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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學習目標： 

 
1. 認識古建築的智慧承傳 - 唐式佛寺建築的佈局和木構建築特色，擴闊知識，

提升人文素養。 

2. 了解香港佛教多元化的弘法利生事業，領略佛教的慈悲與智慧。 

3. 通過禮佛、供水、抄經、繪畫、半過堂飯等活動體驗佛教文化，涵養個人的

心念。 

 

 

乙、行程建議： 

 

學生人數： 100 人（按寺院容納人數而定） 

教師人數： 約 10 人（按情況而定） 

 

時間 參訪寺院 內容／體驗活動 

09:15 – 14:00 慈山寺 

 立體電影欣賞（慈山寺簡介） 

 參訪（分組寺院導賞） 

- 山門：解說牌匾 

- 菩提聖樹 

- 洛迦池 

- 彌勒殿 

- 大雄寶殿 

- 觀音聖像 

 體驗活動 

- 供水 

- 禪繪畫（或其他禪修體驗） 

 法師開示 

- 糖果禪（或其他主題） 

 禪食（半過堂飯） 

14:00 – 14:30  交通：前往志蓮淨苑 

14:30 – 16:00 志蓮淨苑 

 參訪（分組寺院導賞）： 

- 唐式佛寺建築結構和佈局 

- 展覽館（木構建築特色） 

 互動分享與總結 

- 建寺緣起及大德貢獻 

- 參訪感受與得著 

16:30 –  回校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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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寺院／場地： 

 

 慈山寺（https://www.tszshan.org/home/new/zh-hk/index.php） 

地址（電話）：香港新界大埔普門路 88 號。（852-2123 8666） 

 志蓮淨苑（http://www.chilineldser.org/） 

地址（電話）：香港九龍鑽石山志蓮道 5 號。（852-2354 1888） 

 南蓮園池（http://www.nanliangarden.org/concept.php） 

地址（電話）：香港九龍鑽石山鳳德道 60 號。（852-3658 9312） 

 

 

 

工作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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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慈山寺 

 

簡介 

 慈山寺是香港一座大型佛寺，位於新界大埔區汀角及船灣附近的洞梓，佔

地 46,764 平方米，建築面積約 5,100 平方米，於 2014 年竣工，並在 2015

年 4 月啟用。 

 2003 年香海正覺蓮社1提出了發展慈山寺的計劃。有關項目旨在傳揚佛教，

提供靜修環境，並保證不會用作骨灰龕場或旅遊發展項目。 

 慈山寺分三個區域，中間是寺殿，僧寮和觀音像則分別座落在兩旁。慈山

寺採取了低調的建築風格，顏色、材料和比例均配合自然環境，務求營造

修行氣氛。當中大雄寶殿的建築比例乃依循唐朝佛寺模式，屋頂不高，尺

度因應八仙嶺的高度作出相應調節。 

 慈山寺的設施包括： 

 一座 76 米高（相當於約 25 層樓）的戶外青銅、合金觀音像：為全球

第二高，僅次於 108 米高的海南南山海上觀音聖像。觀音像坐北向南，

與位於大嶼山的天壇大佛遙遙相對； 

 一座佔地約 1,027 平方米、樓高 18 米的大雄寶殿：供奉釋迦牟尼佛、

藥師佛和阿彌陀佛，佛頂有金蓮花華蓋。佛像後的空間有大幅壁畫，

取材自敦煌石窟，又擺放了國學大師饒宗頤親筆所題的《心經》； 

 一座佔地約 333 平方米的觀音殿； 

 三座佔地共約 1,350 平方米的僧寮。 

維基百科：《慈山寺》，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85%88%E5%B1%B1%E5%AF%BA 瀏覽日期：

2018.8.10 

                                                 
1
 時任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擔任社長、長江實業主席李嘉誠擔任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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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指引 

 

   

   

   

   

慈山寺：《參學指引》，檢自：https://www.tszshan.org/home/new/zh-hk/visit.php#guide 瀏覽日期：

20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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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山寺地圖 

 

慈山寺：《參學地圖》，檢自：https://www.tszshan.org/home/new/common/zh-hk/map.pdf 瀏覽日

期：20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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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體電影欣賞 

 

活動指引： 

1. 老師在Ａ至 C 項問題中，預先選定某些問題，作出指引，著學生在欣賞立

體電影（慈山寺簡介）時多加留意。 

2. 電影欣賞後，引導學生分享感受與體會。 

 

