介入寺廟景區的整體觀光旅遊營
運，而在 2012 年的中國十一國慶長假，各大宗教旅遊風景區，也都成為民眾熱
門的觀光度假景點，其中少林寺所在的鄭州市，所屬的各大寺廟與風景區在八天

假期中，總共就接待 969 萬人次的遊客，旅遊收入突破 34 億。(杜世民，
2012.10.08))。 

 
圖一、普陀山風景名勝區官方網站，由浙江省舟山市所屬的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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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經營。取自該官網首頁：http://www.putuoshan.gov.cn/ 

 
圖二、武當山風景區官方網站，武當山目前舉行慶祝武當山開山「武當大興六百

年」的大型活動，該風景區由湖北省武當山旅遊經紀展特區旅遊局經營。取自該

官網首頁：http://www.wudangshan.gov.cn/ 
 
(四)少林寺的商業行銷與宗教網站的設立 

現今的少林寺方丈釋永信，是在 1982年電影《少林寺》上映的前一年，1981
年於少林寺剃度出家，1987年前任住持釋行正圓寂，當時 26歲的釋永信接下管
理少林寺的責任，成為少林寺住持。接任時，因為過於年輕，加上當時少林寺已

經可以賣門票有收入，爭議不斷，釋永信表示，統戰部門以及宗教部門對他接任

住持都給了相當大的支持(何伊凡，2009) 
1989 年，少林武僧團第一次受訪出國，前往日本進行武術表演，也打開

少林寺邁向國際的第一扇窗，1996年，釋永信前往英國訪問，第一次接觸網路，
同年回國後，就在少林寺中拉起電話線，建立起少林寺的網頁。1996 年，少林
寺的官網〈http://www.shaolin.org.cn/〉，就啟用至今(何伊凡，2009;劉昱，2012)。
釋永信認為，網路是必須利用的新交流方式，他認為:「我們過去與世隔絕，與
外界的接觸僅僅是通過耕作與土地打交道。如今，我們必須獲取知識，學習新技

能，例如要學英語、外事接待、出國訪問，都要利用網路。」少林寺網站的開通，

是少林寺融入網路訊息時代的第一步，網站作為一個訊息傳播的載體，是少林寺

展現自身形象和第一時間發布新聞動態的理想管道，因此擁有了網站，就等於擁

有了強而有力的宣傳工具和對外界的交流平台(曹芳華，2008)。 
少林寺的佛教精神，是以「禪、武、醫」為主要脈絡，因此現代的少林寺，

在傳承佛教的工作，是以「少林寺方丈室、少林寺寺務處辦公室、《禪露》雜志

社、易筋經洗髓經研究會、少林慈幼院、少林藥局、少林寺武僧團」這些組織為

主。至於對外的傳播平台，則以「少林無形資産管理中心(原河南少林寺實業發
展公司)、少林文化傳播中心(少林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為主(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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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少林寺組織結構圖。圖片來源：何伊凡，2009：54。 
 

1998年，因為「少林寺」沒有進行商標註冊，因此各地都有以「少林寺」
打名號的表演武僧團，甚至有火腿公司，推出「少林火腿腸」，連廣告都搭配電

影少林寺的主題曲，當時全中國有 54項商品是以「少林寺」為商品名稱。少林
寺為了防杜少林寺被濫用成商品名號，因此註冊成立「河南少林寺實業發展公

司」，該公司對少林寺的各項無形資產進行保護跟管理，也展開少林寺商業化經

營的開端，同時「河南少林寺實業發展公司」旗下還有一個子公司，就是專門管

理少林寺影視娛樂合作版權的「少林寺文化傳播(登封)有限公司」，除了授權影
視拍攝，甚至在 2005年授權給台灣的網路遊戲公司，推出《少林傳奇》線上遊
戲(何伊凡，2009;王海麗，2008)。 
    透過成立商業體制的公司，進行智慧財產以及影視文化資產的保護與營銷，
成為少林寺與其他寺廟的最大不同，加上釋永信積極的經營少林寺的網站，讓少

