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都市回憶、保存社區文化」
 ─從萬佛寺看沙田的古今變遷

陳翠怡



陳氏家庭的合照分享



你們能估計何時拍攝嗎？



你們能估計在何地拍攝嗎？



沙田萬佛寺的歷史

• 創建於1949年， 至1957年落成

• 創寺者：月溪法師

• 萬佛寺面積佔地八公頃。

• 萬佛寺院分為高低兩組建築群。

• 整個寺院共有五殿、四亭、一廊和一塔。

• 一塔就是相片當中的萬佛塔。萬佛塔高九
 層，塔內外均供有佛像，設計獨特。



• 1965年，月溪大師於87歲
 圓寂。

• 臨終前囑咐弟子將肉體放
 入木箱內。

• 八個月後，其肉身果然不
 腐化，五官俱全，整體呈
 金黃色，遂依遺示以紅布
 包裹 ，將肉身請出加漆鋪
 金，作肉身菩薩，供奉寺

 內。

月溪大師的傳奇金身



你知道萬佛寺共有多少尊佛像嗎？

• 顧名思義，萬佛寺的原意

是募集一萬尊佛像，放置

於寺內供奉。

• 事實上，萬佛寺共有一萬

三千多個佛像，姿態各異

，每個造型各異，色彩瑰

麗，真是鬼斧神工。



我與相片人物的關係



從父親(被拍攝者)回憶中的口述歷史

• 父親當時收入不高，14- 
15歲便要到製衣廠當學

 徒。月薪只有一百元。

• 這次是難得的機會能夠一
 家人去沙田遊玩。因為請
 假申請非常繁複，而且交
 通費昂貴。

• 當時到新界的交通工具只
 有火車到達，他們由當時
 的油麻地火車站到沙田火
 車站。

回憶起當時
 的經濟生活

交通狀況─
新界是尚未開
發的郊區



與父親重遊舊地的回憶

• 昔日行程：
沙田火車站->西林寺-> 萬佛寺 -> 敦煌畫舫
->回家

• 父親記憶中的沿途兩旁擺放有數十檔的小
 販攤檔，售賣油炸蕃薯、油炸蟹等小食。

• 而且有許多解籤、販賣香油香燭的攤檔。
 但今天再不能找到這些路邊小販了。



與父親重遊舊地的回憶

• 他亦說上山的路途非常崎嶇，充滿泥濘
 的山路，但現在已有石屎的梯級，比以
 往上山的道路容易得多了。

• 現在寺廟途中的石級，左右兩旁也有栩
 栩如生的金漆佛像，讓寺廟倍感莊嚴。



與父親重遊舊地的回憶

• 父親記憶中的萬佛寺
 與現在的萬佛寺已有
 很大的不同，因為以
 往不像現在般的金碧
 輝煌，油漆的顏料也
 經過重新修補了。



與父親重遊舊地的回憶

• 他憶述當時的沙田是
 郊區，與現在的新城
 市非常不同。

• 從萬佛寺可以看到全
 沙田的景色，只有沙
 田原村民居住，沒有
 高樓大廈，只有一片
 綠油油肥沃的田地。
 而現在沙田已發展成
 新城市了。



與父親重遊舊地的回憶

• 當時還有西林寺與萬佛寺齊名，兩所寺廟
 是沙田遊玩著名的旅遊景點，很多人到西
 林寺吃齋菜，兩寺廟的香火鼎盛，然而由
 於年久失修，西林寺已成廢墟，幸好萬佛
 寺仍能保存下來。

• 他最回味的是山水豆腐花，他說山水豆腐
 花是來自沙田的山泉，製造出幼滑雪白的
 山水豆腐花，因此他臨離開前也光顧了寺
 外面的小食檔，吃那碗遠近馳名的豆腐

 花，重拾當年吃豆腐花的味道與心情。



總結
• 從高層俯瞰沙田美麗的景致 ，讓我感慨城市發展

 令沙田由未開發的郊區，轉變為全港最多人口居
 住的地方。

• 由於城郊土地利用的衝突，加上政府實施高地價
 政策，把香港許多富有歷史價值的古蹟發展成商
 住用地，實在令人婉惜。

• 我希望政府能保存社區特式的文化，因為許多古
 舊建築皆是港人的集體回憶，從一張舊相片能加
 深與家人的理解，將珍貴的回憶能薪火相傳地與
 各位分享，延續昔日的舊香港片段，從回憶當中
 加強了解舊香港民間生活的點滴。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中史教學法 

歷史考察資料 
 
教授：楊秀珠教授 
學生姓名：陳翠怡 
學生編號：06045790 
 
題目：從沙田萬佛寺看佛教信仰文化 
 
對象：中二級 (宗教史：佛教在香港) 
 
考察資料目錄： 
1. 教師考察指引，包括考察的設計用意、工作紙參考答案及相關資料。(頁 1-12) 
2. 附錄一：圖片集 (頁 13-15) 
3. 附錄二：萬佛寺簡史 (頁 16) 
4. 學生的工作紙 (頁 17-25) 
5. 參考資料 (頁 26) 
 
考察目的：透過實地考察萬佛寺各方面的特式，包括信仰、建築、文字及民俗儀

式等特質，增加學生對佛教課題的興趣，從而認識佛寺含有本土化色彩，並反思

萬佛寺今後在香港發展的前途。 
 
考察流程： 
1. 於沙田火車站集合 
2. 從火車站沿著萬佛寺指示牌方向走，步行大約 15 分鐘至萬佛寺 
3. 先考察萬佛寺低層寺院，約 1 小時 30 分鐘後，於齋館前集合前往高層寺院 
4. 考察高層寺院，約 30 分鐘集後，沿石級步行離開 
 
考察過程及內容： 
第一階段：考察前簡介 
教師在考察前先向學生教授佛教的思想信仰內容進行討論，並介紹萬佛寺的歷史

背景，以及是次考察需注意的重點。 
 
佛教的思想信仰內容 
什麼是佛？ 
‧ 佛是“佛陀＂的簡稱，是梵文 Buddha 的音譯，意思是覺或覺者，佛就是“最

高的覺悟者＂，成佛是佛教僧侶修行實踐所追求的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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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佛必需具備三項條件：(一)自覺；(二)覺他(不僅是自己覺悟，還要使別人

覺悟)；(三)圓覺(自覺覺他的思想和言行都達到最圓滿的境地)。 
‧ 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經過六年苦行節食的修練，仍沒有找到人生苦惱的

解決途徑。終於在菩提樹下領悟到真理。此後他被尊稱為「釋迦族的聖者」，

稱為「佛陀」。 
 
何謂「四聖諦」、「八正道」？ 
‧ 「四聖諦」是釋迦牟尼宣講的道理，「諦」是真理的意思。 
‧ 「苦諦」──認為世俗世界因著生、老、病、死、別離等變化所引起的苦。 
‧ 「集諦」──造成世間人生及痛苦的原因，是由“業＂(人的行動、言語及思

想活動)或“惑＂(煩惱)所引起的，受到果報和輪迴之苦。 
‧ 「滅諦」──人能夠斷滅各種導致諸苦產生的原因，便可脫離諸苦，達到無

苦的境界，稱為「涅槃」。 
‧ 「道諦」──人要達到涅槃的境界，須修習正確的思想、言語及行為，也就

是所謂的「八正道」。 
‧ 「八正道」：(一)正見，正確的見解。(二)正思，正確的思想。(三)正語，正直

的言語，不用說話欺騙，辱罵他人。(四)正業，行為端正，不作偷竊等行為。

(五)正命，正當的職業。(六)正勤，自我策勵，勞力行道。(七)正念，正淨的

憶念。(八)正定，正確的禪定，進入涅槃的境界。 
 
我們有機會能夠成佛嗎？ 
‧ 釋迦牟尼主張「眾生平等」的思想，他認為過去有人成佛，一切人都有得到

覺悟的可能性，所以說「一切眾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他認

為人人都有佛性，只要潛心修道，都可以成佛。 
 
佛教在何時傳入中國？何時傳入香港呢？ 
‧ 佛教在西漢未、東漢初年，經中亞大月氏國和西域傳入中國，在長安和洛陽

開始傳播。佛教在魏晉南北朝時發展得很快，至隋、唐兩代，中國的佛教大

盛，對中國的文學、藝術、思想和社會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 佛教相傳約在晉、宋時期，由杯渡禪師從北方來，曾駐鍚於瑞應山(即現今的

屯門一帶)，後改名為“杯渡山＂，即今天的青山。後來又移居至靈渡山，駐

鍚於靈渡寺，故香港佛教史的開端，與這兩座山有極大關係。 
 
萬佛寺的歷史背景 
 
萬佛寺的簡介 
 
宗旨：促進香港旅遊業，推廣佛教，宏揚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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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佛寺位於沙田排頭村山上，由月溪法師於 1949 年開始創建，至 1957 年落

