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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香港佛教的奠基者 

――香港佛教居士群像 

 

鄧家宙∗ 

 

摘要： 

香港佛教歷史可追溯至魏晉時期，然千百年來，境內居民雖知有佛

菩薩，然而佛法之信行並未普及。即便到香港開埠受英國殖民統治，本

地佛教情勢並未有顯著改變。惟是進入二十世紀後，於短短百年之間，

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特成為本地主要宗教，在國際佛教亦佔重要

地位，這固然得力於佛教仝寅艱辛開拓，努力苦幹，其實亦與當時中國

社會動盪以及港英政府治下的社會情態有密切關係。 

過去，本地佛教有幾位重要的居士，他們致力推動弘法及社會福

利，更於艱難時期衛護僧侶，保存道場，可說是現代香港佛教的重要奠

基者及推動者。長久以來，或基於僧寶形象的主觀影響，於佛教發展紀

錄常有「法師領導大眾」興辦弘法利生的事業，部份更被過度神化吹捧，

於是在家居士的角色與貢獻就直接被降於次要的輔助位置，這種情況在

香港佛教尤為普遍。其實居士的在俗身份及政經人脈正代表著某種的社

會關聯與力量，他們的背景和所能運用之影響力正是推動佛教在世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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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進的重要動力。筆者認為該種以宗教情懷出發的論述，經常忽略現

實社會情勢及居士弘法的主動性和領導力，這將無助了解佛教與社會互

動之實況。因此，本文將以會社組織、文化事業及密宗傳播為題，舉引

七位居士之事業，了解他們對二十世紀殖民地政府治下香港佛教發展之

貢獻。 

 

 

關鍵詞：香港佛教、都市佛教、居士、東蓮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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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ers of Modern Hong Kong Buddhism:  

The Householders of Hong Kong Buddhism 
 

Tang ,Ka-jau Billy∗ 

 

Abstract: 

So far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Buddhism can be traced back to 

Wei-Jin Dynasties. Yet in these thousands of years, people only know the 

religion of Buddha, not the doctrines of Buddhism. In early colonial period of 

Hong Kong, local Buddhism had no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Until 20th 

century,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drop of Hong Kong, Buddhism started 

improving its religious status vigorously in a century. Not only becoming a 

crucial local religion, it even earned international prestige. This greatly relied 

on the endeavour of the Buddhists. Also, the social instability of China and 

Hong Kong’s colonial environment are not to be omitted. 

In the past, there were some householders in Hong Kong devoted 

themselves in promoting Buddhism and charity. They even spent time and 

money to protect monks and monasteries during hard times. These people 

are recognised as the “founders” and “promoters” of Hong Kong Modern 

Buddhism. However, under the belief of “Monks as leaders” and the 

venerable imaging, mainly monks were greatly emphasised when talking 

about Buddhism. Thus the status of householders were treated in a lower 

level. This was very common in Hong Kong Buddhism. In fact, 

householders are free from the religious commandments that their social 

identities and networks are substantial dynamics. Such ener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Buddhism in the secular society.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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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points out some statements that are derived from religious 

sentiments. These statements sometimes omitte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householders. This does not reflect the real pictur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uddhism and the society. So the them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duce seven remarkable householders. In terms of organisations 

establishment, cultural and Tantra promotion, these people have been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Buddhism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Keywords: Hong Kong Buddhism, City Buddhism, Householders, Tung Lin 

Kok 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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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首要指出的是，香港自 1841 年 1 月 26 日由英軍佔領及開埠，宣稱

管治。其後發佈《安民公告》指出： 

……凡爾香港居民，歸順英國為女皇之赤子，自應恭順守法，勉

為良民。而爾等居民亦得以英女皇名義享受英國官員之保護，一

切禮教、儀式、風俗習慣及私有合法財產權益，概准仍舊自由享

有。官廳執政治民，概依中國法律、風俗習慣辦理。但廢除各種

拷刑，並准各鄉耆老秉承英國官吏意旨管轄居民，仍候國主裁

奪。……
1
 

此《公告》為管治華人設定準則，凡英治法律管制事項外，華人可沿襲

既有的生活習慣及風俗，且受港英政府（下稱港府）法例所保障，而華

人傳統宗教信仰及傳播即歸納於「儀式、風俗習慣」之列。換言之，華

人傳統信仰之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及其衍生出之拜祀行為，港府均不

以宗教視之，加上香港並無《宗教法》對宗教機構作出規管
2
，是以佛教

（也包括道教及民間信仰）在條件上固然得不到與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對

                                                 
1 《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1 年版，

頁 164。 

2 香港政府於 1908 年制定《文武廟條例》及於 1928 年制定《華人廟宇條例》

對華人傳統之廟宇作出規管。然兩者之性質是要監管廟宇之組織管理及產業

操作，以避免詐騙罪行，至於信仰傳播及行為則不受限制。參危丁明，〈香港

的傳統宗教管理初探——從《文武廟條例》到《華人廟宇條例》〉，《田野與文

獻》第四十九期，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07 年 10 月 15 日，頁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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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位和優惠。信徒若興辦寺院或弘法事業時僅能以商業法規和市政規

則辦理。可見香港開埠百年之間，佛教在社會裡長期處於「是宗教又非

宗教」之模糊狀態。 

再者，在清末民初之間，雖有若干由廣東避居遷來的僧尼在郊外建

立靜室，自發奉行叢林生活，於信徒而言固可視為佛寺道場，然以港府

標準，他們只屬私人住宅，即便官方批准他們增設若干宗教設施（如普

同塔、廟壇等），亦只屬「尊重華人傳統」而已，而非承認其宗教地位。

加上該批僧侶大多受廣東戰亂或廟產興學政策影響而避居香港，既非為

弘法而來，本身也缺乏生活資財，且不闇港府法規和英語，可見滯港之

僧侶缺乏發展條件，只能選擇在郊外過隱修生活。基於這些背景，開埠

後的香港佛教寺院和團體之組織管理已脫離了傳統叢林模式，使習慣主

導弘教的僧侶在這特殊空間裡處於極為被動的狀態。 

三者，港英政府只以香港作為遠東地區的貿易平台，專注於便利商

業發展之建設，對於華人卻缺乏福利照顧，僅靠基督宗教單位及地區自

發之慈善組織提供各類救濟服務，彌補不足。此外，英人要管治以華人

人口佔大多數的城市，為減低華洋間之直接衝突及提升管治效能，港府

採取「間接管治」政策，對部份華商領袖給予提攜或勳賞，默許他們自

行處理或調停華人事務。基於此，這些紳商人物成為港府與華民之間的

溝通橋樑，同時肩負義務照顧貧苦華民的責任，涉及範圍由身體照顧、

慈善服務、社會權益、傳統文化等層面。換言之，這些「華人代表」已

非純粹的商業精英，而是能貫通官、商、民的特殊階層。明乎此，當清

末民初國內實施廟產興學、新文化運動、反迷信運動等時期，香港卻是

中港地區少數保護傳統文化及推動儒釋道信仰的地方，其力量實來自該

等華人代表的號召和支持。 

綜合這三項社會背景，就解釋到香港在 1841 年開埠以後的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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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香港佛教弘播之侷限，由廣東各地來港之僧侶若要作公開的佛法事

