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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4 日，番禺石樓鎮大

嶺村舉行了隆重的重建「赤松宮普濟

殿」動工儀式，標誌着黃大仙信仰在

大嶺村的復興。此項目由廣州市道教

協會主辦，石樓鎮人民政府、大嶺村

委員會協辦，廣州市番禺區赤松宮籌

建委員會承辦，預計於 2022 年竣工。

據《驚迷夢》2 記載，於光緒二十三年，歲次
丁酉（1897）9 月 29 日夕，深秋，陳啓東帶領
着自家陳姓子弟，並聯袂其他友人，在自己家中
（深柳堂）進行扶乩儀式。依書中所云：「是壇
在番邑菩山深柳堂，乃於光緒丁酉年，扶鸞以遣

興始也。」是次扶乩乃黃大仙師於書齋深柳堂之

首次臨壇，當時乩手乃陳啓東之侄子陳裕恬及兒

子陳中居。陳啓東等人當時扶乩所問何事已無從

考究，但推測應與混亂的社會環境以及讀書人的

出路等問題有關。廣州地區自鴉片戰爭開始，多

次陷入戰亂。對於當時知識分子而言，最大心願

即「保身、保家、保國」。

《驚迷夢》初集載及之〈赤松大仙普濟壇賦〉

曰：

……方今人心多變，天怒重千，厲

風擾擾，瘴氣漫漫。為善則災殃可免，

為惡則劫數難寬。為救主民苦劫，故來

此地扶鸞。苦口勸來，欲眾生同登彼岸。

存心普渡，聚諸友而設斯壇。

又，《驚迷夢》下卷首頁之〈運元普濟勸善

赤松仙師命序〉中又云：

……赤松仙師閔世道之昬亂，憂神

州之陸沉，駕鶴來遊，詳降乩語，廣勸

群生，勉為善士。悲酣睡之未熟，乃大

聲疾呼。欲以拯陷溺之人心，救羸瘠於

將死。諄切誥誡，莫匪善言。倘能將此

說，體而行之，清夜捫心，回頭未晚，

可以保身，可以保家，可以保國。

由此可見，「普濟壇」之初建乃是一班共同

信仰之鄉里士紳，由於對亂世之無奈，加上黃大

仙師之乩緣勸戒眾人，拯救生民，普濟群生，因

而促成「普濟壇」之成立。

2　《驚迷夢》為嗇色園所藏，記載有關早期普濟壇的扶乩等乩文之善書，是書於本園七十周年時，以合訂本上、下兩卷重印出版。

第一章 創壇緣起（1921 年前）

（一） 菩山名村 首創普濟

廣州番禺區石樓鎮，有一座村莊

名為「大嶺」。此村莊滿佈大小祠堂

及古塔，具有濃郁的嶺南水鄉風貌，

是國家級「中國歷史文化名村」。

「大嶺村」原名「菩山村」，始

建於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由陳

氏及許氏家族共同開發。據悉，開村

之人為廣東始興郡皇后之父許氏；而

陳氏一族源於江西省泰和縣柳溪鄉，

北宋時期遷至廣東高雄，再於高宗南

渡時遷居至此。

「大嶺村」具有崇文重教之傳

統，充滿書香氣息：有清一代，共出

了 1位探花、34位進士、53位舉人；

有品級的官員多達 100餘人。清朝末期嶺南黃大仙信仰之首個道壇「普濟壇」即建立於此。1

（二）扶鸞遣興 仙師臨壇

光緒年間，「普濟壇」創始人陳啟東出生於一戶書香世家，屬大嶺陳氏家族竹洲一脈，家有書作《勸

學法則》及《勸學文》傳世。受家庭環境影響，陳啟東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飽讀詩書，博學多才，本

