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2-3-4

茂峰法師與東普陀講寺
／侯坤宏
壹、前 言
茂峰法師（1888–1964），1888
年 8 月 23 日生，原籍廣西省博白縣，
俗姓李，自幼善根深厚，佛種早培，
有出塵脫俗之念，1915 年 3 月，禮融
化法師剃度，時年 28，｢旬日，三兄
李紹銑訪問驟至｣，｢逼令回鄉｣，不
得已，｢隨兄還博白｣；其後因嚮往廣
東鼎湖山慶雲寺，｢乃於某夜乘月
朗，打包私逃｣，｢至此乃遂出家之願
｣。1916 年，往南京寶華山受具足大
戒，戒期圓滿朝拜名山，於寧波觀宗
寺，親近諦閑法師，習學天台教觀。
其後，弘化香江，開建東普陀講寺，
安單集眾，廣結善緣。1949 年前後，
因國共內戰，僧人蜂擁南下，多以香
港為首站，時逢戰亂，道場生活困
苦，實難留單接眾，唯法師來者不
拒，盡收南下僧伽，故當時教界讚頌
法師為「慈悲王」。1
以上是茂峰法師的簡歷，談到｢
茂峰法師與香港｣的關係，不能不提
位於荃灣的東普陀講寺。茂峰法師在
香港建東普陀講寺的因緣始自 1927
年，在此之前 3 年的 1924 年，他應
邀赴臺灣靈泉寺講經，1927 這一年，
他從臺灣應邀到香港弘法，途經老圍
村，登千石山，游大水坑，見其氣象
宏闊，為建道場理想地，乃有集資建
寺之想。東普陀講寺於 1930 年開始
興建，歷兩年而成。茂峰法師因見千
石山一帶景物與普陀山類似，故名之
為「東普陀」，把千石山改名為｢千
佛山｣，大水坑名為｢三疊潭｣。2
有關茂峰法師與東普陀講寺的
資料，過去該寺曾出版：《茂峰法師
事略》（1957 年）、《香港東普陀講
寺開山六十週年紀念特刋》（1993
年）、《寺門八十慶一心》（2013
年）、《茂峰上人（慈悲王）搜稿》
（2016 年版及 2018 年版）等書，對
我們了解東普陀講寺的歷史，提供了
極大的方便。這裡要特別感謝羅聖能
居士，在筆者參訪東普陀講寺的過程
中，曾得到他多方指引，更難得的
是，他能無私地將自己蒐藏的相關史
料分享給筆者，乃得以撰寫本文。
學界有關茂峰法師的研究，主要
有：張雪松所撰之〈近代中日佛教交
流──以香港荃灣東普陀寺茂峰老法
師為中心〉及闞正宗撰〈百年前廣西
籍法師在臺弘法記──日本佛教殖民
史上一段塵掩的歷史〉。這兩篇文
章，著重點各有不同，前者從｢近代

中日佛教交流｣視角研究創建東普陀
寺的茂峰法師，後者則由｢臺灣佛教
史｣角度論述茂峰法師於日本殖民統
治時期在臺灣的活動。這兩篇文章對
於我們了解茂峰法師個人歷史，或者
是東普陀寺的歷史，很有參考的價
值。本文則是從「香港佛教史｣的立
場，論述茂峰法師如何在香港創辦東
普陀講寺，及其東普陀講寺建成後，
茂峰法師如何展開他的相關弘法活
動。以下分別從：茂峰法師創建東普
陀講寺前的重要經歷、｢東普陀寺史｣
中的兩件大事、｢宗教場域｣與｢人際
網絡｣視角下的東普陀講寺等方面進
行論述。希望透過本文，可以提供讀
者了解茂峰法師及東普陀講寺的歷
史，也能有助於掌握香港佛教史在近
百年來發展的部分軌跡。
貳、茂峰法師創建東普陀講寺前的重
要經歷
茂峰法師早期歷史，以了如法師
所寫的〈茂峰老法師傳略〉，最為翔
實，內容涵蓋由出家，參學，各地弘
法，名人往還，至創立東普陀講寺。
至於另外兩篇〈茂峰法師小史〉，分
別由五戒弟子聖願及佘聖淨居士所
寫。前者寫於 1933 年，為廣州竹林
精舍請師宣講《金剛經》時作宣傳
用；後者寫於 1934 年，記於陽江居
士林金剛法會圓滿日，都介紹了茂峰
法師早年的歷史。3
據張雪松研究指稱，茂峰法師一
人，俱有三重佛教宗派身分：一、天
台宗高明寺系（靈峰支）四十四世傳
人，二、日本曹洞宗布教師，三、律
宗千華派十九世傳人。茂峰法師這種
多重佛教身分的獲得，主要是透過中
國傳統佛教宗派運作模式，為他在弘
法活動中帶來極大方便。這三重佛教
宗派身分中，對他影響較大，也最為
外界所知的是天台宗傳人的身分。二
戰後，以倓虛法師為主的東北天台宗
人因為逃避戰亂，大批湧到香港，茂
峰法師曾資助他們創立華南學佛
社、東林念佛堂。4在中國佛教史上，
天台宗重視經論研習與宣講，茂峰法
師具有天台宗傳人的身分，所以當他
在香港創建寺廟時，特別將之標誌為
｢東普陀講寺｣。茂峰法師在香港創建
東普陀講寺之前，到底有哪些重要經
歷？茲分從如下三項來說明：
一、茂峰法師早年修學經歷：前文提
及，茂峰法師是在 1916 年，往南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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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農曆 10 月，至陽江城北金雞寺講
《妙法蓮華經》。11
三、茂峰法師與臺灣佛教：茂峰法師
在 1925 年冬到臺灣，約在 1927 年轉
往獅頭山勸化堂。前文提及，茂峰法
師是在臺籍榮宗法師介紹下赴臺
的，茂峰法師到臺灣主要目的有二：
一是任教靈泉佛學院，一是指導參禪
事宜。
「靈泉佛學院」創於 1923（大
正 12）年農曆 3 月 19 日，由善慧法
師任院長，漢學部主任林凌霜，佛學
部為任教於曹洞宗中學林的日人柿
沼文明及林德林兼任，來自中國大陸
的茂峰法師等人是佛學院所延聘的
師資之一。之後，茂峰法師再往獅頭
山，任勸化堂住持。由於當時在新竹
布教的曹洞宗僧人佐久間尚孝常往
來獅頭山，加上歸屬曹洞宗的基隆月
眉山派、苗栗法雲寺派下門人也在獅
頭山活動，致使殖民後期獅頭山全山
加盟日本曹洞宗派下，茂峰法師也在
卓錫獅山期間入籍日本曹洞宗，因此
獲黃緞「金燦五衣」一件，並任該宗
布教師。茂峰法師住持勸化堂時期，
曾以「本山住持中華茂峰」在獅頭山
石壁上題刻「同登佛境」四字。12
1925 年 12 月 15 日
《臺灣日日新
報•詩壇》的〈感懷三首〉與〈頌靈
泉佛學院〉
，是茂峰法師初到臺灣有
感而作。其詩作如下：
〈感懷三首〉
其一
｢水遠山高處處同，千山萬水總歸宗。
諸般事業由心造，一時通時萬法通。｣
其二
｢三界無安似轉車，昇沈往復步成跛。
莫謂超塵塵不合，身倚雲外被雲遮。｣
其三
｢卸卻紅塵十餘載，空王佛賜鉢羅衣。
無上福田由此獲，賴種三生石上機。｣
又有，
〈頌靈泉佛學院〉云︰｢靈泉原不
異靈山，法水東流到此間。透徹金山無
上道，廣長舌相覆三千。｣13
茂峰法師來臺（1925 年）之前，
由日本主導的｢南瀛佛教會｣，已在
1921
（大正 10）
年 4 月 4 日正式成立，
該會是由當時臺灣總督府編修官及
內務局社寺課課長丸井圭治郎發
動，邀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江善慧、觀
音山凌雲寺沈本圓會商會後決定成
立。｢南瀛佛教會｣成立的目的，可以
從〈南瀛佛教會主旨書〉看出，該主
旨書云：｢母國與本島同樣以釋尊之
教法為唯一，若能立足於這項共通點
上來謀求與內地佛教的聯繫，涵養宣
傳布教者之智德，藉此使其領會布教
傳導的方法的話，不僅可改善、振興
本島的在來宗教，還可以提升社會地
位，並可成為思想善導上的原動力，
從而，促進島民同化之機運亦指日可
待。我等同志有鑑於此，設立南瀛佛