業必須突破種種的障礙。反過來，部份信仰佛教的在俗居士利用工商業

務的脈絡關係，出力出錢，嘗試推動佛教事業，更能符合客觀環境和取

得成效。於是，居士（尤其具有紳商背景）自然成為推動佛教發展的主

要力量。 

二、佛教會社組織與傳播 

(一)香港佛教的奠基者：陳靜濤居士(1883-1967) 

陳靜濤，字靜菴，生於光緒九年（1883），祖籍廣東南海。廣東南

海人。早歲於廣東修讀商學（English Commercial College, Canton），後

於本港經營電子業務，頗有成就。3與此同時，自年輕時結識太虛大師即

皈依門下，法號慧濤，從此致力佛法事業，創辦多個佛教團體兼親身領

導，興辦各種福利事業。 

值得留意的是他的政治生涯。他於年輕時已響應孫中山先生號召，

支持革命，嘗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員，乃黨國元老。至於在香港亦熱心公

務，歷任香港最高法院成員、租務審裁小組成員、教育署成員、津貼中

學議會成員等公職，加上他致力推動佛教傳播及慈善事業，奠下良好的

名譽與社會地位。尤其 1950 年代以後，因國際冷戰格局形成壁壘分明

的政治意識形態對峙，香港處於海峽兩岸之間，情勢甚為尷尬，亟需一

些具中港政治脈絡的精英協助管治，一方面聯繫國際、一方面建設本地

社會，而陳靜濤作為國民黨高層的身份，正具有這種政治實力，便利他

遊走在台港政圈之間。4 憑藉他在宗教及政商界的號召力，無論是取信

                                                 
3 《香港時賢》，香港，(資訊不詳)，1960 年，頁 29。 
4 1953 年 11 月，美國副總統訪港，陳靜濤亦應邀協助接待貴賓，是唯一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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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政府或邀集紳商富豪支持都能暢行無礙，使他推動的佛教事業得

以開展並奠定發展根基。其中三項亦足見其對本港佛教發展貢獻之巨。 

1. 都市佛教之奠基者 

1916 年，陳靜濤與潘達微、陸蓬仙、吳子芹、盧家昌、羅嘯嗷等人

在中環之政經地帶創辦「佛教講經會」，定期舉辦佛學講座及法會，是

本港都市佛教團體之濫觴。繼於 1920 年，他邀請太虛大師來港，在北

角名園遊樂場舉辦公園佛學講座，藉機凝聚本地佛教信徒之力量，同時

引起社會廣泛注意，現代之香港佛教由此開啟生機，可視為市區佛教之

重要起步點。5 1931 年「講經會」改組為「香港佛學會」，除了定期延

請國內大德法師來港弘法，又以其社會影響力邀約周壽臣爵士、銀行家

簡東浦、東華醫院總理李奕梅等紳商支持，興辦義學，收容貧苦兒童，

除予正規教育，又加開佛學科，讓學子們自少接觸佛法。同時增辦「佛

教青年會」接引青年份子。其他尚有放生賑災、大型法會、獄中傳教、

贈醫施藥、出版《香海佛化刊》等等，可謂包羅萬有，屢開先河，不特

弘揚教理，亦關心社會，全面施行佛教悲智同修的精神，建樹良多，名

聲超著。6 

2. 抗戰時期保護佛教 

1937 年，中日戰事爆發，陳靜濤立即號召香港僑胞捐輸支援國內戰

災同胞，同時向太虛法師提議聯合東亞佛教國家共同抵抗日軍軍事侵

略，此議深得太虛大師嘉許，報請國民政府接納，由大師率徒出國訪問

聯絡，而陳居士即留在港澳支援。即使香港淪陷，繼續為中港進行敵後

情報工作。當時，日軍橫施暴行，佛門亦蒙受騷擾，僧尼欠缺糧食亟待

                                                                                                                   
教代表。 

5 《香港華字日報》，1920 年 8 月 13 至 26 日。 
6 《香海佛化刊》，創刊號。香海蓮社，193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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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陳居士冒險為道場請命，向日軍申領米糧，使各道場法師免於飢

渴。隨着戰事日趨嚴竣，因他的國民黨黨員身份而陷於危險，終被日軍

拘禁。幸而他是香港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得到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住持

宇津木二秀出面救援，始得脫難。7 

3. 組創香港佛教聯合會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在港日人全部送往赤往拘留營等待遣返。而

日僧宇津木二秀8 深怕港府將他的寺院產業列為敵產，戰時經營的佛教

慈善事業即全化烏有，於是想起了陳靜濤居士，以他的社會地位和佛教

界的聲譽足可安心委託。於是聯絡陳靜濤、王學仁、林楞真三位居士表

達贈產意願，又寄望他們接受並承諾只用於佛教事業。於是，陳靜濤等

聯絡四眾仝人組織香港佛教聯合會，邀請大嶼山寶蓮禪寺的筏可和尚為

理事長，自己則謙任副手。又經過多番奔波，終獲香港政府同意在華民

政務處重新註冊立案，遂於 12 月帶同贈產聲明書到拘留營給津宇木簽

署確認，使佛聯會順利接收產業，於戰後開展弘法事業。9 他雖位居佛

教會副首位置，卻是佛教會之真實決策者與推行者，對於佛教會興辦佛

教中小學、佛教墳場、佛教醫院以至爭取「佛誕公眾假期」等，均是對

教界及社會有重大之貢獻。 

此外，陳居士又協助覺光法師成立正覺蓮社，又出任東蓮覺苑、志

                                                 
7 《工商日報》，1967 年 2 月 28 日。 
8 宇津木二秀(1893-1951)，日本大阪人。淨土真宗西本願寺住持，京都龍谷大

學英語教授。1940 年到印支半島作宗教考察。1942 年任西本願寺興亞部南支

開教監督，來港創辦香港本願寺，繼而成立日華佛教聯合會及香港佛教聯合

會。二戰結束時遭拘禁及遣返，期間將香港本願寺產權轉交陳靜濤等人管理。

1951 年於日本京都病逝。 
9 該《西本願寺產權轉讓書》一式兩份，一份由香港佛教聯合會保管。另一份

由宇津木二秀帶回日本，藏大阪正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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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淨苑董事等職，任內為該等組織訂定管理規範，奠定穩固根基，使能