林寺的宗教觀光旅遊成為中國寺廟當中的亮點。劉昱(2008)分析少林寺的網站對
於觀光旅遊的推銷，有下列主要的功能： 
1. 少林寺景區和旅遊網站的合作共贏:在中國知名的旅遊網站，例如藝龍旅行
網、樂途旅遊網，只要選擇關鍵字「河南、鄭州」都可以直接跟少林寺的旅

遊訊息連結，甚至在英文版的中國旅遊網站也可以搜尋到真對海外旅客的「功

夫旅遊路線」，這些旅遊的網站營利的模式，透過網路機票、酒店的預訂而獲

利。 
2. 網路營銷擴大了少林寺遊客地域的範圍:透過網路的少林寺旅遊資訊，除了中
國本土境內的遊客增加，海外的遊客也增加，包含英國皇室、法國總理、美

國議員，以及武術愛好者都來少林寺參觀，少林寺已經變成中國功夫的代表。 
3. 網路營銷提升了少林寺的影響力:少林寺目前的全球分院已經達到 29 家，而
透過網路營銷，少林寺對於網友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例如「泰國拳王挑戰

少林武僧」、「少林寺秘密運作股市上市」，都成為網路的熱門話題。 
4. 網路互動式營銷易於讓消費者接受:網路行銷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其雙向互動
性，網路行銷中，消費者可以自己主動選擇喜歡的旅遊產品與資訊，並且可

以做出建議或是評價。 
 
(五)對少林寺商業化宣傳的負面評價 
    當現代的少林寺以商業經營的手段在行銷寺廟時，抨擊與質疑的聲浪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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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李靈玢(2009)指出，當少林寺集中在「品牌塑造」與「商業經營」時，在媒
體廣告上做足文章，打出文化標語，全力投入宗教品牌的生產過程，又透過政治、

經濟各種渠道，把少林寺推向社會與國際，完全顛覆了人們對於禪寺封閉、累世

苦修的傳統印象，今日風光無限的少林寺，是否也忘了祖師達摩十年面壁的精誠? 
    少林寺近年的文化行銷活動，包含替手機號碼開光，為新人祈福，參與功夫
之星的電視選秀，以及少林武術功夫劇等，已被外界批評為「少林寺淪為賺錢機

器」，在世俗的眼光中，少林寺逐漸失去佛門清靜，知名度雖然上升，但是美譽

度確隨著質疑聲浪而下降(王海麗，2008)。 
    2002年，Discovery頻道拍攝以釋永信為主題的紀錄片《新少林方丈》，片中
「方丈」的英文詞變成了「CEO/執行長」，而紀錄片中釋永信也的確在從事 CEO
所做的工作。對於從事經濟活動，公眾大多持著懷疑態度，認為少林寺在傳播禪