成，佔地面積達八公頃之多。萬佛寺院分為高低兩組建築群，整個寺院共有

五殿、四亭、一廊和一塔。 

‧ 低層設有萬佛殿、韋馱亭、觀音亭、十八羅漢廊、萬佛塔、普賢菩薩亭、文

殊菩薩亭。殿外的觀音像、文殊、普賢菩薩像和羅漢像等均造像雄偉，極為

壯觀。萬佛塔高九層，塔內外均供有佛像，設計獨特，故被選用作港幣一百

元鈔票之圖案。  

‧ 萬佛寺高層建築包括有玉皇殿、準提殿、觀音殿和彌陀殿。各殿均設有不同

的佛像給人供奉。 

你知道創寺者的傳奇金身的故事嗎？ 
‧ 月溪法師一生傳奇，他生於富裕家庭，十九歲毅然

出家，於佛前燃左無名指及小二指，自稱為八指頭

陀。 
‧ 1933 年游化至香港時，駐錫西林寺，度眾無數。至

晚年，月溪法師致力創建萬佛寺。萬佛寺處位半山

之上，月溪法師雖年逾古稀，仍親身擔泥運石，建

寺歲月異常艱苦。從 1949 年至 1957 年，歷時九載，

寺院終於落成。 
‧ 1965 年，月溪大師於 87 歲圓寂。 他在臨終前囑咐

弟子將肉體放入木箱內。八個月後，其肉身果然不

腐化，五官俱全，整體呈金黃色，遂依遺示以紅布

包裹 ，將肉身請出加漆鋪金，作肉身菩薩，供奉

寺內。 
 

‧  
 
 
你知道萬佛寺共有多少尊佛像嗎？ 
‧ 萬佛寺顧名思義，原意是募集一萬尊佛像，放置於寺

內供奉。事實上，萬佛寺共有一萬三千多個佛像，

姿態各異，每個造型各異，色彩瑰麗，真是鬼斧神工。 
 

 

萬佛殿內的萬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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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考察重點 
教師講解考察的活動內容，觀察萬佛寺四周環境佈局、發現中國化建築特點(包
括殿亭的支柱、雕刻、對聯以及樓閣式的佛塔)及祭祀活動的情況。 
 
一、四周環境佈局 
教師指導學生觀察整個萬佛寺佈局及四周的環境，啟發學生思考佛教是多神的祟

拜，也讓學生認識中國式的佈局。 
 
甲、請在下面的萬佛寺平面圖，填寫空格內的名稱。 
十八羅漢閣 萬佛殿 普賢菩薩 萬佛塔 
觀音殿 觀音亭 準提殿 十八羅漢閣 
文殊菩薩 玉皇殿 韋馱亭 彌陀殿 
 
低層寺院 

 

 

高層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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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問題討論: 

 

1. 從萬佛寺的四周供奉的佛造及佈局觀察，你認為佛教是信仰一神還是祟拜多

神的呢？試舉例說明。 

 

多神信仰。因為萬佛寺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佛像，萬佛寺共有五殿、四亭、一 

廊和一塔。寺內包括了萬佛殿、韋馱亭、觀音亭、十八羅漢廊、萬佛塔、普賢菩 

薩亭、文殊菩薩亭、玉皇殿、準提殿、觀音殿和彌陀殿，各殿均有不同的佛像給 

人供奉。 

 

 

2. 試從下面萬佛殿的佛像位置佈局來看，與中國傳統思想有何關連呢？ 

 

 

 

 

 

 

 

 

 

萬佛殿位於萬佛寺的最內中心，即代表主神在中、陪神在左右的位置，與中國傳 

統思想有密切的關係。萬佛殿內四壁供小金佛像，中供大佛像三尊，中坐者為消 

災延壽藥師佛，左為觀音菩薩，右執錫杖者為地藏王菩薩，前排中坐者為本寺創 

建者月溪法師肉身。由此反映佛像的位置編排與中國儒家思想的倫理觀念相通， 

有明顯的尊卑等級之分，組合成主神、陪神的位置。 

 

3. 從創建寺者月溪法師的肉身供奉去思考，你認為他能夠入廟給人參拜有何象

徵的意義？你認為平民也能成佛嗎？如何能夠成佛呢？ 

 

從創建寺月溪法師能夠入廟給人供奉代表他成為了肉身菩薩，其肉身以袈裟包 

裹，並加漆鋪金，擺放在三寶佛前的玻璃櫃內。因此，每人有成佛的機會，相信 

每人都有佛性，只要潛身修道，眾生都可以成佛，去普渡眾生。而成佛修行單是 

表面上像出家人是不行的，還要在思想上徹底弄清人生苦難的根本原因，並尋求 

人生苦難的解脫途徑，達到自覺、覺他和圓覺三項俱全，才能成就佛的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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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特點 

觀察萬佛塔樓閣式的建築、形狀及顏色，以及殿亭的枝柱的對聯、脊柱雕刻、牆

壁的裝飾，富有中國色彩的建築特色。 

 

萬佛塔 

1. 試在右邊的空格內繪畫萬佛塔的形態。 

 

印度佛塔的形式(烏地佛塔) 

 

 

 

 

 

 

 

 

2. 從印度佛塔的建築(左圖)與萬佛寺的建築有何不同的地方？ 

 印度佛塔 沙田萬佛寺 

形狀 呈半圓形 呈六角形 

顏色 白色 紅色 

建築形態 基座是方形，塔身猶如一

面大鼓，塔頂部有高大的

相輪 

樓閣式，佛塔變得窄而高

 

3. 想一想：你認為萬佛寺較印度佛塔變得窄而高的原因是什麼呢？ 

 

萬佛寺的建築形態反映中印兩國的審美觀存在較大的差異，中國人認為印度的佛 

塔不足以表現神聖，於是想到秦皇漢武用以迎接仙人的高台樓閣，站在佛塔下仰 

望高大的建築，能夠產生祟敬和神秘的感覺，使佛塔顯得氣勢雄偉，高大挺拔， 

才能與佛陀尊貴的身份相匹配，故此中國的佛塔出現亭台樓閣的建築特式，融合 

了中國民族的建築藝術特點。 

萬佛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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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殿與萬佛塔 

請留意下面圖片回答問題。 

     

萬佛殿                                       萬佛塔 

 

 

1. 請填寫左圖萬佛殿的正堂對聯 

 

高
言
對
佛
無 

世
事
到
山
林
盡 

殿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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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填寫右圖萬佛塔紅圈內的內容： 

 

3.你知道萬佛塔的圖案曾被匯豐銀行選用作為舊版港幣一百元鈔票的圖案嗎？

試運用你們填寫的對聯內容及觀察所估計，萬佛塔的建築設計有何意義呢？ 

 

登上萬佛塔能夠保佑善信運轉乾坤，祈求消災降財，期盼福星普照，得到鴻福 

降臨。而且萬佛塔的樓層為高九層，相信也有祈求長久的諧音，期盼萬事如意， 

增福添壽的意思。 

 

 

 

4.從萬佛殿和萬佛塔的建築，能否反映中國色彩的建築特色？為什麼？(提示：從

紅圈的內容及題 2 的表格綜合思考) 

 

萬佛殿的牆身有兩條龍形的雕塑，龍是中國特色的動物，是中國佛教所獨有的。 

而且龍的數量是兩條，看似“雙龍爭珠＂的中國民間故事，雙數亦有中國寓意 

“好事成雙＂的意思。而萬佛塔的門前有一副對聯，對聯是中國特色的文學藝 

術。再者，萬佛塔的建築物富有中國色彩的高樓閣式的建築，把中國的建築特點 

運用到塔的建築中。同時，萬佛塔及萬佛殿同樣運用了紅色的建築顏色，而紅色 

亦是中國建築常用的色調。 

登
塔
轉
運
運
亨

運
轉
鴻
釣
福
星

塔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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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俗儀式 

教師介紹佛教重要的節日，反思佛教對中國民俗的相互影響下，產生富有地方性

的宗教儀式。萬佛寺在每年的正月初二、上元節、觀音節、浴佛節及清明節，都

會有法事舉行。 

 

1.佛教風俗儀式對對碰 

 

浴佛節 ● ● 農曆二月初九日、農曆六月十

九日及農曆九月十九日。每一

個日期都有不同的意義。前者

為觀世音菩薩的聖誕，中者為

成道日，後者為出家日。 

上元節 ● ● 農曆四月初八日，記念佛祖釋

迦牟尼的誕辰。 

 

 

 

涅槃日 ● ● 農曆正月十五日，是中國的情

人節。當天不少善信、情侶及

一家大小都會來到萬佛寺上

香參拜，祈求幸福及姻緣。 

觀音節 ● ● 農曆二月十五日，紀念佛祖釋

迦牟尼的忌辰。 

 

 

2. 請留意下列圖片回答問題。 

祈福點燈活動 

位於萬佛殿內的萬佛壁佛像下掛有名牌，牌中

刻有善信的名字及願望。試從左圖找出人們向

佛祁求什麼的願望呢？ 

 

十全富貴、三元及弟、財源廣進、合家平安 

、佛光普照、萬事勝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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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能夠在萬佛璧的佛像下許願，請在佛像下寫上你的願望及你的姓名。 

 

 
學生的願望 

學生姓名 

 

 

 

 

 

 

 

