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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寫作緣起

　　筆者近期有興趣瞭解清末民初香港的宗教與文

化傳承，嘗撰文探討香港道堂與廣東道教在道脈上

的淵源、 1二十世紀前期編刊善書的香港道堂； 2以

及清末至一九三○年代香港先天道的發展。3 辛亥

革命後移居香港的前清翰林、“遺老”和宿儒，

如賴際熙、陳伯陶、岑光樾、區大典、溫肅、張學

華、朱汝珍等，多原籍廣東，既傳承中國文化，也

“替本地奠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其中1923年創

立的學海書樓，“與香港文教的發展及興盛確密不

可分”。4 移居海隅的儒林碩彥也致力於家鄉方志

的纂修，如陳伯陶修《東莞縣志》、賴際熙修《增

城縣志》、朱汝珍總纂《清遠縣志》等 。5 此外，

在社會與文化方面他們亦貢獻良多。如賴際熙

（1865-1937）於1921年創立崇正總會，任第一至

第五屆會長；1924-1925年編纂《崇正同人系

譜》，該書被譽為客家文化經典著作，被視為建立

“客家學”之重要文獻。 6

　　今年是香港孔教學院創辦七十周年，撫今追

昔，筆者值此對朱汝珍這位前任院長的文化、教育

與社會事業作一概述。本文引用的資料，主要是孔

教團體的書刊，如《弘道年刊》、《孔道季刊》、

《港澳尊孔運動全貌》、紀念特刊，地方志、實地

考察及訪問所得。7

（二）朱汝珍生平概述

　　朱汝珍（1870-1943），原名倬冠，字玉堂，

號聘三，別號隘園，8清遠八片村人。在縣學考取優

廩生後，入讀廣雅書院。 9光緒二十三年（1897）

考取拔貢第一名；光緒二十九年鄉試中舉人；三十

年（1904）甲辰恩科會試，以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

第，授翰林院編修。三十二年被選派到日本法政大

學讀法律，回國後先後任刑部主事、京師法律學堂

教授，先後創制民法、商法。1921年參與編修《德

宗實錄》，又入南書房，奉編德宗御製詩文，至

1924年停職。其間任北京孔教大學教授，10 此大學

是陳煥章創辦。1924至1929年隱於商賈，往來津滬

間。1933年朱汝珍任孔教學院院長，1941年香港淪

陷，院務與校務停頓，翌年朱汝珍離港赴滬。1943

年，朱太史在北平病逝，享年74歲。11

（三）朱汝珍的文化、教育與公益事業

（ １ ） 著 述 及 題 字

    朱汝珍善詩文，著有《詞林輯略》、《詞林姓

氏韻編》、《中外刑法比較》等，總纂《清遠縣

志》、《陽山縣志》，另編輯《藏霞集》。 12

《清遠縣志》於光緒初年纂修，1920年再設局重修，

朱太史為總纂，但因朱氏“從事史宬，未克肩任，

事遂中輟”。1934復修，1937年初稿成。13《清遠

縣志》脫稿，朱太史另撰《清遠縣志校勘記》。14 此

外，他的書法，師出名家，“尤其是楷書，端正圓

潤，遒勁清秀，深受國內外稱許。他常代人書寫招

牌、條幅、中堂等，⋯⋯在南洋、港澳、飛霞洞、飛

來寺15 等地，均存其遺墨。”16　本文的寫作因緣，

也由此而起。筆者在1999年前往香港藏霞精舍、賓

霞洞、清遠藏霞洞、太和洞等道堂考察，朱汝珍的

題字多處可見。如建於咸豐四年（1854）的清遠太和

洞，朱汝珍於1904年題“太和古洞”四字，在惜步

亭、桃源宮又撰有對聯。17朱汝珍多為香港道堂、

慈善團體題字。朱廣霞與朱汝珍份屬同鄉，1920年

朱廣霞在香港創建藏霞精舍，朱太史題“藏霞精舍”

匾額。1931年為屯門善慶洞道德亭題聯：“瑤池閬

苑傳丹篆，紫府清都蘊德華”。1932年保良局新廈

建成，“牌樓門聯”及“何東太夫人紀念堂門聯”由

朱太史撰書；1940年又為保良局前座撰書壁聯：

“保民足以興邦，所望推恩加四海。良法原於美意，

用先施惠濟孤寒”。18 黃大仙祠1933年建盂香亭，

題“盂香亭”三字。1935年牛池灣賓霞洞建成，

朱汝珍與香港孔教學院——一九三零年代的先賢往事
游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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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太史題“寶覺精舍”門額，及門聯“寶茲至道，

