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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建築                                    
佛教建築設計發展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 

 
釋聖嚴 

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  

 

 
提要 

中國寺院脫胎於宮殿的模式，但異於印度的伽藍，也異於中國的宮殿。它是以

中國宮殿的外觀，增加了佛塔、祖塔、佛像、壁畫等的內容。若從空間的佈局

上說，在整體殿堂院落配置方面大致是依道宣律師《戒壇圖經》的模式。 

關鍵詞：1.古建築 2.中軸線 3.佛寺 4.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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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受到貴研討會的邀請，擔任這場主題演說，感到非常榮幸，但也覺得相當

慚愧，因我對於貴會研討的主題，純屬外行，在諸位專家學者面前，豈夠資格

扮演這樣的角色？但是主辦、協辦單位以及在座諸位先進，都是我敬佩和心儀

的團體及個人，來跟大家見面談談，乃是很高興的事。 

我對於佛教的建築藝術，沒有研究，卻很感興趣，故於 1968 年的《佛教文化》

季刊第十一期，曾發表過一篇〈中國佛教藝術的價值〉，其中的第二節，即是

「中國的佛教建築」，又分佛寺建築及佛塔建築的兩類，作了一些基本資料的

介紹。到了 1988 年，因為返回中國大陸探親，才有機會順便到北京、洛陽、河

南、江蘇，參訪了若干座古寺院，實地認識了古代佛教建築的結構及其佈局設

計。翌年 1989 年，我們的僧團，獲得了座落於台北縣金山鄉的法鼓山一大片山

坡地，便不得不籌劃開發及建築的工程，為了溫古知新，便於 1991 年，結合了

以建築師群陳柏森先生等為核心的「大陸佛教古建築藝術考察團」，到了大

陸，則由建設部派了中國建築中心的屠舜耕先生等作隨團的專業指導。佛教史

學及佛教美術史的學者冉雲華與陳清香兩位教授同行。讓我考察了北京近郊的

白雲觀、潭柘寺、戒壇寺、香山飯店、雲居山、故宮、山西太原的崇善寺、五

台山南禪寺、佛光寺、台懷鎮諸大寺、大同的雲岡、善化寺、華嚴寺、甘肅蘭

州的玉泉山、敦煌莫高窟、天水的麥積山、甘南的喇嘛道場拉卜楞寺等。由於

是有專家同行，收獲非常豐富，其中最古的是重建於唐德宗建中 3 年（西元

782 年）的南禪寺，最新的是貝聿銘建築師設計的香山飯店。 

此後，我又兩度進入中國大陸，訪問了雲南的雞足山，四川的峨眉山、成都的

文殊院，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等藏傳佛教諸大寺，安徽的九華山、南京的棲霞

山、寶華山，鎮江的金山、焦山，蘇州的寒山寺、靈巖山、西園寺、浙江杭州

諸大寺、天台山國清寺，普陀山諸大寺，上海的靜安、玉佛、龍華諸大寺。這

些寺院，包括漢藏兩系的佛教各宗，諸大名山的建築物，都是宋元明清歷代的



遺產，特別是屬於明清兩代的居多。有些寺宇佛塔在經過歷次的浩劫之後，還

能於原地依原貌重建，讓後人尚可欣賞到千百年前的中國佛教建築之美。 

保存中國古文化相當用心的日本民族，也是值得讚歎的，由於奈良及京都的許

多古寺院建築，本來就是模仿中國唐、宋、元、明時代的寺院風格，故於 1992
年組團前往考察。我在留學日本期間，也曾訪問過從東京到九州的日本佛教各

宗大本山、總本山，比如天台宗的比叡山，真言宗的高野山，曹洞宗的永平

寺，日蓮宗的身延山，臨濟宗的五山十剎，黃檗山萬福寺，淨土真宗的東本願

寺、西本願寺，以及新興的日本佛教建築有日蓮正宗的富士山，立正佼成會的

東京總會等。其中最古的奈良的東大寺、招提寺、法隆寺，最新的是新興佛教

建築；由古老的木構造，到現代化的鋼筋混凝土構造，等於在一千數百年的建

築時光隧道中走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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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來，我幾乎有一半的時間行腳於亞、美、歐三洲的國外地區，經常