3. 請閱讀下列新聞報導。 

 續下頁

文匯報                          2005 年 2 月 25 日

沙田萬佛寺辦祈福法會 
【本報訊】沙田萬佛寺前日舉行乙酉年元宵供諸天

法會，祈求國泰民強，社會安定和市民衣食無憂。

約 300 名善男信女一早來到萬佛寺，手持鮮花和祭

品，以作供奉。寺內禮請果律法師及各位大德高僧

主持謝天法會，唸誦經文。萬佛寺主持吳星達透露，

萬佛寺還將在今年 4 月舉行「開光儀式」，屆時將

廣邀各界人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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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描述的是萬佛寺那項宗教儀式活動？在何時舉行？活動有何意義呢？ 

 

新聞報導的是萬佛寺上元節的祈求大會活動，儀式在農曆正月十五日元宵舉行。 

那天法師包括頌讀佛經，圍繞萬例塔繞行 3 圈，法師祈求世界和平、國泰民強、  

社會安定，並有傳統的「抓米」儀式，信眾各按「丁、財、貴、壽、慧」所需抓 

米，寓意市民衣食無憂、安居樂業，相信抓米能把平安的祝願帶至家中。 

 

 

 氣溫回暖，萬佛寺一早煙火裊裊。在通向萬佛寺的石道

上，已聽到了高僧的誦經聲。萬佛寺正舉行元宵供諸天法

會，果律法師表示，法會亦是祈求世界和平及全港市民安居

樂業。  

 法會在 9 時半開始，百多名信眾早聚集在萬佛殿內，與果

律法師和其他高僧齊面向大門，唸誦供天經文《齋天儀規》。

誦經儀式維持了約 2 小時，之後果律法師等再帶領信眾走出

萬佛殿外，在「萬佛塔」前繞行 3 圈，轉運乾坤。  

 吳星達主持表示，法會並設延生壇，讓善信為現、前眷屬

消災降祥，期盼諸事如意，增福延壽。他希望「法輪常轉、

法水常流」，用佛法度人心，鼓勵善信們常做好事。萬佛寺

還依照傳統準備了 500 斤米讓信眾「抓米」，「抓米」桌設

在萬佛殿門口，吳主持指，信眾各按「丁、財、貴、壽、慧」

所需抓米，並裝入紅封包內，可煮飯或送給親友，以祈求家

人平安。 

4 月舉行開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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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考察後討論 

思考萬佛寺未來的發展與展望，討論萬佛寺前境是樂觀還是悲觀的想法。 

 

請閱讀下列新聞。 

 
1. 根據你考察萬佛寺的經驗，你認為萬佛寺有需要興建登山電梯嗎？為什麼？ 

(學生自由作答，言之成理便可。)贊成的原因：如登山的梯級很斜，老人家上山 

到萬佛塔很累和很辛苦，興建登山電梯帶來方便。反對的原因：如破壞了佛門的 

清靜，龐大的建築工程亦會破壞原有附近的景觀。 

 

2. 你同意萬佛寺向入場人士收取入場費用嗎？你有何理據支持你的論點？ 

(學生自由作答，言之成理便可。)贊成的原因：如增加寺院的收入，有金錢維修 

萬佛寺被早前山泥傾斜所帶來的破壞。反對的原因：如佛寺不應該太商業化，不 

應向信眾收取費用。 

 

3. 根據上述新聞報導及考察所見，你對今後萬佛寺前途的發展是怎麼看的？你

認為在寺廟建造大型的觀音像能夠成功打造萬佛寺成為香港著名旅遊景點

嗎？ 

(學生自由作答，言之成理便可。) 

 

 

 

星島日報                     2006 年 2 月 26 日

萬佛寺擴建擬收費 
 

現在的佛門已不是清淨地，相反，間間積極入世爭

相招徠。這邊廂，寶蓮寺的擴建工程如箭在弦，那

邊廂，沙田萬佛寺亦正準備重新發展，計畫與財團

合作耗資兩億元擴建，包括在寺廟的觀音殿外建造

一座高 28.8 米高的觀音像，再修築兩條長 240 米的

登山電梯，以及建造可容納 300 人的安老院等，預

計 08 年落成，希望將萬佛寺打造成旅遊景點，估計

新建設可令寺廟人流由現時每日的 500 人飆升至數

千人，屆時或會向善信收取每人 5 元的入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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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圖片集 

萬佛寺在 1982 年開始進行局部性的翻新及重建工程，工程包括重建、翻新及為

佛像鋪上金箔及添上新色彩。 

 

萬佛寺的古今對照比較 

 

名

稱 

古 今 

韋

馱

亭 

 
 

萬

佛

塔 

 
 

萬

佛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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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寺的圖片：五殿、四亭、一廊及一塔 

萬佛寺主要設有萬佛寺主要設有五殿、四亭、一廊及一塔，它們分別座落於寺院

的高低層中。一廊和一塔分別是十八羅漢廊和萬佛塔。 

 

五殿       四亭 

萬

佛

殿 

韋

馱

亭 

玉

皇

殿 

觀

音

亭 

準

提

殿 

普

賢

菩

薩

亭 

觀

音

殿 

 

文

殊

菩

薩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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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萬佛寺簡史 

 

 

2006 年 萬佛寺擬建 28 米觀音像，計畫斥

資 2 億，建築登山電梯。期望 2008 年竣工。

1997 年 7 月 萬佛寺因山泥傾斜，多幅斜坡

被沖毀，寺院高低層多個部分損毀嚴重。 
1999 年 萬佛寺低層重開，高層部分仍進行

封閉維修。 

2000 年 萬佛寺塑造如真人大小的五百羅漢

像，每個羅漢像身高約 1 . 7 米，腳下設有

台座，顯示羅漢像的名稱。  

1949 年 香港著名煙草商人簡玉階先生，將

晦思園贈予月溪法師，萬佛寺開始創建 

1957 年 萬佛寺落成 

1965 年 月溪法師圓寂 

1982 年 進行局部性的翻新及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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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工作紙 

中史科 考察活動工作紙 

沙田萬佛寺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 

班    別：_________________              考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四周環境佈局 
甲、請在下面的萬佛寺平面圖，填寫空格內的名稱。 
十八羅漢閣 萬佛殿 普賢菩薩 萬佛塔 
觀音殿 觀音亭 準提殿 十八羅漢閣 
文殊菩薩 玉皇殿 韋馱亭 彌陀殿 
 
低層寺院 

 

 

高層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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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問題討論: 

 

1.從萬佛寺的四周供奉的佛造及佈局觀察，你認為佛教是信仰一神還是祟拜多神

的呢？試舉例說明。 

 

 

 

 

 

 

 

2.試從下面萬佛殿的佛像位置佈局來看，與中國傳統思想有何關連呢？ 

 

 

 

 

 

 

 

 

 

 

 

 

 

 

 

3.從創建寺者月溪法師的肉身供奉去思考，你認為他能夠入廟給人參拜有何象徵

的意義？你認為平民也能成佛嗎？如何能夠成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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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特點 

觀察萬佛塔樓閣式的建築、形狀及顏色，以及殿亭的枝柱的對聯、脊柱雕刻、牆

壁的裝飾，富有中國色彩的建築特色。 

 

萬佛塔 

1.試在右邊的空格內繪畫萬佛塔的形態。 

 
萬佛塔的形式 印度佛塔的形式(烏地佛塔) 

 

 

 

 

 

 

 

 

2. 從印度佛塔的建築(左圖)與萬佛寺的建築有何不同的地方？ 

 印度佛塔 沙田萬佛寺 

形狀   

顏色   

建築形態   

 

 

3. 想一想：你認為萬佛寺較印度佛塔變得窄而高的原因是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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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殿與萬佛塔 

請留意下面圖片回答問題。 

     

萬佛殿                                       萬佛塔 

 

 

1.請填寫左圖萬佛殿的正堂對聯 

 

  

殿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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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填寫右圖萬佛塔紅圈內的內容： 

 

3.你知道萬佛塔的圖案曾被匯豐銀行選用作為舊版港幣一百元鈔票的圖案嗎？

試運用你們填寫的對聯內容及觀察所估計，萬佛塔的建築設計有何意義呢？ 

 

 

 

 

 

 

 

4.從萬佛殿和萬佛塔的建築，能否反映中國色彩的建築特色？為什麼？(提示：從

紅圈的內容及題 2 的表格綜合思考) 

 

 

 

 

 

 

 

塔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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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俗儀式 

佛教與中國民俗的相互影響下，產生富有地方性的宗教儀式。萬佛寺在每年的正

月初二、上元節、觀音節、浴佛節及清明節，都會有法事舉行。 

 

1.佛教風俗儀式對對碰 

 

浴佛節 ● ● 農曆二月初九日、農曆六月十

九日及農曆九月十九日。每一

個日期都有不同的意義。前者

為觀世音菩薩的聖誕，中者為

成道日，後者為出家日。 

上元節 ● ● 農曆四月初八日，記念佛祖釋

迦牟尼的誕辰。 

 

 

 

涅槃日 ● ● 農曆正月十五日，是中國的情

人節。當天不少善信、情侶及

一家大小都會來到萬佛寺上

香參拜，祈求幸福及姻緣。 

觀音節 ● ● 農曆二月十五日，紀念佛祖釋

迦牟尼的忌辰。 

 

 