覺彼迷途”；《賓霞叢錄》編纂，為其封面題字。19

《九龍樂善堂特刊》於1939年出版，太史為其封面

題字。20

（ 2） 興 學 育 才

    香港尊孔團體，其中以創立於宣統元年（1909）

的孔聖會為最先。此會由劉鑄伯等倡辦，是香港設

有尊孔團體的開始。1921年馮其焯等創立中華聖教

總會；1927年孔聖堂籌建（1935年建成堂址）。

1930年北平孔教總會會長陳煥章來港，與一群尊孔

學者創立孔教學院。21 香港尊孔人士以興學育才，

弘揚孔道為職志。如孔聖會成立後，辦有義學，

1917年其義學已擴展至21所，及後增至不下40所。22

中華聖教總會則辦義學五所，使貧民受惠。孔教學

院則設孔教中學（後易名為大成學校），夜間設平

民免費義學，以救濟失學兒童。231929年朱汝珍從

上海移居香港，嘗任台山中學校長，又自設隘園學

校，任學院院長。1931年港督禮聘為香港大學中文

學院文史哲講師，擔任哲學與文詞兩科，1932年續

聘，翌年辭港大職，任孔教學院院長兼孔教中學校

長，直至1942年。24

（ 3） 社 會 公 益

　　陳煥章、朱汝珍與盧湘父幾位文化先賢有其共

同點：辦學育才、振興文教、造福桑梓、纂修方

志。如陳煥章於1914年水災籌築硯洲鄉，修《高要

縣志》；朱汝珍籌賑清遠水災、修《清遠縣志》；

盧湘父與鄉人倡辦普仁善堂、蘆溪義學，修《潮連

鄉志》。朱汝珍曾任學海書樓主席，常臨書樓講

學，除課經史外宣揚孔學不遺餘力，聽眾深受感

動。251933-1936年又任孔聖堂兒童保康院院長，該

院由雷蔭蓀等倡設，延朱太史為院長。注重講求營

養，免收學費，且供食宿。26 清遠公會成立，太史

被公推為會長，領導邑僑，嘗為清遠水災募捐。清

遠公會現藏相架裝裱之朱汝珍墨書（1940），題

“敬恭桑梓”，並有一段題識：“汝珍自辛未

（1931年）夏間，承邑僑諸君過愛，舉為僑港清遠

公會會長，旋兼籌賑會長，今恰十年。其間兩遇水

災，一遭兵燹，幸藉會董同事諸君相助為理，成績

略有可觀⋯⋯”，1931年清遠水災，清遠公會發動

邑僑慷慨捐資，“先施急賑，繼築秋欄”。27 1935年

北江洪水暴發，清遠縣西水災，清遠公會再發動邑

僑慷慨捐資。28此外，清遠同鄉協助社於1940年成

立，籌辦同鄉子弟義學，朱汝珍義助籌款，並資助

月費。29 1941年香港淪陷，黃文根約同朱汝珍，清

遠公會與清遠同鄉協助社遂聯合成立“歸鄉指導委

員會”，朱汝珍任主任委員，協助同鄉疏散回鄉。30

（四）朱汝珍與孔教學院的發展

　　孔教學院創立至今七十載，31 筆者根據參考資

料，大致劃分成三個階段。 首先是創始期（1930-

1942），陳煥章創孔教學院，朱太史蕭規曹隨，以

宣道與講學為兩大重點。接著是鞏固期（1942-

1992），盧湘父與黃允畋在辦學方面有所擴大，孔

教列為香港六大宗教之一。然後是拓展期（1992至

今），在香港與中國各地樹立孔像、倡建孔廟、贊

助孔學研究、辦大型研討會等，“與內地的關係較

為密切”。 32

　　尊孔人士來自社會各階層，主要有從事文教工

作者、商人等。早期倡導尊孔者，不乏生於舊時代

而受新式教育者。陳煥章以進士出身，考得哥倫比

亞大學博士學位；朱汝珍奉派留學日本，列最優等

畢業於法政大學。據〈五十年來院務摘記〉載“每

值孔聖誕辰，除孔教團體外，其他僑團商號如普益

商會、新會商會、潮蓮同鄉會、南北行所、永安街

坊般等都分別舉行祝聖典禮”。33 據1951年刊《孔

聖誕辰紀念特刊》載，新會商會刊〈祭聖祝詞〉，

文咸西約理事會、染料業商會等都刊有祝詞。34

“孔教又稱儒教，⋯⋯是人道宗教。⋯⋯上環文咸

東街一帶的商家，不少為孔教信眾，常集資同祝每

年的孔聖誕”。35上環一帶的商人特別是南北行商

人，“秋祭孔子，本街張燈結綵，搭棚唱女樂，或

擺謎壇，或演粵劇，熱鬧異常”，1941年香港淪陷

曾取銷祭孔活動。1946年至50年代初，“每年夏

曆八月廿七日孔誕，街坊理事會猶負責向本街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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醵資，恢復祭孔。⋯⋯迨公所於一九五三年拆卸改