長久發展。至於編印《太虛大師全書》、籌建太虛大師舍利塔等，亦出

力甚多。 

1967 年，陳靜濤居士往生，寄居八十四載，社會各界連日追悼，數

千僧俗信徒參與追思。殯禮當日由筏可老和尚主法，張發奎將軍、何世

禮將軍主祭及宣讀祭文。而蔣中正總統更派遣專使頒致「軫懷耆舊」輓

額，陳靜濤生平於社會與佛教之功德貢獻，於此足見。10 

（二）創辦都市梵宇：何張蓮覺居士(1875-1938)   

張蓮覺，字靜蓉，廣東新安人。自少隨母家皈信佛法。二十一歲嫁

與何東爵士，憑藉夫家地位與名望，致力社會慈善及佛教弘播事業。 

蓮覺居士雖篤信佛法，而推使其興辦佛法事業實始於自身痛失愛

兒，繼因兒女、丈夫患病，乃發願諷誦佛典，祈禱安泰，漸於佛法中覺

受安寧。1919 年，長女錦姿於產後抱病甚愈，醫生建議旅遊散心，遂陪

同往國內訪遊名山大川，期間朝禮普陀道場，隨緣傾聽高僧說法，遂「喜

讚嘆，母子四人皈依門下，研習佛學，從茲益篤信三寶，百折不回矣。」

慕道之心，益發堅固。11 1922 年，何東爵士、劉鑄伯等邀請南京棲霞寺

住持若舜和尚來港主持佛七法會，惟遲遲未獲港英政府批准，幸得何東

爵士與周壽臣爵士游說擔保，纔能如期舉行，開啟市區公開法會之先

河。12 期間，蓮覺居士發心秉受五戒，此後對興辦佛法事業愈有衝勁，

經常以其與國內政商及佛教界之人脈關係邀請高僧大德來港在家供奉

聽法，也安排在本地作公開的法會，諸如延請上海妙善和尚來港主持七

                                                 
10 《工商日報》，1967 年 3 月 2 日。 
11 張蓮覺，《名山遊記》，東蓮覺苑，民國 1935 年，頁 96-97。 
12 張蓮覺，《名山遊記》，東蓮覺苑，民國 1935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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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念佛法會。又請由台灣回國的茂峰法師陞座講經，使「香港人士對

佛教儀制又多一重體驗。」
13 

如是者，蓮覺居士成為民初時期引介國內

佛教人士到香港演法的重要橋樑。 

二十年代中，澳門的張壽波居士在三巴仔街十三號創辦功德林，資

修淨業，聚眾念佛，又興辦照顧貧苦女子的功德林佛學院，開華南地區

女子義學之先河。14 適值何家別墅毗近功德林，以是因緣，蓮覺居士與

張壽波經常往來，交流佛學見解，又探討興辦佛教社會事業，是以對功

德林之事業亦大加支持。15 當累積經驗後，1930 年蓮覺居士在香港灣仔

波斯富街自資創辦「寶覺第一義學」（香港第一所佛教名義的公眾學

校），繼而在澳門龍嵩街辦「寶覺第二義學」，接引青幼女童提供義務教

育，藉此培養女子自力更生的能力與社會地位。兩年後，又借青山「海

雲蘭若」辦「青山寶覺佛學研究社」，為有志出世靜修的女眾提供持續

修持的空間。 

不得不提的是，何以張壽波與張蓮覺兩居士特別注重女子教育？其

實與二十年代初香港的「反蓄婢運動」有關，當時的基督教牧師與教育

界人士有鑒華人社會有「蓄養女婢」之習慣，常有虐待事件也嚴重剝削

女子權益，遂於 1922 年成立「反對蓄婢會」大力宣傳及推動廢除蓄婢。

由於蓄婢的習慣由來已久，是以社會上對「廢婢」的態度形成僵持局面。

此外，一旦落實「廢婢」將有大量未曾接受教育或低謀生技能的年輕女

子投入社會，嚴重影響生計與命運。於是，蓮覺居士以他的特殊力量在

港澳兩地自資成立以女子為主的義學，卻以佛教名義回應現實社會的需

                                                 
13 羅永強主編，《慈悲王茂峰長老搜稿》，香港：東普陀講寺，2018 年，頁 38。 
14 參澳門功德林所懸民國十五年之創建《木碑》。 
15 見功德林內所懸銅鐘銘文。另參楊開荊著《澳門功德林》，香港：三聯書店，

2017 年 6 月，頁 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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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極富時代意義，那種胸襟與遠見，實非純粹慈善事業可以總結。 

蓮覺居士另一項對香港佛教有深遠影響的事業就是在港島創辦第

一所佛寺。她經過逾十年推動佛教的經驗，發現市區並無具規模兼可永

久發展的弘法機構，於是發心營建弘法與教育兼備之新式道場。1931

年，適值居士與何東爵士金婚（三十五年）之慶，因而得何東爵士贈以

十萬元以圓心願16，於是着手籌建道場，最後以一萬七千餘元購得跑馬

地山光道地段，共一萬二千呎。至 1935 年 4 月 15 日，梵宇落成，取何

東與張蓮覺兩名，合稱「東蓮覺苑」。寺務方面，定為十方女眾叢林，

以修持佛法為職志。教育方面，將佛學研究班和義學合併，自任苑長，

並創辦《寶覺》雜誌，禮請南京棲霞寺退居方丈靄亭法師任教務主任兼

教授。 

此後，東蓮覺苑經常接待海內外高僧大德，或請益佛法，或接濟應

酬，使東蓮覺苑成為市區的佛教傳播中心。戰前戰後，許多佛教活動和

會議都在這裡舉行，可見一斑。17 加上何氏家族的社會地位，蓮覺居士

與後來的林楞真苑長每每號召，不論官紳名流、高僧居士、普羅大眾均

來響應，佛教在本港社會之地位與影響力亦因而提高。 

1938 年元月，蓮覺居士安詳往生，享壽六十三歲。東蓮覺苑苑務及

學校營運遂交予親屬林楞真打理，此後繼志述事，對苑務及本地佛教發

展亦貢獻巨遠。 

                                                 
16 張蓮覺著《名山遊記》所附之〈筆記〉云：「幸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日，為

吾夫子金婚紀念，以余興事教育，慷慨資以十萬金，俾暢行其志願。」東蓮

覺苑出版，1935 年，頁 99。 
17 東蓮覺苑經常借予佛教團體舉行活動，如：佛教講座、灌頂法會等。另外，

佛教聯合會成立初期，仍未有會址，亦是襄借該苑作事務處，凡開會議事或

佛教儀典，亦於苑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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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拓佛教社會事業：羅文錦爵士（1893-1959） 