2.請留意下列圖片回答問題。 

祈福點燈活動 

位於萬佛殿內的萬佛壁佛像下掛有名牌，牌中

刻有善信的名字及願望。試從左圖找出人們向

佛祁求什麼的願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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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如你能夠在萬佛璧的佛像下許願，請在佛像下寫上你的願望及你的姓名。 

 

 
  

 

 

 
  

 

 

4. 請閱讀下列新聞報導。 

文匯報                          2005 年 2 月 25 日

沙田萬佛寺辦祈福法會 
【本報訊】沙田萬佛寺前日舉行乙酉年元宵供諸天

法會，祈求國泰民強，社會安定和市民衣食無憂。

約 300 名善男信女一早來到萬佛寺，手持鮮花和祭

品，以作供奉。寺內禮請果律法師及各位大德高僧

主持謝天法會，唸誦經文。萬佛寺主持吳星達透露，

萬佛寺還將在今年 4 月舉行「開光儀式」，屆時將

廣邀各界人士出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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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舉行開光儀式  

 氣溫回暖，萬佛寺一早煙火裊裊。在通向萬佛寺的石道

上，已聽到了高僧的誦經聲。萬佛寺正舉行元宵供諸天法

會，果律法師表示，法會亦是祈求世界和平及全港市民安居

樂業。  

 法會在 9 時半開始，百多名信眾早聚集在萬佛殿內，與果

律法師和其他高僧齊面向大門，唸誦供天經文《齋天儀規》。

誦經儀式維持了約 2 小時，之後果律法師等再帶領信眾走出

萬佛殿外，在「萬佛塔」前繞行 3 圈，轉運乾坤。  

 吳星達主持表示，法會並設延生壇，讓善信為現、前眷屬

消災降祥，期盼諸事如意，增福延壽。他希望「法輪常轉、

法水常流」，用佛法度人心，鼓勵善信們常做好事。萬佛寺

還依照傳統準備了 500 斤米讓信眾「抓米」，「抓米」桌設

在萬佛殿門口，吳主持指，信眾各按「丁、財、貴、壽、慧」

所需抓米，並裝入紅封包內，可煮飯或送給親友，以祈求家

人平安。 

 

 

上述描述的是萬佛寺那項宗教儀式活動？在何時舉行？活動有何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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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萬佛寺未來的發展與展望 

請閱讀下列新聞。 

星島日報                     2006 年 2 月 26 日

萬佛寺擴建擬收費 
 

現在的佛門已不是清淨地，相反，間間積極入世爭

相招徠。這邊廂，寶蓮寺的擴建工程如箭在弦，那

邊廂，沙田萬佛寺亦正準備重新發展，計畫與財團

合作耗資兩億元擴建，包括在寺廟的觀音殿外建造

一座高 28.8 米高的觀音像，再修築兩條長 240 米的

登山電梯，以及建造可容納 300 人的安老院等，預

計 08 年落成，希望將萬佛寺打造成旅遊景點，估計

新建設可令寺廟人流由現時每日的 500 人飆升至數

千人，屆時或會向善信收取每人 5 元的入場費。 

 
1.根據你考察萬佛寺的經驗，你認為萬佛寺有需要興建登山電梯嗎？為什麼？ 

 

 

 

 

2.你同意萬佛寺向入場人士收取入場費用嗎？你有何理據支持你的論點？ 

 

 

 

 

3.根據上述新聞報導及考察所見，你對今後萬佛寺前途的發展是怎麼看的？你認

為在寺廟建造大型的觀音像能夠成功打造萬佛寺成為香港著名旅遊景點嗎？ 

 

 

 

 

 

 

完 

                                       頁 25



                                       頁 26

參考資料： 

 

網頁： 

萬佛寺官方網頁 http://www.10kbuddhas.org/ 
萬佛寺的介紹 http://zh.wikipedia.org/wiki/萬佛寺 
 
參考書目： 

1. 《沙田古今風貌》編輯委員會：《沙田古今風貌》，香港：沙田區議會，1997

年。 

2.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聯(香港)有限公司，1999 年。 

3. 危丁明編：《香江梵宇》，香港：《香江梵宇》出版委員會，1999 年。 

4. 辛革：《佛塔考古寶藏》，臺北：貓頭鷹出版社，2004 年。 

5. 趙樸明：《佛教常識答問》，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 年。 

6. 劉長久：《中國佛教》，香港：三聯(香港有限公司，2004 年。 

7. 魯金：<沙田萬佛寺有燃燈佛殿>，載於《妙言廟宇》，香港：次文化有限公

司，1994 年。 

 

報章資料： 

Wisenews ：1998/1/1---2007/3/27 (關於萬佛寺的新聞) 

 

 

http://www.10kbuddhas.org/
http://www.10kbuddhas.or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0%AC%E4%BD%9B%E5%AF%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0%AC%E4%BD%9B%E5%AF%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0%AC%E4%BD%9B%E5%AF%BA


萬佛寺參考新聞 (1998-2007) 
 
‧萬佛寺的發展計劃…………………………………………………頁 1-6 
‧ 萬佛寺歷史………………………………………………………..頁 6-12 
‧ 萬佛寺新春祈福會………………………………………………..頁 12-13 
‧ 萬佛寺的五百羅漢……………………………………………….頁 13-14 
‧ 萬佛寺的山泥傾斜事件………………………………………….頁 14-16 
 
 
萬佛寺的發展計劃 
星島日報                                                           2006-02-26 
萬佛寺擴建擬收費   
現在的佛門已不是清淨地，相反，間間積極入世爭相招徠。這邊廂，寶蓮寺的擴建工程如箭在弦，

那邊廂，沙田萬佛寺亦正準備重新發展，計畫與財團合作耗資兩億元擴建，包括在寺廟的觀音殿

外建造一座高 28.8 米高的觀音像，再修築兩條長 240 米的登山電梯，以及建造可容納 300 人的

安老院等，預計 08 年落成，希望將萬佛寺打造成旅遊景點，估計新建設可令寺廟人流由現時每

日的 500 人飆升至數千人，屆時或會向善信收取每人 5 元的入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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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寺擬建 28 米觀音像 斥 2 億造新景 築登山電梯  
沙田萬佛寺計劃與財團合作耗資兩億元擴建，包括在寺廟的觀音殿外建造一座高 28.8 米的觀音

立像，另外修築兩條長 240 米登山電梯，以及建造可容納 300 人的安老院等，預計 08 年落成，

希望將萬佛寺打造成本港最佳的旅遊景點，估計新建設可令寺廟人流由現時每日的 500 人飆升

至數千人，更可能超過大嶼山寶蓮寺的旅客人數，而萬佛寺屆時或會向善信收取每人五元的入場

費。  

 萬佛寺 50 年代初建成，香港萬佛寺管理委員會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萬佛寺主持吳星達居士（圓

圖），昨日公布未來發展大計，包括在觀音殿前的平台，建造一座高 28.8 米的露天觀音菩薩像，

站立在 6 至 8 米高蓮花座上；另會建設兩條長 240 米的巨型登山扶手電梯，取代現時登上萬佛

寺的 400 多級樓梯級，並在電梯中央設漢白玉石級，直達觀音站台。  

同時興建安老院  

 他又說，該寺同時計劃向政府申請撥地，以建造一座寺門牌樓和一所可容納 300 人的安老院。

吳星達居士指出，擬新建的觀音立像及大型電梯，所佔土地有八成屬萬佛寺所有，另兩成是政府

土地，但由於有關發展現只屬初步規劃階段，故尚未向政府申請批地建設。  



 負責協助投資者與萬佛寺聯絡的香港安厚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譚德安則透露，現已有四至五個

財團，表示有興趣參與萬佛寺擴建的投資計劃，其中澳門特首何厚鏵的兄長何厚炤，去年已初步

作出口頭承諾，但投資金額和詳情尚未有最後定案。譚德安強調與何厚炤已認識 30 多年，但兩

億元只是工程費用，未計算補地價涉及的費用。  

 吳星達則指出，萬佛寺有四座以往荒廢的骨灰龕堂，合共有 5000 個骨灰龕靈位，其中兩座去

年 12 月第二次翻新復修，而該寺尚有 95%骨灰龕未出售，「舊年之前我都未知骨灰龕靈位
本港係咁值錢，所以只售 4000 至 1 萬蚊，距離外界 5 萬至 60 萬售價好遠，所以經復修骨

灰龕靈位，會以 3 萬至 15 萬出售，視乎靈位的位置而定。」  

或收 5 元入場費  

 他預計，若餘下 4500 個骨灰龕靈位，每個以 10 萬元平均價出售，加上香油錢及食肆賺取的

金錢等，萬佛寺未來三至五年內最少可賺取六億元回報，其中透過出售 4500 個骨灰龕賺取的金

錢，則會用以還給投資的財團。  

 不過，他表示由於將來的登山電梯，每月維修費約要 10 萬至 20 萬元，故屆時可能會向每名

到訪的善信收取五元入場費。而萬佛寺未來會繼續尋找投資者協助，把大殿的頂層改建為宮殿式

屋頂。  

兩億元發展大計  

 在觀音殿前建造 28.8 米高的露天觀音菩薩立像  

 建設兩條長 240 米巨型上山扶手電梯  

 向政府申請撥地建造一座寺門牌樓  

 建造一所可容納 300 人的安老院  

資料來源：萬佛寺管理委員會  

善信心聲  

建觀音像會再來  

 汪小姐（內地旅客）：「我覺得大嶼山寶蓮寺像旅遊景點多些，而萬佛寺則有較多善信誠心拜

佛，香火十分鼎盛。如果將來萬佛寺再增建一座露天觀音菩薩像，我會再來欣賞。」  

有電梯方便很多  

 艾小姐（內地旅客）：「萬佛寺香火真的很旺盛，但上山條樓梯很長很斜，我登山時亦感到很



辛苦和很累。如果未來真的能將樓梯改建成登山電梯的話，那會方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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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坡阻建金觀音 萬佛寺心急如焚促政府速批維修 