寶華山受具足戒，據佘聖淨撰〈茂峰
法師小史〉，茂峰法師在受戒之後，
｢即留山習律，兼讀藏經，時粵僧留
居僧樓，專研讀三藏者，唯師一人而
已。師窮五年之歲月，足未下山一
步，遂閱畢三藏｣。5岑學呂編之《茂
峰法師事略》載云：｢寶華戒律最嚴，
凡閱藏者必住藏經樓，早晚殿必須隨
眾外，每日閱經時搭衣展具，禮佛
後，按照所定座位跌座看經，儀容肅
穆，態度安詳，師依照《閱藏知津》，
循序發函，親近古參，…如是五年，
師閱龍藏七百一十八函，七千一百六
十八卷，始於天字，終於機字，閱畢，
圓滿所願。｣6
閱藏能深入經典教義，是茂峰法
師早年修學的一項重要經歷。閱藏
後，前往寧波觀宗寺親近諦閑法師，
在諦閑座下，習學天台教觀。｢諦老
知師根器，欣然留佐，時與親近，師
生死心切，參究至勤，甚得諦老器
重。｣7也就是在觀宗寺，茂峰法師遇
見 了 來 自 臺 灣 的 榮 宗 法 師
（1900–1981），榮宗向基隆靈泉寺
住持善慧和尚推薦，才有後來茂峰法
師在 1924 年冬到臺灣弘法的一段經
歷。8
二、茂峰法師創建東普陀講寺之前的
講經活動：茂峰法師一生講經無數，
從其「講經儀式」，「天台四教六即
之圖」和「妙法蓮花經講錄」圖解，
可知他講經認真嚴謹，完全按照傳統
規矩，依天台五重玄義講法。 9 舉其
要者如下：1、1927 年，香港居士潘
達微、朱大同等聯合賴太史際熙、梁
部郎廣熙、黃志桓將軍、林甫田將
軍、何東夫人張蓮覺等，聯合禮請茂
峰法師到香港弘法，駐錫於香港摩羅
廟後街之法源堂，前後演講《法華
經》、《彌陀經》、《金剛經》等數
座。後以法源堂地方小，遂移師利園
戲院台上講心經兩次。102、1928 年
春，茂峰法師回寧波觀宗寺參謁諦閑
法師，再回廣州時，廣州弘法社請師
講《彌陀經》。3、1929 年，賴際熙
等人發起請師於 11 月 19 日在利園講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4、1933 年，
至廣州竹林精舍講《金剛經》，又於
河南海幢寺講《彌陀經》，沈鴻英等
軍人皈依。5、1933 年冬，應廣東陽
江縣居士林之請，於縣城吳家祠講
《金剛經》。6、1934 年，應陽江縣
居士林之請，於縣城吳家祠講《金剛
經》，講經同時，應陽江監獄獄長李
宗度之請，赴監獄說法講因果道理。
7、1935 年農曆 4 月，在廣州講《地
藏菩薩本願經》，農曆 10 月起，講
《彌陀經》。8、1936 年農曆 4 月，
應廣州市佛教居士林之邀，於西關清
平路演講《妙法蓮華經》。9、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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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以遂行如上之目的，增進島民之
福利。」14
基於上述歷史背景，當時臺灣佛
教界的隆月眉山派、苗栗法雲寺派均
歸屬於日本曹洞宗派下，因基隆月眉
山派、苗栗法雲寺派下門人也在獅頭
山活動，獅頭山全山也就加盟到日本
曹洞宗派下。所以當茂峰法師駐錫獅
頭山勸化堂期間，入籍曹洞宗並因此
獲得了黃緞一件「金燦五衣」。闞正
宗強調：茂峰法師所獲贈之「金燦五
衣」
，是其滯臺期間卓錫於加盟曹洞
宗派下之獅頭山時，由日本曹洞宗大
本山永平寺頒給布教師資格之榮譽
與認定，與日皇無關。此「金燦五
衣」，應稱「金襴五衣」，通稱為「絡
子」，為小型袈裟之意。其後茂峰法
師轉往香港弘化，在日軍佔領香港期
間，此衣曾發揮極大作用確是事實，
就如同《茂峰法師事略》所說的：｢
遠近鄉村婦女，來普陀避難者日益
眾，師處此環境，大發悲心，乃將百
十婦女，藏於女客堂之後座。其前
座，上去屋瓦，外鎖重門，惟砌瓦石，
如修茸狀，所以掩日軍耳目也。師則
身穿黃袍，將囊年在臺灣時，日皇所
贈之黃緞五衣，懸掛胸前。日軍官長
見之，皆與為禮，所以寺內地方，不
至過於騷擾。15
茂峰法師到臺灣前後將近 6 年，
在基隆卓錫 1 年餘，在獅頭山，前後
4 年餘。他在臺灣佛教殖民史上驚鴻
一瞥，少有人知曉，倒是他到香港以
後的弘法事蹟較為人知。16以下，接
著介紹茂峰法師在香港創建東普陀
寺相關史實。

