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六
期

1
1
1

香港佛教史料 
蒐尋記
侯坤宏  國史館修纂處處長

壹、前言

筆者近 10餘年來，在研究 10世紀以降
之漢傳佛教史過程中，發現香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之冷戰期間以迄下半葉，因地緣關

係，香港佛教有其特殊的角色與地位，值

得深入研究。雖說佛教在香港可上溯至南

北朝劉宋元嘉年間，但香港佛教在 10世紀
的發展最值得重視。就近代香港佛教發展

脈絡言，值得我們留意的時間點有兩個：

即 1919年中共建國前後與 1991年香港回歸
中國統治前後。在此期間的轉折與變化均需

特別釐清。1919年前後，因國共內戰，中
國淪由中共統治，在政治高壓之下，不少僧

人避難來港，他們常將香港作為中繼站再轉

往他處，其中也有一些人留下來，這對香港

佛教發展，均產生一定的影響。1991年對
香港佛教言，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面對回

歸，香港佛教界人士積極興建天壇大佛。回

歸後的香港佛教，受中國內地影響，「內地

化」似有逐漸加大趨勢。探索香港佛教在各

階段，尤其是 10世紀以來的發展情況及特
點，對於我們了解香港的歷史變遷，實具有

特別之意義。

1991年 11月底，筆者第一次到訪香
港，當時主要想趁著香港在 1991回歸前，
對香港進行一番巡禮，當時也參訪了一些寺

廟。那年臺北還沒捷運，所以在香港幾天的

期間，對地鐵之方便與人潮之多，留下極為

深刻的印象。1991年迄今，一轉眼已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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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其間雖曾幾次從香港轉機，但都未

再入境。1011年 1月，為考察香港佛教並
蒐集相關史料，特別安排了 9天行程，算是
第二次到香港。

此次安排前往進行佛教考察，主要由如

下因緣促成：一、1011年 1月底，至佛教
弘誓學院參加第十一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