羅文錦，乃富商之子，母親亦官宦世家。早歲留學英國，獲律師資

格並回港執業。歷任東華醫院主席、香港市政局、立法局及行政局議員，

嘗晉任首席非官守議員等公職，得太平紳士銜及英帝國司令勳章(CBE)

及冊封爵士。他迎娶何錦姿為妻，得與何東爵士家族結成姻親。1919 年，

因妻子產後抱病，得岳母陪伴照顧，期間歸信佛教，自此從旁協助張蓮

覺居士所興辦的佛教事業，出力甚多。1938 年，蓮覺居士往生，囑咐林

楞真居士接任苑長，又囑羅文錦任佛苑永遠董事。 

香港重光後，東蓮覺苑依舊為市區佛教傳播中心，舉凡佛教會之會

議及重要活動皆於佛苑舉行，是以羅文錦亦能掌握佛教發展情勢。五十

年代，佛苑擴充義學校務，得羅文錦爵士向港英政府條陳，獲撥出苑前

土地作校址，增辦寶覺小學。繼之，發覺單靠佛教人士自資辦學實非長

遠之策，於是以其法律知識及政界人脈，四處聯絡及游說官員，爭取政

府撥發公地及資助開辦「佛教津貼學校」，最終促成佛教聯合會主辦的

佛教黃鳳翎紀念中學及佛教黃焯菴紀念小學之創立18，成為本港佛教首

間官方永久資辦的文法學校，為教界展拓教育事業揭開新的一頁。19 

與此同時，因應兩所佛教學校的創立，羅文錦認為基督教會學校要

修讀《聖經》，到中學會考時亦要應考《聖經》科，於是構想向教育署

                                                 
18 校名原稱佛教黃鳳翎紀念中學及佛教黃焯菴紀念小學，後作修改。詳釋筏可

撰《香港佛教黃鳳翎紀念中學黃焯菴紀念小學校記》碑記，1961 年。原碑置

於黃焯菴小學正門牆上。文本見鄧家宙、陳予開合編，《香港佛教碑銘彙釋

一：港島、九龍及離島》，香港史學會，2011 年，頁 122-123。 
19 詳《東蓮覺苑六十週年紀念碑》。1991 年立。現置於東蓮覺苑正門牆上。文

本見拙作《香港佛教碑銘彙釋一：港島、九龍及離島》。香港史學會，2011

年，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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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開辦佛學科課程。當時，教育司表示贊同，要求佛教團體呈交「中

學佛學科教學大綱」、《中學佛學教科書》草稿及教學宗旨，詳細說明

設立佛學科及會考的意義。經羅文錦的奔波安排，教育司署通過「佛學

科會考」方案，准許學校開設佛學科，並於 1960 年舉行首屆「佛學科

會考」。由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要獲得官方接納佛教單位興辦認可及

資助的社會事業殊非易事，當中既涉及興辦者的能力（財力、號召

力……），更重要是獲得港府的高度信任及熟悉本地法律，正因羅文錦

是執業律師，且為三局議員及爵士，又是何東爵士家族成員，讓他在籌

策及號召這些佛教事業時，可收事半功倍之功，著實為六十年代以後的

香港佛教機構推動社會事業奠下最重要而穩固的根基。20 

（四）小結 

綜合考察，則不難發現三者之間有連貫的關係。1916 年陳靜濤首創

佛教會社組織，舉辦佛教活動，然本地缺乏僧侶領導宗教禮儀，也沒有

講經的法師指導教理，是以邀請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來港作首次的公

開演講。事後，即使大師不能留港也建立了聯繫，好讓他能遙遠的指導，

使佛教在市區萌生發展基礎。適值國內出現新文化運動及廣東反迷信運

動等風潮，本地華商以保存傳統有責，發起「尊孔運動」及支持佛教、

道教發展及慈善事業，其他由居士自發組辦或在背後支持僧侶成立的佛

教團體也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 

儘管佛教團體具有弘法功能，觀感與性質終非傳統安僧辦道之所。

                                                 
20 參自〈江妙吉祥口述訪問稿〉，2011 年，未刊發資料。另見拙作〈佛教義學

與教科書〉，載香港，《溫暖人間》雜誌，2018 年 8 月 9 日、22 日及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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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之有張蓮覺在都市創辦佛寺，按傳統習慣延請僧侶為住持，領導教務21。

於是，在信徒角度，都市在十多年間便由居士們建立了社團及寺院兩種

不同性質的弘法單位。但必須指出，在法規層面而言，這些「道場」是

按商業法規成立具有「慈善性質」及會進行傳統崇拜活動的「有限公

司」，並非承認其為宗教。於是，其組織與管理採取不分僧俗的「集體

理事制度」，經此兩例，成為現代香港佛教機構的基本操作模式。 

在港府不以華人傳統信仰為「宗教」的背景下，陳靜濤、張蓮覺及

羅文錦以華商領袖的身份，及其貫通政、商、民的便利，透過慈善服務

為切入點，一方面符合佛教慈悲利他的宗旨，直接解救貧苦大眾，同時

藉佛教名義舉辦慈善服務，彌補政府福利不足，也有利取信於政府，對

提升佛教形象和華人權益等奠定發展基礎。 

二戰重光以後，陳靜濤與林楞真(東蓮覺苑苑長)是成立香港佛教聯

合會的關鍵人物，除長期領導會務，亦以「佛聯會」作為本港佛教單位

及信徒與政府溝通的橋樑代表。於是，經陳靜濤、林楞真、羅文錦等人

在不同層面的努力，最終爭取到港府信任，批准開辦政府補貼之中學及

小學以及佛學課程和佛學會考，使該等以佛教聯合會名義主辦之慈善事

業無須再依賴佛教人士獨力維持，可作長久發展。此例一開，其他佛教

機構也根據自身力量，向港府申請舉辦福利事業機構。 

總括言之，三位居士實為現代香港佛教機構及福利事業之推動者和

奠基者，為往後之佛教仝人豎立發展模式，此中意義與影響極為深遠。  

三、文化事業 

                                                 
21 同理，東蓮覺苑雖稱為寺院，亦兼具信仰與慈善於一身，但其產業及管理權

始終於由何東家族持有，實是典型的「家族廟宇」，與全由僧侶管理控制之

叢林有本質上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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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通佛經書刊：嚴寬祜居士(1924-2014) 

