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惜 福  惜 緣  釋 放 正 能」

「佛教與海上絲綢之路」、「佛教與公益

慈善」、「佛教與環境保護」、「中美歐

佛教」、「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中

韓日佛教」及「瀾湄流域佛教」。寬運法

師、宏明法師先後在主論壇上作大會發

言；紹根法師提交「真俗互融　法化群生

無分界域」論文；衍空法師為「佛教與海

上絲綢之路」分論壇擔任主持人；演慈法

師、廣琳法師分別在「海峽兩岸暨港澳佛

教」分論壇、「佛教與公益慈善」分論壇

上發表論文。

一連兩天的論壇在10月30日下午圓

滿閉幕。各界代表在閉幕禮上宣讀《第五

全球佛教界盛事、三年一度的第五屆

世界佛教論壇於2018年10月29至30

日在福建省莆田市舉辦。香港佛教聯合會

在會長寬運法師帶領下，率團參與是次盛

事，與全球佛教界代表會面交流，共襄盛

舉。回應本屆論壇的主題「交流互鑒 中道

圓融」，寬運法師在主論壇上發言說，隨

着全球化發展，世界充斥着矛盾與衝突。

中國佛教獨特的圓融精神與中道思想，在

當今世界顯得尤為寶貴，相信中國能在維

護世界和平、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

貢獻。

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由中國佛教協會

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主辦。來自55個

國家和地區的佛教界人士、學者和各界代

表共千餘人出席。香港佛教聯合會組成23

人團體赴福建參加論壇，包括會長寬運法

師、副會長紹根長老、執行副會長宏明法

師、執行副會長兼總務主任衍空法師、秘

書長演慈法師、常務董事李家祥居士、董

事提輪法師、廣琳法師、悟藏法師等。

本屆論壇下設七個分論壇，主題包括

會已進入了資訊時代和智能社會，為佛教的發展帶來機遇及新的挑

戰。佛教界要針對現狀深切反省及有效地革新，促進不同區域及不

同語系佛教的融通互補和交流合作，加強與其他宗教的對話和尋求

協作，並吸納世界先進文化，充實自身教義內涵。

演慈法師：從過去看未來，  
 香港與內地佛教之互動與合作

兩岸四地佛教的交流合作需作出優勢互補、協同發

展局面。香港佛教聯合會應團結香港佛教界各方力

量，擴大與內地佛教界在寺院僧團管理、僧才交流、佛

化教育、佛法弘傳、教理研究、佛教文化和慈善公益等領域的交流和

合作。

廣琳法師：香港佛教與公益慈善

廣琳法師在論壇上向各地佛教界代表報告，香港

佛教聯合會成立73年以來，在本港的弘法、教育、

社會服務、醫療、喪葬服務等善業發展均取得不俗

的成就，在未來會繼往開來，譜寫香港佛教事業更加輝

煌的新篇章。

寬運法師：交流互鑒．中道圓融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積極適應中國的社會民生狀

況。在過程中，中國古代的高僧大德更從中國傳統

「和諧」文化中吸收養分，形成了中國佛教獨特的

「圓融精神」。面對當前人類社會的各種危機與挑

戰，中國不僅要繼承優秀的傳統中華文化、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文化，還將在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方面作

出更大貢獻，發放更多的異彩與光芒。

紹根長老：真俗互融 法化群生 無分界域

佛教強調「和合」精神，其具體內容表現為「六和敬」

的理念，即「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

修、利和同均、見和同解」。佛教界要有世界眼光與進

取精神，搭建高效的溝通平台，大力拓展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和合作。

宏明法師：加強交流互鑒、發揚中道圓
融，推動世界佛教的健康發展

隨着資訊科技的發展及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人類社

▼

千名代表出席本屆論壇，場面盛大。
▼

香港佛教聯合會代表出席論壇

屆世界佛教論壇宣言》，提出弘揚佛教中

道圓融精神、弘揚佛教慈悲和平教義、促

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文交流、民

心相通，加強南北傳佛教各領域交流，保

護傳承世界佛教文化遺產、豐富發展佛教

弘法利生方式，弘揚佛教樂善好施、慈悲

濟世精神，弘揚佛教依正不二、身土不二

的環境思想與環保理念等七項倡議。

香港佛教聯合會參與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

香 港 佛 教 聯 合 會 代 表 團 發 言 及 論 文 撮 要

督印人：《佛聯匯訊》編委會
香港灣仔駱克道 338號 1樓

電話：(852)2574 9371  

傳真：(852)2834 0789

網址：www.hkbuddhis t . o rg

電郵：enquir y@hkbuddhis t . o rg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佛教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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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佛聯動向