是一位儒生，後於村內私塾當一名教書先生。在陳氏族譜中可以看到陳啟東之先祖乃一名舉人，當過知

縣；及至陳啟東這一代，科舉制度已成明日黃花，故未能尋得有關其獲取功名之記錄。

據園內收藏之文獻《普濟壇同門錄》記載，陳啟東乃唯一一人於「現業」中填寫「士」之名號。可見，

雖然社會環境有所不同，但他依然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對自身之「士人」身份甚為重視。

1　陳華佳：《大嶺村歷史與文化》。廣州：番禺碧彩紙類製品有限公司承印，2004 年，頁 69。

香港嗇色園黃大仙祠所藏《普濟壇同門錄》

大嶺村深柳堂舊址

番禺菩山大嶺村陳氏大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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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10月 6日夕，陳啓東等人再次扶鸞，求請

黃大仙師賜予壇名。仙師回應衆人：

余本不才，試以此劇之，試用「普濟

壇」三字可否。詩曰：普救群生理本然，

濟人危機是神仙。壇開亦為行方便，臺畔

諸生志貴堅。普濟壇臺，樂哉樂哉！眾人

再求仙師造一對聯試助雅興，仙師云：「普

渡眾生登彼岸，濟施時疫設斯壇」。3

由此，赤松黃大仙師第一座道壇「普濟壇」正

式得名。

「普濟壇」創立初期乃家族性乩壇，整個活動

場所面積不足 100平方米，與一般人家之庭院無異：

進門第一間為大約面積 15平方米之「醒迷覺夢堂」，即眾人扶乩著書之所在；院內地面以青磚鋪砌，並

栽種了一些綠色植物；院內右側為專門供奉黃大仙師之廂房，門前有台階三級，略高於其他房間，其內

供奉寫有仙師名諱之紅紙一張；房間旁邊有一條紅磚小道，連接一道後門通往昇平大街兆和里。當時創

壇成員約 10餘人 ——以陳啟東為首之大嶺村陳姓家族子弟以及幾位親朋好友。4

普濟壇創始人名錄（前七位）

姓名 字 號 道名 生更名 再更名 三更名 四賜名

1 陳啟東 君顯 礿白 朴 善悟 輔善 悟緣 元元導善子

2 陳裕恬 定湮 養齋 樂 樂善 悟真 烈性子 始原道名

3 陳中居 定環 北所 信 醒善 悟非 守思子 原派道者

4 陳迪芳 吉萬 漱六 念 覺善 悟了

5 陳萬青 明義 伯雅 配 從善 悟心

6 陳裕賡 定謶 少皋 想善 悟勇

7 陳柳衣 定甲 子染 修 善為

菩山普濟壇創壇弟子之名號為「善悟」、「樂善」、「醒善」等，其名號之中皆有一個「善」字，

這與黃大仙師之「普濟勸善」宗旨密切相關。道教許多典籍均強調以善為先，行善才能積累功德，是修

煉成仙之重要因素。 

3　 《驚迷夢》上卷，嗇色園七十周年紀慶普宜壇重印，頁 10。《驚迷夢》成書於 1899 年，撰寫於菩山普濟壇「醒迷覺夢堂」，為記錄普濟壇

神仙降鸞作出指示語錄的合集，是研究關於黃大仙歷史和信仰的重要參考資料。

4　 陳華佳：〈大嶺村「菩山」與黃大仙〉。《番禺日報》2014 年 1月 4日。

關於當日仙師臨壇還有一個戲劇

性傳說：是日眾人雲集於深柳堂內扶

乩所請的神仙並非黃大仙師。當時眾

人點燃香火，恭迎仙駕，可是等了很

久也不見神仙降鸞。直至土地公來報：

眾人所請神仙因事無暇臨壇。此時恰

逢赤松子雲遊經過此地，眾人恭請再

三，土地公有所感動，便邀請赤松子

代為臨壇。赤松子本不願，但見眾人

真心摯誠，便下壇指點迷津。( 參考

《香江顯迹》頁十八 )