討論問題舉隅： 

A. 欣賞這套立體電影時，你有「心靈平靜」的感覺嗎？可否說說你的感受？ 

B. 欣賞這套立體電影後，你對大自然／空間有何體會？ 

C. 欣賞這套立體電影時，你有否發現關於親情、孝道和感恩的片段？可以向同

學簡述某個片段嗎？  

 

 

 

 

 

 慈山寺弘法利生活動 

活動指引： 

慈山寺因應各界人士的需要，每年均舉行不同類型的活動。老師在引導學生回應

A 至 E 題前，宜先瀏覽慈山寺網頁，搜集最新的資料，向學生介紹，以作補充／

更新。 

 

討論問題舉隅： 

A. 日後你希望和家人一同來到慈山寺參觀遊覽嗎？為甚麼？ 

B. 慈山寺舉行各式各樣的活動，你知道這些活動以甚麼類型為主嗎？ 

C. 你最喜歡哪些活動？試略述理由。 

D. 你會向你的親友介紹哪些活動？試略述理由。 

E. 一般香港人的生活較為緊張，慈山寺的弘法利生事業對他們有甚麼幫助？試

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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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慈山寺乃秉承釋迦牟尼佛的教化而興辦的一所漢傳佛教寺院。我們相信眾生皆

有佛性，能通過聞思修，培養正知正見，斷除煩惱，成就福慧，從而得到真正的

安樂。我們會依觀世音菩薩慈悲濟世的精神，弘揚正信佛法，普利有情。慈山寺

致力開啟慈悲智慧之門，透過舉辦弘法修持，以及文化教育等活動，淨化大眾心

靈，力求以圓融之佛法，契理契機，服務社會，共建人間淨土。」 

慈山寺：《認識慈山》，檢自：https://www.tszshan.org/home/new/zh-hk/about.php 瀏覽日期：

2018.8.10 

 

甲、慈山寺法會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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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慈山寺佛學課程舉隅 

 

 

丙、慈山寺禪修體驗活動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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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慈山寺青少年活動舉隅 

 

 

戊、慈山寺文化活動舉隅 

 

 

  



 10 

己、慈山寺心靈輔導服務 

 

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免費輔導 以心療心》，檢自：

https://www.facebook.com/pg/tszshanbscc/about/?ref=page_internal 瀏覽日期：2018.8.10 

 

(i) 慈山寺成立的佛法心靈輔導中心為香港首間結合佛法與專業輔導的中心。

有需要人士如遇到家庭、事業、學業和愛情等各方面的情緒困擾，並希望

憑藉佛法洞察人生，轉煩惱為智慧，佛法心靈輔導中心樂於協助他們面對

困難、舒緩情緒、重拾生活步驟，駕馭人生的順逆。 

中心服務以心靈成長為主導，同時建基於「正法治療」（Dharma Therapy）、

輔導知識和技巧，旨在讓人重新發現自己內在的潛能，促進個人成長。佛

法心靈輔導則以「四聖諦」作為基礎，以「緣起法」為理念，讓我們從「認

識」自己的心開始，再學習「調伏」自己的心，繼而讓自己從心結中「解

脫」出來，安然面對人生的高低起伏。中心歡迎所有願意接受佛法輔導的

人士，亦會接受社福界及其他機構轉介的個案，服務費用全免； 

 

(ii) 按不同學校需要舉辦「教師發展日」，讓教師在慈山寧謐的天空下，呼吸

清新的氣息，並在佛法的潤澤下，為心靈增添力量； 

 

(iii) 定期開辦為醫護人員而設的課程，讓他們在青山綠水中洗滌身心，學習佛

法，並將佛法帶回生活裏，重拾動力。 

 

(iv) 為前線社工定期舉辦「社工參學日」，讓社工放下繁重的工作，在慈山寺

的環境中滋潤身心，重拾自己投身助人專業的初心及內心平靜，及後能發

揮更大的助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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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境說法 

 

活動指引： 

 慈山寺由整體佈局到一瓦一柱，一草一木，都甚考究，設計精妙，蘊含佛理。 

 參訪期間，每駐一地，教師可參考以下資料，適時補充，並引導學生仔細觀

察，深入思索，認真探究。 

 