嚴寬祜，廣東汕頭人士，本名邦祜，香港商人。年輕時加入汕頭覺

世佛學會，接觸佛法，後來皈依虛雲老和尚，法名寬祜，此後以號行世。 

嚴氏約二十歲在汕頭經營商貿。1951 年，移居香港，在上環成立利

生公司經營出口貿易，生意涉及泰國、新馬等地。有感本地並無固定流

通佛書的地方，於是在辦公室閣樓自資開設「佛經流通處」，發行和經

銷佛書及法物用品。當時，世界政局處於「冷戰時期」，許多華籍僧侶

移居南亞各地，卻因為大陸地區受到美國的禁運政策所制裁，影響所

及，南亞各地的漢傳佛教寺院極度缺乏經像物資，在這種背景下，香港

的佛經流通處成為僅有的供應商。寺院先以書信落單，嚴氏逐一回信報

價，再透過兩地相熟的商店（如：金舖等）代為匯款過帳。嚴氏以自家

貿易網絡之便，不但為南亞佛教團體供應法物，也成為各地佛教傳遞資

訊的橋樑。 

六十年代中期，當大陸地區發生「文化大革命」時，大量經典被毀，

嚴氏又以「紙漿原料」名義向大陸收購出口，然後從數以噸計的廢紙中

搜集經書，曾挑出明版《南藏》及《北藏》，整理後出版，使珍貴經書

得以保存，他對拯救佛教文獻之貢獻於茲足見。 

由於戰後社會，百廢待舉，依靠十方佈施的佛寺道場資源更為緊

絀，對於一般經像法器著實無力自行編造，只能向佛經流通處訂購或請

它預約集單以降低成本，於是流通處成為本地及海外華僧的重要聯絡點

及交流資訊的傳播中心，此中關係又非尋常物品供應單位所能比擬。 

另一方面，隨着佛教文化逐漸深入社會，嚴氏於五十年代起，最先

在雜誌發表〈建設佛化家庭〉22、〈佛化家庭主婦的責任〉等世俗倫理文

                                                 
22 嚴寬祜：〈建設佛化家庭〉，載《正覺蓮社週六念佛會第二屆一零八次紀念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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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不但照顧到在家信徒的精神生活需要，也反映他的佛學修為和胸

襟，以及對「傳統佛教在現代社會發展」的關注，有助於佛教信行在現

代社會裡普及。 

嚴寬祜居士畢生致力宣揚佛教，晚年擔任國際佛光會副總會長，又

創立「福慧慈善基金會」，援助大陸地區貧困人士接受教育、醫療及救

災等工作，以行動實踐慈悲利他的事業，是本港佛教界人所共仰的大長

者。 

(二)佛學研究與普及：羅時憲教授(1914-1993) 

羅時憲，祖籍廣東順德，世代書香，幼而聰穎，跳級升讀高中，繼

入廣州中山大學，完成學士及碩士課業。先後在中山大學、國民大學任

教授。1949 年受戰事影響來港定居，執教中學及大專。翌年，羅氏聯同

荃灣竹林禪院的融熙法師合力將六榕寺的《圓音》雜誌在港復刊，雖然

只出版兩期，卻是羅氏在香港最早的弘法事業，別具意義。23課餘時間，

力行佛事，演說佛法，尤以這幾項最堪紀錄，掀起港人研習佛學的風氣： 

1. 編撰《佛經選要》 

佛教義理浩瀚難解，使初學者無從入手，有見及此，美籍佛學家張

澄基教授來港，倡議編修「佛教聖經」，從《大藏經》中選出扼要經文，

結集精華，便利研讀。到 1957 年中，由羅時憲領導組織「佛經選要編

纂會」，與劉銳之上師、邢肅之、江妙吉祥分頭編撰，經歷種種艱難，

於 1961 年分兩冊出版，共十四篇，涵蓋佛學的主要範疇，加上原則清

                                                                                                                   
刊》。香海正覺蓮社，1954 年 9 月，頁 25-26；〈佛化家庭主婦的責任〉，載

《香港佛教》第 53 期，香海正覺蓮社，1964 年 10 月 1 日，頁 37-38。 
23 見〈羅時憲(孔章)教授行狀〉。《羅時憲全集》，香港法相學會，1998 年。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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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明確，足可媲美丁福保的《佛典精華》。至今，仍是本地佛學社團經

常使用及演講之研習藍本。24 

2. 居士講經 

1962 年，羅時憲成立三輪佛學社，聯同劉銳之、梁隱盦開辦「佛學

星期班」，逢週日下午開課，免費供市民報讀，開啟本地居士講授佛法

的先河，風氣所及，各大道場亦仿傚開辦佛學班。此外，因羅時憲為大

學教授，於是以其在教育界之網絡教學，由此推動了經緯書院佛學系、

能仁書院等「專上佛學」教育的成立。 

3. 弘揚唯識 

羅時憲專注研究唯識學，來港未幾即開講《成唯識論》達十一年之

久，奠定本港信徒研習佛學及探索法相宗義之風氣，也促成將論著由韋

達先生翻譯成英文版的“Cheng Wei Shih Lun Publication Committee”，

亦本地佛教之偉舉。1965 年，又聯同高永霄等學人成立法相學會，專力

弘揚唯識學。除定期舉辦免費佛學講座，亦依學報標準出版《法相學會

集刊》，結集高水平的佛學論著，向來受到教育界重視。1984 年，羅時

憲移居加拿大，於是另設「安省法相學會」（Buddhist Dharmalaksana 

Society (Ontario)），每年輪流在港、加兩地弘法，使唯識學遠播至美加

華人社區，功不唐捐。 

4. 出版書籍 

講授佛學以外，羅時憲亦潛心著述，出版專書十餘種。有感唯識典

籍艱深古樸，若不轉以白話文解釋，學人難以研讀，於是整理出《成唯

識論刪記》（四冊）、《瑜伽師地論纂釋一》等，又編寫《唯識方隅》，深

                                                 
24 見羅時憲，〈選輯後記〉。載《佛經選要》下冊，香港金剛乘學會，1961 年，

頁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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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淺出解說法相學義理，現今仍經常被用作入門教學的書籍。1998 年，