▼

出席「『富』足一生」講座人士與講者合照

現今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生活步伐幾

乎馬不停蹄，大家每天為了事業、

家庭和子女的未來，忙得透不過氣來，壓

力層層疊疊，人心難免充斥着不安和痛

苦，於是尋求解脫，到底如何才能找到生

活中的「喜悅」？   

佛聯會於2018年11月9日舉辦「跨宗

教喜悅法門」講座，藉此傳遞不同宗教教

導眾生如何得到喜悅。講者為佛聯會執

行副會長宏明法師、天主教香港教區宗

教聯絡事務委員會主席周景勳神父，而

香港中文大學禪與人類文明研究中心主

任學愚教授則擔任主持。

是向外求。修心就是製造內心喜悅的法

則。現代人向外求的事物太多，但求得愈

多反而愈找不到喜悅。 

佛教和天主教對「喜悅」的看法一

脈相通，認 為人執 着是苦，只要心胸豁

達，心悅神怡；如果執迷不悟，只會永遠

痛苦。透過修行，把心裏的包袱打開了，

把煩惱消滅，才得到喜悅。

有 人 感 歎 人 生 苦

短，於是努力尋求離苦得

樂的方法。宏明法師建議

大家不要圖謀改變世界，

只能改變自己，令自己變

得愈來愈好，社會就會變得美好。法師說

出四個獲得「喜悅」的竅門，「覺念當下，

我喜悅；諸惡莫作，我喜悅；眾善奉行，我

喜悅；信佛學佛，我喜悅。」法師進一步強

調，知足的人常樂；其次，要反思，思考為

何有這種果，找出原因；此外，不要抱怨，

抱怨解決不了問題。

周神父提點大家：喜悅在內心找，不

▼

左至右：中文大學學愚教授、佛聯會宏明法師、天主教香港

教區周景勳神父。

捐款帳戶：  恒生銀行289-017766-001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佛教聯合會」，連同姓名及聯絡

電話地址，郵寄至香港灣仔駱克道338號1樓。捐款

港幣$100或以上，可憑收據在香港申請扣稅。

跨宗教喜悅法門

▼

佛聯會董事向來賓祝茶及送上祝福
中醫服務捐款

▼

出席會慶素宴的嘉賓

與本會董事合照

香港佛教聯合會於2018年11月11日假龍

堡國際賓館胡應湘宴會廳，舉行73週

年會慶慈善素宴。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

局副局長陳積志 太平 紳士、中央 政 府駐香

港聯絡辦公室協調部副部長張強先生、曾德

成先生，以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行政

會議非官守成員葉國謙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聯同本港各宗教領袖、社會賢達和佛教弟子

等，共同慶祝佛聯會成立73週年。

佛聯會 會長寬運法師致祝 福辭，指出

「佛聯會取得的成績，要感恩政府和社會各

界的支持，感恩全港佛教四眾弟子的共同努

力。今天的宴會是為了感恩和祈福；同時，為

祖國昌盛富強祈福，為眾生平安吉祥祈福，為

繁榮香港、和諧香港祈福！」

素宴收益撥捐慈善

當晚的慈善素宴所有收益扣除成本後，

全數撥捐佛聯會的中醫服務發展基金，以體

現佛 教 慈 悲利生的菩 薩 精 神。香 港 每年 有

33.7萬名65歲以上貧困長者，沒有能力應付

日常開支，當中有大部分更是長期病患人士，

醫療開支更是捉襟見肘。佛聯會中醫服務提

供資助予有需要的長者或長期病患人士，每

次診症減免港幣100元現金，以作解困。

慈悲濟世 任重道遠

1945年，以筏可長老、覺光長老等老一

輩高僧大德審時度勢，契機應緣，發起成立

了香港佛教聯合會。73年來，佛聯會不斷加

強自身建設，大力興辦社會公益慈善及教育

事業，廣泛開展對外友好交流，積極推動宗

教 對話與合作，鼓 勵信眾踴躍參與 社會事

務，在弘揚佛教文化、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各項會務和善業

均取得了長足進展。

展望未來，佛聯會深知任重道遠。繼續

秉承「弘揚佛法，普化眾生」的創會宗旨，繼

承老一輩高僧大德的優良傳統，重現香港佛

教的昔日榮光，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佛教

界應有的貢獻！

香港佛教聯合會73週年會慶慈善素宴
收益撥捐中醫服務發展基金



 

