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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學佛的傳承 

晚清學者接觸佛學的風氣。 

家庭影響，羅公母親信佛，少年已皈依。 

得太虛法師的親授； 

讀書時得支那內學院之學風影響； 

服膺於三時學會的韓清淨之著述。 

南來香港與佛教界居士交往，如馮公夏、李世華、高
大添、韋達、劉銳之，邢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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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佛教復興的推動者 

楊仁山（1837年－1911年），名文會，字仁山，安徽石埭（今
安徽池州石台）人。清朝末年著名佛教居士，中國近代佛教復
興運動的奠基人，被尊稱為「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 

 同治5年（1866年），移居南京，創立金陵刻經處。 

 光緒12年（1886年），隨劉芝田出使英法，在倫敦結識了日本學者南條文雄，歸國
後與他密切合作，將在中國已失傳的佛教經典，重新自日本傳回中國，並編印出版。
以佛教振興中國為己任。 

 光緒34年（1908年），在金陵刻經處之下，建立祇洹精舍，這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化

的佛學教育機構。 

 來這裡參學過的人士包括：太虛法師、歐陽竟無、章太炎、梅光羲等人。 



歐陽漸：支那內學院的建立者 

歐陽漸（1871年－1943年），江西宜黃縣人，字鏡湖，四十歲
之後改字竟無，一般尊稱為「歐陽竟無先生」、「竟無大師」。 

支那內學院的建立者，復興法相唯識學，是現代中國佛教研究
之先鋒。 

著名的弟子有熊十力、呂澂等人；而著名哲學家唐君毅及其父
親唐迪風（唐烺，晚清學者），亦師承自歐陽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9%82%A3%E5%86%85%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7%9B%B8%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C%E4%BC%BD%E8%A1%8C%E5%94%AF%E8%AD%98%E5%AD%B8%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8A%E5%8D%81%E5%8A%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82%E6%BE%82


支那內學院：居士佛教基地 

支那內學院是由歐陽竟無、呂澂等人於1922年南京創立。最早
是依託於金陵刻經處之下的佛學院，後成為獨立的機構。它是
一所說佛、教學、刻經和進行佛教研究的機構。 

支那內學院主要是以唯識宗研究為主，旁及印度梵文、巴利文
佛學與藏傳佛學，是近代唯識宗復興與佛學研究的主要推手。 

 1943年，歐陽竟無病故，由弟子呂澂接任院長，繼續在四川教
學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學院於1952年停辦。 

羅時憲教授於中山大學碩士畢業時的校外評審委員，即為呂澂
先生；羅公在研究院第一年之指導教授陳竺同先生，亦為歐陽
竟無高弟。 

支那內學院研究之學風，對羅先生當有極大影響。 

 

 

 



親炙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等佛教研究機構。 

近代僧伽的領袖； 

培養了不少僧材，如印順、演培、東初等。 

對近代中國佛教影響深遠。 

羅時憲教授少年時皈依法師，為在家弟子。 

 1938年於雲南得再遇法師，並授予讀經方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8%99%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6%98%8C%E4%BD%9B%E5%AD%A6%E9%99%A2


北京三時學會--韓清淨 

韓克忠（1884年－1949年）生於河北省河間市，字德清，
號清淨居士，人稱韓清淨。 

民國初年時在中國北方推動法相唯識學的研究，與歐陽竟無
齊名，有「南歐北韓」之稱。 

曾在北京創立法相研究會、三時學會。著有瑜伽師地論科句
披尋記彙編一百卷等。 

佛教法相學會集刊第一輯出版，即刊登了瑜伽師地論科句披
尋記彙編的卷一，以廣流通，便可知羅公對韓清淨著作的重
視了。 

羅時憲教授受其治學方法影響，以疏解論，以論解論等，後
來從事《成唯識論述記刪注》的寫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6%B8%85%E6%B7%A8