門人更將羅時憲生平著述結集為十二冊的《羅時憲全集》，是各大道場、

佛社必備之教學專書。25 

5. 培育人材 

羅時憲教授在多所大專院校及佛教會社講學數十年，專弘法相，也

指導許多攻讀佛哲學系或研究所之學生（參見附表一），允稱桃李滿門，

不少亦於佛教事業有所成就：或於學院講授佛學，或以各別因緣另組佛

學社團，形成遍地開花的局面（參見附表二），均能於不同層面繼承及

展拓佛學傳播的事業，現今許多佛學團體之創辦人，或任教佛學班的老

師，均是直接或間接師承於羅時憲，對戰後香港佛教文化教育有重大之

影響。 

總括言之，羅時憲既為佛門居士弟子，同時也是知名佛學專家，他

在戰後資源缺乏的情況之下，以個人力量組織會社、教授佛學、編輯書

刊，對佛學在公眾普及化有重要貢獻。而他在大學及研究所指導碩、博

士佛學論文26，直接培養高水平的佛學專材，為當代香港佛學界儲備人

材，功勳卓著，絕對是戰後香港佛教義理發展的代表人物。 

 

附表一：羅時憲指導之佛學論文 

年份 指導學生 指導學位論文 

1982 年碩士 王聯章 〈大乘成業論之研究〉 

1982 年碩士 章彩玲 〈宋代臨濟宗之研究〉 

1983 年碩士 鍾偉光 〈龍樹緣起觀之研究〉 

                                                 
25 《羅時憲全集》，香港法相學會，1998 年。 
26 參本文附表一，所列為羅時憲教授任教能仁書院哲學研究所所指導之碩士、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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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碩士 李盂崧 〈俱舍論對業論之批判〉 

1984 年碩士 施仲謀 〈永明延壽思想之研究〉 

1986 年碩士 許清華 〈大乘經中涅槃思想之研究〉 

1986 年碩士 趙國森 〈漢譯四本三自性論之比較研究〉 

1986 年碩士 鄧桂芳 〈薄伽梵歌研究〉 

1990 年碩士 釋證蓮 〈蓮池大師生平及其思想之研究〉 

1990 年碩士 黃香蘭 〈法華經的研究〉 

1991 年碩士 釋惟叡 〈從陳譯攝論觀真諦三藏的思想〉 

1991 年碩士 嚴淑琼 〈墨子與孟子政治思想心比較研究〉 

1991 年碩士 陳文蘭 〈現觀莊嚴論之研究〉 

1991 年碩士 陳阿春 〈東山法門之淵源及其影響〉 

1992 年碩士 釋證源 〈雲門宗宗風之研究〉 

1992 年碩士 釋明忍 〈華嚴經之集成及其思想特色〉 

1992 年博士 程國強 〈 龍 樹、智 顗、惠 能 之 存 在 論：空、

圓 、 無 的 比 較 研 究 〉  

1992 年碩士 林美華 〈性具與性起思想之比較研究〉 

1992 年碩士 釋慧光 〈解深密經與現觀莊嚴論止觀學的研

究〉 

 

附表二：羅時憲及其弟子之佛法事業27 

羅時憲教授 

任大學教授，歷任經緯書院佛學系系主任、能仁書院教

授及哲學研究所所長及論文指導教授； 

任香海蓮社董事，又創辦三輪佛學社、法相學會、安省

法相學會，親身任教佛學班；義助金剛乘學會、真言宗

居士林主持佛學講座。曾任香港大學學生會佛學會佛學

                                                 
27 筆者參考《羅時憲先生哀思錄》。香港法相學會，1994 年。並法相學會網頁

及其他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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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高永霄 

任三輪佛學社社長、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會長、定

慧寺董事等。編撰《異部宗輪論》、《佛學研究初探》、《四

大菩薩的精神與特色》、《香港佛教源流》等專著。 

韋達 
將羅時憲講授的《成唯識論》翻譯成英文版“Cheng Wei 
Shih Lun Publication Committee”（《英譯成唯識論》） 

陳瓊璀 志蓮淨苑文化部副研究員及志蓮夜書院講師  

李潤生 

法 相 學 會 及 安省法相學會董 事 。任 大 學 教 授， 歷

任 香 港 大 學 佛 學 研 究 中 心 、 能 仁 哲 學 研 究 所 、

新 亞 研 究 所 （ 哲 學 ） 、 志 蓮 夜 書 院 教 授 ， 專 作

極 富 。  

趙國森 

佛教志蓮小學校長、志蓮淨苑文化部主任、佛教

法相學會會長。並於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

妙華佛學會等佛教團體教授佛學。  

張漢釗 
於志蓮夜書院、法相學會、真言宗居士林、澳門佛學會、

佛學班同學會教授佛學 

甘雪雄 
創辦三輪法相世佛佛學班同學會。並向香港電台爭取播

放佛學節目「空中結緣」 

葉文意 

任佛教小學及中學校長。創辦三輪法相世佛佛學班同學

會及任教佛學；主持「空中結緣」電台佛學節目。著有

《香港早期之佛教發展》、《佛學十八講》、《佛學教科書》

等。 

龍永揚 
彌勒佛學社社長、法相學會永久董事。長年舉辦香港大

會堂佛學講座 

辛漢威 
真言宗阿闍黎。任志蓮淨苑文化部副研究員及夜書

院講師。著 有《法門寺地宮唐密曼陀羅之研究》。 

霍韜晦 大學講師，創辦佛教法住學會，任教佛學及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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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聯章 創辦慈氏學會。 

