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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慈航：戰亂期間香港道堂善業1931-

1945」研究及出版計劃 3.2019-11.2021

本研究計劃旨在探討香港於1921-1944年期間成立
的四所道堂（黃大仙祠、香港紅卍字會、龍慶堂及
雲泉仙舘）的慈善公益服務，分析1930年代至1940

年代戰火歲月，有關善業好比苦海慈舟，在香港歷
史有其重要性。道侶留守孤山既守護道場，與苦難
民眾共度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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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事有因緣

2021 年 10月18日往電
台受訪。嗇色園百周年
會客室——訪問游子安
教授，講「香港黃大仙
信俗」 的傳承， 特別
提及嗇色園道侶留守孤
山守護道場，承前啓後
的重要。



 主編《香江顯迹——嗇色園
歷史與黄大仙信仰》香港：
嗇色園，2006。

1975-1981 年可風中學就讀



嗇色園宗旨：普濟勸善

我唸的中學，辦學團體是嗇
色園，以“普濟勸善”為校
訓，安老幼、贈醫藥以普濟，
印善書辦學校以勸善。想不
到十多年後，以勸善書為題，
完成博士論文。

我的第一部書《勸化金箴》
寫“勸善書”，《善與人同》
則寫慈善活動，與“普濟”
有關，世事果真是各有因緣。



主編《弘道展慈：香港道院及紅卍
字會八十周年紀慶》， 2011年。
今值九十周年紀慶（十月初一）



在台、星、馬，
皆往紅卍字會參訪



一、緣起事有因緣---從東京紅卍字會總

主會參訪及一紙名片說起 新宿區上落合



誠正和平



「戰爭下的城市」
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8年12月

從抗戰到日佔時期（
1931-1945）香港道堂
的慈善救濟

東普陀寺、嗇色園等寺
廟侶眾留守孤山以守護
道場；香港紅卍字會與
雲泉仙館的救濟



「回顧與前瞻：中國慈善史研究的理論及實
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湖南師範大學慈善
公益研究院主辦
2019年10月

二十世纪上葉香港
道教的慈善事業

嗇色園黃大仙祠
、省躬草堂 香港
紅卍字會



道經與社會公益

 《道德經》「上善若水」（潤萬物而不爭
）有利於人格修養的培育；

 《度人經》中的名句「齊同慈愛」、「仙
道貴生，無量度人」之教義，包涵著深刻
處世原則：悲憫和度人；

 道教戒律與《感應篇》慈心於物，要求人
們以感恩之心對待天地自然，慈愛一切生
命，有助維護自然界的生態平衡。

 上述種種尊道貴德、行善積德、濟世利人
、齊同慈愛的道教思想、內修外積；可見
道教提倡社會救濟和公益事業。



一、研究方法

《香江顯迹——嗇色園歷史與黄大仙信仰》 、 《弘道展
慈——香江道慈八十載》 二書整理宗教慈善團體歷史，
《烽火慈航》 著墨人物，訪問相關人物或其後人 。

人物：屏山慈幼院負責人蔡寶田；及受助於慈幼院的歐
陽學詒先生；

淪陷時留守嗇色園的道長：任司理的錢遂初及任值理的
梁鈞轉；

香港雲泉分舘創立者吳禮和道長、陳鑑坡道長



方法：訪問

陳鑑坡道長：保良局總理，雲泉
仙舘創辦人之一；香港紅卍字會
歐陽學詒先生是其女婿（
24.6.2019訪問）

歐陽學詒，1931年出生，廣東順
德人，1938年在深圳，一家入住
卍字會開設難民收容所，多年後
仍感恩於卍字會的救助。

 陳氏 6 妻妾，歐陽太太是第五任妻子之女



筆者近二十年與樵港澳
三地雲泉道侶訪談，有
一疑團久未解開：西樵
、澳門雲泉都有《善與
人同錄》等乩文存世、
姓名可考之乩手、或乩
降楹聯等，唯獨香港雲
泉缺乏扶乩紀錄，舘長
也話不提「乩」。



疑團解開

 道堂現有一百多所，大多在1920前後或1950年代成立，抗
戰至香港淪陷時期建立者鳳毛麟角。筆者多年來疑問是：香
港雲泉仙舘為何創於淪陷如斯艱難時期？

長期找不到乩文一類原始資料說清楚，直至2019年
11月因個人進行「烽火慈航」研究計劃，聚焦訪問
1940年代雲泉歷史，吳舘長慷慨地從保險箱取出
1944-1945年雲泉文牘與乩文，讓人豁然開悟 ，並
能解開疑團：早在1938年香港雲泉道侶已設壇奉呂
祖師，並遵乩訓先設壇、再創舘。因戰火南移的香
港雲泉仙舘



1946年「雲泉分館」已有第九届職員

香港雲泉分舘創立者
吳禮和道長







曾任嗇色園董事梁福澤道長

嗇色園創辦人梁仁庵孫，四代人於嗇色園
入道。憶述父親梁鈞轉（18歲仁西樵普慶
壇入道），雖家境貧寒，但仍力繼父志，
服務嗇色園。特別在戰時奉命留守，為方
便工作，更搬入嗇色園居住，夙夜匪懈。

1939至1942年任嗇色園值理（戰後仍盡
力協助園務，任總務、司藥至1954年），

日軍為開闢機場，幾度進園騷擾，
均為仙師威靈所阻，其父均是親歷
者。為打擊園內人守土之心，日軍
亦曾數度威脅，要處死梁鈞轉，鈞
轉不為所動。梁福澤道長親臨珠海學院受訪



馮昌玄道長講龍慶堂

譚慧光長老講香港紅卍字會



報刊等為主要資料

1923年法會廣告，《華字
日報》，1925 年（乙丑）
吕祖乩書「赤松黃仙祠」，
始不用原名「赤松仙舘」
之號



1923年嗇色園首建萬緣法會，特以竹及茅草在殿旁築三層高的棚架作法會之用。相片首見，
photos posted by Alistair Gow in Facebook，現較清晰照片，由嗇色園「文物徵集計劃」提供
，與《華字日報》 1923年法會廣告相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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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動盪不安的年代