武文化、弘揚少林寺品牌上沒有做好，其商業活動都是在斂財，也些激進的網友

甚至把少林寺網站駭掉，對方丈的謾罵以及人身攻擊也都可以找到(盧曉，2011)。 
何伊凡(2009)指出，少林寺參與商業行為的對外統一口徑都是「保護品牌、

被動出手」，但是雨同時代的許多商界創業者一樣，釋永信也可能有個質樸的理

由:「脫貧」。但是經過二十年，釋永信也體會商業化是個雙刃劍，他也有意逐步
的收緊商業化的水龍頭。最初把少林寺登記為「實業公司」，本來是想登記為「文

化保護公司」，但是因為國家工業總局的官員建議，文化公司只能保護文化範圍

內的商標，無法防堵少林煙、少林酒的品牌註冊，只有註冊「實業公司」，在法

律的保障範圍才是最大。 
為了擺脫外界對於少林寺的商業批評，同時隨著中國的政策改變，現在少林

寺已經註銷「實業公司」的登記，原「河南少林寺實業發展公司」，已改名為「河

南少林無形資産管理有限公司」，其核心任務是保證「少林」、「少林寺」這一中

華千年品牌保值升值、永續發展。公司主要對少林寺的商標、品牌等無形資産進

行有效的保護。目前，少林寺已拿到 45個類別、200多項商標的註冊證書(少林
寺官網)。 
 
第三節、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取樣標準 
(一)鐵林禪寺基本資料：鐵林禪寺位于中國廣東省汕頭市的桑浦山脈龍泉山旅遊
區內，據民間傳說，始建于宋初，全稱“鐵林護國禪寺”，後毀于元代。幾經興廢，
未能重興。中國改革開放，要重新興建寺廟之事，一直未能成形。近年在中國共

產黨和汕頭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5年，鐵林禪寺正式登記爲宗教活動場所，
並且開始向潮汕地區的佛教徒進行募款後重建寺廟。鐵林禪寺現有建築啓建于

2001年春，規劃用地 200餘畝，已有建築 5000餘平方米(鐵林禪寺官方網站)。 
(二)取樣標準:研究者因於中國廣東汕頭地區工作，發現鐵林禪寺被汕頭的網友質
疑，跟少林寺進行類似的商業化的寺廟宗教網路行銷，再經由網路觀察以及實地

的田野訪談後，研究者認為鐵林禪寺具有學術研究價值，因此針對鐵林禪寺的網

路行銷以及寺廟經營，進行個案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 深度訪談法：針對鐵林禪寺住持釋海慧，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針對鐵林禪

寺的網路行銷以及寺廟經營進行訪談。 
(二) 網路內容分析法：針對鐵林禪寺的官方網站的形式，以及其網路內容進行分

析，並修改 Larsen & Fellow（2001:13)的宗教官方網站的使用類別，做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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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進行分析。 
三、研究倫理 

本研究在進行之初，已由研究者親自拜訪鐵林禪寺住持釋海慧，明白告知本

研究的進行方式以及訪談內容，並明白詢問外界對鐵林禪寺的「商業化」的質疑。

研究者獲得住持釋海慧的同意後，由研究者拍攝相關照片，並且引用其官方網站

資料做為學術研究之用。 
 
第四節、研究發現 
一、廣東汕頭《鐵林禪寺》的觀光旅遊與網路行銷 
    位在廣東汕頭市龍泉山中的鐵林禪寺，雖然最早成立於南宋時期，但是跟少
林寺一樣歷經時代戰火摧殘，到了 1990年代，原有的禪寺早已破舊不堪，寺廟
募集經費後，現有的大型寺殿，於 2000年左右開始重建。2006年，寺廟請來年
輕的釋海慧法師擔任新任住持。釋海慧為了整頓廟務，考歷寺廟的地理位置後，