香港嗇色園黃大仙祠所藏《驚迷夢》

早期嗇色園普宜壇「飛鸞臺」內的乩盤和乩筆。

參考資料一：

道教的扶乩儀式

鸞鳥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神鳥，負責傳遞神明的訊息。

扶乩是中國傳統的一種與神明溝通的儀式，又稱為「扶鸞、揮鸞、飛鸞、拜鸞、降筆、

請仙」等等。有關扶乩的記載最早為南朝劉敬叔的《異苑．卷五》中，記述紫姑降鸞之

事。道教承襲了這種儀式，在扶乩過程中，「鸞生」（俗稱「乩手」） 與神明溝通感應，

寫出文字或畫出圖像，從而傳達指示或解答問題。

扶鸞時有「正鸞、副鸞」各一人，另有「唱生」二人，「記錄」二人，合稱「三才六部」；

用一支「Y」形桃柳木組合成的木筆，於沙盤（乩盤）上揮動成字；唱生依照字跡唱出，

再由記錄生寫成詩詞文章，最後對記錄下來的資訊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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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最後一任兩廣水師

提督李準在虎門投降，廣東進入民國時期。花埭

黃仙祠與各地的寺廟一樣，受到來自各方面之逼

迫打壓，最終於 1913年以徹查賬目為由，被警察

廳沒收，改為教養院附屬幼兒園。至此，「普濟

壇」從菩山建壇到最終蒙塵，只有短短 15載。不

過，正是於此短暫歷程中，創立和奠定了黃大仙

信仰之重要基礎，包括：

．確立了「普濟勸善」的核心宗旨

．傳承黃大仙藥籤和靈籤

．傳承黃大仙師畫像

（四） 普慶弘道 樵嶺同聲

梁仁菴道長，原名梁華興，字敬孚。來港後仙師乩示，道名為元覺。梁道長是仙師早期信仰者之一，

排在《普濟壇同門錄》中第十八位。梁仁菴道長的家鄉，是廣東省南海縣江浦司稔岡鄉，位於道教名山

「西樵山」附近。居於此地的民眾大多對道教有極其深厚的信仰。由於此地醫療水平落後，疾病猖獗，

生活困難；不少人被迫背井離鄉，留下老弱病殘舉步維艱之輩。1901年，梁仁菴道長決定回到家鄉弘揚

黃大仙師信仰，於焉設立藥局贈醫施藥。

梁仁菴等人繼承「普濟壇」之傳統，於西樵稔岡鄉建立新的以「乩壇」為核心之黃大仙祠，得仙師

賜名為「普慶壇」，翌年更受玉皇上帝賜封為「玉靈寳洞」。為了在當地更好的弘揚黃大仙信仰，普慶

壇除繼承發揚贈醫施藥之傳統外，並作出一些因地制宜之改變，如：

1.	允許女子進祠參拜。

2.			增加供奉的神仙。（除黃大仙師外，

並奉及仙師三代仙親、文昌帝君、關

聖帝君、齊天大聖及當地城隍）

3.		建立自己本身的道號系統，排列為道、

果、德、修、誠。

1904年農曆四月初五至五月十五日，梁仁菴道長親

自執乩，列仙在黃大仙師及呂祖仙師的主持下，紛紛臨

壇垂訓。此次扶乩歷時一月有餘，所得之全部乩文收錄

成書，書名《醒世要言》。此乃於《驚迷夢》後，關於

黃大仙信仰之又一重要著錄。

（三）花埭建祠 仙方濟世

《驚迷夢》記：「……示方濟世。遂首其事也。族人有患病者久窮於治。試為壇暨遇羽客，而俾以方。

及壇布而吾師臨。……如其方以治，隨手奏效，歷歷應驗……問事者日環其門，莫不有求皆應，而於醫

一道尤神。得其方者，無不立愈」。「普濟壇」創立之後，迅速得到廣大信眾支持，除了其弘揚「保家

衛國、止惡揚善」的精神信念之外，更因黃大仙師以乩方治病救人；並且分文不取，故世人又將黃大仙

師尊為「醫藥神」。

1898年，廣東地區疫病橫行，前來求醫問藥之善信絡繹不絕，乩方供不應求；此時以「家庭式乩壇」

形式設立之「普濟壇」已未能滿足民眾之實際需要。1898年農曆八月二十三日仙師壽誕時，眾人向仙師

詢問擇地擴建道壇一事，希望可以救助更多民眾。得仙師指引，《驚迷夢》載：「癘疫流行，篤請仙師