銀一萬四千五百元，并開地盤砌石礜
等，共二萬餘元，此款乃於本山眾信
徒同為發起捐資相成，今尚乏四五千
元，非向十方而行募化，但向自之信
徒及圍內相識善士，同心協力，隨緣
樂助，多多益善，少少無拘，文錢粒
米，接受成佛之正因，滴水餐飯，咸
記證道之妙果，功無虛棄，福有攸
歸，是為序。香港全灣千佛山東普陀
茂峰謹啟。中華民國壬申年吉月吉
日。｣18
由上之｢緣起｣可知，東普陀講寺
係由茂峰法師向信徒籌資募建，首先
完成的是圓通寶殿。圓通寶殿是東普
陀講寺主殿，內主奉觀音金身巨像，
背 後 供 奉一 尊 千年 古 觀音 。 19 1935
年，開始動土興建韋馱殿、千佛閣。
1937 年，韋馱殿落成開光。20東普陀
講寺的建成，使茂峰法師在香港有了
一個弘法利生的根據地。茂峰法師住
持的東普陀講寺，在二戰期間香港淪
於日人之手與 1949 年國共內戰期
間，曾先後發生兩件值得留意的大
事。
一、日本統治下的東普陀講寺：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在香港登陸，歷
時 18 天的短暫戰役，香港就在 12 月
25 日淪陷。就在這一天，香港總督楊
慕琦向日軍投降，香港淪為日本佔領
地，這一天是香港的「黑色聖誕日｣，
從這天起，香港居民在日本統治之
下，經歷 3 年又 8 個月的艱苦歲月，
是香港歷史上一段最黑暗的時期。21
太平洋戰爭開始後，日軍隨著在
南洋一帶佔領地的擴大，原英國統治
的香港和馬來半島，不僅具有軍事意
義，而且可做為日本大東亞建設的據
點，因此日軍大本營總督部，提出如
何將香港軍事統治的永久化構想。 22
日軍進攻香港的準備十分周密完
整，為迅速攻下香港，調集日本皇軍
第 36 縱隊約 2 萬 3,000 多為主力部
隊，又調派荒木少佐作戰部隊 6,000
人及砲兵 5,800 多人，配備 1,300 多
架飛機，2,300 部運輸車，500 艘登陸
艇。結果僅用了 18 天，就攻佔了香
港。23
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香港
社會蒙受重大打擊，香港過半市民被
迫遷移，不少人因盜匪、疾病、飢餓
而死亡，日本人表面上強調「日華合
作｣，實則華人代表有名無實，大多
只是被動配合。24在宗教方面，日本
人曾成立「香港基督教總會｣，以管
理基督教團體；佛教方面，則成立「香
港佛教聯合會｣來管理香港佛教，並
委派宇津木二秀（Utsuki Nishū）法
師主理。25據李鈞傑研究，日治時期
總督府為方便推行皇民化宗教政
策，邀請日本佛教法師到香港成立｢