結合寺廟所在的桑浦山脈龍泉山旅遊區內風景秀麗(見圖四、圖五)，希望藉由旅
遊觀光的方式，重新的讓鐵林禪寺興盛。 
 

  
圖四、鐵林禪寺所在的汕頭桑浦山脈龍泉山

旅遊區內，風景區內皆為大型花崗岩山。照

片拍攝:本研究者。 

圖五、鐵林禪寺於 2000年後新雕的著名
景區「佛光岩」，入夜後打燈，吸引民眾

夜遊觀訪。照片拍攝:本研究者。 
 

目前汕頭地區人口大約五百多萬，其中佛教徒的人數，根據汕頭佛教協會初

步的統計，佛教人口大約為 20%左右，而且大部分為年紀較長的女性。因此對於
寺廟觀光旅遊化，釋海慧認為，也可以算是一種吸引更多年輕人接觸佛法的方便

法門：「我覺得遊客當中，也有一大部分是禮佛的，他們可以隨著環境，來改變

自己的心境，心隨境轉，他到了這個清靜莊嚴的寺廟，第一次來可能比較陌生，

第二次來就可以比較熟悉，第三次來，看著別人在進香，(年輕人)他就就可能跟
著別人一起進香，這樣的學佛、禮佛，都是在不知不覺當中，自己就懂得禮佛了、

信佛，遊客當中也有信徒，信徒也是遊客，這兩種是相輔相成，是分不開的。旅

遊也會促進寺廟的發展，寺廟的建設也促進旅遊的發展，這兩個都是一個相乘的

關係。(本研究者田野筆記，2012.11）」 
對於寺廟轉向觀光，釋海慧也相當明白「少林寺景區」給外界的負面評價，

不過釋海慧仍認為，佛教不應該市官在深山的自我修行，積極的入世傳教，也是

一種形式:「我感覺到中國目前這麼多的寺廟，大部分的名山大川的名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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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界開放，接受十方信眾香油客，來這裡觀光旅遊，禮佛拜佛，觀光的事業，

他也要借助於傳統的佛教文化，以及他裡面的精神，能夠讓精神讓大家吸收以

後，轉為自己的一種行為，規範自己的行為，一個就是佛教就是說，轉心，如果

心轉了之後，他就會行善。一個信教的人，肯定比不信教的人尊紀守法的，在這

一點方面，寺廟做旅遊掛勾，這個是有好處的。如果像過去那種閉關自修那種形

式，是不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我們要與時俱進，就是說自己也要搞好自身建設

的同時，也要向大眾來宣教。(本研究者田野筆記，2012.11）」 
    對於汕頭市政府而言，要將在龍泉山風景區經營好，除了本身的花崗岩山風
景外，更重要的是寺廟的整體文化觀光配合，由南宋開始，龍泉山就有鐵林禪寺、

龍泉寺、青雲禪寺等三座寺廟前後建立，因此汕頭市政府也對這些寺廟的觀光採

取推廣的態度，除了在旅遊文宣中會提及外，也整頓山下的商店，成為一條結合

登山、觀光、佛教文化的旅遊路線(見圖六)。目前，遊玩該區是不用收任何門票
的。而為了讓香客以及遊客，更了解佛教的素食文化，鐵林禪寺還闢建了素膳餐

廳，以每盤菜八元人民幣的價格，提供給遊客，來推廣佛教文化(見圖七)。 
 

  
圖六、汕頭龍泉山風景區山腳下的觀光旅

遊商店街。照片拍攝:本研究者。 
圖七、鐵林禪寺設立的素膳餐廳。照

片拍攝:本研究者。 
 

 

圖八、鐵林禪寺官網首

頁的全版旅遊路線資

訊圖。取自鐵林禪寺官

網 ：

http://www.tielinsi.com/ 

 
鐵林禪寺做為 2000 年後重新發展的老寺廟，因此對於「觀光旅遊資訊」

的重視，也展現在其官網上，在其官網的首頁上方，即為一張全版的「鐵林禪寺

官光路線圖」(見圖八)。釋海慧也認為，旅遊觀光，結合寺廟的文化，在現在的
中國是一個趨勢，而他也認為鐵林禪寺未來也將繼續朝著這個方向走，來吸引更

多的非佛教信徒親近寺廟。因此在鐵林禪寺的網站中，就特別設立了「寺廟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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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除了在花岡巨石上雕刻「大型觀世音菩薩石像」以及「佛光岩」等景點外，

更在夜晚的時候打上燈光，吸引遊客前來。 
 

二、年輕方丈對於「寺廟官網」的態度 
少林寺的住持釋永信，與鐵林禪寺的住持釋海慧，碰巧的都是來自安徽，兩

人在身分背景上，也多有相似之處(見表四)。兩人出家的時候都未滿 20 歲，而
接觸網路的年紀，都約在 35歲左右，同樣的都是在出訪的過程中，接觸到網路，
同時領略到網路的傳播力量，因此也積極的建立寺廟的官方網站作為宣傳媒介。 
釋永信指出，他是在 2003 年受邀前往少林寺參加活動，當時就感受到少林寺的
官方網站的強大宣傳力量：「我當時去少林寺參加他的一個千佛開光，要捐助一