羅時憲教授—開香港居士弘法之風氣 

1936 十一月杪，羅時憲等中山大學學生，即於此時皈依。 

1939 一九三九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41 

一九四一年，畢業於研究院中國語言文學部。 

歷任中山大學及廣東國民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 

羅公少從寶靜法師聽講，後皈依太虛大師，廣習天台、唯識、中觀之學。 

1949 
一九四九年抵香港，除教學外，更在香海蓮社、三輪佛學社、香港大學及中文
大學部等機構講授佛學，對佛法在香港之流布，貢獻極大。 

1962 應金剛乘學會之邀，主編《佛經選要》。 

1965 創立法相學會，出版《法相學會集刊》，主持佛學星期班。 

1984 移居加拿大，從此奔波於港、加兩地，弘揚法相、般若。 

1989 創立安省佛教法相學會，使唯識、法相之學說，遠播至北美。 

1993 十二月十二日於香港家中往生，一室清香。 



香港佛教--居士說法的風氣(一) 

50-80年代中：羅公、第一代學生弘法及培育人才。 

80年代中至90初：羅公及第一、二代學生弘法及育才。 

90年代中至2010：第一、二代學生弘法及培育人才。 

(志蓮佛學課程、港大漢文佛典課程) 

2010-現在：第二代學生及再傳學生弘法及培育人才。 

(志蓮佛學課程、港大漢文佛典課程) 

 



羅時憲教授—開香港居士弘法之風氣(二) 

弘法特色 

批判傳統佛教中，著重臨終、鬼神等陋習，強調以理為宗，蕩
除迷信，依據佛教經論思想，去修行學佛，不可盲目附和。 

專上學院弘法 

一九四二年起歷任中山大學及廣東國民大學講師、副教授、教
授。先主講大乘及小乘佛學、佛典翻譯文學等科目。國立中山
大學講師。 

一九四九年教授攜眷來港，除在香海蓮社、三輪佛學社等團體
弘法外，更於專上學院等機構授課，如：廣僑書院任教務主任、
新亞書院、香港聯合書院、珠海書院、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校
外進修部等講授佛學課程。內容有《隋唐佛學》、《成唯識
論》、《解深密經》、《金剛經》、《因明入正理論》等，達
數十年之久，對培養弘法人才，貢獻極大。 

 

 

 

 



羅時憲教授—開香港居士弘法之風氣(三) 

由三會合辦的佛學星期班、各道場及專上學院，培養出不少人
才，如葉文意、霍韜晦、李潤生、黃家樹、高永霄、辛漢威、
陳瓊璀、張漢釗、譚博文(衍空法師)、岑寬華、陳達志等。 

在佛教能仁書院聘任為哲學研究所所長及後為院長之職。學生
有：王聯章、劉萬然、劉錦華、淨達法師、趙國森、林國材等。 

在新亞文商/新亞研究所學生有：李葛夫、陳雁姿等。 

 

 

 



羅時憲教授—開香港居士弘法之風氣(四) 

志蓮淨苑的文化部研究員，大部皆為羅公的弟子。
如： 

辛漢威 

陳瓊璀 

陳雁姿 

李葛夫 

趙國森 

 

 

 

 
關閉 

 

https://www.facebook.com/dhalbi/photos/a.385048335206239/758798381164564/?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dhalbi/photos/a.385048335206239/758798381164564/?type=3&theater


羅公學生於香港成立或負責的佛學學會 

 

葉文意：三輪世佛法相佛學班同學會 

霍韜晦：法住學會 

高永霄：三輪佛學社/世界佛教教友誼會(香港分會) 

何美琦：彌勒佛學社 

王聯章：慈氏學會、慈氏文教基金 

陳家寶：普明佛學會 

衍空法師：覺醒心靈成長中心 

黃家樹：佛教中觀學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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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學生開展的佛學學會 



羅公學生於香港推動/任教的佛學學會 

佛教法相學會的佛學星期班(53屆)、佛學進階班(13屆) 

佛學班同學會(74成立)至今舉辦佛學初機班、1981年7月，與
香港電台合辦佛教廣播節目「空中結緣」至今。 

真言宗女居士林與佛教法相學會合辦： 

    佛教經論課程(1993-現在)、佛經選要課程(第一至四屆)。 

妙華佛學會：佛學進階課程導師 

普明佛學會：佛學基礎班、佛學研習班導師 

 

 



羅公學生於香港推動或任教的佛學學會 

佛教法相學會主辦：香港大會堂星期一佛學講座。 

彌勒佛學社：大會堂佛學講座 

明珠佛學社：佛學課程 

佛教護生會：佛學課程 

志蓮夜書院(四年制)佛學課程(1995-現在) 