參、
「東普陀寺史」中的兩件大事
東普陀講寺是在 1931 年 9 月初
10 日辰時動土，1932 年 8 月初 9 日
辰時興工建築圓通寶殿，1933 年 9
月 28 日子時開光落成。17據茂峰法師
1932 年所撰〈創建東普陀緣起〉，內
開：
｢原夫佛法無邊，普利於過現當
來十方，大覺慈尊皆為一大事因緣故
出現世間，咸令一切眾生，開示悟入
佛之知見，同登彼岸，共證菩提為
願。然我佛法王說法度生，尚必具六
種成就，乃可興起大教，普利群生，
因得解脫自在爾，況我等今為佛子，
承荷法擔，效佛說法，倘不具六種成
就，焉能興起法會，令正法久住者哉!
吾今先欲辦就處所成就一種，自然具
足具六種成就之功，由是擇得吉祥之
地於香港全灣老圍千佛山，創建一剎
名曰東普陀，以為四眾佛弟子辦道說
法之場，當為十方叢林，萬世香煙，
眾類福田，選佛道場。茲於八月初九
日，興工行墻腳，限五個月落成，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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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1942 年 7 月 31
日，日華佛教代表在東蓮覺苑舉行第
一次香港佛教聯合會籌備會議，日本
佛教的代表有日本龍谷佛教大學教
授宇津木二秀及西本願寺住持本山
義城，代表華人的有荃灣鹿野苑若舜
法師、沙田普靈洞觀本法師、荃灣東
普陀寺茂峰法師、青山海雲蘭若寺靄
亭法師、大嶼山寶蓮禪寺筏可法師、
芙容山竹林禪院茂芬法師、粉嶺靜廬
寺化超法師以及馬鞍山、大埔和元朗
等地禪林男女住持等。佛聯會的籌備
委員會最終於 8 月 24 日於花園道山
頂纜車站鄰近的婦人會館成立。日本
總督府的態度是想利用佛聯會作為
宣傳日本軍國主義的工具。香港佛教
聯合會自成立後，隨即選舉委員會，
委員會人數為 11 人，日本人與華人
比例是 5：6。正、副會長之職位由日
本人任命。正會長是日本龍谷佛教大
學教授宇津木，茂峰法師則出任副會
長。26
日軍攻陷九龍前後，東普陀講寺
住有清眾 10 餘人，吉祥院住女眾 20
餘人。時日軍遍布各地，散兵四出，
掠奪財物，強姦婦女，無所不至。邊
界鄉區，又土匪蜂起，新界各寺廟，
多被搶劫。因此遠近鄉村婦女，來東
普陀寺避難者日益眾多。茂峰法師發
大悲心，將百十婦女，藏於女客堂後
座，自己身穿黃袍，將過去在臺灣所
得之黃緞五衣，懸掛胸前。日軍長官
見之，皆與為禮，東普陀寺得以不被
騷擾。此外，為保寺院安全，日占香
港期間，曾委請宇津木擔任東普陀寺
住持。 27 宇津木在 ｢進院宣言｣中表
示：｢現下大東亞戰爭當中，全人類
沉淪於苦境，但全部人類幾時才可以
解除這種痛苦呢？這要期待大東亞
把英美惡勢力消滅之時。｣｢以何方法
解除痛苦呢？就是需要我大東亞各
民族同心同德，協同一志，向同一目
標邁進。這樣，決定能達到目的的。
｣28
二、1949 年前後「華僧南渡｣潮中的
｢海單接眾｣：1949 年前後，中國大陸
變色，大量僧眾南逃香港，無地容
身，茂峰法師想到，同為釋子，即請
當記者的毛文達，在《華僑日報》、
《星島日報》、《工商日報》三大報，
發表東普陀寺願意收留這些流浪在
外的僧眾，沒多久就來大批流浪僧
人，加上本寺方原有的，計有三百多
人。為了安置他們，茂峰法師請人日
夜蓋搭木屋，作為臨時居住的地方，
當時比丘住雲水堂，比丘尼則住吉祥
院。由於茂峰法師的大慈悲心，海單
接納二眾，使得流離失所的僧眾，有
一個可以暫時安單的地方。29逃難僧尼
中，難免「龍蛇雜處，凡聖交參｣，有

的固然守本分，有的卻懈怠放逸，還
有不隨眾上殿、不過堂，隨便跑街，
還有自己到外面接應佛事者。茂峰法
師為鼓勵大眾修持，訂出規矩：凡上
殿、過堂者，給單銀若干；一個月內
不請假跑街的，也給若干單銀。 30
依 1951 年 7 月 15 日〈中國大陸
留港僧人聯誼會掛單東普陀寺人名
冊〉，當時掛單東普陀寺的僧人有 91
人，載有姓名、籍貫、來港日期及年
齡。31據此可知，在東普陀掛單的僧
尼，地域分佈是十分廣泛，尤其以兩
湖、江浙一帶居多。東普陀寺收容高
峰時，僧尼至少 200 餘人。這些人後
來有些仍留在香港，如了一；也有些
人到臺灣，如惠光、清嚴、道海三位
法師；也有人到美國，如度輪（宣化
上人，到美國創建萬佛城），或者到
其他各地弘化。就此而言，東普陀寺
是近代大陸僧人遷徙的一個重要中
轉站；32不管在｢近代中國佛教史｣，
或者是｢香港佛教史｣上，都有其獨特
的歷史地位。
肆、宗教場域｣與｢人際網絡｣視角下
的東普陀講寺 ——以茂峰法師
為中心
就地理位置言，荃灣東普陀，寺
之東｢有溪潺湲，飛瀑千仞，水激石
鳴，有時如捲千堆之雪，有時如澄江
之練，遊人至此，往往附耳高聲，始
聞其語，厥狀至為奇偉｣。三疊潭，
原是一道可分為三層水潭的溪澗，源
自大帽山，最低層可供人游泳及跳
水；中層的水潭長且深；最高層分成
兩部分：前潭長而深，有瀑布；後潭
位瀑布之下，水流急。有一回，茂峰
法師與｢張一麐及其群從，往觀斯瀑
｣。張一麐言，｢此與廬山叠潭頗相似
｣，茂峰法師｢即以叠潭名其泉｣，遂
使｢三叠潭之名，不踁而走於港九｣。
｢使無東普陀，無以成三叠潭之美；
無三叠潭，無以增旅遊之興｣。33
法 國 社 會 學 家 布 迪 厄 （ Pierre
Bourdieu，1930–2002），｢將一個場
域（field）定義為位置間客觀關係的
一網路或一個形構，這些位置是經過
客觀限定的。｣他所謂的｢場域｣，不
能理解為被一定邊界物包圍的領
地，也不等同於一般的領域，而是在
其中有內含力量的、有生氣的、有潛
力的存在。場域有多種，如美學場
域、法律場域、宗教場域、政治場域、
文化場域、教育場域等，每個場域都
以一個市場為紐帶，將場域中象徵性
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聯結起來。 34
東普陀講寺自成立之初，即吸引來不
少善男信女、文人雅士，甚至軍政名
流，前來旅遊、參觀，形成一個以茂
峰法師為中心而展開的｢人際交流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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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
東普陀講寺成立之初，常見報章
介紹寺廟遊蹤，先是有書畫文學社社
長杜其章、羅落花等人，將〈荃灣千
佛山東普陀之巡禮〉，刊於報章，及
駐港巴拿馬領事親書遊山感受；隨後
文人學者多作推介，聲名漸著。如當
時《華僑日報》記者楊大名、毛文達
等，也不時在報章宣傳推廣。 35及至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因中日戰線南
移，逃難至香港者日增，其中不乏軍
政界，以及書畫界、商賈、新聞界、
文人學者等名流，千佛山東普陀每成
為彼等書寫之對象，舉其要者如：湯
國貞〈千佛山遊記〉（一）（二），
蘇志勤〈東普陀寺遊記〉，六如〈再
遊東普陀寺記〉，璞社〈荃灣旅行
記〉，梁育才〈香江東普陀遊記〉，
華清〈重九登東普陀山〉，嘯虹〈遊
東普陀〉等。36其後，藝人文士，工
商巨子、黨政要人，接踵而至，彼等
皆與茂峰法師時相往還，留下不少書
畫、題詞。37
程中山在〈東普陀寺與香港詩
壇〉一文中指出，東普陀寺所在地荃
灣，山明水秀，為香港郊遊勝地。茂
峰法師與不同時期的香港文人往來
密切，數十年來香港詩壇有很多詩人
墨客到東普陀寺，覽觀潭水，參悟佛
理，留下大量詩詞文章。尤其是抗戰
前期，以岑學呂為中心之文人經常到
此盤桓，為寺院帶來濃郁之文藝氣
氛。而文人詩作，種種抒寫，亦足證
東普陀寺、三叠潭幽靜環境為詩人心
靈帶來深刻之慰藉。1938 年，名詩人
江蘇常熟楊雲史自北京避難至香
港，停留期間，曾多次慕名來遊東普
陀寺，寫下不少詩篇。1939 年，張一
麐南來香港，慕東普陀及三叠潭之
美，與陳公哲、楊千里、蘇天紀、湯
國貞、胡藻斌詩人畫家聯袂來荃灣，
遊覽風光，即席題詩。國民黨特務杜
月笙也曾於山門養靜。1940 年末，南
社社長柳亞子南來香港，與工於詩文
的釋了如交遊。除楊雲史、柳亞子、
張一麐外，廣東名詩人李履庵來遊東
普陀寺，並有詩紀事。1949 年中國大
陸易幟，大量學界、宗教界人士南下
香港，學界文化人擁入香港後，亦常
慕名遊東普陀，創作詩詞極多。香港
聯合書院、新亞書院、經緯書院等大
專院校，每逢春秋佳日，亦紛紛組織
學生到東普陀寺踏青。其後，風社社
友陳菊坡、陳璇珍、易靜中等，也到
東普陀，有詩紀遊。38以下再以：茂
峰法師與近代佛教大師的互動，及茂
峰法師與黨政軍名流交往情況，說明
茂峰法師的｢人際網絡｣。
一、茂峰法師與近代佛教大師的互
動：前文述及，茂峰法師曾經到寧波