 1920至1930年代中期，迎來了戰前香港工業發展的第一
個發展期，華資工業在輕工業方面佔主導地位。然而，
香港在1920 年代發生三次罷工：1920 年4 月1 日至19 

日的機器工人罷工、1922 年1 月12 日海員大罷工，及
自1925年6月到1926年10月之省港大罷工。

1929年10月美國華爾街股市暴瀉，
1930年代初爆發經濟大蕭條，1933年
香港工業出口受大蕭條打擊。



1930年代

在1930年代，特別肆虐於1938至1939年，天花曾在本
港造成逾2千人死亡，約3千人受感染。丁未年（2017

）香港道教聯合會啓建羅天大醮，筆者印象深刻者，醮
場內賑濟歷年災劫孤魂，1938年分別是香港肺癆、香
港天花之罹難亡靈。

及後日本於1938與1939年佔領廣州及深圳，香港
航運及轉口貿易衰退。1930年前後世界經濟衰退
；中國更受內憂外患，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
八事變」，佔領東三省。



戰火蔓延

據1940年香港道德會會長區廉泉撰寫的《香港道德會碑記
》碑記所示，道堂之所以冠道德會名，是因為有感於當時「
人心不古，世道日非，權利競爭，無時或已，奢侈詐偽，靡
所底止，戾氣所鍾，釀成巨禍，道義淪亡，無庸為諱」。

 1920年代中國內地局勢動盪， 1925至1926年間發生省港大
罷工，社會不安。1926年香港道德學會印《息戰》一書，
《息戰》是萬國道德會創會人之一、被康有為譽為「神童」
的江希張在九歲時所寫，初版於1916年。福慶堂稱譽此書
為「救末劫之神針」 。



艾香德牧師 （Dr. Karl Ludvig Reichelt 1877-1952）往粉嶺參訪
1925年建成之軒轅祖祠

1920至1930年代，曾
有主張五教合一之思
潮，道院、德教等宗
教結社在斯時建立，
香港壇堂亦留下此思
潮印記：隱廬五教同
源社。



 道風山之建築於 1931年7月奠基三個多月後，辛未十月初九日（
1931，公曆11月18日，即紅卍字會剛成立十日）艾香德牧師參訪
院會（當時租鐡崗之亞畢諾道9號3樓為暫時會址），濟佛自浙江天
台降壇，據1931年印《香港道院壇訓錄》記述： 瑙威牧師弟
子艾香德、丹麥弟子韓慕德叩幕，祈 訓示。……

 老衲 （濟佛---引者）奉命來者，正為艾子等而來，艾子等能為吾
道出一膀力乎？奉命擬派艾子用原名為香港港會名譽會長，兼港院
慈監；韓子以原名派為名譽副會長；徐子以原名派為港會副會長。
深知艾子等，以五教同源之參考，且與老衲尤具深緣，必能勉如所
請也。……

 兩人蒙於書壇内賜書「佛」、「無量功德」、「道孕萬靈」



1930年代人物：跨多個善團

 杜四端（1859—1940），福建廈門人

為端記洋行東主，旅港福建商會創立者
，較為人熟悉任東華、保良總理，保良
局總理1917-18年，杜四端热心公益

 杜氏信仰較少人了解

香港道德會福慶堂創立時任副會長福慶
堂董事多致力公益事業，如東華三院

 香港紅卍字會開幕纂文中，賜杜四端
道名正本，派為名譽統掌和名譽會長



【杜四端】
香港道德會

500元捐款碑記（左）



1930年代人物：跨多個善團/宗教團体體

 游覺民（1869-1940），廣東新會縣人，「諱宏鐸，字覺民，道號
精慧……早歲隨其先君習商香島，營南北行五金業務，然性恬靜有
瀟洒脫俗氣，不為利祿家計纏擾，……年五十六，頓悟性之本空，
即創建隱廬五教同源社。……」

 1930 年創建隱廬

 游氏與闡揚五教同源之道院也有交往。香港院會於1931年成立，經
香港道德會杜四端介紹下，道院同修認識了游覺民。游覺民賜道名
覺明，派為港院宣道長。

 據《丁卯年道德會同人總錄簿》載，游覺民於1926年香港道德會進
道，道號「學悟」。游氏創辦陋室伊始，扶鸞研經，亦倡五教同皈
。



青島紅卍字會呂祖乩示院會

「溝通五教」



青島道院



 青島紅卍字會的舊址。建於1934年—1937年，曾開
設過慈善醫院和學校。

 該會主張耶穌、儒、釋、道、回教五教合一，故其
建築也有這五種宗教的特色，是風格獨特的建築群
。黃瓦紅牆之間有三進院落，分別為羅馬式建築、
中國傳統風格建築和阿拉伯式建築。



 香港本是華南海隅一角，人口不多
。但到了1930年代初期，因內地時
局不穩，不少人逐漸遷港，人口增
至80多萬。不過，當時港英政府只
視本地為大英帝國進入中國內地的
跳板，並無建立社會福利事業體系
的打算。其策略是利用華人自辦的
慈善社團，如東華醫院、保良局等
主要承擔起在港華人救助之責，港
府除在行政方面加以督導和管理外
，基本坐享其成。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到1945 年 8 月 30 日，日本在香港統
治結束，此三年零八個月」苦難歲月，歷史上稱為「日佔時期」，
或「日治時期」。

 淪陷期間，貿易停頓，貨幣貶值，糧運不繼，政府服務和公用事業
都受到嚴重影響，許多港人逃回家鄉，或避居中立的葡屬澳門，澳
門政府也盡量收容。日治末期，為解決糧荒，日人驅逐大批居民離
境。自1931-1945年，香港道堂的慈善救濟不僅沒有中斷，作用更
日益顯著。

