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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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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汝珍

宋王臺

學海書樓

南社與清遊會



賴際熙

──香港傳統中文教育的重要推手

1926 年一群文人雅士攝於香港。前排右五為賴際熙。（劉潤和、高添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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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芸芸寓港的前清官員當中，就以賴際熙（1865-1937）經營各方事

業，長袖善舞，最為耀眼。賴氏字煥文，號荔垞，廣東增城人；二十四

歲（1889）中舉，苦讀經年後再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高中進士，得

入進士館見習法政。三十三年（1907）畢業後如同一般進士，授翰林院

編修，參與編纂光緒帝的《清德宗實錄》，並任國史館總纂，練就其文史

之長。1本來在翰林院實習後，各學士即會委派各部出任實務官員，但賴

氏在此升轉之前，清廷卻已覆亡。然而民國建政後，賴氏仍盡忠前朝，

拒絕出仕，並逃至香港，多方籌款支援清室。其善用清太史之身，在

二十世紀初的香港華人社會中即名望非凡，來港後就成為了文化領袖，

參與創立香港大學的中文學院及學海書樓，致力積存古籍，宣講國學，

是為香港傳統中文教育的重要推手。賴氏並組織客家團體香港崇正總

會，以聯絡鄉誼，凝聚力量。種種建置與影響，至今猶在，於香港社會

銘刻烙印。

賴際熙的來港與其廣東翰林網絡

其實賴氏之退隱，在清室退位前，已有前兆。武昌事變之後，各省

投效革命，清廷已不可為。賴際熙乃於是年十月中旬就帶同家眷南下，

僑居香港避難。2適逢其來港，1912年 9月香港大學亦正式成立開課，

賴氏與同為前清翰林編修的區大典（1877-1937）乃應聘為文學院兼任

講師，開設中國經學與歷史等選修課。3相比起其他前清遺臣仍然顛沛

流離，賴氏已有相對穩定的生計，惹來艷羨。前度支部主事陳之鼐就曾

致書賴氏，提到「承示得任講席，事簡薪豐。此間已早有所聞，至以為

羨」4，似乎生活已可稱優渥。因此，各地諸友往往來函希望得賴氏接

濟，或照顧其子侄入讀港大。如民國後仍一直侍奉清室的黎湛枝（1870-

1928），在安頓好光緒陵墓之後，已耗盡家財，於是打算回鄉另謀出路，

並向賴氏致書求助。5另一追隨前清的遺老溫肅（1879-1939），在皇室無

法支付俸祿後，惟有鬻賣手寫書畫維生，並詢問賴氏香港有無銷路。6前

清福建道御史陳慶桂則來信賴氏，代其子侄報讀港大。7除卻前述外，在

現存賴氏的書札中，前雲南麗江知府左霈、前湖北按察使梁鼎芬（1859-

1919）、前翰林院編修及國史館協修梁士詒（1869-1933）與前安徽提學使

張其淦（1859-1946）等等前清大臣仍不時與賴際熙有書信往來。8上述

諸友均為廣東出身，多有翰林資歷，可見清亡後，賴氏雖已寓港，與前

清粵籍遺臣仍維持網絡，互通有無。

賴際熙的香港事業

賴際熙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創立和發展

賴氏在港大的工作，隨時日亦更上層樓。1925 年，港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1875-1949; 1925-1930在任）到任，以其對中國文化的濃

厚興趣，旋即著力推動改善香港的中文教育。港大創建初期，只將中文

作為附屬學科，並不注重。金氏在特意諮詢賴際熙及區大典的意見後，

就將漢文發展成科系，教師改為專任，並增加其教學時數；而且港大學

生期考中文不及格，便不能畢業。同年，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官立漢文

中學成立，由中學而大學的漢文教育路徑於是完整建立。賴氏和區氏是

為港督發展中文教育的重要顧問。金文泰又委託賴氏早前的港大門生、

漢文中學校長李景康（1889-1960），起草中文學院的各類課程和籌備入

學考試。賴際熙並四出籌款，與港大校長韓和惠爵士（William Hornell, 

1878-1950）一同前往南洋，向當地的華僑募捐。不少華商如吉隆坡的陳

永、廖榮之，檳榔嶼的戴培基（芷汀）等人，皆慷慨捐款。9其中仰仗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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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的人脈不少，如戴氏本就係其摯友。10在多方準備後，1927年，香港

大學之中文系正式建立，賴際熙順理成章出任系主任。

中文系開基之後，就穩步發展，更於 1929 年擴展成中文學院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賴氏等人更取得港商鄧志昂的捐款，興建