沙田萬佛寺計畫投資二億元，興建一座逾二十八米高的鍍金觀音像及兩條直達觀音像的登山扶手

電梯，不過計畫卻受制於山後一個危險斜坡。八年半前萬佛寺一幅四萬呎的斜坡山泥傾瀉，政府

遲遲未批出維修令，斜坡一日未修葺，都不能動工興建觀音像，令寺方心急如焚，希望政府能盡

快審批。  

九七年萬佛寺發生山泥傾瀉，事後屋宇署發出三個修葺令，但其中兩個尚未完成。萬佛寺吳星達

表示，寺方多次提交的維修方案一直未獲屋宇署審批，更曾被一間工程公司「搵笨」，該公司表

示所提交的維修計畫必獲屋宇署審批，該計畫建議在斜坡上打入七千多口泥釘穩固山坡，還要將

數萬噸泥頭運往山下，所涉費用逾億元。  

累損失四十多萬元  

吳稱：「個計畫根本無考慮實際情況，累我們損失四十多萬元，維修計畫至今仍未獲通過。」屋

宇署表示，雙方在安全要求上有分歧，但會盡快達成共識。而萬佛寺昨日召開記者會提及的萬佛

寺擴建工程，當中便包括先將陡峭的山坡平整，期間更需大興土木、開山伐木，故寺方期望最快

○八年竣工。  

香港安原發展公司董事長譚德安是首位表態對擴建計畫有興趣的人士。據了解，連他與澳門特首

何厚鏵胞兄何厚炤在內，現有四至五個財團同樣對該計畫表示興趣。譚稱，吳星達承諾將出售萬

佛寺內骨灰靈位所得全數用以還款，細節最快要到本月底才可洽談。對於平整斜坡建觀音像的問

題，譚德安深信只要聘用富經驗的工程公司便不成問題。  

靈位收入料達五億  

吳星達承認，目前所有計畫僅屬構想，未經可行性研究，亦未曾接觸政府有關部門。他又承諾，

於三至五年內雙倍奉還二億元投資額，主要來自出售骨灰靈位。將於今年底完成復修的骨灰靈位

共有五千個，當中九成半為「吉位」可供出售；若以平均每個十萬元計，他預計骨灰靈位收入已

達五億元，連同其他齋堂膳食及香油等更可達六億元。  

地政總署昨向本報指出，至上周五仍未有收到萬佛寺擴建申請，要待有發展詳情才能評論。環保

署發言人亦稱，未有收到有關申請，只強調若工程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例指定工程，需要先經法

定程序才可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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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 業歡迎善信憂擾佛門清靜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表示，數年前已聽聞萬佛寺計劃擴建，倘若落實擴建，應有助區內的旅遊

業發展，區議會亦會贊成。旅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亦歡迎計劃，認為本港景點愈多，旅行社推

廣的行程愈豐富。他指出，景點要有足夠配套，除了有扶手電梯方便遊人到達，旅遊巴泊位亦要

兼顧。  

在沙田乙明居住多年的孫氏夫婦，經常往萬佛寺參拜，既可禮佛，又可走走石級做運動。孫先

生表示，10 多年前整個山頭滿佈寺廟，除萬佛寺，還有法華寺及西林寺等，香火十分鼎盛，但

現時已經荒廢，相信萬佛寺擴建後可改善人流。但孫太擔心龐大工程會影響附近景觀，而登山自

動電梯「太現代化」，若帶來大批人流，將影響這裏的清靜氣氛。  

規劃署：毋須向城規會申請  

善信黃太每年都到萬佛寺，她同意興建自動電梯，她說，現時要走數百級石級才可到達，差不多

要半小時，若遇上下雨更易生意外。民政事務局發言人表示，尚未收到萬佛寺擴建的計劃。規劃

署發言人則指出，根據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萬佛寺的地皮屬於「政府、機構及社區」的土地

用途，若在地皮上進行有關宗教的發展，毋須向城規會申請。 

 

明報  

A03  |  港聞  |  曾經光輝  

2006-02-08

標示關鍵字

 

山 路難行遊人大減 

位於沙田排頭村山上的萬佛寺，因寺內供奉大小佛像達 1.3 萬尊而得名。該寺於 1949 年由月溪

法師創建，原計劃在此創辦佛學院，後因故擱置，最後用作興建萬佛寺，1957 年落成，佔地 8

公頃。萬佛寺院分為高低兩組建築群，整個寺院共有五殿、四亭、一廊和一塔。  

萬佛寺於上世紀 60 至 70 年代時，是著名旅遊景點，全盛時期每日有近 800 名遊客慕名參觀。

不過，旅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由於上山的道路難行，近年遊人數目已大減。記者昨日從

山腳拾級而上，共有逾 400 級，花了 15 分鐘才到達佛寺。  

山泥傾瀉 一度封寺  

1997 年 7 月因山泥傾瀉，萬佛寺背後的斜坡被　，屋宇署一度勒令封寺，萬佛寺住持吳星達

說，當年封寺消息傳出，令人流劇減，即使 5 年前已完成寺廟的維修工程，但仍無法回復昔日



情　，「大家還以為萬佛寺還是破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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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寺建銅觀音傲視東南亞 何厚鏵兄擬 2 億投資設登山電梯 4700 靈位  
有超過半個 世紀歷史的沙田 萬佛寺，近 年善信香火不復當年 鼎盛，澳門特首何厚鏵的胞 兄

何厚炤有意參與投資 2 億元 ，為萬佛寺進行大 型擴建 ，包 括建造一座高 36 米的銅 製鍍金

觀音像，即約 9 層樓 高，建成 後可望成為全東南 亞最高的戶外 銅製觀 音。萬佛寺希望在 

2008 年完成工 程，藉此重現當年光采，並可 為香港帶來新景點 。而 計劃的如意算 盤，亦

包括未 來出售 4700 個 骨灰靈位，以 獲取 最少 7 億元的回報。  

明報記者 賴偉家 張岳弢 黃綺湘  

萬佛寺住持吳星達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正與澳門大豐銀行董事、澳門特首何厚鏵之胞兄何

厚炤，以及另一內地投資者譚德安洽談斥資承擔計劃，並已經到了最後階段，該寺於周日(12 日)

舉行農曆正月十五日元宵供諸天法會時，何厚炤亦會出席並公布計劃具體內容。  

計劃中將平整現時萬佛殿旁邊的一幅斜坡，闢地建造一座呈站立形態的銅製鍍金觀音像，觀音像

身高近 28.8 米，加上逾 6 米高的蓮座，整個觀音像的高度達 36 米高，規模超越 26 米高的大嶼

山天壇大佛。  

吳星達說，興建觀音像，是由於有不少中國人供奉觀音，並可避免與天壇大佛衝突。他表示，現

正與當年建造大佛的內地承建商聯絡，協助建造觀音像。  

除觀音像外，萬佛寺亦會建造兩條各長約 250 米的登山自動行人電梯，方便善信參拜，又會在

山腳興建一座寺門牌樓作為萬佛寺標誌，並擬在牌樓旁邊，擬建一所萬佛寺護老安老院。  

盼後年建成 靈位收益料 7 億  

他說，萬佛寺的 5 所骨灰龕廟房失修，現時只有其中一個廟房的 300 個骨灰靈位有安放骨灰，

擴建計劃包括重修各廟房，合共可安放 5000 個骨灰靈位，扣除現有 300 個位，以每個靈位約值

15 萬元計算，出售靈位保守估計可帶來 7 億元收益。吳星達指何厚炤等人投資 2 億元後，萬佛

寺會與他們攤分工程完成後 5 年內的旅遊及出售靈位收入，並承諾對方可獲 4 億元回報。  

曾有財團要求作地產發展  

吳稱，2 年前透過相識多年的內地投資者譚德安，物色財團商討擴建計劃，他指一些財團要求將



部分土地劃作地產發展，偏離擴建原意，最後譚氏物色發展意向相近的何厚炤，計劃逐漸成形。

由於工程涉及平整山坡及興建巨型觀音像，並要改善寺廟的排污系統應付預計的龐大人流，技術

複雜，吳星達坦言對工程認識不多，至今計劃仍在草擬階段，暫未落實工程及規劃細節。目前會

爭取與財團盡快簽合約落實計劃，然後作公開招標，委託承辦商跟進工程。  

本報昨日致電澳門聯絡何厚炤，其秘書表示他現時不在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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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商引資 露天建觀音像 媲美大佛 萬佛寺重建 冀再成旅遊熱點 