（1）唐式建築佈局 

慈山寺的設計理念力求延續中國佛寺的建築傳統，借鑒盛唐建築之風格，並謹慎

結合現代科技與創意，讓慈山寺成為兼具傳統特色與現代功能之弘法道場。 

慈山寺依自然環境佈局，山門、彌勒殿、大雄寶殿均座落於主中軸線上，具傳統

寺廟均衡對稱之美。東區以戶外觀音立像為核心，兩側栽種十八棵古羅漢松，至

觀音殿形成自然輔軸線，體現因地制宜之智慧，殿堂之間以開放式迴廊相連，既

能保持內庭園之寧靜，亦令四方美景盡收眼底。 

 

 

 

 

 

 

 

 

 

 

（2）山門 

山門乃慈山寺建築中軸線之起點，兩側有青銅鑄金剛力士威武屹立，護持寺院。

金剛力士之奉置，意在以其威武形象阻擋塵世心魔入內驚擾靜修之人，對於參學

者，則開懷迎接。參學者拾級而上，踏入山門，寓意放下貪、瞋、痴諸煩惱，以

清淨平和之心，進入解脫之門。穿過山門回望，檐下匾額上書「不二法門」，遠

處水光山色鑲嵌於山門的框景中，天然營造出寧靜致遠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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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二法門」牌匾 

「法門」指修行者所入的門徑。「不二法門」在佛教中指到達真理的方法，意即

不落兩邊，不執著於絕對的兩邊，如善惡、正反、好壞等等，視一切現象無別，

摒棄所有對立的觀念或成見，重視彼此平等。 

 

（4）彌勒殿 

彌勒殿亦稱天王殿，殿頂樣式為單簷歇山頂，面闊五間。殿正中供奉的主尊為天

冠彌勒，天冠彌勒面向山門，乃隋唐時期流行的造像風格。與彌勒菩薩背向而立

的是手持金剛寶杵的護法韋馱菩薩，韋馱菩薩面向大雄寶殿，護持佛法。四大天

王沿山牆分列兩側，神態威猛。2彌勒殿內六尊塑像均以樟木雕刻，貼以金粉金

箔、彩繪衣飾，眼珠以琉璃鑲嵌，各具特色。 

 

（5）彌勒菩薩：一生補處 

原為「最後之輪迴者」之義，即來生定可在世間成佛，又略稱補處。意指菩薩之

最高位——等覺菩薩。彌勒菩薩普遍稱為一生補處之菩薩。根據《彌勒上生經》

等記載，彌勒菩薩現居於兜率天，待此生盡，則下生於人間，以補釋迦之佛位。 

 

（6）菩提聖樹 

佛教的菩提樹即佛祖悟道之木。菩提樹的梵語原名為「畢缽羅樹」（Pippala），

因佛祖於此樹下成道，故名菩提（梵語 Bodhi，意為覺悟）。寺中的菩提樹乃 2012

年時斯里蘭卡時任總統 Mahinda Rajapaksa 親自將源自佛陀得道的同一棵菩提

樹之分枝贈予慈山寺，植於普門西側。 

在大雄寶殿前的大庭院亦植有四棵參天菩提，寓意「四無量心」——慈、悲、喜、

捨。參學者在進入大雄寶殿前，必看見這四株巨木，其葉色深綠，樹身筆直，樹

頂呈圓，儼如四大天王面向大雄寶殿垂首聽道。 

  

                                                 
2
 「四大天王，指東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方廣目天王、北方多聞天王。世尊涅槃時，

教囑四大天王護持正法，所以在中國佛寺中多設有『四天王殿』，以鎮守清淨伽藍。四大天王各

居於須彌山腰東南西北四方，率領部眾守護佛土，故經典中常總稱其為『護世四天王』。四大天

王，由於能保護天下太平，安樂利益生民，因此，在中國的民間信仰中，四天王護世的公案相當

普及。在中國傳統造像裡，四大天王常各執一物，分別譬喻『風、調、雨、順』之意。手持刀劍，

比喻為『風』；手彈琵琶，有『調』順之義；手握傘蓋，比喻為『雨』；手擒龍者，喻為『順』，

象徵『五穀豐收』、『天下太平』。」<檢自：https://www.ctworld.org.tw/buddhism/notes/0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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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雄寶殿 

 

 

大雄寶殿面闊七間，脊高十八米。大雄寶殿內塑像以樟木雕刻，貼以金粉金箔，

遵循唐代與遼代造像之傳統。殿堂東西兩側列有以青銅鑄造之十八羅漢。 

 

