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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尊師重道 賀先師寶誕

香港
廣悅堂

魯班廟125周年誌慶

由香港廣悅堂管理的魯班先師廟，將於今日魯班寶誕(農曆六月十
三日)，舉辦慶祝魯班先師誕辰暨魯班先師廟125周年誌慶活動，而由
勞工及福利局主辦，以嘉許表現卓越的建築業工人，發揚魯班力求
創新精神的「2009技能提升魯班獎」頒獎典禮，亦於同日在該廟舉
■廣悅堂公
所裡的魯班
先師像

行。香港廣悅堂主席劉泰華接受本報專訪表示，期望建築業界薪火相
傳，團結一致，加強凝聚力，弘揚魯班先師創新求變的不朽精
神。

■本報記者 羅嘉慶

「六 香 港 經 濟 起
、七十年代，

飛，建築業興盛，當時的「三
行」工人仍傳承自中國古已有
之的行業師徒制，而沒有今日的職
業訓練局，故他們非常尊師重
道，常見師傅帶徒弟來魯班
廟，參拜祖師，以表敬意。
每年農曆六月十三日魯班先
師寶誕，本港各大建築商經
常「 手瓜」競捐大筆款項，
你出十萬，我出十一萬⋯⋯以
資助廟宇經費，建築公司和工

■廣悅堂眾會董去年透過本港中聯辦捐款予四川地
震災民

■廣悅堂主席劉泰華(左)與廣悅堂第二副主席謝鍚洪
合影

地張燈結綵，並派發「師傅飯」予街坊，與
眾同樂。」香港廣悅堂主席劉泰華憶述昔日
魯班寶誕的盛況。
劉泰華坐在廣悅堂公所裡，與一眾香港
廣悅堂元老、董事回首魯班先師廟的過
去、暢談願景。環境清幽的西環青蓮台
裡，有一座歷史悠久兼全港唯一的魯班先
師廟，多年來，管理魯班先師廟的香港廣
悅堂公所，就座落於魯班先師廟旁。炎炎
夏日，走進這幢兩層高，有六十年歷史古
色古香的建築物，由於舊樓樓底較高，沒
有一般樓宇的壓迫感，故人們會忽感陣陣
涼意，感覺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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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悅堂一眾會董聚首暢談願景

■廣悅堂名譽會長何世柱(左四)出席勞工及福利局
舉辦技能提升魯班獎活動

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每年今日，廣悅堂同仁都會舉行隆重慶祝儀
式，帶備三牲酒禮上廟進香，為業界祈福，而
近年包括政府部門、建築公司、職業訓練局學
生等相關建築業人士，都在該廟聚首，向這位
建築業聖人致敬，以示薪火相傳魯班先師創新
求變的不朽精神，這也是劉泰華主席經常強
調，建築業參拜魯班先師並非迷信，而是要傳
承中國傳統文化，飲水思源、尊師重道。
■勞道桑是廣悅堂元老之一，也是建築業
劉泰華主席稱，過去凡有地盤開工，建築
老行尊。
公司開張或逢年過節等日子，該廟都好不熱
鬧，大批善信，以至昔日廣悅堂為「三行」
工人子弟興辦的義學和夜校生，把廟前空地
廣悅堂擬內地辦學
擠得水洩不通，香火鼎盛。雖然今非昔比，
直至1969年，廣悅堂獲政府在華富 撥地，
但現時仍有不少建築公司的資深員工和老闆
由當時該堂斥資興建創辦廣悅堂魯班學校，
等，都定期到該廟參拜，祈求魯班庇祐他們
該校的知名校友包括歌星周華健、商台節目
工作平安。
主持阮小儀，而著名電視新聞主播蘇凌峰則
他續稱，勞工及福利局從五年前起，選擇
曾於70年代初任教該校，但因華富 人口漸次
在魯班寶誕同日，於該廟前空地舉辦「技能
老化，適齡學童不足，為配合教統局政策，
提升魯班獎」頒獎禮，讓建築業新一代，對
故該校（後改名為廣悅堂基悅小學）已於去
魯班精神有更深入認識。今年已連續第五年
年光榮停辦，完成了歷史使命。劉泰華主席
舉辦的「技能提升魯班獎」由勞工及福利局
補充說，該會過去曾在廣東雲浮等地參與助
技能提升計劃大廈維修及裝修業行業小組舉
學，贊助當地村校興建教學大樓，而未來亦
辦，該獎項是用以嘉許表現卓越的裝修工
計劃在內地選址辦學。
人，並發揚魯班先師力求創新、精益求精和
勞道燊憶起昔日魯班寶誕盛況時表示，廣
努力學藝的精神，近年並增設了「職業安全
悅堂每年都要出動十多輛車，前往全港各大
大獎」
，以表揚在職業安全方面有優異表現的 建築地盤和公司，向業界人士派發慶祝寶誕
學員。
的燈籠，以便他們舉行聯歡活動，而與今日
今年八十五歲的廣悅堂董事勞道燊，是本 不同的是，在每年農曆六月十三寶誕正日，
港建築業的老前輩，退休前曾任職金門建築 全港建築業界例必休假一日。他稱，當時規
管工30年，有份參與興建港島太古城，而廣 模較大的建築公司都會致電廣悅堂，打聽同
悅堂公所則是昔日勞父擁有的「勞炳記」承 業今年寶誕的捐款情況，為「 頭彩」經常
建。這位精神抖擻的長者表示，廣悅堂除管理 「 手瓜」鬥捐錢多，與今日建築業不景情
魯班先師廟外，早於五十年代開始，因應當 況，不能同日而語。一生都供奉魯班的勞道
時港府提供的中小學位不足，教育未普及， 燊又特別提到，魯班不會保祐人們賭博贏
故先後興辦義學和夜校，讓「三行」工人子 錢，但多年來參與管理魯班先師廟的老人家
弟入讀，以團結業界爭取福祉。
們，每個人都「長命百歲」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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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三行工人（即木工、
石匠和泥水）集資興建，以
供奉他們的先師，祈求該行
業聖人魯班賜福，保祐他們
■魯班先師廟
工作順利和平安。
裡，手持墨斗的
魯班徒子神像。
魯班廟內外處處可見壁畫
和泥塑，栩栩如生，數目之
香港的魯班
多為全港廟宇之冠，也最享
先師廟位於環
負盛名。廟內壁畫內容多樣
境清幽的西環
化，繼有「張騫泛槎圖」、
青蓮台，該廟
「風雨歸舟圖」
、「夜遊赤壁
早建於光緒十
圖」
、「蝴蝶水仙圖」
、「達
年(公元1884
年)，為兩進式建築，由當時在上址附近 摩 渡 江 圖 」、 「 倚 石 仕 女 ■魯班先師廟裡壁畫內容多樣化
圖」、「訪友圖」、「雙龍
圖」、「福祿壽圖」。泥塑則有「引福 尊」。入口處兩旁有財神及門神。廟中
圖」、「學琴圖」、「文王會姜尚」、 歷史最悠久的文物，則是一塊立於光緒
十年的石刻《倡建魯班先師廟簽題工金
「書圖」
、「花卉雀鳥圖」
、「醉酒圖」
。
芳名碑誌》，而建廟宗旨，可見於廟內
崇報德功飲水思源
一塊立於1951年的《倡建魯班先師廟碑
魯班先師廟先後於1928及1949年重 記》:「竊以學有淵源，後人當思報本，
修，而於1984年開始由香港廣悅堂管 茲我行香海刱建北城侯魯班先師廟宇，
理，故正門門額有「廣悅堂」三字，門 以盡崇報德功，飲水思源之議⋯⋯」，
聯：「規矩常存，絕巧工而溯神聖；道 可見此廟是香港建築從業員，為紀念祖
器同貫，由格物以闡治平」。正殿內供 師恩德及建樹而興建。該廟亦已被古物
奉魯班先師神位，神龕上有「萬世流芳」 古蹟辦事處列為「一級歷史建築物」，
■廣悅堂一眾會董合影(1950年)
四字，下懸「魯班先師」布帷，兩旁對 因「具特別重要價值，須盡一切努力予
。
聯：「先賢道貌千秋仰；師範之圓百世 以保存」