岑寬華 

陳達志 

於佛學班同學會、彌勒佛學社、妙境佛學會之佛學講

師。 

(三)小結 

考嚴寬祜與羅時憲之佛教事業均在二戰之後，兩位都是以自身力量

推動本地佛教文化傳播。一位以專業學者身份，在任教的院校及佛教機

構直接教授佛學，訓練人材，學生遍及大專學子及尋常佛教信眾，受眾

廣泛；另一位是出入口貿易商人兼營佛書法物，供應給香港及東亞地區

的佛寺和信徒，促進佛教之流通與普及。兩者在不同層面推動文教事

業，卻又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繼之者，兩位的文化事業，並不侷限在

香港，而是因應時代步伐延伸至海外，使他們的影響力傳播至其他地區。 

次者，在五十年代以來，香港人口急速膨脹，社會結構大為改變，

兩位雖非「華人代表」層級，然於業界裡亦屬知名人物，具有號召和影

響力。如嚴寬祜居士並非香港第一位經營佛書的商人，但他的事業卻非

純粹的貨品賣買，而是親身整存瀕於失傳的佛典文獻，加上他的「客戶」

遍及東亞各地佛教領袖，使他成為當代東亞佛教資訊的傳播橋樑，嚴氏

的經歷與特殊角色，堪稱絕無僅有；而羅時憲教授任教多所私立大專院

校28，他既為高等教育機構的專家學者，其「文化界」的身份本身已獲

得公眾的信任和尊重。正當寺院叢林的僧侶仍在設法籌措建寺辦法會

時，羅時憲以信徒的願心直接創辦佛教會社，開辦公眾佛學班，一方面

成功推動教內的學佛風氣，道場學會爭相倣效。而他以大學教授身份任

                                                 
28 五十年代以後，港府面對龐大人口無可避免要大幅增加公共開支，仍然無法

完全負擔福利開支，只得依賴地方慈善組織提供各種服務，彌補不足。當中

尤以私人團體興辦之義學或私立大專學校最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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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佛學的形象，對改變社會大眾對佛教出世、迷信等觀感有正面的影

響。是以羅氏於香港佛教之貢獻與影響，實非同期之其他學者所能比擬。 

四、密宗之傳播 

（一）遠接東密法緣：黎乙真大阿闍黎（1870-1937） 

黎乙真居士，香港殷商，早歲篤信三寶，十九歲已修習《瑜伽焰口》，

又先後創辦黃花禪院、蓬山精舍、佛教聯濟會、中華本願寺及青山禪院

等。1920 年代得習密法，更親赴日本習法，得阿闍黎資格，回港成立佛

教真言宗居士林，大弘密教，不但在香港弘揚失傳已久之真言密法，也

是東密回傳漢地以來傳持至今不衰之道場，於中國密宗史有深遠意義。 

1. 傳承失傳密法 

黎乙真居士，早年已積極推動佛法。1920 年，閱讀藏經至密教部，

既驚嘆密法之殊妙，亦感慨漢地之無緣，於是懇求真言宗管長權田雷斧

僧正之法相（照片）在家中供養，日夜祈願密法再來。1924 年聽聞僧正

來華，於是聯同張蓮覺、林楞真等居士，禮請權田雷斧來港，在家中開

壇灌頂。這次雖是私人法會，卻是本港史上首次密教灌頂法會。 

法會後，黎乙真如法修行，凡有疑難，以書信請教僧正。翌年，權

田雷斧召令黎乙真東渡日本，為其傳授金胎兩部大法，並命其先行自

修。29 其後，黎乙真前往日本神戶，登豐山派本山根來寺隨僧正入壇，

再經多度修法與考核，正式傳予兩部灌頂，晉職為傳法院流第四十九代

                                                 
29 黎乙真往日本前，依法修持加行一百壇，持誦慈救真言十萬遍等。見《黎乙

真大阿闍梨赴告》，香港佛敎真言宗居士林編印，1937 年，線裝本，未註頁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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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法大阿闍黎，賜以匾額證明。30 之後，僧正更親解所披法衣，傳予黎

乙真大阿闍黎，囑其：「攜之返華，宏揚密教，圓滿我願。」31 

2. 創立東密道場 

1926 年春，黎乙真阿闍黎於禮頓道設壇，舉行第一屆胎藏界及金剛

界灌頂，共三百人參與，使本地信徒首度親沐密法加持。未幾，得商人

蔡功譜、胡禧堂施資，購入銅鑼灣大坑光明台，興建道場，定名「真言

宗居士林」，不單是本港首間唐密道場，也肩負華人地區重興密教的重

任。 

居士林建立後，歸依學法者凡千有餘人，不少是本港社會名流。另

外，黎上師編譯密宗書刊、儀軌共數十種，貢獻甚廣。1930 年，女眾修

士頗多，於是由夫人張圓明女士另組女居士林，得權田僧正許可，特賜

張圓明晉職阿闍黎，成為本港首位獲阿闍黎資格的女修士。 

3. 當代密教復興重鎮 

民初時，密教回傳漢地不久，因僧俗身份及顯教理差異引起紛爭，

嚴重打撃密法之弘播，東密道場只集中於廣東的廣州及潮汕地區，後因

中日戰事及新中國之宗教政策，東密無法傳播，只得以個人修持方式存

在。然而，在同一時期成立的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卻一直穩步發展，

許多國內信徒更來港加入為林友。即便在二戰時期，因居士林的法脈直

                                                 
30 權田雷斧僧正傳法與黎乙真時，另賜匾額曰：「傳法灌頂大阿闍黎受職之事：

厥兩部灌頂事業者，薩埵受職之儀式，遮那果德之勝田也。現成正覺之要道，

頓證菩提之法門，唯在此教者乎。於茲黎乙真阿闍黎窮□之市淵衣，開胎金

曼荼，是則頓超三衹，速滿行願者也。大正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文字引自

葉文意撰〈香港早期之佛教發展（清末至一九三七年）〉，載《法相學會集刊》

第三期，香港法相學會，1992 年，原書頁碼紊亂。 
31 《黎乙真大阿闍梨赴告》，香港佛敎真言宗居士林編印，1937 年，線裝本，

未註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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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承接於日本，得到日僧之衛護是以日治政府也未予太多阻礙，期間更

邀請大僧正來港開壇灌頂，勉力維持弘法活動，至今仍是傳承不歇。 

黎乙真大阿闍黎創立東密道場，建立以來除定時共修、開壇傳法之

外，亦編譯經典及相關儀軌，為剛回傳漢地的密法奠下根基。宗教以外，

亦應社會之需要，戰時開辦光明義學，招收貧苦失學兒童。至 1937 春，

黎上師患喉瘡毒。二月底預知時至，囑咐後事，至三月一日半夜示寂，

世壽六十七歲，奉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二)香港藏密宗師：劉銳之上師(1914-1997) 