大殿後方海島處安奉以現代科技複製的經變圖，取材於敦煌壁畫——榆林窟第二

十五窟北壁的「彌勒經變」及第三窟西壁的「文殊經變」和「普賢經變」，令身

處香港的社會大眾得以走近敦煌，認識其珍貴的佛教藝術價值。國學大師饒宗頤

先生手書的《心經》卷軸亦陳列於此，供參學者拜謁。 

 

敦煌榆林窟「彌勒經變」之原圖繪於中唐，時約公元八世紀下半葉至九世紀初，

其構圖主次分明，畫風細膩、色彩絢麗，是敦煌壁畫中的傑作。「文殊經變」和

「普賢經變」之原圖則在約公元十二世紀繪成，堪稱宋代中原和內地文人畫在敦

煌石窟藝術中的代表作。 

 

大雄寶殿之制式比例參考現存五台山之唐代寺廟建築佛光寺設計。石築階基、木

造柱牆。灰瓦屋頂，高十八米；飛簷寬五米七，其四角微揚，充份展現古詩中「如

翬斯飛」之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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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三尊佛和佛弟子 

 

大雄寶殿內供奉釋迦牟尼佛、東方藥師佛、西方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左右立有

脅侍弟子迦葉尊者與阿難尊者。在寺院中供奉的三世佛有以空間計算的「橫三世

佛」和以時間計算的「縱三世佛」。慈山寺大雄寶殿供奉「橫三世佛」，即釋迦

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駐錫中央娑婆世界，東方藥師佛駐錫東

方淨琉璃世界，西方阿彌陀佛駐錫西方極樂世界。「縱三世佛」指的是過去佛燃

燈佛、現在佛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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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洛迦池 

 

佛經記載，觀音菩薩居於補怛洛伽山，普門殿前的圓形池便據此命名為洛伽池。

洛伽池直徑八米，圓型，池壁高約半米，分內外兩池，作同心圓狀，中間有人深

坑，意指人困於中間，未能放下自我，煩惱如水池中的水湧出來，只有踏出去，

跨過深坑，才能放下煩惱。 

 

池水自內池湧出，向外池流動。經外池溝槽匯入地下，再經內池中心湧出，故池

內活水循環不已，生生不息。內外池獨具匠心之設計，令水面與池邊相平，遠望

如鏡，象徵智慧之觀照。洛伽池四周地面以石材鋪裝為同心圓，共十一圈，同心

圓蔓延至地上，呈現曼荼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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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觀音聖像 

 

素白觀音聖像由青銅合金鑄造，高七十米（包括三層青銅蓮台），下設六米高麻

石基座，總高七十六米，聖像外噴塗白色氟碳自淨漆。其造型追模宋式，意指回

歸本心；法相慈悲莊嚴，頭頂髮髻中現阿彌陀佛像，寓意無量法力庇佑眾生。 

 

其右手持智慧寶珠——摩尼珠，此觀音像之摩尼珠直徑約兩米多，比一般人還要

高；此顆摩尼珠雖為白色，但據經上記載，摩尼珠應為非常通透，卻又大放光明。

左手持淨瓶，作向外傾倒狀，象徵無條件的分享，施灑淨水，清涼世界。法身佩

戴瓔珞，衣帶當風，典雅飄逸。觀音頭部微微低垂，俯瞰眾生，雙目俯視，寓意

觀世間眾生疾苦。法相慈悲，清淨莊嚴，以慈悲與智慧廣度一切有情。 

 

由普門至觀音聖像，有一條筆直的大道名為「慈悲道」，兩側栽種了十八棵古羅

漢松。在慈悲道中間，觀音聖像正前方設有一個青銅制水盂，名曰「千處應」，

為參學者供水之用。 

 

慈山寺：《認識慈山》，檢自：https://www.tszshan.org/home/new/zh-hk/about.php 瀏覽日期：20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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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體驗活動 

 

活動指引： 

1. 慈山寺可以因應不同參訪者的情況，安排適切的體驗活動，但必需預約。 

建議教師盡早聯絡寺院，邀請法師開示，並進行適合小學生的體驗活動，如

糖果禪、行禪、禪繪畫、抄經等。 

2. 教師可在課前導入指出禪體驗有不同形式，讓學生猜猜這次會有甚麼活動，

引發他們的興趣。 

 

禪的意義 

 「禪」源出於梵語「禪那」一詞，亦有以音義合譯之為「禪定」，意譯為「思

惟修」，即運用思惟進行的修持活動；或指「靜慮」，即靜止身體，集中精

神去思慮。 

 從語意看來，「禪」本來是一種修行方法，但禪宗將「禪」的意義擴大了。

修習禪定旨在求取覺悟。從因推果，當然可以肯定修禪可達致「悟」，但由

果溯因，引致「悟」的原因則有很多。禪宗將此一切引致「悟」的方法納入

「禪」的內容，統稱為「禪」。(香港佛教聯合會 n.d.) 