佛聯動向

香港佛教聯合會開辦的「佛教身心靈關

顧服務」於2017年投入服務，現時除

了與香港大學合作培訓關顧服務的義工外，

探訪隊伍還在各安老院舍及醫院進行服務。

法忍法師每逢星期三及星期五帶領義工

在香港佛教醫院進行探訪。法師表示，病人

對人生有疑問或遇情緒低落時，醫護人員或

未能作出協助，佛教身心靈關顧服務正好透

過聊天方式協助舒緩病人的情緒和壓力。 

法師特別介紹了幾個在患病長者常見的

個案。法師表示，長者通常會擔心身體出現

問題時，被家人嫌棄；擔心出院回家後，被兒

女送去安老院等等。「10個病人之中，有9個

一聽到老人院都會抗拒。」這種情況，法師會

鼓勵他們和家人多聊天、多溝通，讓家人了

解自己的想法；也有些長者不是沒有家人，而

是家人照顧不來、沒有供養和探望他們，「我

們就會開解他們，希望幫助他們舒緩家庭問

題引起的鬱悶，以及病痛引起的情緒問題。」

法忍法師說。

法師說：「還有部分病人因家庭關係而

憂慮，如婆媳關係。我們會聆聽病人的情況，

用別人的故事開解他們。如果病人懂得放

下，我相信他們和家人是可以相處的。不過，

長者是否願意讓步，視乎因緣和性格。」

佛教認為患病是苦和無奈的，對危疾病

人，法師認為今生最後一段路很重要，如果走

得不開心、有牽掛和怨恨，離世後會往生相應

的地方。因此法師鼓勵他們放下貪嗔痴念頭，

如果接受無常死亡，往生善處的機會便很大。

法忍法師表示，佛教認為病人的際遇是

他們自己的因緣，「我們幫助他們，首要任

務是希望他們接受意見，否則什麼也聽不進

去。」有一位病人生了多個子女，他年輕時為

家人賺錢，為孩子供書教學，但孩子卻沒有供

養他，他耿耿於懷，放不下。對於這個病人來

說，有子女供養他，才能解決他的問題。佛法

能否幫到他，視乎他的因緣，願意聽取佛法，

一次就够，只要他認同就會放下，所以暫時來

說只是結緣。

法師希望佛教身心靈關顧服務未來可以

有更大發展空間。她希望病人學到的佛法，讓

他們出院之後仍然受用，佛理仍然能幫助他

們改善家庭關係和面對死亡問題。「所以我們

希望做多點相關服務。」法師說。

▼

法忍法師每周兩次帶領義工

在香港佛教醫院探訪

為病人「療」心 
佛教身心靈關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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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流光歲月
香江佛教百年圖誌