出而濟世，果允其請。乃於番禺屬之花埭，辟地數畝，為之立祠」。最終確定於臨城花埭（清末屬於南

海和番禺，如今名為花地）建立新祠。

新祠從確定遷壇至修建完成，只用了一年時

間，「普濟壇花埭黃仙祠」於 1899年農曆六月

二十一日開光。新壇之佈置由仙師所指示，下至

楹聯、匾額，亦由仙師乩筆指示，如《驚迷夢》

四集序提到：

門額可用「黃仙祠」三字；門口聯，

可用「叱石成羊、煉丹回春」八字；屏

風聯，可用「為善豈無門，即此可登歡

喜地；向前還有路，不妨再上大羅天。」

廿四字；園門額，可用「金華別洞」四字；

聯可用「超以向外，得其環中」八字；

曬書台，可用「大羅天」三字；聯可用「放

眼盡觀世界，置身如在蓬萊」十二字。

	

「花埭黃仙祠」對求籤看病者實行「隨緣樂

助」，病貧者可以免費，由是迅速聲名遠播。

1900年，《普濟壇同門錄》記錄之道長增至 115

人，進一步擴大了黃大仙信仰的影響。1904年左

右，花埭黃仙祠進行重建。重建之新祠建築雄偉，

為「三進」院落， 5 整座廟宇共佔地 130畝。

5　 院落的「三進」：「口」字形稱為一進院落；「日」字形稱為二進院落；「目」字形稱為三進院落。其中三進院落的四合院乃明清時期最標

準之四合院結構，佈局最為合理、緊湊，其形式被民間大量採用。

香港嗇色園黃大仙祠藏《仙方冊》

花埭黃仙祠標有年代的石刻文物——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

花埭黃仙祠所用的籤筒和靈籤

光緒年間成書《醒世要言》，香港嗇色園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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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普濟壇」被警察廳沒收的消息傳來，遠在西

樵的「普慶壇」眾人感到事態嚴重，迅速籌劃應對之法。

在仙師指引下，普慶壇進行了一系列改變，才得以在之

後的風雨飄搖中屹立不倒，包括：

．	迴避與「普濟壇」的關係，收斂鋒芒，

對外以「普慶善堂」的名義出現。

．	加強社會慈善事業，得呂祖乩示成立「海

勝益善會」收殮浮屍；並得南海縣政府

支持，備受肯定和保護。

．	加強宗教建設，派出弟子前往羅浮山一

帶求師學道，研習科儀；並組建自己的

經師隊伍，被當地道教界視為泰山北斗。

．	承擔「普濟勸善」的使命，開枝散葉，

來港建立分壇，使黃大仙信仰得以薪火

相傳。

直至 1949年以後，社會情況發生巨大變化：戰亂結

束，軍人復員，子弟歸鄉，導致農村人口結構及經濟面

貌等發生改變；加上農村的醫療衛生情況得到改善，傳統的贈醫施藥善舉變得次要，「普慶壇」的地位

因而逐漸衰落。後來的社會運動和土地改革中，稔岡黃大仙祠終被拆毀，如今只留下一塊石匾，一塊石

符，一組經櫃及一顆銅質印章。

另外，1930年由原「普濟壇」、「普慶壇」弟子於廣州創立之專門供奉黃大仙師的道壇—「普化

壇」，也於同一時期（五十年代）被拆毀。

1986年嗇色園道侶於「西樵稔岡黃大仙祠」尋根之旅留影。

1986 年嗇色園道侶於

「西樵稔岡黃大仙祠」

遺址尋到重要文物。

刻有「普慶壇」字樣的經櫃。

「西樵稔岡黃

大仙祠」遺留

之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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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下設壇 以啟山林