建，始告停止。”36

　　朱汝珍是孔教學院第二任院長，任期自1933至

1942年。朱太史對孔教學院其中一項貢獻，是親赴

南洋籌款，得南洋華僑捐款以助學院之發展。孔教

學院創立伊始，陳煥章初租用般咸道地方為院址。

1931年購置堅道131號，樓價五萬餘元，陳煥章、

雷蔭蓀等集款二萬餘元，又得新加坡孔教會撥來港

幣一萬元，仍欠按揭一萬七千元。1933年陳煥章逝

世，朱汝珍繼任院長，兼任附設孔教中學校長，並

聘區大原太史為副院長。371936年朱太史偕秘書許

超然赴南洋宣揚孔教，凡二十餘講，轉移南洋當地

社會風氣。38 道經新加坡、吉隆坡、檳城、怡保等

埠，華僑踴躍捐款，籌得二萬餘元，清還學院按

揭，院址得以奠定。39論者認為陳煥章與朱太史先後

南游募捐，兩位“之有功名教，先後輝映焉”。40

　　朱太史任內，於夜間組織演講會和進修會，以

切磋學術。又刊印書報，太史任內，盧湘父曾編輯

《孔教月刊》近三十期、又有孔教學院特刊，《道南

集》則為朱太史南遊由許超然輯其講稿而成。411940

年朱太史倡議重印陳煥章著《孔教論》，為此書封

面題字。42 朱太史任院長十年，“教澤最深”，

1942年離港赴滬臨別以詩贈諸院董：“⋯⋯群哲勉

延尼父澤，我躬甘隱滬江邊。琴書檢後無餘物，行

李蕭條共一肩”，43 從而可想見其為人。朱汝珍離

港，盧湘父繼任院長，翌年朱太史在北平病逝。1943

年夏九月初五日在孔教學院舉行公祭追悼會。

　　孔教“學院”著重講學44、辦學，早年獲准登記

為慈善團體，及後成為宗教團體，其中過程也是饒

有趣味。“孔教學院大事記”記載：“1933朱汝珍

太史出任本院第二任院長，同年奉准註冊為慈善組

織”。45 朱太史任會長的清遠公會，也於1938年得

發註冊憑照，免除“有限”字樣，與保良局、東華

三院般，可辦學校醫院等慈善事宜。46 陳煥章、朱

汝珍和盧湘父首三任院長共歷四十個春秋（1930-

1970），對孔教學院的發展，可說是篳路藍縷，繼

述不懈，奠定今天孔教學院的根基。自1978年以來

孔教與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五個

宗教團體首長組成“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

47並列為香港六大宗教之一。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的

世界宗教和平組織，亦承認孔教為宗教。1989年黃

允畋與湯恩佳代表香港孔教學院出席在墨爾本市舉

行之世界宗教和平大會。48香港政府編印的《香港

1999》，其中＜宗教和風俗＞一章，除了概述佛

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之外，首次新增

“孔教”一節，寫道：“孔教是對孔子教誨的尊

崇。⋯⋯香港的孔教徒素來熱心教育工作。他們在

本港興辦多所學校，旨在宏揚孔子的信念。”49

（五）後話：從孔教談及香港的三教圓融

　　倡孔教者頗能兼融其他宗教，也有敬奉三教

者。如楊永康、陸吟舫、黃錫祺等圓玄學院創辦

人，都活躍於尊孔團體及其活動。50一九五○年代

曾任孔聖堂會長的楊永康，亦為圓玄學院第一屆董

事會主席；任孔聖堂常務董事的趙聿修，自五○年代

至七○年代為圓玄學院第二至十六屆董事會主席51。

孔教學院的現任院董亦擔任省善真堂、善慶洞等道

堂總理、司理。從而可明瞭1981年、1984年及1987

年孔教學院分別於圓玄學院、雲泉仙館、善慶洞三

所道觀樹立孔像的因由。52此外，香港道堂多是三

教圓融，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指出，“明清

以降三教合一越演越烈，道觀之中供奉儒釋之像者

比比皆是。大陸道教四十年來經過純潔化的過程，

道觀中供奉的神大多是單一的道教神祗”； 反觀

“港澳和台灣省的道教宮觀仍保持三教合一之餘

風”。53 如嗇色園主殿供奉黃大仙，三聖堂供奉觀

音、關帝、呂祖，麟閣則供奉孔子。1971年圓玄學

院建成三教大殿，三教聖人，崇祀一堂，並編刊

《三教約言》以宣其義。54

　　孔教學院第四任院長黃允畋（任期1970-

1992），與父親黃梓林皆敬奉三教，可作為例子說

明。據香港道德會〈史中先覺小傳〉載：黃梓林，

道號信乾，別號了因，幼承區大典、張學華太史之

學，舉茂才，“耽悅釋道，服膺儒教”。55“對善

書益喜印贈，雖居商不忘佛道，入崇正善堂，而禮

梁公昌本為師。與其昆弟健之道號 登力行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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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諸善堂及港東院俱有聲名”，56 黃梓林也曾參

與抱道堂（1921）與香港道德會福慶堂（1924）

57等道堂的創建。1930年黃氏編刊善書《感應因果

合編》，58嘗為孔教學院捐印《孔學臆測》及《儒

行淺解》等書籍”。59 黃允畋秉承父訓，三教事

務皆悉力參與。自1960年代以來任嗇色園董事會主

席、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及孔教學院院長及永

遠名譽院長，孔聖會副會長等職。1960年嗇色園響

應孔教學院建校，捐款用於大成中學禮堂建築。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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