1972年佛教鄭金幼稚園開幕

1972年12月20日下午，佛教鄭金幼稚

園開幕禮隆重舉行，由時任佛聯會會長覺光

法師說法，副會長黃允畋居士致開幕辭。教

育司署梁重順高級教育官在揭幕後致辭盛讚

佛聯會對社會福利善舉，興學育才，不遺餘

力，貢獻極大。而該校之倡辦，捐助人葉福

靈居士和葉斌先生樂育為懷，輸財興學，至

堪嘉許。

黃允畋居士致辭時表示，佛聯會同人

秉持佛陀弘法利生之宗旨，推行社會福利及

興學育才工作，幸賴教育當局之扶掖，各大

施主之支持，得以推行無間。尤以近年來中

小學學位不斷增加，佛聯會所辦中小學及幼

稚園共收容學生兩萬餘人，而擴展計劃仍在

積極進行中，期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使佛

陀慈悲博愛之教理，發揚光大，深望政府長

官、社會賢達，予以匡扶指導，玉成夙願，

至深感紉。

葉福靈居士於1949年加入佛聯會董事

會，歷任第九屆至第十屆、第十二屆至第

二十二屆董事會董事、常務董事兼副總務主

任等職。葉居士早年皈依三寶，法名寬福。

1933年，參與發起成立香海蓮社，弘揚淨

土，提倡念佛法門，禮聘寶靜法師任社長，

宣說佛理。1966年底，葉居士於香港羅文錦

律師樓榮休後，長駐佛聯會義務辦公，朝九

晚五，依時視事，對籌建香港佛教醫院，多

所效勞，財力兼施，服務社會，至具熱心。

葉居士亦曾任香港中華攝影學會創會理事、

僑港葉南陽堂宗親會董事及皇仁書院舊生會

副會長等職。1976年11月26日，葉居士於

香港佛教醫院安詳生西，享壽八十有餘。

葉福靈居士之哲嗣葉斌先生自幼篤信佛

教，早年畢業於聖士提反書院及遠東航空學

校飛機工程專業，曾任職於香港飛機工程公

司，為人勤儉篤孝，以其幼年以來所積蓄的

五萬餘元，悉數捐贈佛聯會為興建佛教鄭金

幼稚園之用。

▼

佛教鄭金幼稚園舉行開幕典禮，時任教育署高級教育

官梁重順先生（左一）蒞臨主持開幕典禮。

▼

左起：黃允畋居士、葉福靈居士、梁重順先生、覺光

法師和了知法師

▼

佛教鄭金幼稚園早期校舍

▼

時任佛聯會董事兼佛教鄭金幼稚園首任校監了知法

師致謝辭

佛教鄭金幼稚園為佛聯會在新界主辦的第一間幼稚園，由時任佛聯會董事葉福靈居士之哲嗣

葉斌先生將自幼積蓄款項捐作開辦費，藉以記念其先曾祖母而設。該校校舍位於屯門新發

邨（原稱「青山新區大廈」，後於2002年拆除），共有十一間課室，可容學額五百餘人。



告知中心工作員作出跟進。

有一次，陽光義工在探訪張婆婆

時，懷疑她患有認知障礙症。義工發

現她打算吃過期很久的食物，經義工

勸說後，她最終願意棄掉這些食物。

義工對於自己在探訪過程中能夠助人

感到高興，而中心也可及時介入對張

婆婆的支援。

又有一次，陽光義工在探訪時發

現陳伯伯家中的浴室天花，有一塊鐵

皮在空中搖搖欲墜，這個問題原來已

經困擾了陳伯伯已久，但他一直求助

無門。在義工幫助下，中心通知房署並

安排師傅進行維修，從而解決他多年

的困擾。在完成維修之後，他很感激

義工及中心的幫助。

陽光義工還會協助中心舉辦不

同的活動，將愛心和關懷送到有需要

的長者身上。例如在回歸20週年時，

義工上門探訪及派發回歸愛心福袋予

邨內長者。過年的時候，義工親自設

計和製作出不同的過年飾品，例如風

車、珠仔花，然後在探訪時贈予邨內的

獨居長者，為他們帶來心靈的溫暖。

對於長者義工們一直 默默耕耘

及無私的奉獻，中心藉此表揚及感謝

他們一直以來無私奉獻地服務。陽光

義工的服務工作，充滿了意義，他們在

幫助別人的同時，又能夠增值自己及

擴闊視野。中心及陽光義工將繼續與

各位老友記攜手同行，共享晚年。

  如是觀 ～ 一日禪修體驗營
於佛法中領略心靈的感悟，在禪修中覺察醒覺的道路，連繫身心靈，應作如是觀

日期： 2019年1月5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點：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香港鰂魚涌康愉街2號

帶領： 寬惠法師

運動伸展導師：何俊傑先生

內容： 佛學、禪修體 驗、伸展運動

05眾善奉行

▼

由長者擔任義工（左和右），更能了解被

探訪長者的需要。

「光明燈」又叫做平安燈、無盡燈，寓意燈火不熄，慈光普照，破除黑暗。

佛陀住世時，教人燃燈供佛，並宣說《施燈功德經》，所以點燈供佛是大福田。

本會位於沙田下禾輋村166號之沙田活動中心佛殿，於1951年落成，歷史悠久，佛前設有光明燈兩座，

歡迎信眾申請點燈供佛，願得佛力加被，家宅平安，遠近親朋，增福延壽、遠離災劫、吉祥如意。

陽光義工，顧名思義當然是希望長

者義工們能夠像陽光一樣，用

陽光和溫暖照耀他人。佛教傅黃合長

者鄰舍中心的陽光義工自2015年成

立以來，義工們一直風雨不改、不辭

勞苦地服務葵涌區內的長者。在服務

他人的同時，陽光義工自身都不忘散

發陽光氣息，在小組培訓及探訪時互

相學習、互相合作、互信互讓，發揮出

「陽光義工」的精神。

陽光義工還會與時並進，努力

增進知識，務求在義工服務中精益求

精。例如：就近期認知障礙症在社區

中有上升趨勢，中心為陽光義工提供

一系列的工作坊，藉此提升義工對認

知障礙症的認識。若義工在探訪時，

發現懷疑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便會

翻新工程
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現正進行翻新工程，以提供更多多元化康體活動予大眾；未來將增設宿位，供各界人士租用。預計於2019年 