二十世紀初期，香港雖為殖民地，卻恰恰成為了政治風雲的避難之地。當時的香港信仰自由，社

會可以接納各種不同宗教派系，於是許多道侶紛紛南下，在香港建立道堂，使道教可以在這片土壤生

根發芽。

據梁鈞轉道長的手稿中記載：梁仁菴、梁鈞轉父子得仙師指引，1915年攜帶仙師寶像（硃砂畫像）

南下香港。衆人最初開壇先後在中環乍畏街萬業大藥行和大笪地開壇闡教。1916年，再遷至灣仔皇后大

道東附近（原址為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辦公大樓）供奉仙師；並在樓下開設一間藥店，其前廳為店舖，後

堂為扶乩求方，名曰「福慶堂」。1918年末，「福慶堂」不幸遭到火災，導致壇務被迫暫停，梁仁菴道

長也回到家鄉居住。不久，幾位在港經商之「普慶壇」同道極力邀請梁仁菴道長回港共同恢復壇務，梁

道長遂同眾人一起於灣仔海旁東街 96號三樓重新設立乩壇，取名「金華別洞」。自灣仔開設乩壇伊始，

至九龍獅子山下竹園村（香港嗇色園黃大仙祠現址）正式建祠，共歷時六載。

「金華別洞」創建者名錄

梁仁菴、梁鈞轉、馮萼聯、張殿臣、郭述庭、陳柱石、唐麗泉、

馮其焯、林績臣、楊日南、何星甫、黃蘭生、高浩文、劉宇文、

黎孔昭、莫頌庭、招大發等。

稔岡黃大仙祠之匾額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土後，當地居民於「普慶壇」原址修黃大仙祠供奉仙師，此匾額依然懸掛於大門之上。

嗇色園藏——民國十年普慶壇《普濟勸善書摘錄》。

嗇 色 園 藏 —— 歲 次 庚 申 至

乙 丑《 弟 子 入 壇 訓 示 部 》

（1920 年至 1925 年）

《弟子入壇訓示部》載及馮萼聯（悟覺）

道長之書頁，梁仁菴道長仙遊後，壇務

全由司理馮悟覺道長執行。

梁鈞轉道長手稿原本，記錄

南遷香港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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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二：