志蓮文化部：佛學基礎課程(1-47屆)；佛學中級班(1-33屆) 

妙華佛學會：佛家經論選講課程 (2015-現在) 

東蓮覺苑：大乘佛教空有二宗精選課程(2018) 

 

 

 

 



佛教大學或學術機構任教： 

       李潤生、陳雁姿、李葛夫、 

       趙國森、張漢釗等 

於以下學院或大學分別擔任不同的課程： 

香港佛法中心 ( 斯里蘭卡凱拉尼亞University of Kelaniya )

碩士課程 

泰國國際佛教大學與志蓮合辦碩士/博士佛學課程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碩士課程 

香港大學漢文佛典(四年制)證書課程(2005-現在) 

香港能仁書院/學士/碩士佛學課程 

 



    禪修實踐課程 

葉文意居士，於三輪世佛法相佛學班同學會教導：禪修班 

羅德光居士，於佛教法相學會開辦禪定共修班。 

岑寬華居士，於佛教法相學會開辦禪修初班、進修班。 

張漢釗居士，主講止觀課程與實踐。 

衍空法師，佛教覺醒中心舉辦的禪修活動。 

 



現代佛教的弘揚 

1、羅公弘法時期破除佛教迷信、 

         「籠統真如，顢頇佛性」之弊病。 

2、普及佛教精神：轉變大眾對佛法的觀念 

3、佛法對社會、人生問題的解決 

4、佛法與社會系統全方位結合 
 



佛教經
論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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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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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現代佛教的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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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佛教「籠統真如，顢頇佛性」陋習 

羅公著述的發凡起例： 

 A、重要經疏節要：《解深密經測疏節要》 

 B、重要論疏刪注：《成唯識論述記刪注》 

C、諸譯對照及纂要：《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纂要》、 

                                       《瑜伽師地論略纂》。 

 D、經論對讀：《現觀莊嚴經論對讀》 

                            張漢釗 (講題：大品與現觀莊嚴論對讀) 

 E、疏解：《大乘掌中論略疏》《攝大乘論疏》 

 F、經論導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導讀》(與談錫永合作) 

G、入門概論：《唯識方隅》 

 



羅公弟子及再傳弟子的發展路向 

 
    經論解釋、導讀 

李潤生：三論、唯識、因明等論疏的導讀、析義 

辛漢威：戒律、密教的研究、弘揚與教學 

陳瓊璀：阿含、俱舍、瑜伽師地論等領域之教學及研究 

陳雁姿：唯識、因明、淨土等領域教學及研究 

李葛夫：中國佛教、佛寺建築藝術等教學及研究 

趙國森：經論諸譯對讀、早期瑜伽行派經論、入門基礎課程 

張翠蘭：編纂梵漢對照佛典梵文文法分析、梵文學習課程 

 可延續的路向 節要、刪注、諸譯對照校疏、經論導讀、各派
入門概論、佛學名著翻譯 

 

 





類別 經論名稱 方法/工作 

節要 

解深密經測疏節要續篇 將羅公未完成部份續完 

俱舍論記  唐普光述 

俱舍論光記節要 

將玄奘俱舍論對照普光述記，並

於相關論文科判及將普光述記節

要。 

俱舍論疏  法寶撰 

俱舍論法寶疏節要 

將玄奘俱舍論對照法寶疏，並於

相關論文科判及將法寶疏節要。 





類別 經論名稱 方法/工作 

刪注 

成唯識論述記刪注續編 

 

吉藏中論疏刪注 

  

續成羅公述記刪注未完成之工

作。 

將中論逐一與吉藏疏文對照，

並刪去繁瑣部分，而於艱深義

理則造注解，以便通曉中觀旨

趣。 





類別 經論名稱 方法/工作 

異譯對照 

(能斷金剛

經纂釋) 

解深密經異譯對照及略釋 

辯中邊論異譯對照及略釋 

三無性論異譯對照及略釋 

三自性論六譯對照及略釋 

決定藏論與瑜伽師地論 

   (卷51-54)對照及略釋 

大乘莊嚴經論異譯對照及略釋 

轉識論及唯識三十頌異譯對照

略釋 

1)譯本的搜尋及對照，

依傳統科判或現代章

節劃分。 

2)略釋經論的要義、名

相的內涵。 





類別 經論名稱 方法/工作 

經論對讀 

(八千頌般

若經論對讀

) 