千名孤兒的活動，當時我去的時候，他們就在搞這一個網站的宣傳，所以我也有

受到一點啟發，從中也了解到一部分這個情況。當時就看到活動的照片就有信眾

下載，我在少林寺那邊看到開光的一個圖片，我覺得這也是不錯，在別的地方，

這邊也都能了解，也能現場了解到那邊法會的情況。（本研究者田野筆記）」 
 
表四、少林寺與鐵林禪寺住持對比分析表 

寺廟別 
對比項目 

河南鄭州 
少林寺 

廣東汕頭 
鐵林禪寺 

 

  
法  號 釋永信 釋海慧 
出生地 安徽 安徽 
年齡 1961年生，51歲 1967年生，45歲 

接任住持年齡 26歲 38歲 
目前寺廟規模 海內外分寺超過 40座 常駐師父約十多人 
接觸網路時間 1996年，35歲 2003年，36歲 
接觸網路地點 出訪英國活動期間 前往參加少林寺活動期間 

建立寺廟官網時間 1996年 2006年 
官網 ISP性質 屬於官方性質的 org網 

www.shaolin.org.cn 
民間性質網路 

www.tielinsi.com 
目前官網營運機構 少林寺專屬網路部門 硬體由 3~5位電腦義工協

助，師父整理網路資料 
是否具佛教協會職務 

(近年最高職務) 
是，2012年中國佛教協會海

外交流委員會主任 
是，廣東汕頭第八屆 
佛教協會副秘書長 

是否具有政職 
(近年最高官職) 

是，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是， 
廣東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 

與地方政府關係 合作支持 合作支持 
(製表:本研究者。釋永信照片與資料:少林寺官網，釋海慧照片與資料:本研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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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訪談。) 
    2003 年，從來沒有接觸過網路的釋海慧，從少林寺參訪後，就立刻登錄上
網，並且學習著如何運用網路媒體，他表示，一直到現在，他都經常會上少林寺

的官方網站去瀏覽學習。不過目前受限於人力，鐵林禪寺的官方網站的營運，全

部靠 3~5位懂得電腦的佛教義工來建構，至於資訊內容方面，則由廟中的十多位
師父來協助。而除了佛教義工的協助，不論是少林寺或是鐵林禪寺，「住持」本

身的政治身分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釋海慧與釋永信，都具有官方身分的中

央或是地方的人大代表身分，同時也是佛教團體的重要成員，因此佛教寺院的住

持，與省市政府的關係，都保持著一個合作支持的態度，也確保了寺廟在經營時，

申請各項政府公文時的法律程序。而少林寺因為有售門票，地方政府也有抽成，

因此少林寺的官方網站，是建構在「org」的政府組織網下，與鐵林禪寺目前建
構在私人 ISP不同。 
 
三、少林寺與鐵林禪寺的官方網站分析 
    目前，少林寺與鐵林禪寺的官方網站，都是以對外公開的方式，任由網友/
教徒們上網查詢(見圖九、圖十)，兩者的相同處，都是提供明顯清楚的「寺廟旅
遊交通相關資訊、佛教信仰資訊、線上的佛教經典電子版、宗教慈善機構的捐款

訊息機制、供線上宗教精神指導、可尋找宗教活動訊息、可觀看下載佈道會/法
會的影片或新聞」，以網路宗教的理論觀點來看，都符合「top-down」，由上往下
傳播的基本模式。而兩者的網站，也都拒絕了「一般商業廣告」的加載，沒有跟

任何百度或是 Google 的網路廣告，也避免了最基本的「宗教網站被商業化」的
問題。 
 

 

圖九、少林寺官方網站

首頁。取自: 
www.shaolin.org.cn 

 