赤松大仙詩：《勸孝文》

放開眼界。觀透世人。無非名利擾擾終身。今夫為人父母者。未有子則心慾求之。

既有心必愛之當其初有也。如瑞草琪花，以為獨得之物。又如珍珠美玉，以為莫比之珍。

及其稍長也。教以詩書使之知乎文字。教以禮義使之養其性情。為父母者。未有不欲其

子之賢也。唯其當天性漸漓。俗情日長。雖有賢父慈母。亦無可如何。或為盜而劫掠者。

有之。或破家亡產者。有之。欲拘之而不能。欲教之而不聽。斯時父母縱深愛之。亦厭

其不賢也。所以於世而求一服勞奉養。未足為孝者亦甚難也。況求若古帝王之夔夔齊慄

者乎。其或父母有過亦不可悻悻然見於面。故孔子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

違。勞而不怨。為人子者。不念父母之劬勞而反薄父母者。與禽獸奚異哉。願學盡孝焉。

當以養子之心而事親可也。

� —《驚迷夢》上卷二集

梁鈞轉道長影像及名片  

——由梁鈞轉道長之女兒梁耀好女士透過嗇色園文物徵集計劃提供，謹此致謝。

第二章 草創時期（1921 - 1940）

（一）園名嗇色 壇號普宜

1921年 4月，蒙仙師指引，梁仁菴、馮萼聯道長遂往香港九龍城尋覓建祠寶地。二人尋地之過程，

錄於嗇色園所藏《本壇以往各事登記部》：

（兩人）行至蒲崗竹園村之側附近一山，風水甚好，隨後回金華別洞開乩請示。經先

師批示，云此乃鳳翼之吉地，最合開壇闡教，其號嗇色花園，內設一所地方，安奉黃大仙

寶像，顏其曰：赤松仙館，此乃集合群眾修道之靜室。又蒙文昌帝君乩書嗇色園三字，並

指示吉日興工動土。

仙師又乩示：「由九龍城起，往北走三千步可闢地建祠」，梁仁菴同馮萼聯道長二人終至蒲崗竹園村。

只見此地五行具備，靈秀所鍾；背枕獅山，面對爐峰；峰下綠波平漾，分東西出海而祥凝瑞聚；配合普

濟勸善，誠人間之福地也。黃大仙師指示二人將插竹處右移三尺，再後移三尺，定為新祠大殿之中心。

建祠工程於兩個月之後的農曆六月二十四日迅速啓動，並建「赤松仙館」安奉仙師寳像，當中又建

成了大殿、麟閣、辦事處、宿舍、大閘、水井等工程。同年農曆七月二十日進伙陞座，隨即建醮開光及

進行奠土超幽科儀五天。計捐助開辦經費及擔任義務者，有張殿臣、唐麗泉、郭述庭等諸道長各捐二千

元，陳柱石道長捐一千元等。其時，梁仁菴道長任總理，馮萼聯道長任司理，梁孔昭道長任經懺，劉宇文、

招大發、梁鈞轉、莫頌庭、高浩文等諸道長為經生。《普宜壇同門錄》載，最初建壇道侶共 24人。在進

伙後十餘日，梁仁菴道長完成法脈傳承之使命後，便駕鶴仙遊了。

梁仁菴道長之畫像（馮萼聯贈）。 嗇色園普宜壇《本壇以往各事登記部》中的尋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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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農曆八月，初次慶祝先師寳誕時，蒙玉帝親臨，賜下「普

宜壇」以為立壇之號；並蒙文昌帝君乩書「嗇色園」三字作為正式定

名，標誌道壇正式成立。「嗇」者，少費也；「色」者，所好之物，

有慾之類也。「嗇色」二字有愛精神、致虛靜、省思慮、寡情慾之要義，

亦有引導人悟道修行之含義。現時孔道門前對聯：「壇號普宜宜悟道，

園名嗇色色皆空」，及三聖堂內有對聯：「嗇節有餘，三教同源承一脈；

色空雖幻，衆生樂善自千秋」，皆以「嗇色」及「普宜」作聯以紀之。

（二）尊「儒釋道」三教一體

1921年農曆二月二十五日，黃大仙信仰的傳承者（諸位道長）於

灣仔「金華別洞」扶鸞得仙師指引，道壇必須尊三教合一之原則，繼

續普濟勸善宗旨，消災解厄救民救國。先建立一座有一定規模的廟宇，

隨後因地制宜開辦種種善舉，以「善、慧」吸引有緣人，同修三教。

仙師指示，此廟宇將為一切善業之根基，假以時日，必將四海揚名。

仙師勉勵眾道侶，應以平地立山之氣魄，不畏艱難，奮力而為。

宋明以來，三教一體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潮流趨勢，雖三教教

義各有不同，惟勸人以善之核心思想殊途同歸。因此，嗇色園根據香

港地區不同文化混合之社會特質，強調延續傳統，着眼世界；並以「三

教並尊」為基礎，站在一個更大的格局下放開「門戶之見」以追求世

界大同，將「普濟勸善」提升到一個新的領域。

  