香港紅卍字會救濟難民；奉吕祖的雲泉仙館及先天道派龍
慶堂施粥賑饑；嗇色園黄仙祠施藥和啟建法會以安陰利陽
。



慈善與救濟

中國內地紅卍字會所作的慈務，大別之可分為“永久性”
與“臨時性”兩類，

永久性者如醫院、診所、傷殘院、恤養院、學校、孤兒院
、養老院、技能訓練所等，乃永久安養培育慈善設置；

臨時性如風災、水災、地震、兵災及冬令救濟等，屬臨時
急難救助。



道院紅卍字會是起源於中國山東省的國際性宗教慈善
團體，1916年道院發軔於山東濱縣。正如《世界紅卍
字會宣言》慨言1922年院會成立伊始：「此數十年來
之種種工作，大都無日不在救濟災患之過程中。」

 （《道慈問答、院會組織概要》、香港：香港紅卍字會，195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1942年2月14日），新加坡淪陷，世界紅卍字
會曾組成八支救濟隊，施醫贈藥，救濟災民傷患，信道行慈，發揮高
度的獻身精神。 （《世界紅卍字會新加坡總主會五十周年金禧紀念特
刊》，頁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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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堂善業：嗇色園黃大仙祠

香港淪陷時（1941-1945三年零八個月）

除了東華三院、 保良局，
嗇色園、香港紅卍字會等
是少數能維持善業的團體



竹園建祠 本土史學者、旅行家黃佩佳記錄

記述1920年代竹園村風
貌：「遠隔塵囂，別饒幽
趣，……路經沙埔蒲崗，
左右菜畦，一屏列岫，山
靄迎人欲笑，風光如醉然
。既抵村前，必見一牌門
，題曰嗇色園者，聳立來
往沙田之路心」。
黃佩佳著，沈思編校：《新界風土
名勝大觀》，香港：商務印書館，
2016年，頁189-195。此著撰於
1935年三月至1936年四月。

1930年代，黃佩佳記述
：「嗇色園黃仙祠在九
龍城金鳳山之陽，為研
道愛靜之港商輩所建者
，若輩因其暇日，參禮
於此，誦經習静，間或
扶乩。……」獅子山，高

495米，在九龍城之北。別名甚
多：虎頭山、金鳳山、駱駝山等
。（嘉慶《新安縣志》卷4〈山
水略‧虎頭山〉）

 黃佩佳著，沈思編校：《新界
風土名勝大觀》，頁79。



黃昭倫義學學生楊官勝撰《嗇色園遊記》
（刊於1939年出版之《九龍樂善堂特刊》），
記述了此期間嗇色園的狀況：

九龍城之東北隅，有嗇色園焉。園址建於一
高崗上，枕山面海，傍山溪、倚流水，風景幽
美，為九龍名勝。四週植修竹，樹林木，復蒔
花草、藉資點綴，園林之勝，誠足稱也。園內
建屋數椽，適為寺觀形式。中供黃大仙像，前
列拜桌，香案等具，几潔案，別饒風緻，進香
者膜拜其間，日不乏人云。余等耳聞其勝久矣，
今以暑暇，途得勝飽其飫，故記之以誌弗忘云
爾。



1921年正月十五日韋仁舟的乩文，初創伊始，嗇色園確立一系列切合香港提

倡傳統文化的社會需要，並能弘揚黃大仙信仰的願景，即："申明三教合
一的宗旨....要先建祠宇，隨後開辦各種善舉，方能昭人信仰"。這
是一個相當符合移民社會現實的決定，因為"道儒釋三教明宗，華
夷異均能在此修同一族"展示信心、決心，非單以九龍城區為弘道
闡教的目的。方能成大同世界



通過萬善緣勝會
以厚集善款賑濟
受災者，度死救生

 一直以來，嗇色園的善業，
都會想起其施醫贈藥，其實
，在香港創壇之初，其普濟
係超幽及祈福法會。

 1921年嗇色園創立，酬答天
恩，並附薦先靈，一連三屆

嗇色園現存其一早期相片，也是
攝於萬善緣勝會(1925年第三屆)



年 份 法會名稱 日數 備 註

1921年（辛酉七月）建醮開光及奠土

超幽

5日 八月正式成立嗇色園

1922年（王戌七月）超幽法會 不詳 超度當年風災亡靈

1923 年（乙丑四月，

佛誕）

首建萬善緣法會

以 安陰利陽

21日 一連三屆，費用由弟子承擔，

收入撥作壇費開支

1924 年（甲子七月）第二屆萬善緣勝

會

21日 首創贈醫施藥局於西貢道

1925 年（乙丑四月）第三屆萬善緣勝

會

21日 嗇色園現存常見較早一張相片，

是攝於1925年第三屆萬善緣勝

會舉行期間。

1926年

(佛誕)

首建天壇大醮 7日 海員大罷工，經濟受影響，

嗇色園財政拮据

1928-1930 首次啟建建盂蘭

法會以超幽

17日 一連三屆

1930年代 1930此十年可稱為園內殿宇建

設期，新建盂香亭、玉液池等

1932年 舉行水幽 超拔歷年華洋輪船遭劫之幽魂，

以以安行旅。

嗇色園董事會編纂《嗇色園五
十年來概錄》，刊於《嗇色園
金禧紀慶赤松黃大仙祠重建奠
基典禮特刊》（1971年），頁
35。

1920年代至1930年代
初嗇色園啟建法會簡表



1922年（王戌七月）
超幽法會超度當年風災亡靈

 1922年颱風。8月2日至3日晨強颱風正面登陸汕頭。最大風
力12級以上，數百個鄉村被夷為平地。僅汕頭就死亡6萬餘
人。災後連疫症共死20萬，顯見災情嚴重，香港亦然。