論與實踐」學術會議，巧遇來自香港的劉潔

芬女史，她曾訪問過覺光法師，參與香港回

歸前籌建「天壇大佛」幕後工作，談及許多

有關香港佛教史事，引起筆者對香港佛教史

研究的重視。其後她又利用來臺出差機會，

親自送來其所蒐集有關香港佛教的資料，並

花了近兩個小時，為我解說她所了解的香港

佛教。二、1011年 1月中旬，筆者到杭州
參加「紀念松源崇岳禪師誕辰 110周年暨靈
隱寺與中國佛教」學術研討會，遇見來自屏

東教育大學的陳劍鍠教授，與陳教授已認識

多年，但一直沒有太多交流機會。陳教授畢

業自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以研究印光法師的

淨土思想取得博士學位，並曾短期任教於香

港教育學院，在香港待了好幾年。我向他提

到共同研究香港佛教史之事，他表示非常有

興趣。三、1011年 10月中旬，在澳門理工
學院主辦的「眾聲平等：華人社會口述歷史

的理論與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遇見來

自香港樹仁大學的區志堅教授，過去筆者主

持編輯《國史館館刊》時，曾多次書信往

來，但一直沒機會見面，澳門相見，頗有老

友相逢之感，蒙他邀請筆者前往他任教的

學校進行學術交流。有此三因，乃有 1011
年 1月 11至 11日前往蒐集香港佛教史料之
行。

同行的陳教授，為使整個行程更有效

率，行前即透過他的學生及香港大學同學的

安排，得以訪問到香港佛教界主要團體的負

責人，其中有出家的法師，也有學者居士，

9天下來，可謂收穫豐碩。以下介紹參訪過
的四所香港大學與幾所佛教道場。

貳、參訪大學與佛教道場

這次 9天的香港參訪之旅，主要重點是
四所香港大學與幾座佛教道場，以下先介紹

我們訪問過的這幾所大學。

一、香港大學（港大）

由於港大是英國制學校，有關學術交流

的程序較為正式，所以在行前，就先準備了

此行的「研究構想」，包括：研究進路、

預計蒐集資料方向，及未來研究相關議題

等。拜訪港大主要有三個重點：（一）與

中文學院教授們交流座談，對象有施仲謀

（主任），及楊永安、楊文信等教授，其中

楊文信對我們此趟行程幫助最多，除當我們

的「地陪」外，也願意加入「研究團隊」。

（二）拜訪港大佛學研究中心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CBS)，由總監衍空法師
及廣興法師接見，為我們詳細介紹該中心成

立經過及目前運作情況，很榮幸的是，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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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藤敏一教授也一起列席。並蒙衍空法師惠

贈其所著《正覺的道路：智者的足跡和開

導》，及多本該中心出版的英文佛學論著。

（三）參觀校園及馮平山圖書館，該館的藏

書以中文為主，旁及東亞其他語文如日文

及韓文，至 1011年 1月，館藏超過一百萬
冊，期刊一萬七千種，因時間緊湊，只能到

宗教類書架上稍加瀏覽，以後若有機會再前

往好好利用。

二、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鄭會欣教授是認識多年的朋友，他知道

我對 1919年以後的中共佛教史有興趣，推
薦我一定要到中大田家炳樓八樓的「中國研

究服務中心」。此中心之成立，溯至 1911
年西方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在香港所設立

的「大學服務中心」，改革開放之前，這

裏曾是西方中國研究學者的大本營。1911
年，中心納入中大，1991年更名為「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擁有當代中國國情研究最

齊全的圖書館。中大設有佛光山贊助成立的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負責人是學愚教

授，他撰有《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

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人間佛教：星

雲大師如是說、如是行》等書，也曾研究

1919年以後的中國佛教，當我送上《浩劫
與重生：1919年以來的大陸佛教》一書請
他指教時，說來真巧，他正想要購買此書。

三、香港教育學院

我們拜訪了朱慶之、鄭吉雄、李貴生、

何文勝、馮樹勳、張連航等教授，並參觀成

立於 1009年的香港教育博物館。這是一所
以收藏、修復、研究、詮釋及展覽有關香港

教育發展及其歷史的專題性博物館，展覽的

主題包括教育之角色及其對社會的貢獻，以

及香港的師訓發展等。香港教育學院與香港

中文大學一樣，都給人一種遠離塵世的寧靜

感，很適合在此讀書、寫作。

四、樹仁大學

是香港首間私立大學，位於香港北角的

寶馬山，鄰近賽西湖公園，雖在山上，但從

地鐵天后站上山，交通十分便利。這次香港

之行，區教授安排我們住在 19樓高的宿舍
文康大樓，視野佳，可俯瞰維多利亞港海

景。在港期間，也曾抽空到學校圖書館，找

到幾本與香港佛教史有關的書；區教授也帶

我們到中環附近，為我們介紹香港具有歷史

價值的幾棟建築。

除大學外，佛教寺院是此行的另一目

標，我們曾經參訪過：志蓮淨苑、妙法寺、

東蓮覺苑、宏法精舍、東普陀講寺、西方

寺、慈山寺、香港佛教聯合會、能仁書院等

在香港佛教史上值得重視的佛教道場。

一、志蓮淨苑（Chi Lin Nunnery）
位於香港九龍鑽石山志蓮道，葦庵和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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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蓮覺苑