 禪是無法形容或說明的內在體驗，它不是一種實質或有形的現象，卻又是所

有一切能被接觸、發現或感受的現象。禪宗所云的「無我」、「無相」、「無

心」均指智慧。「無」並不等於沒有，而是指心無所住的自我解脫。沒有自

我執著，卻有智慧的功能，就其功能而述，從主觀的表現是解脫，從客觀的

表現是慈悲。如果僅僅離開自我的執著，而無法產生慈悲的功能，那一定不

是真正的解脫。解脫是智慧，慈悲是菩提心。兩者的關係恰如鳥的兩翼、車

子的兩輪，必須平行發展，缺一不可。(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n.d.) 

 

體驗的方法 

 禪修可有各式各樣的方法，故云「行、住、坐、臥都是禪」。 

 在傳統佛門中，除了坐禪之外，還會透過動禪、茶禪、供水、抄經等不同途

徑，進行禪的體驗。 

 禪是一種修行的法門，也一種生活方式與態度。人們要從生活中不斷修煉自

心的重要性，即使面對困難或紛亂的環境，亦應保持覺性去安頓迷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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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山寺體驗活動舉隅： 

 

（1）抄經 

 

 抄經的重點不在於文字的美醜，而在於過程中能否放下自我、專注當下，一

心一意跟從帖的筆跡。在抄經的過程中，人們透過覺察呼吸、心情等等，逐

步認識自己，熟悉自己，這有助提昇自我，管理情緒。 

 

 抄經的另一個好處，是親近正向思惟。佛經是從二千五百年前遺留下來的處

世智慧，內容字字珠璣，蘊涵啓廸心靈的哲理。持續抄經，可以把珍貴的義

理植入心田，有助整合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為自己確立生命的意義。 

慈山寺：《體驗慈山》，檢自：http://www.tszshan.org/home/new/zh-hk/wisdom.php#spiritual

瀏覽日期：2018.8.10 

 

（2）茶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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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是訓練心的方法，旨在提升專注力和覺察力，讓人們領悟世情的真諦。

由禪定生智慧，當心安定下來，便能看得更清、想得更遠。「禪」也是關愛

心的方法，有效舒緩壓力，撫平創傷，讓我們重拾內在的喜悅和安祥。 

 

 禪的意境不能單靠文字解釋，只能從親身經驗中感悟。因此，唐朝趙州的從

諗禪師常以「喫茶去」三個字提醒大家，切勿玩文字遊戲，要將修持落實於

日常生活，直接體驗禪味。品茶的時候，人們可從茶香、茶色、茶溫、茶味

和泡茶的聲音去感受當下，體會感官和心的互動變化。 

慈山寺：《茶禪 直接體驗‧品味生活》，檢自：

http://www.tszshan.org/home/new/zh-hk/event.php?eventId=32&cat=cat3 瀏覽日期：2018.8.10 

 

（3）行禪 

 

 

 

 

 

 

 

 

 

 

 

 

 

 

 

 

 

 

 「行禪」是連結身心的練習。行禪之際，專注每一個步伐，把散亂的心帶回

身體，覺察雙腳在當下與土地的互動。隨著身體逐漸放鬆，心情亦會放輕鬆，

達致身心同步，融合和諧。 

 

禪修的更進一步，即內外和諧。從呼吸的出入，覺察生命的流動，感受自己

和外在環境的聯繫。人們將領悟微細至自己的呼吸、心念，壯大如眼前的海

港、山巒，沒有一刻不在變動，這就是世事無常；沒有一點不在互動，這就

是緣起相依。 

慈山寺：《體驗慈山》，檢自：http://www.tszshan.org/home/new/zh-hk/wisdom.php#spiritual 瀏覽

日期：2018.8.10  



 20 

 禮佛和供水 

 

（1）禮佛 

 