觀宗寺親近諦閑法師，前後歴時三
年，諦閑法師賜號「顯妙」。之後，
他們師徒仍時有往來。1933 年東普陀
講寺圓通寶殿落成時，茂峰即以「顯
妙」寫成圓通寶殿牌匾，和以「妙峰」
成一對聯，豎於殿前，有紀念其恩
師，並以弘揚天台教觀為己任之意。
茂峰法師除與諦閑法師有師生情誼
外，他和虛雲和尚、太虛大師、圓瑛
法師等，有有一定的交往。
1、1935 年 12 月，太虛大師來港弘
法，受各方請約供齋並開示，東普陀
講寺亦請大師蒞臨受供並說法要。竺
摩法師留有大師與蔣介石在杭州靈
隱寺合照之照片，現仍留在寺中。39
2、茂峰法師與圓瑛法師，曾有書信
往來，圓瑛法師勉茂峰法師：｢方今
世道凌夷，人心日下，具有正知見
者，自當念茲同體，不辭勞苦，為群
眾解束縛，為世界求和平，對機施
教，隨順行世，作暗室之明燈，唯 法
師悲願，勉之。｣40
3、1949 年 5 月，虛雲和尚到香港，
適逢東普陀講寺圓通寶殿重修落
成，特撥冗前往祝賀，適值東普陀講
寺廣納避難僧人，虛雲告訴皈依弟子
說：「僧眾南來，食住維艱，並無醫
藥，境況甚苦，…東普陀海單接眾，
使流亡者得以安身，汝以財物供養
我，不如轉送東普陀供眾，功不唐捐
也。」41
二、茂峰法師黨政軍名流交往：這些
人中又可分為兩類，一是文人，一為
軍人。文人中比較值得重視的是：張
一麐，韓文舉、岑學呂三人：1、張
一麐：1939 年，張一麐與茂峰法師遊
後山溪瀑，認其似廬山三叠潭，因此
茂峰法師即以｢三叠潭｣名其泉，日後
東普陀與｢三叠潭｣名聲互相輝映。
42
2、韓文舉(1864–1944)：號樹園，
廣東番禺人，康有為弟子，曾任萬木
草堂學長，長於詩文。戊戌變法後，
流亡日本。民國時期，曾任廣州南強
公學校長，1930 年代韓氏隱居深水
埗，時來荃灣與茂峰法師遊，多次遊
宿東普陀寺，相關詩作不少。3、岑
學呂（1882–1963）：《虛雲和尚年
譜》編撰者，廣東省順德縣人。早年
從事新聞事業，歷任廣東各縣縣長，
任職北洋國務院及張學良秘書。1931
年前後開始信佛，1933 年在福州鼓山
湧泉寺皈依虛雲和尚座下，法名寬
賢。1937 年 4 月，離穗赴港，隱居新
界荃灣山中。1952 年，｢雲門事變｣
過後，虛雲和尚弟子證圓等人，把虛
雲口述年譜草稿，及平時所得的法
語、詩文、序跋等，寄交在香港的岑
學呂，由他加以考訂、編輯，歷時經
年，成《虛雲和尚法彙初編》、《虛
雲和尚自述年譜》。431957 年農曆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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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5 日病逝香港，503 月 17 日在
荃灣東普陀寺舉行公祭一事。蔡元培
生前留港期間，遇春秋佳日，喜山寺
尋僧，登臨覽勝，東普陀寺亦嘗招待
之。在他病逝後，香港佛學會同人，
由茂峰、了如兩法師發起，在東普陀
寺開追悼大會，設壇誦經，由茂峰法
師主祭。佛教救濟難民會常務委員了
如法師、陳靜濤、王學仁、王學智、
林楞真等均前往拈香陪祭；中央振濟
會由委員王曉籟、王柏齡、杜月笙、
章玄庵、張一麐等，以及國府參政員
張仲仁，治喪會葉恭綽、余天民、楊
天驥均出席，並推舉陳公哲、楊千
里、胡藻斌、湯國貞任招待總主任，
與祭者千人，極一時之盛。51