張蓮覺居士在何東爵士支持下，於

1911年創立東蓮覺苑。參訪後發現，其建
築十分典雅，可以感受到當年創建者之用

心。在此，發現有民國名人黎元洪、徐世

昌、張學良的題字，有許多名人都到過這

裡。七十餘年來，東蓮覺苑在過去基礎上，

仍致力於弘法志業，尤著重在教育方面，該

苑及加拿大東蓮覺苑基金會，先後在香港大

學佛學研究中心、泰國佛教國際大學、加拿

大卑詩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等地，設立佛學教

育研究基金，以推動佛學研究。

四、宏法精舍

1919年天台宗寶靜和尚到香港弘法，
王學仁、林楞真等居士發心，請其長駐香

港，將剛落成的精舍命名「弘法精舍」，寶

靜和尚於此創辦「弘法精舍佛學院」。1919
年 1月，倓虛法師假此籌辦「華南學佛
院」。1910年，弘法精舍歸由東蓮覺苑管
理。1001至 1001年間，借給香港大學佛學
研究中心。東蓮覺苑於 1001年 9月 1日收
回精舍，作為「佛門網」（buddhistdoor）
發展基地，在法護法師帶領下，推出：佛學

班、梵文班、禪修營、法會、有關宗教與人

生的講座和研討會，以及各種短期佛教及文

化課程。法護法師身著南傳袈裟，他認為，

佛教應與當前社會相調適，尤應重視對青少

年的教化。「佛門網」總編輯林苑鶯（Elsa 
Lam）女史，提供我們許多網路上與香港佛

一法師創立於 1911年，屬女眾十方叢林。
1911年 1月，港府因興建大老山隧道拆掉
志蓮淨苑及周邊的木屋區，在部分熱心人

士支持下，志蓮淨苑重建工程於 1919年展
開，在 1000年 1月完竣，其下設有安老
院、佛教志蓮小學、佛教志蓮中學、志蓮淨

苑文化部、志蓮淨苑夜書院、志蓮淨苑圖書

館。與志蓮淨苑相對應的南蓮園池是一座古

式園林，山、水、林木和建築小品的建設和

佈局，均依唐式。參訪時，承李葛夫教授親

自接待導覽，得以在短時間內了解該苑的過

去與現況。李教授是志蓮淨苑文化部研究

員、佛教法相學會董事；淨苑設有研究院及

10位專職研究人員，並出版《巴利文翻譯
組學報》及《志蓮文化集刊》，李先生提到

一件值得留意的事：當代新儒家如牟宗三、

唐君毅等人與香港佛教關係密切，並有為他

們設牌位供奉者。

二、妙法寺

位於香港屯門，1910年由洗塵法師開
山。後由住持修智法師規劃建築的新寺宇，

設計非常獨特，是一座非常明顯的地標。法

師捨傳統不合時宜的佈局，以實用為主，採

環保式建築、現代式風格建築，園內種植了

許多佛經中介紹到的植物。參訪時，修智法

師除為我們解說興建此寺的理念，他非常重

視《金剛經》，特為我們解說此經之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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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為仿古風格的大雄寶殿，下層為五觀