到各國大學的校園中演講，也訪問了歌德式大教堂林立的捷克布拉格巿，我在

歐洲許多天主教及基督教國家，參觀了不少大教堂，甚至還住在他們的修道院

中，我都會留意那些宗教建築物的佈局、庭院草木、門窗、走道、祈禱室、禮

拜堂、臥室、廚房、浴廁的設施，及其所用的材料結構、通風、採光、隱密

度、安全感等的功能。 

接下來，介紹一下個人對於中國佛教建築的一知半解。中國佛教寺院，脫胎於

宮殿的模式，但它既異於印度的伽藍，也異於中國的宮殿，它是以中國宮殿的

外觀，增加了佛塔、祖塔、佛像、壁畫等的內容。佛滅後的印度伽藍，初以佛

塔為主體，由於僧人向佛塔禮敬，逐漸以佛殿為中心，僧眾由禮佛舍利而改為

禮佛聖像；寺院以大殿為中心，周圍建有小殿，小殿各有東西兩軒，及東西兩

廊，各殿之間，均以迴廊互相連接，寺之東側有鐘樓。寺院設置重重的大門；

此外有南西門及東西門，均名為三門。此三門是指牌樓形的大門，均用四柱三

門的形式，門頂採用樓閣的形狀，若比照宮殿規矩，皇宮的三門是七樓四柱，

王宮五樓四柱，一般寺觀多用三樓四柱仍是三門，最簡單的一樓二柱，則僅一

門了。後來的一般人不知三門是由四柱三洞構成的原由，便易名山門了。也有

以高大的樓閣為三門的，例如京都知恩院的三門，高聳入雲，樓上供有國寶級

的釋迦等十九尊聖像。 

寺院在大型的佛教道場，總院之下，別設分院，每院在總院之內又各具一個格

局，如彌勒院、文殊院、觀音院、地藏院、華嚴院、戒壇院、翻經院等。在五

台山的顯通寺，相傳於北魏孝文帝時代，即有「置十二院」的記載。在中等的

大寺院，將分院之名改為殿名，同時設有堂口，如法堂、禪堂、客堂、齋堂、

講堂、念佛堂、如意寮等。不過不論寺院大小，必建有僧寮、大寮（廚房）、

庫房、廁所等的配置。 

根據唐代道宣律師的《戒壇圖經》（《卍續藏經》冊 105，新文豐版）介紹印

度祇桓精舍的建築規模及其佈局，是以後殿為中軸線之中心，後佛殿之最前部

份是外門，依次向裡是中門、前佛殿、七重塔，後佛殿之後有三重樓、三重



閣、後門。中軸之右側前方有西門，由此向裡有三重樓、經台、兩座五重樓、

一口蓮華池；由此線再向右邊，以右側的西巷道兩旁建十一座分院，巷口西側

為西小門、巷底為後門。中軸線的左側，也有重樓、巷道、分院，自成一軸

線；在此左側軸線之左方，有一條三里寬十七里長的大路，種有十八行樹，配

以溝渠灌注；在此大路之左，又有兩小軸線，乃是果園、井亭、蓮池，各種用

途的庫房、廚房。此當為中國佛教寺院建築佈局的濫觴，唐代以下的佛教寺院

之規模較大者，不論建於平地或建於山區，這種以佛殿為中軸線之中心的原則

是不會變更的。而且道宣律師雖然介紹的是印度的祇桓精舍，圖面的表現形

式，卻全是中國宮庭宮殿的建築。 

所謂宮殿式的佛教建築，主要的建材是木材及磚材，墻基及柱礎也有用石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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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以石材建築的，僅有若干佛塔及祖塔。少數殿宇，也純以木結構建造，例如