  沙田萬佛寺，本為香港市民及海外遊客的觀光勝地，但在去年年底發生山泥傾瀉，而使入場

人流沉寂一時。最近，沙田萬佛寺決定招商並引入資本，以合作形式重建沙田萬佛寺，銳意令萬

佛寺成為另一個佛教旅遊勝地。  

去年山泥傾瀉 遊客銳減  

  據了解，這次萬佛寺重新發展計劃，是屬於私人發展項目，但事前亦曾把建議書交到香港旅

遊協會，希望可以代其尋找一些有潛力的地產贊助商。而旅協方面，亦把此發展計劃交予地產建

設商會做聯絡。  

  沙田萬佛寺聯絡人吳星達表示，目前正在與幾間房地產財團，討論有關合作的可行性以及內

容細則，預期將在十月作出公布。該聯絡人稱，目前最關鍵的問題仍是收購萬佛寺附近土地的批

核，故現階段不欲多談。  

業界︰須改善設施及交通  

  至於萬佛寺重建的具體內容，則以美化寺內環境（其中包括建造高達三十九公尺的露天觀音

塑像，足可媲美大嶼山寶蓮寺的大佛），以及改善入寺交通及道路為主（見表），另外亦增設其

他配套設施如齋堂、活動法場等，預算全個發展計劃，需要四年時間才可以完成。  

  業內人士認為，礙於沙田萬佛寺附近未有其他較具特色的旅遊設施，加上交通不算方便，

要得到海外遊客的青睞，仍須加把勁。  

■本報記者 馬淑嫻  

 
萬佛寺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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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萬佛寺 

 位於沙田的萬佛寺，以供奉一萬多尊佛像而聞名遠近，不但善信絡繹不絕，香火鼎盛，而且中

外旅客也慕名而至，可說是香港的名勝之一。  

 萬佛寺於沙田排頭村山上，鄰近沙田火車站，創辦人為月溪法師。月溪法師俗姓吳，原籍浙江

錢塘，後遷雲南，出生於富裕家庭，學識非凡，畢業於震旦大學，精通英法兩國語文，涉獵西洋

哲學，尤擅作詞和彈七弦琴；十九歲時，受佛法感召，毅然出家，於佛像面前燃左手無名指及小

二指，後稱八指頭陀，且發三大宏願：一為樂修苦行，不貪錦衣玉食；二為遍閱三藏經典，潛心

修禪；三為盡己所學，弘揚大法，以利眾生。其後，月溪法師雲遊四方，到處講經說法，踏遍名

山大川。  

 九一八事變後，不少內地名僧紛紛南下，月溪法師也到了廣州弘法，重修大佛寺，向善信講經，

度眾無數。抗戰期間，法師返回雲南，和平後南來香港。及至一九四九年，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

簡玉階先生，將他位於沙田排頭村半山上的私產「晦思園」，送贈予月溪法師。得此理想地點後，

法師乃致力創建萬佛寺的工作，雖年逾古稀，仍親身搬運泥石，勞心勞力。至一九五七年，寺院

終告落成，著名禪林，香港名寺，就此誕生。  

 萬佛寺佔地面積達八公頃之多，共有五殿、四亭、一廊和一塔等建築。寺院建築分為高低兩個

群組，低層包括萬佛塔、萬佛殿、韋馱亭、觀音亭及十八羅漢閣；高層建築包括玉皇殿、準提殿、

觀音殿及彌陀殿。萬佛殿內供奉佛像的總數近一萬三千尊，姿態各異，獨具特色；殿外有觀音像、

文殊、普賢菩薩像等，造工精巧，雄偉壯觀。不得不提的是，寺院內還建有一座紅色九層寶塔，

此塔曾被選用作匯豐銀行發行的舊版港幣一百元鈔票的圖案。因此，說萬佛寺是香江馳名佳景，

本港禪林代表，實當之無愧。  

 殿中還供奉月溪法師之的內身金漆像。據說一九六五年四月二十日(農曆三月二十三日)，法師

偶感不適，自知壽緣已盡，臨終前囑弟子將法體封龕入土，八個月內將肉身請出加漆鋪金，供奉

寺內。當晚八時，法師端坐圓寂，後來弟子依照其遺言而行，發現法師肉身果然不化，五官俱全，

便將其金身供奉寺內。  

 萬佛寺建於半山之上，故前往者須從山下登上四百多級石階。重建工程完成後，石階旁安放如

真人大小的五百金羅漢像群，各像神情各異，各具特色，極具觀賞價值，令登山者於不知不覺間

完成四百多級石階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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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寺 屹立沙田 半個世紀  
掏出一張百元紙幣，你會發現鈔票上有一座設計獨特的九層塔。不難認出吧，它就是位於沙田萬

佛寺內的萬佛塔。於 1957 年落成的萬佛寺位於沙田排頭村山上，佔地 8 公頃，由月溪法師用 9 

年時間建成，是香港著名禪林，法緣極盛。  

萬佛寺分為高低兩組建築群，整個寺院共有 5 殿、4 亭、一廊和一塔。寺院低層設有萬佛殿、

韋馱亭、觀音亭、18 羅漢廊、萬佛塔、普賢菩薩亭及文殊菩薩亭。  

高層建築則有玉皇殿、準提殿、觀音殿和彌陀殿。各殿內供有不同佛像，其中萬佛殿內供奉佛像

逾 1 萬 2 千多尊，當中寺院創建者月溪法師真身就放在殿內正中央，這亦是香港唯一供有法師

真身的廟宇；而殿內的阿彌陀佛像，更是全港最大的殿內佛像。不可不提，樓高 9 層的萬佛塔，

塔內外均供有佛像，由於設計獨特，故多年前被當局選用作$ 100 鈔票之圖案。  

屹立近半個世紀的萬佛寺，過去曾進行多次翻新維修工程。寺院於 1982 年曾進行局部翻新及重

建工程，除重建韋馱亭、觀音亭及 18 羅漢廊外，更翻新了萬佛寺和萬佛塔，並為佛像、菩薩和

羅漢鋪上金箔及添上新色彩。可惜到了 1997 年 7 月，香港發生連場暴雨，萬佛寺後方多幅斜

坡被沖毀，寺院高低層多個部分損毀嚴重，需要關閉兩年修葺，才重開予遊人參觀。  

而為令寺院更加壯觀輝煌，萬佛寺於 2000 年塑造和安放如真人大小的 500 金羅漢像群，成為

世界上獨具特色的一個佛教景點。萬佛寺內 500 羅漢像，全部都是仿照中國雲南省昆明市笻竹

寺內的 500 羅漢像塑造，羅漢像全部以玻璃纖維製造，外層鋪上金箔。每個羅漢像身高約 1 . 7 

米，腳下設有台座，顯示羅漢像的名稱。  

500 尊羅漢像分別安放於路旁與寺院內高低層地方，部分羅漢像是三位一體，部分則為單個式。

據說，它們稱得上是全中國手工最好、造型最生動的羅漢像！難怪時至今日，到萬佛寺參觀和進

香的遊客、善信絡繹不絕。  

萬佛寺開放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交通：乘車到沙田火車站，到天橋下沿中央廣場方向走，盡頭可見萬佛寺的指示牌，沿石級路向

上行約 15 分鐘便可到達萬佛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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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 尺清泉–萬佛寺 