 「禮佛」即向佛禮拜，懺悔吾人所造之業，以為滅障消災增加福慧的殊勝法

門，其方式包括：雕刻佛像、供養塔寺和佛菩薩形像、讚歎諸佛像莊嚴、歌

頌佛德，或以各種樂器，演奏妙音、合掌、低頭鞠躬，跪拜等。 

 關於禮佛的方式，一般而言，在設有佛堂、靜室、或安有佛菩薩聖像的客廳

等均可行之，若沒有的話，可至室外或郊野，面向西方，合掌問訊，然後十

念（念十口氣佛菩薩聖號）即可。平日行、住、坐、臥，心心念念不離佛號

亦可。 

《禮敬諸佛 （禮佛的方式）》，檢自：

https://osprite.wordpress.com/2013/01/18/%E7%A6%AE%E6%95%AC%E8%AB%B8%E4%BD%9B

-%EF%BC%88%E7%A6%AE%E4%BD%9B%E7%9A%84%E6%96%B9%E5%BC%8F%EF%BC%

89/瀏覽日期：2018.8.10 

 

（2）八供 

 

 八供即是於佛前以飲水、浴水、供花、供香、供燈、塗香、供果、妙音樂等。

八種物品作為獻供。 

（1）水：供佛飲水，意之清淨。消除眾生之渴。 

（2）水：供佛濯足水，身之清淨。令眾生皆得清淨身。 

（3）花：供養美好的色境，令眾生具備莊嚴，成圓滿相。 

（4）香：供養世間美好的香，令眾生具足法身香。 

（5）燈：供養光明，令眾生消除無明暗。 

（6）塗：供養塗香，即妙觸，令眾生淨貪瞋癡等諸習性。 

（7）果：供養世間美食，令眾生消除饑餓之痛苦。 

（8）樂：供佛妙音，令眾生聽聞佛法，開顯智慧。 

 

社團法人中華直貢噶舉大手印五具佛學會：《八供的意義》，檢自：

http://mahamudra.org.tw/?page_id=56 瀏覽日期：2018.8.10 

  

http://www.liaotuo.org/remen/libai.html
http://www.liaotuo.org/remen/chanhui.html
http://www.liaotuo.org/remen/fuhui.html
http://www.liaotuo.org/remen/gongyang.html
http://www.liaotuo.org/remen/zhuangyan.html
http://www.liaotuo.org/remen/fohao.html
http://www.liaotuo.org/remen/foh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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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水 

 

 

 

 

 

 

 

 

 

 

 

 

 慈山寺不容許善眾在寺內燒香，而在觀音聖像前設置水池，讓善眾供水。 

 「水」表徵佛法能令眾生身心清涼。 

由於水較容易取得，毋須以不善法換取，加上水在世俗上的價值不高，一般

人供水前後都不會萌生吝嗇或後悔之心，因此供水可確保供養來源及供養過

程都是清淨的。 

 純淨的水更具有八種功德，可感得八種福報，其分別是： 

 清涼——戒律清淨； 

 味甘——得享勝味； 

 性輕——身心輕安； 

 柔軟——意念柔軟； 

 清純——神智清明； 

 無臭——障礙消除； 

 養胃——健康無病； 

 益喉——成就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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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食（半過堂飯3）體驗活動 

 

活動指引： 

1. 過堂（飯），就是佛教大眾進入齋堂，依一定行儀一起用飯。簡單而言：就

是「集體吃飯」。 

2. 所謂「行、住、坐、臥都是禪」，吃飯也是修行。在整個過程中，學生都要

很安靜，整齊有序，並心存五觀。 

3. 五觀，就是僧人吃飯時應該觀想的五種思惟境界： 

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忖己德行，全缺應供； 

防心離過，貪等為宗； 

正事良藥，為療形枯； 

為成道業，方受此食。 

 

 

                                                 
3
 慈山寺只提供半過堂飯的體驗活動，路線五在西方寺會安排過堂飯的體驗活動，老師可參考路

線五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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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山寺參觀體驗後的反思 

 

完成慈山寺參觀體驗後，哪些是你最難忘的活動？你有何感受？對你有何啟發？ 

（老師讓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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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志蓮淨苑 

 