山西應縣的古木塔，建於西元 1056 年；純以磚瓦建造的，則有五台山顯通寺的

無樑殿，以及峨眉山萬年寺內供奉七點四米高普賢菩薩銅像的，也是無樑無柱

的磚殿，建築的技巧非常特殊，有點類似歐洲古老的大教堂，如倫敦的西敏

寺，純以大理石材砌成，屋頂也是無樑，卻有石柱，尚有五台山顯通寺內純以

青銅鑄造的銅殿。除了這些少數的例子之外，中國古代佛教建築，都是以木材

為立柱、橫樑、順標的主要架構，並承載重量，再配以磚墻瓦頂，避風遮雨。 

中國古建築物的屋頂形式，多用平頂（不是平台）、坡頂、尖頂、圓拱頂，在

坡頂之中又分有歇山、懸山、硬山、攢尖、十字交叉等等。屋簷的形式則有單

簷、重簷，重簷則分二重簷、多重簷，例如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以及浙江

新昌石城山的大佛寺，都有依山而建的五重至七重屋簷之建築物，一般的民居

都是單簷，例如南京寶華山的隆昌寺，雖是一座大寺院，各棟殿宇的建築，都

採用謙虛的民居形式，所以是單簷。 

宮殿形的佛教建築，在樑柱交接點上，都用木雕的斗栱承托。若用天花板，便

有藻井、平綦、平闇；以彩繪及浮雕構成的圖畫故事為藻井，以方椽施素板為

平闇，以平板貼花為平綦。四周墻面有繪畫，為壁畫。我所見的寺院之中，若

係禪寺，比較樸素，並無天花板的藻飾，也無壁畫，甚至連天花板也省了，進

入屋內，就直接看到棟、樑、柱、椽、桁，例如五台山的南禪寺便是如此。我

在中國大陸，所見的佛教古建築中，繪有壁畫的並不多，除了石窟藝術的壁

畫，只見到嵩山少林寺的白衣殿北壁和南壁，留有清人所繪巨幅壁畫，表現少

林寺武僧的拳譜；山西大同的上華嚴寺，殿內四週墻面，繪滿了清人的巨幅壁

畫；在五台山的鎮海寺門廊墻面也繪有好幾幅近代人的壁畫，其他諸大名山古

剎，殊少發現壁畫。倒是藏傳佛教的建築中，在殿宇內外繪有壁畫者，則處處

可見。這大概是由於中國佛教以禪宗為主流，禪佛教是比較傾向於自然樸素而

不重油彩形像的原因。 

佛教的建築群中，如係較大的古寺，通常都有佛塔及祖塔的建築，塔的建材，

全木質的極少，除了應縣的古木塔，金山江天寺的慈壽塔，日本奈良法隆寺的



古塔等也是木造的之外，大概多半是磚塔，像西安的幾座古塔：大慈恩寺的大

雁塔、薦福寺的小雁塔、興教寺的玄奘塔、華嚴寺廢墟中的杜順塔、洛陽白馬

寺的齊雲塔、雲南大理崇聖寺的三塔，以及杭州西湖淨慈寺的雷峰塔、天台山

國清寺的隋塔等，都是磚造。佛塔原為供奉佛陀舍利的所在，例如印度阿育王

時代遣使分送佛陀舍利於宇內各國，並且建塔供奉，至今仍可在印度見到佛陀

成道處、初轉法輪處及涅槃處的紀念塔，有四角尖方形、有圓拱覆缽形。在中

國內地的佛塔，只有少數是採用印度西域式的覆缽剎桿形，例如五台山的白石

塔及山西代縣的阿育王塔，都是密封起來的。其他的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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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密簷七級、九級、乃至十六級（如大理三塔之中塔），便是飛簷蹺角樓閣