中華「工聖」大發明家
■廣悅堂義學夜校初小第二屆(1952年)畢業照

香港廣悅堂慶魯班先師寶誕程序表
日期：2009年8月3日（星期一） 地點：西環堅尼地城青蓮台15號魯班先師廟
時間
節目程序
9:00am-10:30am 建造業議會向魯班先師像參
拜致敬
10:15am-11:30am「2009技能提升魯班獎」頒
獎典禮
11:35am-11:50am 由主禮嘉賓屋宇署長區載佳
等為舞龍及舞獅進行點睛儀
式
12:00pm-12:15pm 廣悅堂全體董事到魯班先師
像前參拜及祈福
12:15pm-12:30pm 醒獅採青

時間
節目程序
12:30pm-12:45pm 全體董事到魯班先師廟前拍
照留念
12:45pm-1:00pm 全體董事到公所內茶點
1:00pm
全體董事及工作人員午膳
4:00pm
工作人員到新都會酒樓準備
招待嘉賓
6:30pm
全體董事在酒樓拍照全體相
7:00pm
恭候嘉賓
8:00pm
入席
10:30pm
散席

■廣悅堂義學夜校(1964年)全體員生合影

■六十年代的魯班寶誕，魯班先師廟前水
洩不通，香火鼎盛。

魯班原名「公輸般」
，是春秋戰
國時代魯國人，專長建築，相傳他
精於起拱橋，建亭台樓閣，巧奪天
工，並發明了墨斗等建築工具，其
建築和木構工藝技巧和精神對後世
影響深遠，昔日從事建築及裝修的
公司及工人，多會祈求魯班庇祐他
們工作平安。據說魯班出生於魯國
一個大家族—公輸族，由於他是
魯國人，又被稱為魯班或魯般，到
後來，魯班這稱呼流傳得最廣，令
■魯班先師廟保存眾多歷史文物
很多人誤解他姓魯名班，其真實姓
究，注重實踐，也受自然現象啟發，在建
名則稀為人知的現象。
魯班大約生於西元前507年（周敬王十三 築、機械等方面做出很大貢獻。他的發明
、《物原》
、《古
年），四十年後隱居於歷山（位於現今濟 創造很多，《事物紺珠》
南市東南，又名千佛山）
。卒於西元前444 史考》等不少古籍記載，木工使用的不少
年（周貞定王二十五年）以後。由於在中 工具器械都是他創造。
《孟子．離婁》說：「公輸子之巧，不
國流傳 許多他對建築、木工等行業貢獻
的傳說，被認為是他設計的工具、建造法 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可見春秋戰國時期
則，被沿用至今，是以魯班被後世奉為工 已有「規」與「矩」。現在沿用的曲尺，
匠的祖師，為中國上架行、中架行及下架 可能就是魯班在「矩」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行（合稱三行）同業們敬奉的先師，以示 的，現代木工稱它為「魯班尺」。又如墨
斗、刨子、鑽子，以及鑿子、鏟子等工具
尊崇。
傳說也都是魯班發明的。這些木工工具的
發明創造建築工具
發明使當時工匠們，提升了工作效率，令
魯班一生很注意對客觀事物的觀察、研 土木工藝出現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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