月 23 日，茂峰法師七十大壽，來賀
者眾，其弟子了一法師等述師事略，
囑岑學呂記之，成《茂峰法師事略》
一書。44
與茂峰法師有來往的軍人，可以
沈鴻英、李福林、香翰屏等將軍為代
表。
1、沈鴻英（1871–1935）：桂系軍人，
1925 年，被白崇禧及李宗仁擊敗後，
流亡香港，1934 年底，因病到東普陀
講寺吉祥院調攝，適茂峰法師講《楞
嚴經》，卧床靜聽，病稍起，舉行皈
依禮。沈鴻英於 1935 年往生，其副
將鄧士瞻寫有「往生記」，詳述沈病
中所見和茂峰法師為他釋除眼前恐
怖景象，最後助念至往生事。45
2、李福林（1874–1952）：廣東番禺
人，1907 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曾參加
鎮南關、庚戌廣州新軍和辛亥三二九
等戰役，以及光復廣東、護法運動、
驅逐舊軍閥莫榮新、平定商團叛亂和
劉（震寰）、楊（希閔）叛亂諸戰役。
1926 年，任第五軍軍長，1928 年 2
月，解除軍職，隱居香港。1933 年 5
月，任軍事參議院參議，同年 11 月
當選國民黨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
1950 年 4 月再到香港，1952 年 2 月
11 日在香港病逝。461933 年，茂峰法
師應法界聞人謝英伯等之邀，前往海
幢寺主持法會、講經時，得到李福林
的支持；1949 年 1 月，李福林曾送｢
法雨生花｣匾額給東普陀講寺，也曾
到寺與茂峰法師敘舊。47
3、香翰屏（1890–1978）：廣東合浦
人，曾就讀廣東法政專門學校。1931
年起，歷任第一集團軍第二軍軍長、
廣東省會公安局局長、中國國民黨中
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
員、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廣東中區
綏靖委員、南路軍第二縱隊司令、惠
州河源警備司令。1936 年，兩廣事變
後，出任廣東綏靖副主任、第四路軍
副總司令。抗戰軍興，受命為第三戰
區中央軍第九集團軍代總司令、副總
司令，參加淞滬會戰，率部轉戰淞滬
蘇浙各地。1940 年，任閩粵贛邊區上
將總司令，支援粵北會戰。戰後復
員，連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受命為廣州行轅副主任、廣州綏靖公
署副主任等職。1945 年 10 月，榮獲
中國首批抗戰勝利勳章。1949 年，任
廣東省政府委員，同年夏卸任本兼各
職，移居香港。48據 1956 年 12 月 21
日《華僑日報》記載，｢香翰屏將軍，
連日偕其夫人及好友等，往東普陀寺
欣賞風景名勝，由茂峰上人款以素
筵。香氏向與茂老有方外交，席間談
禪味濃，香氏夫婦以該寺環境雅緻，
大有流連不捨之感。｣49
附帶一提的是，蔡元培於 1940

伍、結論
茂峰法師於 1964 年 4 月 12 日捨
報往生，52走完了他的一生，我們該
如何來評價他呢？前文已從：茂峰法
師創建東普陀講寺前的重要經歷、｢
東普陀寺史｣中的兩件大事、｢宗教場
域｣與｢人際網絡｣視角下的東普陀講
寺等三方面，論述茂峰法師與東普陀
講寺的歷史。以下再就：茂峰法師的
人格風範、｢慈悲王｣茂峰法師的度難
救僧、茂峰法師的傳人與東普陀講寺
的未來等三方面略加申述，藉以說明
茂峰法師與東普陀講寺在香港近代
佛教史上之角色與地位。
一、茂峰法師的人格風範：據秦孟
瀟，其觀察如下：｢茂公在我心目中
是一位慈祥智慧的長者，他嚴守戒
律，深入經藏，精勤研究，精通佛法，
經常在海內外講經弘法；他有一顆悲
憫眾生的心，對所有僧眾一視同仁，
噓寒問暖，使掛單僧眾感到無比親切
和溫暖。儘管來自各方的掛單僧眾良
莠不齊，但茂公不厭其煩地耐心教
導，每天帶領僧眾上殿做早晚課，並
講解佛學知識、叢林規矩、殿堂守則
及各種制度。每逢過堂，就是茂公為
僧眾開示的時候，他講自己的參學經
驗，啟發僧青年怎樣去修行、培養道
心。茂公建寺安僧，講經弘法，普化
有緣，深受眾人的敬重與愛戴。｣53秦
孟瀟從茂峰法師的平日言行，點出茂
峰法師的風範與人格。
二、｢慈悲王｣茂峰法師的度難救僧：
東普陀在二戰香港淪陷期間，一度成
為逃難人群的避難所；1949 年國共內
戰之後，收容大批流蕩街頭的僧人。
茂峰法師發大悲心，海單接眾，對他
來說︰「一莖草葉一滴露、一個和尚
一缽齋。況有韋馱菩薩在上，倘僧伽
不嫌本寺淡泊，其食甘水齋耳。」再
這些僧眾當中，就有不少高僧大德，
如知定、度輪、洗塵、融靈、暢懷、
隆根等法師，都曾在東普陀掛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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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香港佛教大老覺光法師，肯定茂峰
法師說：｢在這緊要關頭，能一下子
海單接眾，住下二、三百僧尼安心修
道，這在香港佛教史上佔有光輝的一
頁，為海外佛教發展，奠下永不磨滅
的基礎。昔日在東普陀掛單的僧人，
而今已成為一方的高僧大德了。所謂
『飲水思源』，茂老的恩澤遍及十
方、光照人間。｣55直到 1966 年 3 月
15 日，來自臺灣的白聖法師到東普陀
寺訪問，拜會了智和尚，當日他在日
記上記說：「此寺為茂峰老法師的道
場，茂老胸襟闊大，大陸逃港之出家
人，最初都是在東普陀掛單，現在大
陸來港各法師雖都有了地方，但一提
起東普陀，無不感激茂峰老法師之慈
悲與道德，這是出家人不忘本，飲水
思源之謂矣。｣56
三、茂峰法師的傳人與東普陀講寺的
未來：茂峰法師捨報之後，東普陀講
寺由了一法師接任第二代方丈。了一
曾長期追隨茂峰法師，他在接任後，
完成寺院法堂、禪堂等諸多後期工
程，並建立｢茂公紀念堂｣，展示茂峰
法師生前所用過的物件，包括卧室用
具、衣物、文件等，以及不少與茂峰
法師有關的相片及文獻資料。了一法
師於 1974 年圓寂，監院了知法師接
任東普陀講寺方丈。57了知法師於茂
峰法師圓寂後，擔任東普陀講寺監
院。1974 年，繼任東普陀講寺第三任
方丈。知法師曾擔任香港佛教聯合會
第 12 屆至第 25 屆董事會董事、第 26
屆至第 63 屆董事會名譽顧問，香港
佛教醫院管治委員會委員，香港能仁
書院董事及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董事等職，亦曾任荃灣竹林禪院住
持，南加州中華佛教會延壽寺住持，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佛教醫院及佛
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董事等職。2017
年 4 月 7 日，法師安詳捨報示寂，世
壽 91 歲，僧臘 70 載，戒臘 61 夏。58
近年來筆者為蒐集香港佛教史
料，曾經有三次實地參訪東普陀講寺
的經驗，配合閱讀相關史料，茂峰法
師在此弘法，其盛況依稀可以想像。
東普陀講寺在過去的確有過一段光
輝的歷史；但每去前往時，總感覺
到：由於缺乏僧才，難免有｢佛門衰
敗之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
們寄望：東普陀講寺的後繼者，能擔
負起弘法利生的工作，開創東普陀講
寺的另一階段光榮歷史，這樣才不會
辜負當年茂峰法師創建東普陀講寺
的一番苦心。