4月完成工程，期間康樂營暫停租用服務，但仍會為大眾舉辦各項活動，敬請留意佛聯會網站www.hkbuddhist .org或Facebook。

HKBATCC

▼

陽光義工去年進行探訪時，向長者派

發回歸20週年愛心福袋。

「緣途有你」陽光義工服務—
	 	 	 	 	 	 不一樣的長者生活

▼

長者收到陽光義工的心意，喜上眉梢。

香港 佛 教聯 合 會陳馬美玉 紀 念康 樂 營

收費：250元 (包素食午膳)

截 止 報 名：2018年12月28日，額滿即止

活 動 對 象：16歲或以上公眾人士

報 名  /  查 詢：2574 9371

電 郵：camp@hkbuddhist .org

網上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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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共同校訓「明智顯悲」 品學並重
提供優質基礎教育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的前身為中華佛教義學，是香港佛教聯合會創辦的第一所津貼小學，70多

年來一直深受家長及各界人士歡迎。學校以培養學生六育均衡的全人教育為目標，竭力發掘每一

個學生的潛能。除了「校本資優教育」、「一生多體藝」及「愉快學習」等持之以恆的校本特色計劃

外，所開設的「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培養學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

意」完美人格，從而建立正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配合STEM及電子教學的發展，學校的IT Lab設有LEGO牆，

再配合校本課程，讓學生發揮創意。學校為港島區首間獲九巴公

司捐贈退役巴士的學校，巴士改裝後命名為「中華康山1945」，

作為多元智能活動中心，上層為巴士教室，下層為巴士圖書館。

佛教黃焯菴小學
佛教黃焯菴小學以「樂學．樂玩」為理念，上午安排學科課堂，下午安排非學科課堂：功課導

修、多元智能課、課外活動、午間閱讀、STREAM探索、個人成長等。學校推行小班教學，並在各學

科推動高階思維訓練，教導學生運用各種思維工具。

學校參與了Cool Think運算思維教育計劃，引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設計的編程課

程；亦參加了DreamStarter啟夢者計劃，讓學生完成夢想，以培養學生溝通協作及解難

能力。學校進一步發展電子學習，正逐年將全校電子白板提升為電

子互動屏幕，結合流動裝置，建立21世紀教室。配合全方位推動的

「彩虹生命教育」及正向思維教育，把學生培育成為一個敢於迎接未來挑戰的良好公民。

佛教慈敬學校 
佛教慈敬學校近年積極發展「佛化價值教育」及「全面專科專教」，並引進跨界別的支援，致力

培育「慈悲」與「智慧」兼備的學生。在專科團隊有效推動「電子學習」和「STEM教育」下，慈敬更於

17/18及18/19學年連續榮獲教育局委任為「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學校。

學校於2018年成功申請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舊巴士及退役巴士捐贈計

劃」，將巴士改建成為英語圖書館「Chi King Power」，讓學生及附近社區的孩子能在

巴士上享受學習英語的樂趣。

學校自16/17學年起推行「小一惜福學堂」幼小銜接試驗計劃，

取消小一考試，以均衡課程及多元評估策略，培養學生成為正向健康、品德多才兼具創新思

維的「慈敬人」。此計劃屢獲各界肯定及邀作專業分享，學校亦已將此計劃的理念擴展至校

內整個初小階段。

校監：演慈法師 校長：莊聖謙先生 地址：九龍九龍灣啟禮道12號

電話：2759 4504 網址：www.bckps .edu .hk 校網：46

校監：演慈法師 校長：馬中駿先生 地址：香港鰂魚涌康愉街2號

電話：2884 4115 網址：www.bcwkps.edu.hk 校網：14

校監：演慈法師 校長：許定國先生 地址：香港銅鑼灣東院道11號

電話：2576 2638 網址：www.bwcups .edu .hk 校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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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創立於1971年，貫徹校訓「明智顯悲」精神，致力提倡佛化教育。學校透過與不同院

校合作，完善課程架構；在生命教育發展上，獲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的支援，優化校本生命