堂，前為天王殿，兩側為鐘鼓樓；左右兩廂

亦樓高兩層，上層為僧寮，下層為辦公室及

客堂等。西方寺現任住持是寬運法師，法師

特別向我們介紹「香港佛教基本格局」，他

表示：香港佛教在九七回歸後，比較以前興

盛。要香港人出錢、出力都可以，但要他們

出家就很不容易。

七、慈山寺

我們在拜訪香港教育學院後，因慈山寺

就在附近，所以事先就安排為下一個目的

地。慈山寺由李嘉誠基金會捐款十億元興

建，其建築規模之莊嚴宏偉備受注目，當中

最為矚目的是七十六米全球最高戶外青銅

觀音像，用上五百八十噸青銅鑄造。慈山寺

除了觀音像外，還有一系列仿唐建築物，包

括十八米高的大雄寶殿、觀音殿、天王殿、

地藏殿、鐘鼓樓、藏經閣及三座法師住房

等，佔地四萬多平方米，希望以佛學教育園

區為發展方向，擬舉辦禪修、打坐、抄經、

茶禪等課程。接見我們的是來自馬來西亞的

理淨法師，他向我們介紹慈山寺開創因緣及

個人過去修學經歷，引領我們參觀目前還在

興建中的各處殿宇，法師對慈山寺目前建築

進度與未來弘法方向，也作了詳盡的說明。

八、香港佛教聯合會

成立於 1911 年，是香港最具代表性及
最大規模的佛教團體，現有會員逾萬人。數

教有關的資訊，對於研究香港佛教非常有幫

助。

五、東普陀講寺

東普陀講寺位於新界荃灣老圍村口，茂

峰老法師創建於 1911年。因佈局與浙江普
陀寺相仿，故名東普陀。茂峰法師在 1911
年曾應邀往臺灣基隆靈泉寺講經，獲日本天

皇贈金燦五衣一件。香港淪陷期間，百餘村

婦到寺中避難。茂峰將日皇所贈黃緞金燦五

衣，懸掛胸前，立於寺門，日軍見狀如見天

皇，不敢冒犯。1919年前後，大批僧人南
下，東普陀講寺廣接流離僧衆，贏得「慈悲

王」之美譽。此地環境清幽，我們前往參訪

時，由當家師瑞開法師接待，他特地帶領我

們參觀為紀念茂峰法師的「茂公紀念館」，

內藏珍寶甚多，如：弘一法師的題字、嶺南

派畫家高劍父及趙少昂的「五言聯」及「花

鳥畫」；日本的裕仁天皇御賜之「黃緞金燦

五衣」。可惜因保管欠周，許多照片已呈模

糊狀，許多文物也破損。瑞開法師表示：東

普陀雖大，但缺乏叢林規格；香港佛教的一

大隱憂是僧人太少，未來的接班人不容易

找。

六、西方寺

西方寺座落於香港新界荃灣老圍三疊

潭，菩提學會會長永惺老和尚創建於 1910
年，由於信眾與日俱增，殿堂不敷應用，故

於 1991年初重建，至 1001年春落成。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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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表性的道場。如大嶼山寶林禪寺、寶

蓮禪寺，以及建於香港回歸前的天壇大佛；

又，香港佛教與臺灣佛教關係密切，臺灣的

佛光山、慈濟、法鼓山、中台山在香港均設

有分會，為了解其在當地如何展開弘法活

動，實有必要前往了解，然因時間所限，只

好等待下一趟行程了。

叁、心得與收穫

這次緊湊的 9天行程，可謂收穫豐盛。
在港期間拍攝了近千張寺院、人物及文物

相關照片，也蒐集到《名山遊記》（張蓮覺

著）及《何母張太夫人八秩冥壽紀念集》、

《菩提路上：永惺長老傳》、《香江梵宇》

（包羅約一百所寺院，涵蓋香港佛教兩千

年發展的大型畫冊）、《眾緣成就利益有情

六十載》（香港佛教聯合會 10年來發展史
的一部實錄）、《大嶼山誌》、《東林小

志》、《二十世紀之香港佛教》（鄧家宙

著）、《香港佛教磚銘彙編》（鄧家宙編）

等書，都是研究香港佛教的基本資料。

談香港佛教，離不開僧侶與寺院，所以

此次參訪行程中，我們也著重在這兩方面。

就僧人與香港佛教的關係言：中國末代禪師

虛雲和尚、近代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近代

天台宗傳人寶靜與倓虛法師，以及靄亭、筏

可等法師，都與香港很有關係；1919年前
後，許多後來到臺灣定居的法師，如印順、

續明、仁俊、道安等法師，也都在香港停留

年前筆者為研究臺灣佛教史，曾檢閱該會創

刊於 1910年 1月之《香港佛教》，截至目
前已發行 110餘期。參訪時，蒙該會秘書長
演慈法師及高級行政主任李怡慧、行政主任

張美瑜招待解說。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該會

轄有 11所中學（如佛教筏可紀念中學、佛
教覺光法師中學、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等），1所小學，1所幼稚園，1個醫療服
務處，1處長者服務處，由此也使我們感覺
到香港佛教確有與臺灣佛教不同之處。