劉銳之，名其鈍，廣東東莞人。少時隨真言宗居士林的黎乙真大阿

闍黎修習東密，頗具資歷。1953 年與李世華、高大添、謝卓如等人合組

金剛乘學會，本欲迎請噶珠派的貢噶上師來港領導，後因貢噶上師圓

寂，另請其弟子佛學家張澄基博士傳授「大手印法」，是戰後最早之灌

頂法會。 

1959 年，在張澄基博士引薦下，劉銳之前赴印度噶林邦謁拜寧瑪派

（紅教）敦珠法王請求傳法，獲賜多種甚深教法，並囑咐向漢人廣傳密

法。自此，金剛乘學會致力傳揚寧瑪巴法脈。32總括言之，劉銳之創立

金剛乘學會及其發展具有若干意義： 

1. 漢人首創密宗道場 

該會是首個由本地漢人創辦和公開弘揚藏密法的道場。從組織至管

理運作，皆由劉氏親身帶領，一方面規定弟子嚴守戒律，又明訂修學次

第，使之逐級遞進，直接培訓了傳承梯隊。 

2. 迎請法王訪港 

                                                 
32 參劉銳之〈回顧與前瞻——為金剛乘學會成立三十五週年而作〉。載《金剛乘

學會三十五週年特刊》，1988 年，頁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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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起，學會三度迎請敦珠法王來港，舉辦多種灌頂法會，並與

佛聯會代表會面。這是有史以來，首位訪港的藏密最高領袖，本港善信

得與法王結緣，實源自劉上師之關係。33 

3. 翻譯密續 

敦珠法王曾特別囑咐將所傳密續翻譯為漢文，供華人弟子直接以中

文修習，深入藏密堂奧。於是，劉上師親習藏文，譯出多種珍貴經文，

結集為三輯的《金剛乘全書》，分理論與法本兩大門類，既將甚深密法

流通，亦便利學人深造。 

4. 編撰書籍雜誌 

學會又自組金剛乘出版社，由劉上師主力編撰密宗書籍，先後出版

廿五本專著，其中一套四冊的《西藏密宗初階》，更是修學密法的入門

指導；學會又於 1979 年創辦首份以密宗為主題的《金剛乘季刊》雜誌。

該刊由劉氏擔任主編，內容包括：密教義理、修行指導、會務花絮、經

典譯文等，免費贈予善信。 

自金剛乘學會創立以來，劉銳之上師公開傳法授課，又編輯書刊，

使密法更為普及。因應港人習密者與日俱增，學會也先後遷址英皇道和

灣仔克街，擴充規模。自 1975 年起，劉上師更於臺北、臺中、臺南、

高雄及澳門設立分會，後來再於臺南市建立密宗山，展拓密宗基業，可

見其生平推揚寧瑪巴密法之努力與貢獻。 

（三）小結 

東、藏密法分別於二十世紀初傳播到漢地，但受顯密教理文化差異

及政治因素，兩套密法只在漢地短暫流傳，往後僅靠極少數之漢人上師

                                                 
33 《敦珠法王訪問香港紀念刊》，香港金剛乘學會，1978 年，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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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力維持。無獨有偶，黎乙真和劉銳之兩位上師均是本地人，並且以在

俗弟子身份，自資到海外求法，在不同時空承接密法並在香港設立弘法

道場，除登壇演化、傳法授徒外，也親自將外文經本儀軌翻譯成漢文，

除特定經咒必須按古制行儀外，修法儀式均以地道粵語進行，可知兩位

既是香港地道的密教傳承者，也是密教本土化的奠基者。 

此外，因兩位上師駐在香港，一位原為商人，一位從事文化教育，

其在俗生活的身份和經驗，比較於僧侶更能接受和契入密宗的教理修

持，沒有漢地僧侶之心理包袱。加上在英治的特殊環境，在二戰前既不

受國內顯密宗派紛爭所波及，於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後也不受政治運動

和宗教管制的影響，得以安寧且自由傳播發展，使密乘教法能在香港這

彈丸之地保存下來。如真言宗居士林是二戰以後六十年間，中港地區唯

一與日本真言宗宗派持續保持法脈聯繫，及僅有可公開弘法的東密道

場；至於劉銳之上師雖非本地唯一的寧瑪派漢人上師，但肯定是在港上

師當中持有最完整的寧瑪法系，及弘法事業最廣泛和有影響力的藏密傳

播者。 

五、結語 

本文所引介的七位香港佛教居士，涵蓋了都市佛教社團、文化事業

及密宗傳密等層面，他們的經歷與貢獻均為二十世紀香港佛教發展的奠

基人物。 
綜合言之，香港的佛教居士及其弘法事業，有數大特色。首先，基

於香港作為商業大埠，而居士們均有謀生的工作，弘法事業特別傾重於

配合都市人之生活節奏及市民之生活需要。是以佛教團體均設於港九鬧

市或租用洋廈單位，而且，在不須依附寺院或某僧侶來督導主持的情況

下，均能獨立運作。居士們主動發起領導，甚至全資支持興辦佛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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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完全迥異於只能在寺院及由僧侶主持佛事之傳統模式。 
又，該等由居士成立之佛法事業，究其根本除了出於他們強大的宗

教信念外，也與興事者的社會經驗和力量有直接關係。需知道港英政府

治下並無宗教法規，對儒、釋、道及民間信仰僅視為華人傳統風俗習慣

而已，只要不涉及政治、衛生、治安及金錢糾紛，港府均隨其自由發展，

卻不以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宗教看齊。是以，華人要創

辦社會事業或舉辦公眾活動（不論是否涉及宗教），首先要由港府信任

的華人紳士領銜擔保，以增強政府部門對華人承辦該等涉及公眾事務的

信心。明顯，佛教僧尼長老的宗教身份由道場或師尊發出，並無普世公

認的考證準則，自不屬於「可取信」的考慮之列，反之居士們的政治或

商業背景及其專業資格、社會地位和名譽，成為政府是否准許興辦佛教

事業的關鍵因素，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此中關係，是研究香港佛教發展

不得忽視之環節。 
再者，因居士們在社會工作的經驗，他們對法規及時代脈搏較方外

人士靈敏，在興辦事業過程中尤為關注能否合乎政府相關法規，以及該

佛法事業能否回應社會現實需要。是以由他們創立的團體道場，由成立

當初已委託律師按法規申領牌照，藉著《章程》訂明管理架構及發展方

向。這較之於山林郊野地區依傳統模式建設之精舍，只按叢林規章及僧

尼日常習慣行事，明顯前者較有系統，即便戰前戰後，皆能作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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