想起拜佛，很多人會想起大嶼山的寶蓮寺；只是去那裏朝拜，來回至少半天時間。其實香港還有

很多佛寺可去，沙田的萬佛寺便是其中之一，近巿區之餘交通亦很方便。  

繁囂裏的寧靜萬佛寺鄰近沙田新城巿廣場，商場人流如鯽，非常繁盛；只是數步之隔的萬佛寺，

卻予人洗滌心田的寧靜。前往萬佛寺，只要乘火車到沙田火車站，出閘後落行人天橋，依循地圖

指示前往即可，沿途亦有路牌指示，非常清晰。由沙田火車站步行至萬佛寺，需時約 20 分鐘，

由於需要上山，沿途滿是石級，最好不要攜帶太多物件。如果下午前往，3 時左右會較為適合，

因為溫度不太高，路上不會汗流浹背，柔和的陽光也令人身心舒暢。  

兩旁佛像伴君行到達萬佛寺，先要步行數百級樓梯，沿途會有很多金碧輝煌的佛像排列兩旁，每

尊佛像的相貌和形態也不盡相同。佛像兩旁不是山就是樹，所以陽光可能被樹葉所遮擋。這時應

使用閃光燈補光，閃光燈的光由佛像反射回來時，可使相片更金碧輝煌，但要注意調校閃光燈的

強度。  

萬佛殿內更莊嚴  

幾經辛苦步行完數百級樓梯，終於到達萬佛寺，寺內最大的就是萬佛殿，內裏放置了三尊佛像和

月溪法師的真身。如果想拍下真身，請不要使用閃光燈補光，因為真身放在玻璃箱內，使用閃光

燈時玻璃反光，便不能成功拍攝。而且拍攝時應在真身側邊進行，避免拍下玻璃內自己的倒影。

殿內四邊擺放了成千上萬的小佛像，萬佛寺的美譽因此而來。殿內的環境頗陰暗，只靠殿外的自

然光滲進殿內，「火數」不足的燈泡亦有不少。雖然光線不足，但為免破壞現場氣 氛，盡量不

應使用閃光燈。這時應把菲林速度調高(例如 ISO 800 )，並使用大光圈、慢快門進行拍攝。現

場燈光即使偏黃，也不要選用「鎢絲燈」作為白平衡標準，強行把顏色調白，反而失卻原有味道。

日光白平衡，氣氛最原汁原味，值得推薦。  

萬佛塔裏外留影  

除了萬佛殿之外，萬佛塔亦是景點之一，外高九層，內高五層。內部每層皆放了一尊佛像供善信

供奉，塔內環境有點狹窄，樓梯只能供一人通過。拍攝時可使用閃光燈打上天花板反射，因天花

給香燭薰得有點黃，所以反射下來的光線亦會偏溫，更能配合現場氣氛。  

注意日落時間  

萬佛寺於傍晚 6 時關館，如果下午 3 時起行，各位約有兩個多小時遊覽，時間應該十分充裕。



冬季日短夜長，日落時間特別快，所以應該先拍攝室內相片，因為太陽光是室內的主要光源。另

外，別以為山上可看到日落景致，基於坐向並非完全朝向西方，所以只能看到蒼茫暮色，而不能

看到夕陽西下的餘暉。  

交通提示  

只要去到沙田車站圍(沙田火車站側的巴士站)，沿左邊的行人天橋步行到下層地面。到達地面

後，可以看到前方是新城市中央廣場，再沿廣場方向走。行到盡頭處可以看見一塊萬佛寺的指示

牌，  

再沿指示牌方向，即可找到上萬佛寺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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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步 沙田萬佛寺 忘憂去煩 

在沙田火車站背後的排頭坑山崗上，沿山路直上，不難發現密林深處有一大型寺院，紅牆綠瓦，

風景幽美，這寺就是有七十多年歷史的沙田萬佛寺。每當漫步禪院，莊嚴寧靜的氣氛下，頗能令

人忘卻煩憂。文︰黃卓泰珍圖︰黃永昌、黃卓泰珍  

珚萬佛寺珗的名稱得來，全因寺內供奉大小佛像達一萬三千多尊。該寺由釋成果法師於一九三○

年創建，當時只有現今觀音殿一間殿堂。翌年四月，月溪法師來港，釋成果法師即委託月溪法師

擔任萬佛寺第一代主持，至一九三五年，月溪法師開始動工興建萬佛寺，一九五七年落成。  

萬佛寺佔地面積達八公頃，寺院分高低兩組建築群，低層包括萬佛塔、萬佛殿、韋馱亭、觀音亭，

以及十八羅漢閣；高層建築包括玉皇殿、準提殿、觀音殿及彌陀殿。其中萬佛殿則花三年時間始

建成，除供大佛像三尊外，殿內四周尚有小佛像一萬二千八百尊，個個造型生動，手勢各異，教

人目不暇給。  

萬佛寺自建成以來均飲譽香江，全盛時期每日有近八百名遊人參觀，成為本港和海外佛門善信瞻

拜佛祖的著名寺院，更是本港重要旅遊景點。  

歷天災重修  

惟世事難料，在九七年七月的連場暴雨下，萬佛寺附近多幅斜坡出現山泥傾瀉，令寺內玉皇殿、

觀音殿等多個主要建築，亦出現不同程度的損壞，寺廟亦因此需要封閉。經過差不多兩年來的搶

修，低層寺院才能重開供遊人及善信們進香參觀，但高層部分仍然封閉進行維修，待全部維修工

程完成後才全面開放。  



經過全新修葺後的萬佛寺，共有羅漢像五百尊，除了通往佛寺的山路通道加闊及增至兩條外，在

斜路石階兩旁擺放了由水泥底座承托的羅漢像，目前佛寺仍在聘用工人為羅漢像及觀音像表面貼

金箔，並已完成了三分之一。  

肉身金像寺內藏  

萬佛寺最大特色是安奉該寺創建人月溪法師的真身鋪金像。月溪法師一生傳奇，出生於富裕家

庭，十九歲毅然出家，從此日夜苦參用功，其後雲遊四方，講經說法，他在古稀之年仍親身擔泥

運石建萬佛寺，圓寂後亦成了金剛不壞之身，其弟子把月溪法師的肉身，貼上金鉑裝上金身裝在

玻璃櫃裡封存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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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事到山盡萬佛寺 

沙田萬佛寺為香港著名佛教廟宇﹐於一九五七年創立。萬佛寺創建人月溪法師﹐原是北京哲學教

授﹐四九年南逃抵港﹐五一年著手建寺時﹐已達七十二歲高齡﹔在法師和善信共同努力下﹐萬佛

寺終在五七年建成。  

雖名曰萬佛寺﹐但其實寺內不止萬佛﹐殿內共有一萬三千多個佛像﹐殿中央供奉三尊大佛﹐左乃

觀音菩薩﹐右為地藏王菩薩﹐中間的則是藥師佛﹐相傳其可助人脫離困苦。除了佛像﹐寺內尚有

觀音亭､十八羅漢像﹐栩栩如生。這些藝術精品足讓遊人駐足欣賞。  

此外﹐萬佛寺內的對聯亦值得細賞。於寺外俯瞰沙田新市鎮的繁華景色﹐再回顧寺內「世事到山

盡﹐高言對佛無」的對聯﹐或許會另有體會。  

交通﹕在沙田火車站出排頭村﹐按照郊遊圖指示﹐沿著小徑登萬佛寺。由火車站計起﹐步行至萬

佛寺約半小時。寺內有飲品､紀念品售賣﹐亦有人為善信解簽。 

 
沙 田萬佛塔 

萬佛塔﹐在沙田名剎萬佛寺中。這座九層高的寶塔﹐建於五十年代中期﹐由出生於昆明的月溪和

尚所建。月溪和尚早年原是北京的一位哲學教授﹐後來出家﹐一九四九年來港﹐一九五一年創建

萬佛寺﹐後建萬佛塔﹐當時他已七十二歲高齡矣。  

萬佛塔紅牆黃瓦﹐聳立寺院庭中﹐後面是觀音殿和韋馱亭﹐兩旁是十八羅漢像﹐這些約高二米半

的羅漢塑像神態各異﹐栩栩如生。  

萬佛寺佔地八公頃﹐園庭曠闊﹐林木清翠﹐年節假期﹐香火旺盛﹐遊人熱鬧﹐平日則比較清靜﹐

萬佛寺羅漢殿有柱聯﹐降龍伏虎羅漢楹聯是﹕「道高龍虎敬﹔德重鬼神欽」羅漢殿有聯句﹐其



一﹕「鐘聲敲不破﹔雲影去無蹤」其二是﹕「洞淺朝陽補破衲﹔夜深對月了殘經」其三﹕「梵

聲天下落﹔鈴語月中來」其四﹕「飛缽傳經通智海﹔降龍伏虎見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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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寺一翀圖  
沙田萬佛寺﹐位於沙田排頭村側之福寶山上。萬佛寺是沙田名剎﹐乃月溪和尚於一九五一年開始

興建﹐一九五七年才全部建成。月溪和尚創建這座萬佛寺﹐有他的宏願﹐據說他要募集一萬尊佛

像在寺中供奉﹐認為佛曆至今已二千多年﹐歷代都有高僧﹐高僧得道而成佛﹐因而建萬佛寺﹐萬

佛就是多佛的意思。  

曾為哲學教授的月溪和尚俗姓吳﹐一九六五年圓寂﹐其年八十七歲。他對弟子留下遺言﹕「煉有

不敗金身﹐不用入土下葬」於是弟子對其肉身貼上金鉑﹐裝為金身﹐安上神位至今﹐是萬佛寺

內的一座真身金佛。現在萬佛寺供奉的佛像﹐達一萬三千多尊。圖為萬佛寺正堂一景﹐有楹聯曰﹕

「世事到山盡﹔高言對佛無」 

 
 
萬佛寺新春祈福會 

文匯報  

A23  |  紫荊廣場  

2005-02-25

標示關鍵字

 

沙 田萬佛寺辦祈福法會 

 【本報訊】(記者 沈清麗)沙田萬佛寺前日舉行乙酉年元宵供諸天法會，祈求國泰民強，社會

安定和市民衣食無憂。約 300 名善男信女一早來到萬佛寺，手持鮮花和祭品，以作供奉。寺內

禮請果律法師及各位大德高僧主持謝天法會，唸誦經文。萬佛寺主持吳星達透露，萬佛寺還將在

今年 4 月舉行「開光儀式」，屆時將廣邀各界人士出席。  

4 月舉行開光儀式  

 氣溫回暖，萬佛寺一早煙火裊裊。在通向萬佛寺的石道上，已聽到了高僧的誦經聲。萬佛寺正

舉行元宵供諸天法會，果律法師表示，法會亦是祈求世界和平及全港市民安居樂業。  

 法會在 9 時半開始，百多名信眾早聚集在萬佛殿內，與果律法師和其他高僧齊面向大門，唸

誦供天經文《齋天儀規》。誦經儀式維持了約 2 小時，之後果律法師等再帶領信眾走出萬佛殿

外，在「萬佛塔」前繞行 3 圈，轉運乾坤。  



 吳星達主持表示，法會並設延生壇，讓善信為現、前眷屬消災降祥，期盼諸事如意，增福延壽。

他希望「法輪常轉、法水常流」，用佛法度人心，鼓勵善信們常做好事。萬佛寺還依照傳統準備

了 500 斤米讓信眾「抓米」，「抓米」桌設在萬佛殿門口，吳主持指，信眾各按「丁、財、貴、

壽、慧」所需抓米，並裝入紅封包內，可煮飯或送給親友，以祈求家人平安。 

 
萬佛寺的五百羅漢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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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寺 500 金羅漢被指僭建 非法置在斜坡 危及途人安全  
【本報訊】沙田萬佛寺為擴建成佛門勝地而塑造的五百尊金身羅漢像工程正面臨「爛尾」命運！