九、能仁書院

拜訪能仁書院，是在區志堅教授陪同下

前往，該書院成立於 1919年，洗塵法師為
校監兼總務長，覺光法師為院長，白志忠為

教務長兼訓導長。曾在此任教過的，有羅時

憲、牟宗三、曹仕邦、吳汝鈞、李潤生、霍

韜晦、蕭國健、陳福霖、王堯、張新鷹等

人，均為一時之選。木質佈置的圖書館，藏

書雖不豐，卻頗具有古典趣味。數年前我們

（與卓遵宏）口述訪問中壢圓光寺住持如悟

法師時，曾提到當年與超定、能學、悲手、

知清等法師從臺灣前往就讀之事，此次香港

之行得以實地探訪，頗有親切之感。

此外，我們也拜訪了大覺福行中心的衍

陽法師，以及香港密宗寧瑪派白玉佛法中心

第三世卓望貝瑪諾布仁波車（貝諾法王，為

西藏佛教寧瑪派第十一代白玉傳承法座持

有者）。當然，因時間有限，儘管我們事先

做了最好的安排，但仍然無法參訪香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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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了許多有關佛學、哲學或文化方面的課

程；利用網路科技，重視對青少年的攝受，

這些做法，對佛教向社會大眾之推廣與弘

揚，都很有貢獻。但香港佛教也存在著一些

問題，如漢傳男眾出家者太少，尤其會說廣

東話的；多間佛寺傳法予國內法師，找不到

香港本地的法師來傳承，如李嘉誠興建的慈

山寺，本授意由新加坡明義法師主持，後來

卻改由居士來主導。

最後，想談一下這次到香港參訪幾所大

學與幾座佛教寺院、佛教團體後，與對香港

佛教有興趣的學界同好（陳劍鍠、楊文信、

李貴生等），在訪問過程與訪問結束後，多

次交換意見後的構想。我們認為，想要研究

香港佛教：可以由《歷史•沿革》、《寺廟•
僧侶》、《弘化•思想》、及《交流•互動》
等四方面切入。就資料預訂搜集的方向言，

大約如下：寺廟相關檔案史料、佛教期刊、

報紙相關報導、寺廟實地踏勘與調查、對於

重要相關人士之訪問。要把這些項目做好，

還需要花費不少心力與時間。希望在未來數

年中，能透過臺、港學者共同合作，能寫出

一部具有學術價值與份量的《近百年來香港

佛教史》。

過，這些法師在香港停留的時間與從事的弘

法工作，值得我們特別留意。就重要寺院與

香港佛教的關係言：除青山禪院、凌度寺、

靈雲寺是香港最古老的三大古寺外，近代以

來創建的東蓮覺苑、東普陀、竹林禪院、大

光園、西林寺、慈航淨院、志蓮淨苑、般若

精舍等，都有其規模，在弘法利生上，均發

揮了一定的作用。如何為這些寺院的歷史做

最適當的定位，是未來進行研究所需面對的

問題。當然，香港重要家族（如以張蓮覺、

何世禮、何鴻毅之何東家族，以及李嘉誠家

族等）與香港佛教的關係，也值得留意。

在訪問香港佛教寺廟及佛教團體，與佛

教人士的交談過程中我們發現：香港佛教因

本地人出家少，有不少外來的僧人，其中有

來自東南亞地區如馬來西亞的，也有來自中

國內地的，而來自臺灣的也不少。就香港目

前流傳的佛教中，除了漢傳佛教外，也有來

自南傳或藏傳佛教的，可見香港佛教，具有

與臺灣佛教一樣的多元性，而其國際性成份

或較臺灣佛教多一些。

香港佛教不管在文化、教育與社會救濟

等方面，都已投入不少人力，是值得肯定之

處。如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及志蓮夜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