古寶積經、釋、論對讀及略釋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對讀及略釋 

能斷金剛般若經、論對讀及略釋 

佛遺教經論對讀及略釋 

  

將經的異譯對照，再

配合論文內容，令閱

讀時，更能比對經論

的關係。又由經論對

比作校注、艱深義理

處造釋。 



顯識論略疏 
 



1、羅時憲老師：般若波
羅蜜多心經導讀 

2、李潤生老師已完成了
不少的導讀著作。 





普及佛教精神：轉變大眾對佛法的觀念 

 

葉文意：空中結緣；潘雪芬：演揚妙法普及、電台 

衍空法師：開拓年青人學佛、重視禪修、大學建立佛學碩士、
博士、文憑課程。 

王聯章：弘揚羅公於唯識學的地位、國內大學、寺院講學、國
際佛學研討會、青年佛學徵文比賽推廣活動。 

普明佛學會--陳家寶：義工社會、醫院服務、 

佛學團體：各類入門課程、講座；青少年弘法活動。 

慈山寺、大覺福行中心等生活化的弘法活動 

 



普及佛教精神：轉變大眾對佛法的觀念 

網頁：上載歷年佛學錄音講座 

佛學講座，即時YOUTUBE 轉播 

佛學電子書/學術集刊 

香港電台空中結緣 

佛門網：法相津塗專欄(介紹佛法文章) 

網上佛法互動問答、網上佛學自修課程 

香港電台第一台： 

    <講東講西>清談節目，介紹佛教思想 

 

 
 



遠播佛法到：澳門、美國、加拿大等地 

張漢釗居士，長年星期六晚，遠赴澳門佛教青年中心
講授佛學課程 

葉文意、李潤生、黃家樹等居士，於90年代起，每年
均遠赴美國道場或安省法相學會、加拿大東蓮覺苑弘
法，2010年後逐漸停止。 

潘雪芬居士為安省法相學會會長，推動弘法事務，如
2009年《多倫多華語電台》、美加東西兩岸六大電台
播放《演揚妙法》 節目、普級佛學課程等。 



慈氏學會----弘揚慈氏學 

王聯章：成立慈氏文教基金董事長、慈氏學會（香港） 

於二○○三年成立慈氏學會（香港）， 

二○○九年再成立「慈氏文教基金」， 

多年來王聯章居士以客座教授身份在十多所內地高校舉辦「慈
氏學專題講座」、「慈氏學師資（遠程）培訓班／進修班」課
程，向青年人推廣純正的佛陀教育。 

慈氏文教基金「第一屆慈宗青年文化節」(2016) 

 2016年起，兩年一次在香港舉行「慈宗國際學術論壇」 

 2018年「第一屆慈宗青年論壇」 



佛法對社會、人生問題的處理 

c、跨界別的發展 

陳達志：醫院關懷義工服務   培訓、其他團體合作 

衍空法師：建立佛法輔導模式、開展佛教輔導碩士課程、腦科學與佛
學禪修之研究。 

大覺福行中心：佛教院侍部 醫院關懷培訓義工課程、生命教育課程 

慈山寺佛法輔導中心：生命關懷義工培訓、佛法心靈啟迪證書課程、
茶禪… 

東蓮覺苑：佛教藝術展覽推廣、佛門網… 



「佛門網」：編務總裁林國才 

「佛門網」是香港佛教綜合網站。 

網站嘗試承接傳統佛教的理念和結合現代
電子化的發展，進一步推廣佛教綜合文化。 

為全球不同地區的華文讀者、不同傳統的
佛教團體和人士提供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全方位與社會系統結合 

佛法傳播的多向性：不同專業的互融 

電影、話劇、廣播劇、音樂、歌曲 

文學、詩歌、寓言故事、兒童讀物、卡通、漫畫 

藝術、雕塑、攝影、繪畫 

心理學、輔導、社會學 

醫學、科學、天文學、生物學 

建築、設計 

佛教教育、生死學 

經濟學、人事管理 

 



承
先
啟
後 

自
覺
覺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