形的五級（如狼山的支雲塔）、七級寶塔（如金山的慈壽塔）；塔形可有四

角、六角、八角等的不同。其中有的中空且有階梯可供攀登，例如大雁塔等，

有的中實不可攀登。由於歷時久遠之後，屢經毀壞重修重建，有些塔中已無古

物，有些佛塔的基座之下或塔頂之上，藏有佛陀舍利及經像法物，例如陜西潼

臨縣慶山寺的塔下精室，陜西扶風縣法門寺的塔下地宮，雲南大理的三塔，都

被發掘出了許多古代的法物。至於祖塔，乃是各寺院的歷代祖師骨塔或紀念

塔，例如少林寺有祖師塔林，北京巿郊的戒壇寺，也有祖塔院的祖塔群。祖塔

與佛塔的形狀相同，多半則是具體而微，大約二、三米高。 

中國佛教的寺院建築，從空間的佈局上說，在整體殿堂院落的配置方面，大致

是依道宣律師《戒壇圖經》的模式。我到印度訪問所見祇桓精舍的遺蹟，規模

雖大，並沒大到深十七里、寬數十里的程度，其建築遺址墻基所呈現的殿堂、

僧舍、巷道的配置，也不像《戒壇圖經》所示；倒可以由此《戒壇圖經》理解

到，隋唐時代理想的佛教道場建築物配置，就是那樣的；所缺少的是各棟建築

物之間，不像後來的寺院，均有迴廊連接，以利避雨遮陽。 

在中國佛教古建築中的佛殿，是以供奉巨大的佛菩薩聖像及諸護法天人像為

主，殿內不是用來集會共修及演講的場所，例如建於唐代的南禪寺，建於遼金

時代的華嚴寺、石城山的大佛寺，以及奈良的東大寺等。平常僧眾共修生活起

居，別有各院的禪堂、法堂、齋堂、僧舍等附屬建築物。若舉行大型法會，則

集眾於佛殿之前的大丹墀中，所以每一座寺院的佛殿之前，除了極少數的因為

限於地形而有例外，否則均有寬廣的大庭院，庭院中多是石舖或磚砌的地面，

種上三、四棵大樹，沒有其他花草樹木，簡單空曠，以便於公共活動。 

寺院的用地大小，與其建築物的配置疏密，關係也很重要。若有廣大的建地，

便可見其開朗雄偉之勢，讓人有進入靈山勝境的感受，殿堂高大，三門巍峨。

不論是寺院包山如鎮江的金山；或者四面皆環山抱寺院，如坐於蓮台的九華山

及五台山；也有三面皆山，如太師椅，都讓人興起遺世獨立、絕塵超俗之思。

唐高宗時代建於長安城南平原的大慈恩寺，共有十餘個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間殿

宇房舍，也是壯大雄偉，氣象萬千，有類於淨土變相呈現於人間。但是也有限

於山區及巿區的地形地幅，就得運用巧思，以影壁、照壁、墻垣、曲徑等作陪

襯，使人不致於一眼看透全寺景觀，雖然縱身很淺，橫面不寬，依舊讓人有幽

靜、深邃、隱密、安定的感受，例如我所見的五台山鎮海寺，那是章嘉活佛的



道場，給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實，在大寺院中，也宜有若干局部的小院，在大

統一的原則下，可讓它們各別自成一格，各具特色，例如我在蘇州靈巖山所見

印光大師的關房，就是大寺院中的一個小天地；北京潭柘寺左後側的一個獨立

小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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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為小型的四合院；南京寶華山的尼眾新戒寮，也是一個獨成一格的四合院。 