當年的九龍城區，聚居了不少潮籍人士，此舉措相信在當
時是起到撫慰受災存者家屬的作用的。這可能也是後來可
以辦萬善緣的原因。因要有過萬善信簽名，上奏天庭，21

日早晚連宵朝拜、供天、讚星、超幽、謝恩，不能缺。
1922年建醮法會收入全部捐作壇費，大殿重建與園內建設
，皆受惠於此。



萬緣會功能

（1）安撫幽魂，陰陽兩利

（社會： 跨地域方言群 ）

（2） 強調孝道（儒家： 敬祖）

（3） 有效集資方式（慈善）
 「萬人緣」又稱「萬善緣」 、 「萬緣會」 、 「萬善緣勝
會」、「萬人善緣法會」，意即齊集多人，協力同心，廣
結善緣，通過法會以成就一功德目標。

 籌款興辦善舉，如1937年鐘聲慈善社，舉辦萬善緣勝會，
由國內名山禮聘僧道



啟建萬善緣勝會，也常稱「打萬人緣」

 1920年代廣州方便醫院，香港東華三院於1930

年代啟建萬人緣，成為後來華南以至東南亞地
區的藍本，越南華人萬緣勝會的藍本，亦主要
取材於廣州方便醫院開創的萬緣會傳統。

據蒲劍的報導，廣東民間社會辦「萬人緣，始
自光緒廿一年乙未年（1895--引者），因甲午
年瘟疫流行，死亡相繼，……乃於乙未年七月
盂蘭盆會，倡打萬人緣。……」

 ＜導人迷信之萬人緣攷＞，《越華報》1931年8月16日



1933年12月，由澳門
鏡湖醫院啟建「追悼
救國陣亡將士並設萬
緣附薦壇大會」在義
莊設壇誦經，邀請鼎
湖山慶雲寺、羅浮山
沖虛觀僧道來院普渡
亡魂。

戰亂普渡亡魂



賓霞洞於1935年由洪學庸創辦，現仍懸1939年「法雨宏施」鏡匾，
為「香港九龍超度中華殉難軍民萬人緣大會」所贈



紀念陣亡將士

 1939年9月，香港華商總
會聯同本地多個民間組織，
在七姊妹道名園舉行追悼
中華殉難軍民法會，由道
尼禮懺七畫夜，超度死於
日軍之手的同胞。是次法
會「實物」，現仍可見於
牛池灣賓霞洞。



普濟勸善

嗇色園普宜壇「普濟勸善」之宗旨源自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
）十月初六夕乩文：

 普救群生理本然，濟人危急是神仙，

壇開亦為行方便，臺畔諸生志貴堅。

「普濟」的具體落實，就是贈醫施藥。

1915年奉仙師聖像南下香江設壇闡教的黃大仙嗇色園，向以普
濟勸善為宗旨。開壇翌年，即在灣仔設藥局以施乩方及贈藥，
及至遷壇九龍，1924年在西貢街再開設藥局，1936年遷長安街

，及至淪陷時期，再將藥局遷回園內，堅持施醫贈藥，
從未中斷，以惠黎民。



為何藥局沒遷出園外社服大樓？



漫天烽火化紅蓮

在開戰前夕的大仙寶誕，仙師在賀誕後的下壇詩中寫道：

矇矓月色掛碧天，園外四方起狼煙，

但得盂香石一現，漫天烽火化紅蓮。

將漫天烽火化成紅蓮者，難道說的就是港人這種信仰？



 從舊照片所見，第一洞天大門外，
1941年，由羅叔重題書的一副對聯，
教人深思：

放目長空 可證娑婆原是幻

回頭覺岸 方知宇宙亦非真

遭逢巨劫，這種諸法皆空的思想，
顯然正合受難眾生心中的願景。
 羅叔重（1898-1969），書法家、篆刻家，上世紀三

十年代起常來往香港、澳門，活躍港、澳兩地書畫
界。羅叔重題書第一洞天門聯照片，1965年攝，見
游子安主編《香江顯跡——嗇色園歷史與黃大仙信
仰》，香港：嗇色園，2006，頁75。



日軍攻港 嗇色園續施普濟
不但繼續贈醫施藥，根據疫情，在街上派藥丹

(1938年，深水步、旺角、九龍城疫盛)

1941年七月啟建十四晝連宵的「萬善緣法會」，超薦歷年戰亂水
火死難及陣亡三軍，並附薦各先靈。影響甚大。

 1941.12.8日軍狂炸機場及港九各地，民眾扶老攜幼，蜂湧園內避
禍。嗇色園道侶和工作人員，盡力協助逃避戰火的難民，每日供
應茶水。轟炸後，竹園村無損，但附近多條村嚴重受創，人們都
傳頌說是得到大仙的護祐。

 九龍城的藥局無法運作，改為園內施醫，到九龍城仁生堂領藥，
每日15單為限，後增至50劑。 1943年，在大殿側復開藥局，恢復
施藥。在這幾年間，施藥而無贈醫，開方全賴藥簽，達到了以善
業帶動信仰之效。



1942年，四、五月間，日軍入
園遊覽，行經鸞台，欲除取
「飛鸞臺」三字橫額，梁鈞轉
道長婉拒，日軍強自登上取之，
方動手，竟失足跌下，只得向
仙師鞠躬罷手而去。



捨身衛道 留守孤山
淪陷時留守嗇色園的道長：任司理的錢遂初

 部份道侶留守園內，以確保園產不被日軍所佔，並作為居民的代

表，與日軍周旋。

 從現任嗇色園監院李耀輝訪問得知：他的姨丈公錢遂初（ -

1952），在香港淪陷時任嗇色園司理，負責相關決策及行政事

務。錢遂初，1925年嗇色園入道，道號差覺，早在1929年第二

次啟建建盂蘭法會，巳成主任，投得正荐。歷任嗇色園值理、副

司理、司理、副主持等，其中自1934年任司理，長達十八年。



重修麟閣前涼亭

《普宜壇同門錄》 （錢遂初）他本業是生意
人，主持昌興洋行，曾任名錶Movado（摩凡
陀，瑞士著名鐘錶品牌，1881年創建）的總代
理。1941年辛巳四月，因麟閣前涼亭日久失修
，錢氏發起重修，蒙仙師賜名「孔道門」，並
命錢氏題寫門名匾額，以勵後人。再由其精於
書法的女兒撰寫門旁對聯：「一貫為宗順悟玄
微參妙諦，五行齊教謹參太極守清靈。」