新的教學及行政大樓，即今日的鄧志昂樓。11學院的資源更形豐富，並

能招攬賢才，先後延聘前述的溫肅與同係前清廣東翰林的朱汝珍（1870-

1942）講授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學，並援用賴氏早年的港大學生林棟為翻

譯講師，師資大為充實。賴、區、溫、朱均為前清遺臣，廣東籍貫，翰

林出身，前述賴氏的粵系網絡延續並為港大中文學院奠基。賴氏並再運

用其人脈擴展學院，向其港商摯友馮平山（1860-1931）籌款興建圖書

館；12又向另一富商郭泰棣（輔庭）募捐書籍：「大學現時所有，不過是

通行必需之書，略備學者稽考，其餘秘藏精本，固無資力可以購求」；於

是希望郭氏於上海購書：「時有所得，不拘何種，皆可隨時寄賜，無不嘉

惠士林」。13此等富商的捐獻至關重要，而在其中穿針引線者正是賴際

熙。賴氏在香港交遊廣闊，按其子賴恬昌憶述，賴際熙為前清太史，譽

滿士林，因而在香港華人銀行業的草創階段，多方商人都宴請賴氏，望

得其手筆或口譽美言，以便向錢莊或銀行借款，商業往來由是成功，於

是其經常赴宴，建立廣泛人脈。14

雖然賴氏於港大中文學院的創建與發展貢獻良多，但仍未能與校方

完全順利合作。1931年，在賴際熙執掌學院五年後，校方開始商討中

文學院的未來發展，希望撤換學院主任。一方面賴氏已年屆六十七歲高

齡，理應退休；另一方面，賴氏為前清翰林，英語未佳，與校方各種溝

通與合作因而時有問題，每次校務會議，都無法有效參與。15而且，一眾

翰林的中文教學亦被批評為流於背誦，急需改革。16終於在 1935年，賴

際熙離任，而由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的許地山（1893-今日之香港大學鄧志昂中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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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接任。賴氏如此境遇，亦側面揭示了前清遺臣生活在香港殖民地制

度下的適應問題。

賴氏在執教港大之餘，仍不遺餘力，又建立了學海書樓，向大學以

外的公眾推動傳統文教，本卷將會另行詳述。

創立香港崇正總會

除學術以外，賴氏又參與創立客家組織——香港崇正總會。賴際

熙同為客家人，因此一直與各在港客家人都有聯繫。1920年，上海商務

印書館出版了由外籍中學教師 Roger D. Wolcott所編的英文地理教科書

Geography of the World，其廣東條下指客家為野蠻部落，於是引起中國

各地客家人士譁然。居滬的客屬人士尤其激憤，更組成客系大同會，商

討如何抗議商務印書館。在強大壓力下，商務印書館最後公開道歉，通

知購書學校更正，並銷毀著作。17然而牽連所及，各地的客家組織由此

蜂起。香港的客家人士，亦召開大會，希望組織旅港客屬團體，互通聲

氣，彼此扶持，並共謀促進工商業發展。

1921年 9月，香港客屬大會在西環太白樓召開，賴際熙亦有出席。

會上並決議「響應北京上海廣州三處客屬大同會，向商務印書館，嚴重

交涉」；又同意設立永久客屬團體，另推舉博學之士，編纂專書，以弘揚

客家文化，乃公推富商黃茂林為總會籌備主席，著手組織，而賴氏則身

任委員。雖為客家團體，但按與會客商李炳的建議，因「不欲以四萬萬

五千萬之中華民族，各分畛域」，於是不以客家命名，但取「崇正黜邪」

之大義，將會社名為「旅港崇正工商總會」。經歷各界籌謀，訂定會章，

招攬會員，籌募資金，並取得港府同意，在 1922年 10月，總會正式成

立。18賴際熙就任首屆會長，並一直連任五屆，為總會勞心十三年。19

總會成立後，即著手推進各種事業。其先編印會刊，發佈及收集各 戰前的香港崇正總會（高添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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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客屬資訊。另外就著力編修系譜。總會初期以編纂同人系譜為重中之