圖十、鐵林禪寺官方網

站首頁。取自: 
www.tielinsi.com 
 

 
至於在語言版本上，少林寺因為已經走向國際化，而且有專屬的文化傳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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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及網路製作團隊，因此有專屬的「英文版」，同時因為人力資源以及硬體資

源充足，少林寺更有自己的「網路會員入會機制」。不過雖然沒有英文版以及網

路會員機制，但是鐵林禪寺卻比少林寺多了四項網路功能「1.提供線上的宗教膜
拜儀式 2.提供連結其他的宗教或寺廟相關資訊 3.可以寄發祈福文的電子郵件 4.
提供線上的宗教留言版」。 

釋海慧認為，多利用網路的互動功能，更能夠達到傳遞佛法的目的:「像是
我們跟友好寺廟，經常在網上我們都可以互相發一些信息，都是有交往的，像是
現在不僅僅是在寺廟內的一種宣傳，一種弘法，還是要把一些消息，向社會大眾，
讓他們更多的了解寺廟，就是說，當初用網路的出發點，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
解佛法在寺廟內的一些依歸，讓更多的人能通過網路，方便知道，現在也是網路
的一個時代，那世界也成了一個叫地球村這樣的，就是縮短了一個溝通的距離，
大家就比較方便一點。我覺得，也可以這樣說吧!(網路方便法門)，因為原來的佛
教，是一種在深山裡面建一個寺，也有信眾修持，還有朝山，這樣的一種傳播佛

法的途徑，那麼現在如果能夠透過網路這個弘法，那是更廣泛、更方便，讓更多
的人能夠在網路上了解佛法。(本研究者田野筆記)」因此在「互動性」上，鐵林
禪寺也具備網路宗教的另一種形式「bottom-down/由下往上」的傳播模式。只是
針對網路經營人力的不足，釋海慧認為鐵林禪寺在更新網路資訊、回答網友教友

互動回應的速度仍然太慢，這是未來仍需要增加人手以及改進的地方。 
 
表五、少林寺與鐵林禪寺的官方網站提供的訊息類別 

寺廟別 
分析項目 

河南鄭州 
少林寺 

廣東汕頭 
鐵林禪寺 

是否提供寺廟旅遊交通相關資訊 Ｏ Ｏ 
是否提供佛教信仰資訊 Ｏ Ｏ 
是否提供線上的佛教經典電子版 Ｏ Ｏ 
是否提供宗教慈善機構的捐款訊息機制 Ｏ Ｏ 
是否提供線上宗教精神指導 Ｏ Ｏ 
是否可線上尋找宗教活動訊息 Ｏ Ｏ 
是否可觀看下載佈道會/法會的影片或新聞 Ｏ Ｏ 
是否可以下載或聆聽宗教音樂 X X 
是否可線上購買宗教器具  X X 
是否可經由電子郵件籌畫宗教活動 X X 
是否提供線上的宗教網路遊戲 X X 
是否提供英文或是其他國語言版 Ｏ X 
是否提供網路會員機制 Ｏ X 
是否提供線上的宗教膜拜儀式 X Ｏ 
是否提供連結其他的宗教或寺廟相關資訊 X Ｏ 
是否可以寄發祈福文的電子郵件 X Ｏ 
是否提供線上的宗教聊天室或留言版 X Ｏ 
製表:本研究者。本表格由研究者修改自 Larsen & Fellow(2001:13)。Ｏ:表示有提
供，X:表示無提供。 
 
四、鐵林禪寺對於「寺廟商業化行銷」的態度 
    對於鐵林禪寺的大力推廣觀光旅遊以及網站，汕頭區的民眾也有不同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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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有的人認為，鐵林禪寺學習著少林寺的觀光商業化，而且寺廟有許多的宗教