教育課程，讓學生從不同的學習活動提升對生命的認知及尊重；隨着STEM教育的普及，學校

亦與時並進，透過各式活動，培養學生創意思維及解難能力。此外，學校亦

舉辦課後興趣班，為學生提供多元發展機會，其中英語話劇組及武術隊表

現尤其出色，於比賽中屢獲殊榮並獲邀作公開表演。

佛教榮茵學校
佛教榮茵學校為發展「提升學生科學探究的能力」，成功申請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2.64億元於全

港推行的「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劃」，成為全港32間重點發展小學之一。此計劃的協作機構包括香港教育大

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學校計劃在四至六年級的

資訊科技課程中加入程式編寫的元素，藉此提升高小學生的運算思

維及解難能力；並派兩名教師在暑期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修編程

課程。此外，學校聘請了科學教師及實驗課助理各一名，每周每班均

設實驗課一節。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持續優化校本課程，致力引入不同教研計劃，積極採行多元的學與教

策略，並創設豐富的學習經歷，為學生提供一個適性揚才、多元發展的學習環境。

學校本學年各科引入「腦科學為基礎的學與教策略」，藉以提昇教學效能，

培養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中文科透過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校本課程計劃，提

昇學與教效能；英文科參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及香港

教育大學電子學習等計劃，着重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數學科與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局學校支援夥伴借調老師計劃，通過互動式的課堂設計教學活動，提升學生

的自主學習能力；常識科與電腦科積極推動STEM教育，讓學生從探究中學習科學原理，並學習基本編程技巧和概念。 

17/18年度學生在不同範疇均有突出的表現，全學年總計獲獎達830個，其中學藝、田徑隊及花式跳繩隊成績彪炳。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本校創立於1972年，並於1998年遷往葵涌現址。學校一直秉承「明智顯悲」的精神，以德、

智、體、群、美、靈六育並進為目標，輔以佛教義理，培養學生積極的人生觀及正向的價值觀。學

校最新三年發展計劃的目標為「明辨創思恆奮進．多元成就力圖強」。

課程設計方面，學校以學生為本，着重實踐，鼓勵創意思維，發展潛

能，促進終身學習，藉此培養出富創意、具分析力、關注社會及放眼世界的

優質學生。為了讓學生得到全面發展，學校投放大量資源，讓學生發揮學藝

潛能。多元化的學藝活動，讓學生認識課本以外的知識技能及培養他們做人處世的態度，學生更有機

會在多元化活動及大型比賽中大放異彩，彰顯自我成就。

校監：圓慧法師 校長：陳滿林先生 地址：新界元朗馬田欖口村路23號

電話：2475 3663 網址：www.bcwkms .edu .hk 校網：73

校監：李家祥居士 校長：杜家慶先生 地址：新界元朗鳳攸南街六號

電話：2475 0433 網址：www.bwys .edu .hk 校網：74   

校監：妙慧法師 校長：吳永雄先生 地址：新界葵涌葵芳邨第五期　 

電話：2422 1747 網址：www.lkt .edu .hk 校網編號：65

校監：妙慧法師 校長：李淑儀女士 地址：新界荃灣大廈街33號

電話：2422 0125 網址：www.blbyms .edu .hk 校網：65



以往聽媽媽說，打仗時食糧缺乏，有

蕃薯吃已很幸福，因那時都是吃些

樹皮和蕃薯葉。殊不知，蕃薯葉原來是

寶，對腸胃尤其有好處。筆者最愛用蕃

茄和甜竹配搭蕃薯葉煮湯，煮出來的酸

甜味很配合。

調 味 料：    
葡 萄 籽 油  適 量
鹽  適 量

材料：
蕃薯葉 400克

蕃茄 4個

甜竹 數片

薑片 數片

資料由溫綺玲居士提供 心中美食–蕃薯葉蕃茄湯

08 素味仁心

生命的流轉（二）

中醫信箱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梁金華醫師

 