萬佛寺因未向政府申請擅自削去部分山路小徑旁的政府斜坡，並擺放羅漢像，被政府指為非法僭

建，若因大雨再度發生山泥傾瀉，將危害途人安全。當局已要求該寺，須修復有關斜坡。 記者：

黎國剛、謝穎詩  

土木工程署發言人向本報證實，地政總署去年收到投訴，指萬佛寺有僭建物，該署連同土木署及

屋宇署調查後，發現寺院將通往萬佛寺的小徑削坡及擺放羅漢。  

土木工程署發言人表示，這些斜坡屬政府斜坡，寺院全未向政府申請便自行削坡，加上他們當時

又沒有聘請認可人士進行評估即削坡，幸而去年六月及九月兩場大雨也沒有造成嚴重後果。  

地政署發言人則表示，寺院已經將擺放在斜坡的羅漢搬到私人土地上，但這些土地卻是通往萬佛

寺必經之路，寺院現時擺放羅漢在路上，對路人亦構成危險。現時署方正與寺院方面商討解決方

法。  

本報記者昨到萬佛寺了解情況，沿途通往萬佛寺的山路兩旁，均已擺滿了由水泥底座承托的羅漢

像，部分更是擺放在斜坡之下。有職員承認，政府曾向該寺表示在斜坡擺放羅漢像會有危險，但

至於具體安排如何，仍需與政府開會商討。  

冀媲美台灣佛光山  

萬佛寺管理委員會在新一期《萬佛寺通訊》指出，至今該寺已塑造成的羅漢像達到三百七十尊；

其中一百九十尊金身羅漢已安放上位，另外一百八十尊則因政府部門勸諭停止工程而散置於寺院

內。通訊中又提到，該寺塑造五百羅漢像是「為香港發展旅遊事業添一個足以媲美台灣佛光山的

景點」，並強調該寺主持吳星達在塑造羅漢像時，已考慮到安全的問題。本報在連日未能聯絡萬

佛寺的負責人作回應。  

對今次事件，土木工程師蔡炳榮認為，政府須先證明萬佛寺擺放羅漢像的做法，構成危險，才應

要求將羅漢像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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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百羅漢安家萬佛寺 

【本報訊】魏達報道﹕二００一年一月﹐昆明市一家造型工藝廠為香港萬佛寺製作的五百羅漢中

的第一百尊完工。據該廠負責人說﹐五百羅漢年內可全部完成。屆時﹐香港萬佛寺將增添一道靚

麗的佛教風景線。  

記者看到﹐即將啟運香港的羅漢與真人一般大小﹐無論菩薩､金剛､彌陀﹐還是丘比､智者﹐各

具神﹐栩栩如生。  

香港萬佛寺是雲南旅港居住的月溪大法師於二十世紀中期興建的﹐主殿除塑有佛祖金身外﹐還塑

有一萬二千多尊小金佛。 

 
萬佛寺的山泥傾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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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七年塌山泥損毀嚴重 

有四十四年歷史的沙田萬佛寺，因寺內供奉了一萬三千多尊金身佛像而得名，由萬佛寺創始人月

溪法師於一九四七年創建，至五七年落成，成為海外佛門弟子瞻拜佛祖的勝地，更成為本港旅遊

重要景點。  

九七年七月二日，受暴雨影響，萬佛寺後的道風山塌下逾千噸沙泥，寺廟佛像損毀嚴重，並造成

寺內一名老婦死亡慘劇。由於斜坡未修好，佛寺只能局部開放。  

去年重新全面開放的萬佛寺，除了通往佛寺的山路加闊外，沿途亦種植花草樹木；為方便遊人前

往佛寺，政府建一條行人通道，令通往佛寺的通道增至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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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修廟宇獲捐錢三千多萬 沙田萬佛寺有限公司遭住持禁用善款 

【本報訊】曾被譽為香港十大名勝之一的沙田萬佛寺，於三年多前因山泥傾瀉被迫關閉後，為重



修佛寺成立「沙田萬佛寺有限公司」作統籌，往後更籌得善款多達三千多萬元。但萬佛寺住持吳

星達居士昨入稟法院，聲言為免有人藉重建佛寺而斂財，要求法院禁止上述公司以萬佛寺名義，

籌款及動用餘下的二千多萬元款項。  

民政事務局發言人表示，本港廟宇都要註冊登記，按照《華人廟宇條例》，任何廟宇若進行籌款

活動，須按照香港法例，向社會福利署及警方申請批核。此外，有關寺廟所屬的款項，均需按法

例每年由法定的核數師申報。原訴人吳星達居士，以萬佛寺住持人的名義入稟法院；答辯人為由

他有份創辦並曾任董事主席的「沙田萬佛寺有限公司」，而原訴人則於去年六月辭去該公司的董

事一職，並成立萬佛寺財產管理公司，作為處理日後寺院的修葺。  

已經修葺兩個危險斜坡  

吳要求法庭頒令終止與訟雙方去年十一月二十七日簽署的合約，並申請禁制令，禁制答辯人繼續

以萬佛寺名義籌款，和禁制答辯人、其代理人和董事，處理以萬佛寺名義籌得的款項，並將答辯

人所籌得的善款連利息交還原訴人，並向答辯人索取賠償。萬佛寺的財產管理人兼住持吳星達

說，「沙田萬佛寺有限公司」於九七年十月由他一手創立，並擔任董事主席一職，籌備寺院全部

的修葺工程，憑他單獨四出奔走，在任期間籌得三千萬元款項，其中一千萬元則用來修葺兩個危

險斜坡。  

辭董事主席職無權修葺  

吳氏續稱，他任董事主席的時候完全沒有支取薪金，但經常四出籌錢會使用不少交通和膳食開

支，遂向公司內一名董事求助，但卻誤信他人必須辭去董事主席一職始能支薪，吳不虞有詐才於

二○○○年辭職；但卻因他離任，無法再運用權力進行修葺餘下的兩處危險斜坡。沙田萬佛寺於九

七年七月二日凌晨，在颱風吹襲及連場大雨下發生山泥傾瀉，導致一名在寺院工作的老婦死亡，

寺內多座建築物亦被山泥沖毀，其中以玉皇殿及觀音殿的損毀最為嚴重。數以噸計的山泥沖破佛

殿外牆並湧入殿內，佛像亦被山泥沖至東歪西倒。而法庭於同年發出封閉令，要求整座寺院封閉

修葺。傳訊令編號：HCA12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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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佛寺明年全面重開  
【商報訊】受暴雨襲擊出現山坭傾瀉影響而需部分封閉的沙田萬佛寺﹐經維修後可望於明年初全

面重開﹒萬佛寺主持吳星達昨日表示﹐萬佛寺的斜坡鞏固工程第二期已經完成﹐現時可開放主殿

及廣場﹐他表示有關工程共動用五百萬元善款﹐其中一百萬由政府資助﹐待第三期工程完成後﹐



預計可於下年初全面重開。  

吳星達表示﹐現時通往萬佛寺的山路已經加闊﹐而沿途會種植花草樹木及放置數百尊羅漢佛像﹐

讓善信到萬佛寺參拜時參觀及有更好的景觀﹔他亦表示﹐對於為何重建需時這麼久﹐是因為寺院

早前所做的顧問報告未獲政府批准﹐待至今年初﹐萬佛寺再另聘顧問﹐工程才正式展開﹔而之前

一直未有領牌的齋菜館﹐亦已正式領有牌照營業。  

另外﹐政府亦為萬佛寺興建了一條行人通道﹐現時共有兩條通道通往萬佛寺﹐而旅協及沙田區議

會亦可能會為萬佛寺宣傳﹐增加旅客遊覽的數目。 

 
 
 
 


	尋找都市回憶、保存社區文化
	「尋找都市回憶、保存社區文化」�─從萬佛寺看沙田的古今變遷
	陳氏家庭的合照分享
	你們能估計何時拍攝嗎？
	你們能估計在何地拍攝嗎？
	沙田萬佛寺的歷史
	月溪大師的傳奇金身
	你知道萬佛寺共有多少尊佛像嗎？
	我與相片人物的關係
	從父親(被拍攝者)回憶中的口述歷史
	與父親重遊舊地的回憶
	與父親重遊舊地的回憶
	與父親重遊舊地的回憶
	與父親重遊舊地的回憶
	與父親重遊舊地的回憶
	總結

	萬佛寺考察資料
	萬佛寺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