簡介 

 志蓮淨苑（Chi Lin Nunnery）是香港其中一個佛教非牟利慈善團體，屬下設

有安老院、佛教志蓮小學（位於將軍澳區）、佛教志蓮中學（位於鑽石山區，

提供技能訓練，並為嚴重學習困難的初中學童提供服務）、志蓮淨苑文化部、

志蓮淨苑夜書院（位於鑽石山區，為成人提供四年制專上佛學、哲學文憑課

程）、志蓮淨苑圖書館。此外，志蓮淨苑亦定期舉行法會。 

 志蓮淨苑始創於 1934 年，是一所佛教女眾十方叢林（叢林即「寺廟」），

為從各地而來的女高僧提供修道場所。 

 創辦人葦庵法師本擬建造一所寺院，以供僧眾清修。後因國內移民大量湧至，

部分聚居於黄大仙、鑽石山一帶的木屋區。鑒於社會對福利服務需求甚為殷

切，故暫時擱置建寺計劃，將原來的古老大屋改為佛殿，並致力於教育與福

利服務。首先在 1948 年開辦義學，為附近貧窮的失學兒童提供教育，再於

1957 年開辦非政府資助的非牟利慈幼院和安老院，收容無依無靠的孤兒和

老人。 

 在 1980 年代，社會經濟環境好轉，雖然慈幼服務因需求銳減而停辦慈幼院，

但仍致力發展幼小教育服務。同時，隨著香港人口不斷老化，淨苑大力發展

安老服務，並積極推廣佛教文化。 

 1991 年，志蓮淨苑將原有之安老院重建為護理安老院，第一期工程於 1993

年底完成，共設 184 個宿位，第二期工程於 1995 年底完成，當時宿位為 284

個，及 1999 年 12 月，宿位更增至 318 個。 

 1994 年，志蓮淨苑曾於藍田區開辦志蓮幼稚園。1998 年於將軍澳區開辦志

蓮小學至今。 

維基百科：《志蓮淨苑》，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5%BF%97%E8%93%AE%E6%B7%A8%E8%8B%91 瀏覽日

期：20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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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建築的智慧承傳 - 唐式佛寺建築 

教師可按需要酌量使用以下資料，向學生介紹唐式佛寺建築的結構： 

 

（1）何謂唐式佛寺建築 

 唐代是中國佛教大盛時期，不但在佛教經典的研究與教理的宏揚上有顯著成

就，僧團的組織與僧伽的生活也起了很大的改變。所謂「馬祖創叢林，百丈

立清規」，百丈懷海禪師繼承馬祖道一禪師的精神，訂立了一套極有系統的

叢林規則——「百丈清規」，從此佛教叢林生活文化深深植根於寺院建築中，

影響深遠。 

 由唐代開始，傳統佛教叢林承傳古建築的智慧，將佛寺建築修為修道區與生

活區兩大部分，基本的唐式佛寺建築以中軸線為主體佈局，左右均衡和諧而

對稱，並以三進院落式設計。佛寺建築包括佛殿、法堂、禪堂、僧寮、庫房、

大寮、山門等七大堂口，因此有「七堂伽藍」之稱。4
 

 

唐代七堂伽藍佈局例子  

                                                 
4
 不同宗派的伽藍七堂制，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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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志蓮淨苑唐式「三進三重門一院」建築格局 

 志蓮淨苑寺堂參照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而建成，以唐代原木結構建築為特色，

志蓮淨苑整體規劃座北朝南，採用三進（三進階）三門（山門，即：南門、

東門、西門）一院（萬佛塔）的設計。 

 志蓮淨苑以盛唐敦煌莫高窟第 172 窟北「觀無量壽經變5」圖作為佛寺設計

規劃藍本，以中軸線為主體佈局，呈現對稱、均衡的唐代建築風格。 

志蓮淨苑全圖 

 

志蓮淨苑唐式佛寺建築群坐北向南，背山面海，採用四合院形式建造。主

要殿堂皆位於南北中軸線上，東西兩側安置附屬殿堂，均衡對稱，成為「三

進三重門一院」式布局。 

 

山門外 

 

                                                 
5
 所謂「經變」，即是把佛經的內容「變」成圖畫或雕塑的尊像，「西方淨土變」就是以圖畫來

描述西方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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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進6
 

 

由「一重門」山門進入「第一進」。第一進庭院區，闊 66 米，深 36 米，

其中最為注目的是佔地共 914 平方米的荷花池。 

 

第二進 

 

經荷花池至「二重門」天王殿入「第二進」，面對大雄殿，中為丹墀。兩

側由藥師殿、觀音殿、鐘樓、鼓樓、客堂、祖堂組成；由大雄殿回望丹墀，

天王殿與鐘、鼓樓組成的建築布局稱為「雙樓加一殿」。 

 

  

                                                 
6
 照片檢自：http://www.chilin.org/tour/nunner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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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進 

 