蕃薯葉 400克

蕃茄 4個

甜竹 數片

薑片 數片

問 蛇串瘡是怎樣形成的？

答 蛇串瘡俗稱「生蛇」，形如其名，蛇串瘡為腰肋

或頭單側出現如串珠、排列成帶狀的簇水皰疹。

其為濕熱火毒，多因情志不暢、肝鬱化火而誘

發。初發皮疹不顯，一般會有過敏刺痛、疲倦、

發熱等前驅症狀，中老年人在皮疹消退後易遺留

頑固神經痛。發現後及時就醫，不要在病變部位

用熱敷，洗澡時亦應該忌用過熱水溫，飲食宜清

淡，保持心情舒暢。

問 痤瘡可以擠嗎？

答 痤瘡俗稱「暗瘡」，對於青春期少男少女來說，

痤瘡是件很煩惱的事，看到痤瘡就想擠，這個是

錯的。中醫認為漫腫無頭的不能擠，否則容易感

染擴散，遺留凹陷性疤痕；而膿頭色白的痤瘡宜

安全衛生地刺破擠出，可使邪有出路，加快癒合

（當然亦不建議手擠）。中醫治療痤瘡可以中藥

調理配合刺絡放血和針刺，注意保持良好生活作

息習慣和飲食宜清淡。

製 法：

1.  蕃薯葉洗乾淨，蕃茄洗淨切件。

2.  熱 油 鍋，下 薑 片、蕃 茄，炒勻，加 甜竹、

水約3杯，煲至蕃茄出味，加入蕃薯葉，

滾至菜葉軟熟，加鹽調味便成。



	 學：學愚教授	 演：演慈法師	 呂：呂榮光居士

文：本刊編輯部整理
圖：香港佛教聯合會

素味仁心

生命的流轉（二）

09如是我聞

2018年10月開始，佛聯會舉辦了一系列以「惜福‧惜緣‧釋放正能」為主題的弘法講座，藉此讓市民學習活在當下，珍惜現

有，做好能做的每一件事，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首場講座「『富』足一生」由佛聯會秘書長演慈法師和佛聯會名譽顧問呂榮

光居士擔任講者，香港中文大學禪與人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學愚教授擔任主持人，共同探討如何實現「富」足一生。

 