1941年辛巳四月，新建孔道門



新建孔道門，捐貲
者，何華生道長六
百元、錢遂初道長
四百元、唐福駢等
六位道長各捐一百
元……。











前排圖左四是錢遂初，右三是梁
鈞轉，皆守園歷劫的道侶



1945年農曆八月二十三日，
是香港重光後第一個仙師寶
誕，也是附近鄉民對仙師在
戰時的庇佑表明感恩之機，
於是他們弄獅舞龍，敲鑼打
鼓，來園酬答神恩，為戰後
的荒涼平添了一番熱鬧。隨
著各道侶陸續回園，嗇色園
的道務也日漸恢復，是年十
月，仙師乩命啟建錫福消災
法會，酬答天恩，並超薦淪
陷各姓道侶先靈，早登極樂。

1946 劫後重生



即使在如此艱難困頓的歲月裡，入道
嗇色園者亦不乏人，據《普宜壇同門
錄》載錄統計，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

個月期間大約有17位弟子入道。

其中兩位於1944年入道的梁本澤道長
、湯仰魁道長，介紹人之一是司理錢
遂初，湯道長登記住址「鹿島通」，
日治期間「太子道」的更名。



《魏仙師寶懺》與《齊天大聖寶
懺》二書，降筆於1943年，亦讓
人深思。兩部寶懺1943年由馮講
菴（新覺）手書，乙亥年1995重
刊由潘可賢寫跋。

衛仲虞於1943年任嗇色園協理，
馮講菴於1940年代任嗇色園經懺
，兩部寶懺是否由衛仲虞侍鸞，
有待考證。此例最有意思的是，
說明香港淪陷期間的動盪歲月，
鸞訓沒有中斷。

魏徵曾奉祀在花埭普濟壇殿內，齊天大聖曾
供奉於稔岡普慶壇，今仍供奉於香港普宜壇
黃仙祠大殿



戰後道務的恢復

香港淪陷期間（1942-1945），嗇色園職工留下者亦不及半
數，道侶方面也開始星散，普宜壇一些道長，毅然決定留
守，以身衛道，保護嗇色園，信眾每日到園求方求藥，為
香港黃大仙信仰的存續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為擴建
啟德機場，九龍城砦與宋皇台一帶建築物大量被拆毀，而
嗇色園乃至附近鄉村卻依舊完好，與此不無關係。

 1948年至五十年代中。嗇色園礙於「廟宇法例」，關上園
門，壇務一時難開展。雖是如此，黃大仙信仰與港人的親
切關係已在共渡時艱中形成。



日治期間元清閣之創立

 香港道堂、乩壇現有一百多所，較集中在1920前後或1950年代兩
個時期成立，抗戰至香港淪陷時期建立者鳳毛麟角，雲泉仙舘與元
清閣是其中二所。

據＜黃大仙元清閣簡略＞一文載，日佔期間，港人苦不堪言，時居住
在九龍城一帶的潮籍人士，為求平安，時有往嗇色園黃大仙祠求庇的
信仰習俗。惟因嗇色園地近啟德機場，屬軍事要地，故日軍哨站林立
，潮籍人士在參拜途中往往受到日軍欺侮。因此，數名黃大仙弟子：
周亮星、周秩秋、周振德，黄伯雄等（其中黃伯雄、黃志強、周亮星
皆從事米業），訪問得知，周亮星，1915年出生，原籍潮陽峽山東宅鄉人，
1930年離鄉，來港謀生，十餘年後，經營糧食及柴炭業周亮星在九龍城元利隆米
鋪，1930年代後期安置內地逃避戰火同鄉到九龍城店鋪打工。



為何元清閣於淪陷時創立並可施粥賑饑？這可從大仙弟子多米商
說起。元清閣創辦者多潮陽人，經營米業。現香港泰國米的流行
，要上溯至十九世紀。當年泰國有許多潮州移民，而香港早年南
北行多由潮州人主理，於是「以親引親，以鄉引鄉」，搭通門路
。香港儲米由商人負責，港府對食米是有管制，管制食米的歷史
可追溯至1919年。

日佔後期，隨着局勢的緊張，糧食不繼，餓殍遍野。經
營白米生意的閣長黃伯雄，本元清閣「誠教信義 清靜明
肅」的規條和道教善濟精神，率門生等在九龍城一帶施
粥施飯，造福一方。



 1942年4月15日（農曆壬午年
三月初一）一些潮籍黃大仙善
信專程從九龍城往竹園嗇色園
黃大仙祠請祖師香火，七日後
(農曆三月初八) 創壇扶乩，道
壇初名為「駐憩亭」。及後承
玉帝天旨擢升正式立閣，勅賜
「黃大仙元清閣」。駐憇亭，
「以備本師乘興遊覽焉。……

」意即作為大仙外遊時休息的
地方。



1942年8月20日 (農曆七月初九)，壇
遷九龍聯合道38號三樓，9月15日承
玉帝天旨擢升，敕賜，勅賜「黃大
仙元清閣」，＜天旨＞載：「駐憇
亭诸子，善念可嘉，仁風足式。
……今敕賜駐憇亭為元清閣供奉赤
松仙子」。11月17日（農曆十月十
日）元清閣正式立閣。升格為「黃
大仙元清閣」，並定於十月初十日
為元清閣的成立紀念日



講座大綱

一、 緣起、方法簡述

二、動盪不安的年代： 1930-1940

年代的香港社會

三、道堂善業：嗇色園

四、道堂善業：蔡寶田與香港紅卍字會

附論：行善的動力

五、 結語



四、道堂善業：香港紅卍字會
道院紅卍字會：起源於山東省的宗教慈善團體

 1916年道院發軔於山東濱縣，1921年創設於濟南。民國初期
興起的宗教結社，回應清末以來的災劫變局等社會問題，較著
者如同善社、悟善社、萬國道德會、道院紅卍字會，近年學術
界稱為「救世團體」（Redemptive Societies）。