1923年竹園村舊貌：建築均用竹棚搭建，

一切從簡。由 Alistair Gow 透過嗇色園文

物徵集計劃提供，謹此致謝。

嗇色園草創時期尊尚三教合一之乩文。

乩字：「宜」

嗇色園珍藏文物—「九龍嗇色園赤松黃大仙印」。寶印為銅製，

背面刻有鑄造時間「民國十一年歲次壬戌孟秋吉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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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奉行師訓 設立藥局

自正式開壇起始，「普宜壇」道侶秉承仙師「普濟勸善」的壇訓，開設藥局，實行「贈醫施藥」。

早期嗇色園的資金主要是由道侶捐獻，對外募集的善款並不多。身處戰亂、貧窮、疾病肆虐的年代，施

贈的推行無疑是仙師對世人的眷顧，以及宗教的教化之功，當屬濟世之舉。大殿前的對聯，清楚表明了

「普濟」的主旨：

洞隱金華，丹成九轉，濟眾表忠誠，百世威靈垂宇宙。

名留青史，煉藥回生，痌瘝常在抱，千秋俎豆薦馨香。

1924年農曆六月十九日，嗇色園於九龍城外西貢道十四號首創贈醫施藥局（今太子道附近）並聘請

醫生駐診。因資金有限，每日施贈約為四十人，分文不取。

由此，來嗇色園求醫、求仙方者日益增加，香火逐漸旺盛。「黃大仙藥籤」分為眼、外、男、婦、

幼五個科類，病患可親自或請家屬參拜神明後，按照科類求取籤方。全部藥籤共有 500支。這 500支藥

籤並非全部有藥方，其中含勸誡或詩文籤 43支；信仰性質籤 28支；還有一些食療的方子。 1936年藥局

由西貢道遷到長安街。

「黃大仙藥籤」自菩山「普濟壇」伊始，救人無數，有力緩解了多次爆發的疫病。隨着醫療衛生的

規範化，仙方現在已停止派發；故如今民眾只知「黃大仙靈籤」極為靈驗，不一定知道「黃大仙藥籤」

曾經救民於疾苦。

1923 年 4 月（歲次乙丑）萬緣勝會臨時竹撘建築。

—由 Alistair Gow 透過嗇色園文物徵集計劃提供，

謹此致謝。

1924 年嗇色園赤松仙館

廣告—《香港華字日報》

香港嗇色園赤松黃仙祠主殿—1929 年。( 鄭寶鴻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

《黃大仙藥籤》

《黃大仙良方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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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華分蹟 寶洞清靈