重，以辨識客家源流、文物衣冠與學術道藝。身任會長又係前清太史的

賴際熙理所當然成為主編。1925年，系譜脫稿付梓，訂名為《崇正同人

系譜》，全譜分源流、氏族、禮俗、語言、人物、選舉、藝文等八部，類

似方志形式，系統疏理了客家群體的各方面向，為近代客家學術的重要

著作。另外，總會亦參與教育，在 1922-1928年間，先後在西灣河、九

龍城及深水埗設立崇正義學。對於同系之客屬學校，如大埔崇德學校及

荃灣之荃灣公學等，總會亦有資助。雖然崇正各家義學在香港淪日期間

相繼停辦，但戰後又再復起，並在 1957年興辦崇正中學，至今仍屹立於

長沙灣。20而總會今日仍然致力於聯絡各地客家社群，賴際熙已是其永遠

榮譽會長。21

賴際熙在香港的事業如此繁多，其留在香港的足跡與墨寶是亦不

少。今日香港黃大仙祠的庭園中，「萬流共仰」一匾就係賴氏所書。另

外，今日的西區社區中心，贊育醫院舊址，亦留有賴際熙所寫的對聯：

「好生之謂德，保亦以為懷。」

賴際熙與港英政府

賴際熙的成功，正如陳學然指出，實在離不開港英政府的支持。22

辛亥革命後，中國不特終結帝制，政體丕變，即使文化上亦出現批判中

國傳統的浪潮。晚清以來隨著中國的國勢傾頹，知識分子對中國自身的

反思日益深刻，終由政治轉至文化層面，引發二十世紀初以來的「新文

化運動」。以胡適（1891-1962）等從西方回流的新知識分子為首，極力

批判中國傳統的教育及言語，主張摒棄文言，書寫白話。但香港由於遠

離中國的政治及文化中心，於是與此一改革潮流一直保持距離，不少華 賴際熙為黃大仙祠題寫的「萬流共仰」及左右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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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際熙的香港想像

因著如此的政治及文化氛圍，賴際熙也大受鼓舞，希望將此地發展

成保存國粹的重地。其在籌建學海書樓時就曾說道：

神州文化，行見陸沉，軒轅遺裔，盡將沙汰。挾書之令，秦以嚴

刑禁之，尚有子道、畔道之端；今以曲說誘之，自然風靡，誠斯道存亡

絕續之交，君子怵惕危慮之會也。幸香江一島，屹然卓立，逆燄所不能

煽，頹波所不能靡，中西之碩彥，宏達之富商，咸有存古之心，皆富衛

道之力。主持教育者，屢宣提倡中學之言，訓誨子弟者咸抱難得人師之

慮。今擬順人心之趨向，拯世道之論胥，冀集巨資，徵存籍⋯⋯從此官

禮得存諸域外，鄒魯即在於海濱。存茲墜緒，斯民皆是周遺，挽彼狂瀾

其功不在禹下矣。26

可見，香港對於賴際熙而言別具價值，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神州陸

沉」之際，「屹然卓立」，得以重振國學的地方。雖然為目前係殖民地的

「海濱域外」，但亦希望他日得以成就「鄒魯」，即如當日孕育孔子的齊

魯一樣，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香港自十九世紀以來即已日漸發展

成東亞的一大重要港口，匯通中西以至環球商貿；即使英方的取態，亦

以其商業發展為重，然而對於香港有此文化願景的並不多，賴際熙此一

寄望以及種種努力，也許是香港最早有意識的文化空間想像與發展計劃。

不過，尚需說明的是，雖然賴際熙屢言國故，卻並非盲目守舊。其

早在當日應考科舉殿試時就明言，中國應該「酌得古今之宜，盡變通之

利」，積極變革，改善施政，尤其律令：

人在二十世紀初，仍然停留在辛亥革命前的氛圍，十分欣賞中國傳統文

化。賴氏等一眾前清遺老，遂能在香港反其道而行，一直宣揚舊學。與

此同時，殖民政府為抑壓香港華人的民族情緒，以免受北方浪潮影響，

於是亦歡迎前朝士人在香港活動。

在此背景下，加上港督金文泰的個人興趣，1920年代的香港成為保

存中國國故的理想地方。金氏在履新港督之前，曾在香港的官學中接受

中文訓練，並在 1900及 1906年通過粵語及國語考試，及後還追隨時在

香港大學任教中文的古文大師宋學鵬修習文言，並將道光年間民間文人

招子庸的粵語文集《粵謳》翻譯成英語。23金文泰對中國文化的熱情，為

前代港督所未有，後來亦自然特別欣賞一眾前清學人，又請賴際熙為其

教習中國經史，並不時與之飲宴。241927年，金氏於茶會宴請賴氏等遺

老及各界華商出席茶會，其間更以廣東話演講說明整理中國國故的重要：

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呀。中國事物文章，原本極有寶貴價值，不過

因為文字過於艱深，所以除曉書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整高嘅人以外，能

夠領略其中奧義嘅，實在很少。為呢個原故，近年中國學者，對於（整

理國故）嘅聲調已經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國大陸相離，僅僅隔一

衣帶水。如果今日所提倡嘅中國學科，能夠設立完全，將來集合一班大

學問嘅人，將向來所有困難，一一加以整理，為後生學者，開條輕便路

徑，豈唔係極安慰嘅事咩？ 25

可見，金文泰眼中的港大教育亦即係傳統經史一套，賴氏等人自然

能夠在香港大學發展國學。香港以其獨特的政治及文化背景，意外成為

了保存國學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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