 這類團體於1911至1949年間蓬勃發展，共同特點包括：綜合多個宗教傳
統、以扶鸞救劫為己任、將宗教與慈善活動緊密結合。酒井忠夫指出，
宗教團體的核心分子「採納救世的積極立場」，及「以諸宗教的聯合大
同為依據」。

 詳參David A. Palmer , “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 and Salvationist Religion: Historical 

Phenomenon or Sociological Category？”,《民俗曲藝》第172期，2011，頁21-72. 中譯見宗樹
人＜民國救世團體與中國救度宗教：歷史現象還是社會學類別？＞ ，文載金澤、陳進國主編 《
宗教人類學》第三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3-28。



 世界紅卍字會是一個以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為宗
旨的慈善團體。道院主內以修道，以靜坐及扶乩為特
點；紅卍字會則主外以行慈，推展外慈的救濟活動，
是適應新時代具有濃厚慈善救濟性質的宗教結社。

 道院擴化之基本趨勢，由山東至全國，南及於港、星
、馬、台。1937年前，全國各地雖然有440多個院會
，但大多在華北，少數在華中，華南地區只有福州、
廈門等地方成立， 如鼓浪嶼道院



倡議五教合一

 崇拜至聖先天老祖及五教教主
，認為“五教教主，皆老祖氣
胞之化身，而各盡其明道之職
責者也。故其說法，雖有因時
、因地、因人、因事之不同，
而其明道為覺世救人本旨則一
，故基曰博愛，回曰清真，儒
曰時中，釋曰慈悲，道曰清淨
，合此五者，而道之全體大用
以備”（《道院紀要》）



發揚五教（宗教大同） 永弭戰禍

 1948年，南洋主會道慈統監羅承德述及道院化弭災劫
及追求和平的職志：

 道院之創設，原係應運而生。蓋一方面鑒於第一次歐
戰之慘烈，實誤於物競天擇之學說，忘卻吾先哲所謂並
育不害、並行不悖人類互助之共正原理。……道院同人
乘時而起，號招同志共同研究，以冀發揚五教真旨，永
弭戰禍，而息教爭一時。

 羅承德＜道務概況＞，載《世界紅卍字會星洲分會成立十二周年紀念冊》
，1948，頁39。



寫道：“世界二字，揭示普及
全球，……紅卍字云者，紅色
如取赤子之心，且具有光華燦
爛之景象也；

卍字則取其四圍上下，無不普遍
，無不圓通，運動不滯，周流不
息，所以形成天下之鵠的也；

會為集合共同意志，經營共同
事業之對外公開之一種表示，
此為命名之所由來。”

《世界紅卍字會宣言》



濟南道院

（母院）



香港道院、香港紅卍會於1931年
辛未十月初一日同時成立

現址：銅鑼灣
皇龍道

1931年在香港建立紅卍字會，日軍南侵
廣州，香港成為一時的避難所，香港紅
卍字會先後在元朗、深圳等地設立收容
所安頓難民，展開救濟難民的工作，受
社會肯定。1938年，得港府准許以「香
港紅卍字會」註冊成立。



1940年4月23日香港紅卍字會新大樓落成開幕，開幕禮，港督
羅富國爵士夫人親臨主持啟門禮，到場嘉賓包括杜月笙、顏成坤
、許地山等官紳士女數百人



新大樓落成關鍵人物：
蔡寶田

東京紅卍字會保存
1940年香港紅卍字會
大樓落成照片



蔡寶田（1872-1944）與
香港紅卍字會

香港淪陷，紅卍字會會長李
思浩因屬上海名紳，被日軍
拘禁，並被逼返滬，唐天如
（浩瀚）、陳樹階主持港會
會務，淪陷時紅卍字會靠陳
樹階與副會長蔡寶田支持，
仍維持贈药派米。 負責屏
山慈幼院工作的元朗鄉紳蔡
寶田（1872-1944）。

天清草堂譚慧光
（1933-）長老，
2013年8月23日
訪問說：如没有
蔡寶田，香港紅
卍字會大樓建不
成



負責屏山慈幼院工作的元朗鄉紳蔡寶田，對院會大樓建設
及淪陷時期紅卍字會贈藥派米善業延續起了關鍵作用

據《香港大公報》載：當時名譽會長
是王正廷、艾香德，會長李思浩、副
會長蔡寶田（時募款相當困難，募集

所得竟不足三萬之數。 1938年12

月5日，元朗鄉紳、港府委任新
界諮議員、建築專家蔡寶田入修
，賜道名通一，派為港院固基統
掌兼副會長）蔡寶田任香港紅卍
字會副會長，見《弘道展慈——香江道慈

八十載》，香港紅卍字會，2011年，頁26-27。

 1930年代經濟不景，籌
募困難（華人領袖雲集
之東華三院，其時亦曾
多次出現無人願意接任
總理之困局），此時元
朗鄉紳蔡寶田加入了紅
卍字會，並「聲明負責
新廈建築，所有費用待
完工之日，再行結算」
，大樓於焉興建，並在
民國廿九年啟用。



蔡寶田(1872-1944) 寶安人

榮益建造公司老闆

博愛醫院（1919年創辦）創辦
人之一，曾參與新界鄉議局之
成立（新界鄉議局成立於一
1926年，前身為新界農工商業
研究總會），擔任博愛醫院值
理、主席 (1931-32) 和保良局
總理 (1934-35)。

1930-32 關帝廳瓷相



2018年近貌



 以當時蔡寶田的家底，曾招致劫匪上
門。1935年8月1日，6名黑色衫褲匪徒
潛入娛苑，由於屋內只有侍婢和小孩
，劫匪輕易劫走大約2千多元的財物手
飾，當時報章《天光報》等報亦有報
導此事。