1925年，重修嗇色園大殿之際，蒙呂祖乩書，將大殿名稱「赤松仙館」更名為「赤松黃仙祠」五字，

此牌匾至今仍懸掛於大殿上方。是年新建「金華分蹟」牌坊，園之四周，圍以竹籬，又新建「第一洞天」

大閘（呂祖乩筆）及悟道堂前座，另由林紹銘道長獨資建丹爐一座，唐麗泉道長之女唐棣卿女士獨資建

土地廟一座。

1933年，嗇色園新建盂香亭及安奉燃燈聖佛，而嗇色園又得玉帝賜名「清靈寳洞」。同年，黃大仙

師乩示《普宜壇壇規十七條》，為嗇色園弟子之行為守則，亦是園務管理的基本條例。1937年 4月，蒙

仙師乩示：「謂欲本園永垂久遠，建築須配合五行，謂之五形。鸞台金形，經堂木形，玉液池水形，盂

香亭火形，照壁土形。金、木、水、火、土五行齊備，方能鞏固」。嗇色園五行佈局之勢就此形成，沿

用至今。

除贈醫施藥、扶貧救災外，嗇色園亦多次舉辦天醮法會以安民心。早年「普宜壇」科儀仍沿襲「普

慶壇」之傳統，凡重要法會皆由普慶壇派經生來港代為主持。1938年廣州失守後，交通受阻，乃禮聘羅

山「白鶴觀」道長聯合舉行法會。以下是 1922年至 1941年期間嗇色園舉行的天醮或法會：

．1922年建醮超度風災幽靈。

．1923年釋尊誕辰首建萬善緣法會二十一天，附薦先靈。

．1926年農曆四月佛誕日，建天壇醮七晝連宵。

．1928年農曆七月首建盂蘭盛會十七天。

． 1932年農曆四月佛祖誕辰，誦大悲神咒萬餘籌，並以紅豆作籌數，每堂三人同聲合誦。誦畢，蒙

黃大仙師指示，將此豆帶往東莞太平，用木艇駛到虎門海面散佈，並舉行水幽一堂，超拔歷年華

洋輪船遭劫之幽魂，以安行旅。參加水幽義務經生有劉宇文、梁鈞轉、莫頌庭道長等多人。

． 1941年農曆七月，仙師命啟建「萬緣勝會」，超薦歷年兵燹水火遇難同胞及海陸空三軍陣亡戰士，

並附薦各姓先靈。法會為十四晝夜連宵。

1928年，香港政府出台政策，規定所有廟宇均須向政府註冊，一律歸「華民政務司」管轄，該司特

設「華人廟宇委員會」主理此事，並通過《華人廟宇條例》依法規管。法例實施後，有 200間廟宇註冊，

另有 28間廟宇被評定為只有商業投機性質，所以要關閉。早期嗇色園屬私家修道場所，當時雖避開被關

閉之危機，但不可對外開放，只能閉門作「私人清修道場」，沒有開放予公眾人士。廟內除了日常的習經、

賀誕及禮懺科儀等外，亦定時舉辦大型醮會，進行「陽樂陰安」的法會。

1934年，嗇色園為避免觸犯政府廟宇條例，遂將大殿關閉，如屬嗇色園道侶或其家屬參拜者乃開啟。

後由何華生道長轉託周竣年先生向「華民政務司」申請，准於每年正月將大殿開放，供人參拜。1937年，

由於參拜人士太多，嗇色園恐觸犯廟宇條例，由農曆四月起，進而封鎖「第一洞天」大閘，參拜者只得

拜於門外之竹樹。是時嗇色園經多次重修，才略有規模，談不上輝煌。不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前來遙拜仙師者絡繹不絕，將黃大仙師作為自身之精神寄託。

參考資料三：

《普慶幽科》題記

林邊覺因鑑於西樵之道腔有所出入，因窮究之，始知寔無師承所致，常被參觀者譏

為不倫不類。如昨年「萬善緣」，報紙載云，所謂經生者，今年又見於九龍採風記，此

中嘻笑怒罵，不遺餘力，想各道兄亦必見及，我亦已於昨年元月，上稟　先師，問可否

改用禪腔事，蒙  先師批云「上年師伯早已題及糾正，事因本壇初創，故未暇及此，今

爾稟問，正如我意」等句，故敢銳意改編，不惜光陰，不憚勞瘁，請教於廣州楞嚴佛學

社沈允州先生，以冀得抵於成，用正禪腔，使以後外界參觀者，不特詆無可詆，反生欽

羨。近世潮流，趨向佛學，梵音一道，尤屬典盛。演劇者編之於舞台上，唱書者唱於歌

台上，留聲機則終日盈耳。上至老成碩望，下至婦女孩童，無不飽衝耳鼓，學此者不可

不認真研究，慎勿謂秦無人也。雖屬榮辱關頭，對於佛法本無人我，惟於本壇前途，大

有關繫在焉，願學此者，祈諒之，祈勉之。

 丙寅冬邊記

普宜壇創立之初，嗇色園道侶

於竹棚前之合影。

甲戌歲《宜事略紀錄》（一九三四年）—嗇色園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