從大雄殿北門入「第三進」，有法堂、藏經樓、方丈室、念佛堂等。上層

為藏經閣，既用作收藏佛經、文物，亦是僧侶進修之所；下層為法堂等地，

作為講經及舉行宗教儀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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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構建築 

教師可按需要酌量使用以下資料，向學生介紹唐式木構建築的特點： 

 

志蓮淨苑全棟建築物以檜木打造，是現時世界上最大的手造木構建築群。殿堂是

以中國唐代傳統木構建築為藍本，採用天然建材，殿堂的木構件均以榫接方式結

合，不須使用釘子，比例和諧優美。 

 

 

（1）唐式木構建築特點一：榫卯 

 

 榫卯為榫頭卯眼的簡稱，是一種傳統木工接合兩個或多個構件的方式。其中

構件中的凸出部分稱為榫（榫頭，也稱作筍頭），凹入部分則稱為卯（卯眼，

也稱作卯口、榫眼等）。 

 最基本的榫卯結構由兩個構件組成，其中一個的榫頭插入另一個的卯眼中，

使兩個構件連接並固定。 

 榫頭伸入卯眼的部分被稱為榫舌，其餘部分則稱作榫肩。 

維基百科：《榫卯》，檢自：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A6%AB%E5%8D%AF

瀏覽日期：2018.8.10 

 

 

 

 

 

榫卯示意圖 

圖片出處： 

http://dazon888.pixnet.net/blog/post/150332272-%E7%AE%B1%E5%9E%8B%E6%A6%AB%E6%8E%A

5%E7%B5%90%E6%A7%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5%B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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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式木構建築特點二：斗拱 

 

 斗拱是東亞木構架建築結構的關鍵部件，是立柱與屋架之間的一種過渡，它

由方形的斗升、矩形之栱、斜向的昂所構成，將建築屋檐的荷載經斗栱傳遞

到立柱。斗栱又有一定的裝飾作用，成為建築立面注視的中心，整體裝飾性

既豐富而強烈。因此被看著是建築的一種「顏面」，屬東亞古典建築顯著特

徵之一。 

 在力學方面，因為中國建築多為木構，木構架必須承載全屋的重量，而牆體

一般不起支承作用，這就造成立柱負荷過重，斗栱逐層挑出，使力分解，在

力的傳導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斗栱成為中國建築的重要角色，這亦

是唐式建築的最大特色。正因如此，斗栱成為建築等級、地位和身份的一種

建築文化的符號。只有宮殿、寺廟和一些高級建築才允許使用。其層數之多

少亦代表建築的倫理品位。 

 

 

 

斗拱示意圖 

圖片出處：http://www.how01.com/post_jpMmRmZdDP4k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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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蓮淨苑的弘法利生事業 

 

教師可按需要酌量使用以下資料，向學生介紹志蓮淨苑從事弘法利生事業的經驗

和發展： 

 

1. 志蓮淨苑創立於 1934 年，創辦人葦庵法師本擬建造一所傳統式寺院以供僧

眾清修，後因國內移民大量湧至，社會對福利服務需求日增，遂致力發展福

利服務。志蓮淨苑本著佛陀「慈悲喜捨」的精神，因應長者的不同需要，竭

誠地為他們提供適切服務。 

2. 1939 年，葦庵法師在淨苑首創佛學班，執教擔任主講，並在淨苑空地搭建

棚架，方便各路求學者住宿、聽學。佛學班在當時頗具影響力，前來參學的

僧人眾多，其中還有三名女學生。 

3. 1948 年，「志蓮義學」成立。 

4. 自 1957 年志蓮淨苑開辦非政府資助的非牟利安老院以來，隨著社會轉變，

其安老服務亦由簡單的自給自足，發展為多元化的綜合服務。 

迄今為止，已設有： 

i. 志蓮護理安老院； 

ii. 志蓮日間護理中心； 

iii. 志蓮私家護理安老院； 

iv. 志蓮牙科診所及牙科外展服務。 

5. 另一方面，志蓮淨苑亦積極推展學校教育事業，先後於 1998 和 1999 年開辦

佛教志蓮中學和佛教志蓮小學。 

i. 1998 年，創立佛教志蓮中學。 

ii. 1999 年，創立佛教志蓮小學。 

 

 志蓮淨苑參觀體驗後的反思 

 

完成志蓮淨苑參觀體驗後，哪些是你最難忘的活動？你有何感受？對你有何啟發？ 

（老師讓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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