蔡寶田於1944年逝世，在他兩位
兒子去世後，已甚少有後人到訪
。大宅亦於1991年出售。

電視劇《京華春夢》曾在此取景



《建基百載：香港建造商會一百周年》，香港建造商會有限公司
出版，2020

 對蔡寶田簡介如下：

榮益創辦人蔡寶田是香港著名鄉紳
和慈善家……做過建築工人建築，
其後成立榮益。在建築業界打出名
堂，1920年聯同17名同業，當中
不少是新界原居民，創立香港建造
商會。日治時期，被委派作元朗區
領袖代表，於1944年去世，戰後榮
益不再活躍於業界。
 《建基百載：香港建造商會一百周年》，香港建造商會有

限公司出版，2020。



屏山慈幼院

 屏山慈幼院1940年1月間成立，以屏山達德公所為院址，為紅卍字
會從深圳救濟遷港的難童提供教育和住宿，負責人為蔡寶田，教職
員有六、七人。

《概況》記述：「男女院生連由叉坑收容所移送者共達六
十三名，衣服、書籍、饍食及教育各費，均由本會籌供。
教育方面，除授以普通學課外，兼習農園、樹藝及輕便手
工業，庶學成後可以自謀生活。」這所慈幼院一直辦到香
港淪陷之後，1942年春間才因情勢變遷（軍政府疏散香港
人口，驅趕南下避難的難民）而結束。所有無依院生，均
由院會介紹工作以維持生活。



歐陽學詒（1931年出生）

在慈幼院生活了三年
屏山慈幼院的歷史，還可通過訪問得知其詳
。歐陽學詒（1931年出生），在慈幼院生活

了三年，稱自己是卍字會「戰地
學童」。他形容慈幼院是烽火
年代「年幼時生活較安穩的地
方」，提供「戰時體制之小學
教育」，校訓是「慈誠勇毅」
，而院内有老師、褓母、校醫
、廚師，麻雀雖小，安排有系
統亦妥善。
1953年歐陽先生於香港紅卍字會離職，

曾入香港中文大學服務至1992年退休，

訪問於2019年6月24日進行

慈幼院雖然是救濟性質，歐陽先

生滿懷感恩追憶道：「內裏的
教學質素，絕不落後於人。」



屏山慈幼院於1940年1月間成立，以屏山達德公所為院址。
香港紅卍字會藏



為何屏山慈幼院1940年1月間成立，以屏山達德公所為院
址？為紅卍字會從深圳救濟遷港的難童提供教育和住宿

二次大戰期間，香港紅卍字會於1940至1941
年借用公所設立屏山慈幼院，為該會從深圳
救濟遷港的難民中的兒童提供教育和住宿



再探研之方向：同時代
其他華南地區善堂

 1949前汕頭五大善堂之一

 始創人趙進華（約1851至1921

年）是在汕頭打工的潮陽人，他
從潮陽棉安善堂請來宋大峰祖師
木雕像供奉於祠堂，並大力發揚
行善積德的精神。

 汕頭存心善堂原址位於汕頭市外
馬路57號。始建於清光緒25年
(1899)是一組三座並列相連的廟
堂式建築，面積約2500平方米。

汕頭存心善堂



存心兒童教養院 1942年

 存心兒童教養院、存心醫院、存心
學校、存心施粥局、存心掩埋隊、
、存心義山等一系列救助機構相繼

成立，扶貧救困、販濟饑民”。

近代善會善堂一個明顯的轉型
趨勢，便是從傳統善會善堂“
重養輕教”的慈善理念向“養
教並重”或者說是“以工促養
”轉變。不僅要解決救助對象的
溫飽問題，更要教授他們技藝，使
他們能夠自力更生。



1943年





同時代 其他華南地區善堂
抗戰期間施粥、難童餐 1943年



2014 年



乙亥1935



《香港紅卍字會歷年辦理慈業概況》

 據《香港紅卍字會歷年辦理慈業概況》記述：香港院會協同華
南難民聯合救濟會，在元朗及屏山設立難民收容所。設在元朗
市場附近的臨時收容所，「收容難民五百餘人，除日供一飯一
粥外，附設臨時診所，以解決其醫藥問題。」

 由於到港難民越來越多，香港難以負荷，港府實行限制入境和
資遣回鄉政策。院會有見於此，亦因為元朗難民收容所接近元
朗市場，難於實行難民管理，故即覓地另行安置。1939年1月
29日，院會將難民遷往深圳，建立了由該會獨立管理的深圳難
民收容所。該收容所收容難民1,300餘人，生活條件遠較元朗難
民收容所為優，更便於實行紅卍字會一直提倡的化渡。





元朗市場附近的臨時收容所→深圳難民收容所→大埔叉坑→屏山慈幼院

 《概況》記述：「該所為深圳酒店前址，面積寛敞，佈置裕如。除收容外，附設教育班
、救護班、施診所、勞作班、感化班等組織。……每月供給米飯二餐，佐以營養充足之
飯菜。幼童則加給牛奶。」可見院會除提供免費食宿、贈醫施藥外，還附設教育班、救

護班、勞作班等組織，以滿足難民各項之需要。

 1939年2月下旬，深圳難民收容所因為日機轟炸，曾一度撤退到的新界大埔叉坑。叉坑
難民收容所生活條件較為簡陋，營舍是由港府撥助的70餘節火車車廂，另搭建葵棚兩座
作難童學校、施診所和飯堂之用。8月上旬，深圳淪陷，紅卍字會深圳難民收容所最終被
迫遷離，在港府的同意下，再度轉移到大埔叉坑，成立叉坑難民收容所。難民有增無減
，救濟1,500多人。直到1940年1月，難民見家鄉秩序逐步恢復，開始請求離所返鄉，重
整家園，港會遂資遣回籍，除旅費外，還給予生活費，使難民回鄉後，仍可藉此重建生
活，叉坑難民收容所正式結束。所內之無家可歸的難童50餘名，港會以同月於元朗設立
之屏山慈幼院收容之。



施診所
 日佔時期，院會慈務僅維持港島西醫施診所，並有同修弟子留
守，九龍施診所於1942年停辦。據1942年12月慈善團體統計，
東華、廣華醫院門診病人分別為400人及350人，香港紅卍字會
施診所規模遠不及上述醫院，門診病人也有160人。