中國佛教建築的空間佈局，至少是一座三合院，加上前門及前門左右兩側的墻

垣，成為四合院，也有以前門兼作天王殿的。較大些的寺院則有前後兩進的兩

個四合院，或三進的三個四合院，構成一條軸線；也有更大的，由二條以上的

軸線構成一座大寺院，我們見到的嵩山少林寺，就是沿著緩坡，由三門往上，

建有幾個四合院的軸線。但是也有限於山坡的地形，除了中軸線排列整齊之

外，左右兩側陪殿及配院建築，不一定要形成軸線，不過必定要和主軸線的各

棟建築物之間，彼此呼應，不是孤懸的建築物，則如北京的戒壇寺配置，便是

這樣的。 

接下來，我想談談今天及今後台灣的佛教建築。據我所知，中國大陸佛教的古

建築，有隨著時代腳步而變的傾向，唐宋的風格，大概在日本的奈良及京都，

可得到比較具體的印象，今日中國大陸較古的佛教建築，多半是明清兩朝的遺

風，台灣的古寺如台南的開元寺及竹溪寺等，是沿襲大陸先清的風貌。以佛光

山為代表的現代建築群，應該是沿襲晚清重於鮮明色彩的風格。 

台灣位處於亞熱帶的海島，氣候、地理、人文等的背景，都有異於大陸內地。

所用的建材，若比照大陸模式，必須由大陸進口，例如台北巿龍山寺的建材，

許多是來自大陸·今後的台灣佛教建築，在色調、建材、形式等方面，宜有它的

鄉土氣息；但是也不能遺忘掉佛教來自印度，通過中國大陸兩千年的消化成

長，傳流到今天的台灣，必須要作溯源的考量，好比兒孫固然不應墨守祖先的

陳規，兒孫卻不能否認體內是流著與祖先相同的血液。溫古知新，承先啟後。

同時，必須明白，今天已是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地球村時代，甚至即將邁向太空

旅行的時代，我們必須站在中國佛教的立足點上，結合世界各大文明的智慧，

融和國際文化的知識，開創嶄新的佛教風格。這卻是說來容易而做出來很難的

事，但也必須嚐試著來做。 

今後的佛教建築，建材經常在革興，原則應該具備莊嚴、樸質、大方、實用、

耐久、容易維護、居住舒適，雄偉與謙虛兼顧，安眾與化眾並重。在今日的台

灣，更宜注重防震、防風、防潮、防旱、防火、防犯罪，也當注意音響、通

風、採光、除濕等設備；傳真電話、電腦網路、水電工程、污水及垃圾處理、

能源節約及儲存開發的準備；境內交通、室內動線、無障礙及導盲設施等，都

得用心考量。 

     ──1998 年元月 4 日上午九時至九時三十分講於台北巿慧日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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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architecture of Chinese Buddhist temple originated from the model of palace. 
But, it is different from either the India's ārama or the Chinese palace. It adopts the 
outlook of Chinese palace and the contents of Buddhist stūpas, patriarch stūpas, 
Buddhist images, mural paintings, etc. 

From the layout of space, the whole complex follows the model of vinaaya Master 
Tao-hsuan's The suutra of the Map of Ordination Māndala. It is at least the style of 
san-ho-yuan, i.e. a courtyard with rooms on three sides. Added with the front gate 
and the walls on its both sides, the san-ho-yuan becomes Shih-ho-yuan, i.e. a 
courtyard with rooms on four sides, forming an axle line. Some larger monasteries 
are formed by over two axle lines. For example, Sungshan Shaolin Monastery is 
made up of several axle lines of Shih-ho-yuan on the slope starting from the front gate. 
But, in some case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topography of slope, only the central 
axle line is in orderly array, the halls and other buildings on both sides don't 
necessarily from an axle main line. However, they should match with the various 
buildings of the axle main line; they are not isolated buildings. For example, the 
Chieh-t'ang-shih Monastery in Beijing is arrayed in this way. 

In general, the large-scaled Buddhist monastery has headquarter and several branches. 
The headquarter complex has several independent halls of special styles, such as 
Maitreya Hall, Manjusri Hall, Avalokitesvara Hall, Ksitigarbha Hall, Avatamsakara 
Hall, Ordination Altar Hall, S ū tra-translation Hall, etc.  The Hsien-t'ung-shih 
Monastery of Wu-t'ai-shan,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had “12 hall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Hsiao-wen-ti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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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sized monastery has different function rooms such as dharma hall, 
meditation hall, guest hall, dining hall, lecture hall, Buddha-name-repeating hall, 
Maitreya Hall, etc. No matter how large the size is, every monastery has dormitory, 
kitchen, store room, lavatory, etc. 

The ancient Buddhist architectures in China tends to change in the footsteps of time. 
The styles of T'ang and Sung Dynasties are still extant in Nara and Kyoto of Japan. 
The older Buddhist architectures in China are mostly the styles of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The old monasteries in Taiwan such as the Kai-yuan-shih Monastery and 
Chu-hsi-shih Monastery in Tainan adopt the mainland style of Ch'ing Dynastery. 

Keywords:  1.ancient architecture 2.the center axis 3.Buddhist temple 4.Buddhist 
stū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