7，下載日期：2018 年 7 月 18 日；岑
學呂編：《茂峰法師事略》（香港：
荃灣東普陀講寺，2013 年），頁 2–4。
2.〈東普陀講寺簡介〉，網址：http://
www.tungpotor.org/%E6%9C%AC%E
5%AF%BA%E7%B0%A1%E4%BB%
8B/，下載日期：2016 年 1 月 20 日。
3.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峰上
人（慈悲王）搜稿》（香港：荃灣東
普陀講寺，2016 年 10 月），頁 6。
4.張雪松：〈近代中日佛教交流──
以香港荃灣東普陀寺茂峰老法師
為中心〉，游子安、卜永堅主編：
《問俗觀風──香港及華南歷史與
文化》（香港：華南研究會，2009
年 10 月，初版），頁 139–144；張
雪松著：《佛教「法源宗族｣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 11 月，1 版 1 印），頁
131–136。
5.佘聖淨撰：〈茂峰法師小史〉，羅
聖能居士提供筆者之簡報資料。
6.岑學呂編：《茂峰法師事略》，頁 7。
7.聖願居士撰：〈茂峰法師小史〉，
羅聖能居士提供筆者之簡報資
料；〈觀宗寺〉，網址：https://baike.
baidu.com/item/%E8%A7%82%E5
%AE%97%E5%AF%BA/74718，下
載日期：2018 年 7 月 24 日。
8.岑學呂編：《茂峰法師事略》，頁 4。
9.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18–19。
10.岑學呂編：《茂峰法師事略》，頁 10。
11.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40–41、66–68。
12.闞正宗：〈百年前廣西籍法師在臺
弘法記──日本佛教殖民史上一段
塵掩的歷史〉，闞正宗著：《臺灣
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臺北：博
揚文化，2014 年 6 月，初版 1 刷）
，
頁 126、128、130–134。
13.茂峰：〈感懷三首〉、〈頌靈泉佛學
院〉，《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2
月 15 日），4 版。轉引自闞正宗：〈百
年前廣西籍法師在臺弘法記──日本佛
教殖民史上一段塵掩的歷史〉，闞正宗
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
129–130。
14.〈南瀛佛教會主旨書〉，《南瀛佛
教》，第 11 卷第 3 號（昭和 8 年 3
月 1 日發刊），頁 41。
15.闞正宗：〈百年前廣西籍法師在臺
弘法記──日本佛教殖民史上一段
塵掩的歷史〉，闞正宗著：《臺灣
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 137、
139；岑學呂編：
《茂峰法師事略》，
頁 14。
16.闞正宗：〈百年前廣西籍法師在臺
弘法記──日本佛教殖民史上一段
塵掩的歷史〉，闞正宗著：《臺灣
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 139。

1.〈香港佛教聯合會歷任會董——茂
峰法師〉，網址：http://www.hkbud
dhist.org/zh/top_page.php?cid=1&p
=chairman&ptype=1&psid=4&id=1
7

350-2-3-4

17.〈茂峰法師親筆紀錄〉，羅聖能居
士提供筆者；〈荃灣東普陀講寺大
事年表〉，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
主編：《茂峰上人（慈悲王）搜稿》
（2016 年版），頁 46。
18.茂峰法師：〈創建東普陀緣起〉
（1932 年），羅聖能居士提供筆者。
19.東普陀講寺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編
輯委員會編：《東普陀講寺成立八
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東普陀
講寺，2013 年）
，秦孟瀟：
〈序言〉，
頁 2。
20.〈東普陀講寺歷年大事年表〉，東
普陀講寺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編輯
委員會編：《東普陀講寺成立八十
週年紀念特刊》，頁 44-45。
21.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85 年 5 月，初版），第 4 冊，
頁 190；周美華編註：
《事略稿本（47）
──民國 30 年 9 月至 12 月》（臺北：
國史館，2010 年 7 月，初版 1 刷），
頁 693、727；劉智鵬、周嘉建著：
《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
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2009
年 7 月，再版），頁 36；金應熙主
編：《香港史話》（廣州：廣東人
民出版社，1988 年 12 月，1 版 1 印）
，
頁 209；鄺智文著：《重光之路：日
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
地圖書公司，2015 年 7 月，初版），
頁 16。
22.高木健一、小林英夫等編，吳輝
譯：《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香
港：明報出版社，1995 年 8 月，初
版），頁 27。
23.元邦建編著：《香港史略》
（香港：
中流出版社，1988 年 1 月），頁
169。
24.鄺智文著：《重光之路：日據香港
與太平洋戰爭》，頁 454。
25.劉智鵬、周嘉建著：《吞聲忍語：
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頁
112–113。
26.李鈞傑：〈論析香港佛教聯合會成
立的因由〉，《世界宗教文化》，
2015 年第 2 期，頁 130。
27.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48、59。
28.
〈荃灣東普陀 新方丈宣言 昨日進
院 儀式隆重〉，鄧家宙先生提供
筆者之簡報資料。
29.李建琇：
〈記茂峰上人鎖事數則〉
，
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82、137–138。
30.大光：
〈海外僑僧的遭遇與希望〉
，
釋廣琳主編：《大光和尚圓寂週年
紀念專輯》（香港：千華蓮社，1998
年 4 月），頁 178–179。
31.
〈中國大陸留港僧人聯誼會掛單東
普陀寺人名冊〉，永明法師編著：