 開創先河：1941 年香港紅卍字會已設西醫診所， 其他道堂以
中醫為主，1970年代才增設西醫診所。

 附帶一提，與香港同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1936年11月星洲道院成立
，新加坡淪陷時期，羅承德醫生（1883-1949，道號智元，曾歷任新加坡
岡州會館總理）在會館開設世界紅卍字會施診所，義務為病人治病。港、
星兩地紅卍字會同修，不顧本身捉襟見肘，也勉力維持施診所等善業，實
是難能可貴。

 《香港紅卍字會歷年辦理慈業概況》，香港紅卍字會藏，頁7-8。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增訂版，頁246-248。

 《岡州會館一百六十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岡州會館, 2000，頁82、15-19。



龍慶堂、雲泉佛堂之善業

 香港淪陷時期，道教團體發起救濟。如1943年香港飢荒，通
善壇於港島義賣饘粥，龍慶堂則於九龍大角嘴和青山派粥。

 1944年，成立不久的雲泉佛堂，「他們先以每斤十六元向胡
文虎購買一千斤白米，其後在西營盤、西昭和通（德輔道西-

--引者）、東方戲院等地成立『白粥平賣處』，以五十錢一
碗售予貧民充飢，每天平均賣出白粥約五百至七百碗不等，
後更增至三千多碗。佛堂除了支付白米成本價外，還需要支
付每天數百元的津貼補助，故此很快就導致財政緊絀。可是
，不少港人在艱苦的生活中，仍樂意捐助佛堂，以延續這慈
善服務。」



附論：行善的動力
“功德成神”

 善人得天之庇佑，中國素有“功德成神”的觀念，民初《照
心寶鑑》書中所說“生為善人，歿為神明”。 就善人行善動
力的解釋，宋光宇為闡述“行善而成神”，宋光宇引余治、
熊希齡與世界紅卍字會的領導人物為例說明：

 “要靠‘行善’來肯定他們的社會地位嗎？這是值得商榷的
。像本文所提及的世界紅卍字會的發起會員，他們本來就是
擁有前清的科舉功名，在前清和北洋時代也都當過高官，錢
能訓和熊希齡更當過國務總理，這樣的經歷，即使不行善，
也一樣會在地方志的鄉賢篇留下記錄。”



 “這些行善救贖的觀念，到了二十世紀，因社會上
天災人禍不斷，而得到發展的機會。一些退職的高
官，在絕意仕途之後，轉而尋求宗教上的慰藉，相
率加入各種宗教團體，並實踐各種行善工作，以求
獲得另一種成就——成神，或者說是上天給予的果
位。像清末的余治在逝世十多年後可以在乩壇上臨
壇訓示，在有宗教信仰的人眼光中，他的確是‘成
神’了。

 《宋光宇宗教文化論文集》，頁587、591、594。



 世界紅卍字會早期的領導人在逝世後，也都透過乩壇，證明他
們在天上的果位，讓其他在世的信徒相信果報是真的，從而虔
誠信奉。有了這種認識，我們才能更深一層的去體會民國初年
熊希齡、錢能訓等高官為什麼在離開政壇以後，全心全意的投
入社會慈善事業和相關的宗教組織。”

 熊希齡（1870-1937）的慈善事業，周秋光撰有專書。熊氏救
災辦賑，因官場失意，深感自己末直接為民做事，抱著“贖罪
”的心理，投身慈善事業，作為“自己過去的若干政治過失而
進行‘贖罪’的一種手段”。其慈善事業包括慈善救濟和慈善
教育，他認為两者分別救人之“身”與救人之“心”，後者則
創辦香山慈幼院。



紅卍字會許醫生入祀禛慈真人





五、結語《道慈綱要．卍字篇》

對「慈 」有一段精闢論述：

 慈者，茲心也，從心、茲聲，即此心念茲在茲之意也。

又茲心者，己心也，亦仁心也，推己之仁心以及人也。

又茲者，滋也。一生於水，水生於火，水火既濟，乃能
生於木， 而為相為形，非水火不足以滋養，故曰慈者，
滋也。



結語

 香港壇堂、道院現有一百多所，較集中在1920前後或1950年代
兩個時期成立，香港淪陷時期建立者鳳毛麟角，元清閣與雲泉
仙舘是僅此其中二所（兩壇正式成立，雖是1942年、1944年，
1930年代下半葉或已設壇祀呂祖，或已信奉黃大仙）。

 嗇色園、香港紅卍字會與雲泉仙舘是其中救急扶危的典型。嗇
色園宗旨為「普濟勸善」，在香港創壇之初，超幽法會與施醫
贈藥並列普濟功德。1930年前後多次啟建萬善緣勝會等法會，
對於因天災戰禍而犧牲的亡魂，希望籍宗教活動以安其魂，毋
使飄泊。淪陷時期，香港紅卍字會等仍維持施診所及派米等善
業，慈善救濟不僅沒有中斷，作用更為顯著，實是難能可貴。
書名題曰《烽火慈航》正因於此。



慈，只要願做，就沒有不合適的時間地點，也談不上什麼既定的
舞台，貫徹慈心，細味社會需要，實事求是，只求利他，不問名
利，慈業發展自可得到天人護祐，左右逢源。省躬草堂中醫診所
門聯，正點出香港道堂善業，樂善濟眾，處事低調之精神：

博施豈為名傳世

處事常思利及人

 三年零八個月之日佔時期，面對極端的社會條件，經濟崩潰，民不聊生，
香港道堂施粥賑饑、藥簽施藥等善業，好比引領受難眾生度越此際苦海之
船筏，慈善救濟不僅沒有中斷，作用更為顯著。嗇色園黄大仙祠、雲泉仙
舘等道堂，因戰時與民眾共歷劫難、度過時艱，和平後七十多年的今天，
仍然是本港信眾虔敬並香火鼎盛的宗教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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