活動，都明白的標示了價錢，一些建築的磚瓦，也寫明了等待捐款，汕頭的寺廟

已經被「商業化」(梁政，2011.01.17)。但是對於這些外界的質疑聲浪，釋海慧
已少林寺為回應：「少林寺當然也有很多非議，就是大眾對於寺廟的(行銷)看法，
其實我們都要做好自己立身的事，不管其他人怎麼議論，我們都要如法努力在
做，一切世間的議論都是沒有關係的。（本研究者田野筆記）」 
    目前中國的法規，並沒有限制宗教寺廟不能夠做「商業廣告」，因此寺廟的
活動，只要是跟政府機關報備核准後，都可以在電視、雜誌、報紙、網路等媒體

購買廣告進行宣傳，但是民間的聲浪，卻對於寺廟大力的進行商業廣告活動，提

出不間斷的質疑聲。 
    而為了消弭外界的商業化質疑聲浪，釋海慧指出，鐵林禪寺已於 2012年 11
月通過了汕頭市政府民政局的同意，將在近期籌劃一個老人照顧的機構以及計

畫，而這也是中國在今年的十八大會議上，對於宗教團體的再度開放，也就是宗

教團體可以經營慈善照顧機構，釋海慧也希望，未來除了透過網路進行宣傳以及

募款外，更重要的是透過網路，尋找到「真正需要協助的孤苦無依老人」，同時

也藉由實際的慈善照顧活動，已實際的行動弭平外界對於寺廟推共觀光文化與網

路行銷的負面印象。 
 
第五節、結論 
    近代中國的佛教寺廟，歷經不斷的戰火摧殘，在 1980 年代之後才逐漸的隨
政治的開放政策能夠重新的休生養息，而少林寺依靠著武術電影〈少林寺〉，重

新喚回人們心中對於少林功夫、禪學的歷史記憶。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當寺廟擁

有千年歷史與武術觀光資源的時候，便成為吸引觀光客、經營觀光旅遊的最佳利

器，而在寺廟與地方政府的相互合作配合下，「寺廟商業化行銷/經營官方網站」，
變成了近代中國寺廟的一個趨勢，中國古代留下來的佛道道場，不論是少林寺、

武當山、峨嵋山、普陀山，近年來都變成中國重要的宗教寺廟觀光據點。 
目前中國的佛教徒，根據不完整的統計，大約是兩成到三成左右，而且青

少年對於宗教信仰的認識更加薄弱，因此對於類似汕頭鐵林禪寺這一類，重新整

頓的寺廟而言，將寺廟本身的歷史文化、廟寺所在的秀麗風景，透過結合政府觀

光旅遊的規劃，一方面，可以藉由「觀光旅遊」，讓對佛教文化不了解的青少年

或一般民眾，至少能不排除佛教，甚至進而接觸佛教，另外一方面，對於政府機

關而言，因為有觀光經濟利益的誘因，對於宗教寺廟的活動申請，也多採取支持

的態度，對於佛教寺廟的經營，這兩方面都有正面的影響。 
至於在網路行銷方面，透過寺廟官網，寺廟一方面可以最快速的將寺廟的相

關資訊、佛教經典、以上對下的方式對網友/信徒傳遞訊息。至於在互動形式上，
不論是建構「佛教寺廟會員」，或是網路留言版，對於信徒/網友們，也都是一種
互動式，由下往上的傳播模式。但是「觀光旅遊/商業廣告/網路行銷」，或許可以
說是近代中國佛教寺廟所建立的一種「方便法門」模式，但是商業行銷手段，的

確像是一把雙刃劍，既會幫助寺廟的營運，但是一方面也可能損害到佛教給世俗

的一般印象「不染錢財」，對此，不論是少林寺或是鐵林禪寺，目前都積極的朝

向社會慈善照顧機構來做。少林寺有專屬的「少林寺慈幼院」，而鐵林禪寺也積

極的成立「老人照顧慈善會」，也希望藉由服務社會的入世貢獻，化弭商業化這

把雙刃劍的負面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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