《香港佛教與佛寺》（香港：大嶼
山寶蓮禪寺，1993 年 12 月），頁
74–76。
32.張雪松：〈游走於中日兩岸三地多
個宗派的中國僧人〉，張雪松教授
提供筆者之電子文檔，頁 8。
33.〈東普陀寺及三叠潭史略〉，東普陀
講寺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
編：《東普陀講寺成立八十週年紀念
特刊》，頁 66；〈三疊潭〉，網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
%89%E5%8F%A0%E6%BD%AD，下
載日期：2018 年 7 月 26 日。
34.
〈場域理論〉
，網址：https://baike.bai
du.com/item/%E5%9C%BA%E5%9
F%9F%E7%90%86%E8%AE%BA
，下載日期：2018 年 7 月 26 日；
明尼維茲（Patrice Bonnewitz）著、
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
一課（Premieres lec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
（臺
北：麥田出版社，2012 年 10 月，
初版 12 刷），頁 80。
35.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121。
36.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52；羅聖能居士提供筆
者東普陀寺資料冊。
37.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70。
38.程中山：
〈東普陀寺與香港詩壇〉
，
東普陀講寺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編
輯委員會編：《東普陀講寺成立八
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2–88；達
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峰
上人（慈悲王）搜稿》
（2016 年版）
，
頁 47、89–90。
39.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100–101、103。
40.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104；羅聖能居士提供
筆者資料冊。
41.永明法師編著：《香港佛教與佛
寺》，頁 72；達義法師、羅聖能居
士主編：《茂峰上人（慈悲王）搜
稿》（2016 年版），頁 82、102。
42.〈東普陀講寺歷年大事年表〉，東
普陀講寺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編輯
委員會編：《東普陀講寺成立八十
週年紀念特刊》，頁 45。
43.〈虛雲和尚年譜作者簡介〉
，網址：
http://www.ddc.com.tw/book/detail.
php?id=1344，下載日期：2017 年
12 月 20 日
44.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17、82。
45.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8

350-2-3-4

言〉，頁 3；〈一件袈裟的歷史——
茂峰法師的「黃鍛五衣」〉，網址：
http://paper.takungpao.com/html/20
12-12/11/content_29_1.htm，下載日
期：2018 年 7 月 19 日。
58.《香港佛教》，第 684 期（2017
年 5 月），〈了知長老安詳示寂特
輯〉，頁 6–9；〈香港佛教聯合會
歷任會董——了知法師〉，網址：
http://www.hkbuddhist.org/zh/top_p
age.php?cid=1&p=chairman&ptype
=1&psid=71&id=17，下載日期：
2018 年 7 月 18 日。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46、51。
46.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5 月，1 版 1 印），｢李福林｣條，
頁 311；莫紀彭筆錄、李業宏整理
補充：〈李福林自述〉，網址：
http://www.gzzxws.gov.cn/gzws/gz
ws/ml/49/200809/t20080910_7162.
htm，下載日期：2018年 7 月 29 日。
47.
〈昨午李福林 流連東普陀 與茂峰
和尚話舊〉，羅聖能居士提供筆者
之簡報資料；達義法師、羅永強居
士主編：《茂峰上人（慈悲王）搜
稿》
（香港：荃灣東普陀講寺，2018
年 1 月），頁 106、114。
48.〈香翰屏生平介紹〉，網址：http://
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00，下
載日期：2017 年 12 月 20 日。
49.〈香翰屏參觀東普陀名勝〉，達義
法師、羅永強居士主編：《茂峰上
人（慈悲王）搜稿》
（2018 年版），
頁 113；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
大辭典》 ，｢陳濟棠｣條，頁 1072。
50.蔣維喬著：
《蔣維喬日記》（北京：
中華書局，2014 年 11 月，北京 1
版 1 印），第 22 冊，頁 103。
51.達義法師、羅聖能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6
年版），頁 47、58–59；東普陀講
寺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
編：《東普陀講寺成立八十週年紀
念特刊》，頁 38、45。
52.達義法師、羅永強居士主編：《茂
峰上人（慈悲王）搜稿》（2018
年版），頁 94。
53.東普陀講寺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編
輯委員會編：《東普陀講寺成立八
十週年紀念特刊》，秦孟瀟：〈序
言〉，頁 3。
54.俞如：〈佛寺巡禮系列六︰東普陀
講寺 慈悲濟物 接承普陀大願〉，
《名覺》，第 51 期（2007 年 6 月
20 日），網址：http://www.budd
histdoor.com/2009MingPo/MingPo/
issue051.html，下載日期：2017 年
12 月 14 日；〈茂峰法師〉，
http://www.baike.com/wiki/%E8%8
C%82%E5%B3%B0%E6%B3%95
%E5%B8%88，下載日期：2016 年
1 月 20 日。
55.覺光：〈茂峰法師與香港佛教——
慶祝東普陀講寺成立六十週年〉，
秦孟瀟居士編：《香港東普陀講寺
建寺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
荃灣東普陀講寺，未署出版時
間），頁 105。
56.白聖長老著：
《白聖長老日記
（一）
》
（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3
年秋，初版），頁 143。
57.東普陀講寺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編
輯委員會編：《東普陀講寺成立八
十週年紀念特刊》，秦孟瀟：〈序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