「富」足一生（二）

們精神上已經足夠富有。我們如果明白「財富源於布施」

的道理，就要努力行善來達到修福的目的。要有信心，不

可半途而廢。學佛的目的就是透過佛法，學習「心之淨

用」，找回最真實的自己。我們修福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

貪慾，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而是為了讓自己更加強大，

更有實力，以便更好地幫助他人，更好地服務社會，更好

地利益大眾。希望各位廣修布施法門，多做有益眾生的

事，讓自己生生世世都能夠安樂富有。

學 滿足是人生最大的快樂，是人生最真實的財富；但貪慾

是人性的組成部分，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金錢固然

可以滿足我們一時的慾望，帶給我們一定程度上的快

樂，但這種快樂是短暫的。只有學會做金錢的主人，做

到知足常樂，才能創造真正的快樂。生活中，我們每個

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透過正當的途徑創造並享用財

富，但我們不能執着於財富。佛教告訴我們「財富源於布

施」這個道理，就是要我們放下對財富的執着和培養我

們捨得的心態。只有懂得財富的規律，才能樹立正確的

財富觀，對財富的來去毫不執着。實現財富價值最大化

的方式，是以不執着的心態，用現有資財和力量去慈悲

幫助他人。

演 佛教認為，有形的財富都是向外去求，是無常的。無形的

財富則在自己的心中，本為自己所有，就看自己如何去發

掘。財富的多和少，跟自己的福報有很大關係。人的一切

福報都是修來的。我們現今所擁有的一切，是因為我們

配擁有這些福報。如果想獲得更多，那就一定要修福修

慧，才能承載更大的福報。我們如果懂得將擁有的財富

作最有意義的運用，將財富與大眾分享，生命就會充實

而有意義，這樣的人生才是最富足的一生。對於佛教徒

來說，學佛修行，守持五戒，奉行十善，就是依據因果法

則，種下善因，進而幫助我們免除煩惱、恐怖，獲得身心

的自由、平安、和諧、快樂，讓我們擁有富足的一生，乃

至生生世世，直至成就佛道。（完）

 註：資料根據「『惜福‧惜緣‧釋放正能』系列講座」整理

呂 佛陀是如何看待財富的呢？佛陀曾經對在家弟子開示理

財的四個原則：將所有收入的四分之一，作為日常所需；

再拿四分之一，發展事業；第三個四分之一，準備急用；

第四個四分之一，用來行善，布施、供養等。如果大家都

能本着佛陀的開示來理財，我們的社會一定是充滿慈悲

的社會。追求財富，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有一次，

佛陀與阿難尊者在路上行腳，看到一羣烏鴉為了一塊死

老鼠的肉，彼此爭搶，爭得頭破血流。阿難無限慨歎地

說：「真可憐！一塊死老鼠的肉，也值得這樣爭食嗎？」佛

陀說：「世間的人，對功名富貴的追逐，不也是像烏鴉爭

食死老鼠嗎？」的確，世上不少罪惡、苦難，都是因追逐

財富而起。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財富應用得當，是大

有利益的。佛法要我們修福修慧，我們如發心學佛，必

須資糧具足，始能功果圓滿，否則是不會成就的。如以財

富布施作福，便是修集福德，是成佛的資糧。所以佛教

對於財富，決非一味的排斥，將它看作毒蛇那樣。財富可

以是毒蛇，同時也可以是資糧，問題在我們怎樣運用。如

果我們對財富的貪着很深，就會慳貪吝嗇，捨不得布施。

「諸苦盡從貪慾起」，所以我們要學習放下。佛教說的

「放下」，是放下煩惱，當放下則放下，該提起則提起，這

樣才會自在。

演 正如呂居士所說，財富來源於布施，因布施而種福田，獲

得富裕的果報。有了財富之後，如何運用財富，則有智慧

和愚癡之分。知足就是一種智慧，有了智慧就可以破愚

癡。佛陀曾開示弟子：「你們諸位比丘，如果真的希望解

脫一切煩惱之苦，應該要觀想知足，知足這種觀想法，

就是富貴快樂安穩的着力處。知足的人雖然赤貧如洗，

睡臥泥地，也會覺得非常安樂；不知足的人雖然上了天

堂，也不會滿意。因此，不知足的人，常常被五欲之毒所

牽引，而被知足的人所憐憫。這就叫做『知足』。」幸福，

來自於心靈的知足；快樂，來自於精神的富有。人生追逐

太多慾望，只會身心疲憊。最富有的人不在富豪榜中。懂

得知足的人，才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因為知足就是他們的

富樂安穩之處，不需要過多的物質填補心靈的空虛，他



收據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請 將 填 妥 之 表 格，連 同 劃 線 支 票 或 銀 行入 數 紙 正 本，寄 回：
香 港 灣 仔 駱 克 道 3 3 8 號1樓  香 港 佛 教 聯 合 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將盡力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所列載的

規定，確保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方法。香港

佛教聯合會可能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包括您的姓名、電話、傳真、

電郵及郵寄地址），以作日後與您通訊、籌款、介紹活動 /  法物、

邀 請 或 收 集 意 見 的 推 廣 用途，您亦可以 隨

時 要求 本會停止使 用您的 個人 資 料 作上 述

推廣之用途，費用全免。日後查閱或更新資

料，請隨時致電2574 9371。

捐助項目	 助印《佛聯匯訊》

帳戶號碼 恒生銀行 289 - 017766 - 001(捐款港幣

$100或以上可憑收據在香港申請扣稅)

捐款金額：       

 ○ 現金 (請親臨本會捐遞，切勿郵寄，以免遺失)  

 ○ 銀行入數 (請將入數紙「正本」寄回本會)

 ○ 支票 (抬頭請寫「香港佛教聯合會」，支票背

後請寫聯絡電話及回郵地址)

捐助人芳名：

(本會將於收款後下一期《佛聯匯訊》刊登捐款者芳

名以作 鳴 謝，如 欲 以 其他 名字刊登，請在 下 面填 寫

                                                                               )

結緣助印10

匯訊

鳴謝：結緣助印，利益眾生，功德無量。本刊特別感謝以下功德主助印(10月1日-10月31日)

功德芳名 金額

關中珵 $2,500

關中麟 $2,500

王棠記有限公司 $1,000

賴偉坤 $1,000

謝德棣 $800

CLARICE IP  $600

王秀玲 $500

吳蓮菊 $500

李燕屏合家 $500

林鄧玲(已故) 鄧劉芳(已故) 

林中文(已故) 林錦文合家 $500

林智健合家

陳玉生 黃月珍 陳國芬 $500

麥佩琼 $500

黃乃耀 陳淑勤 $500

劉長水 陳聰英 $500

蔡明 $500

駱駢駒 $500

謝文欽 謝依霖合家 $500

羅超然 劉梅芳 $500

關娜嫻合家 $500

仇德志 $300

何志文 $300

余淑儀 $300

吳月意 $300

吳佩伶 $300

李淑雯 李菀勵 $300

李耀地 $300

柏世榮 $300

張鑽英 $300

黃衍澄 黃施澄 黃奧文 $300

功德芳名 金額

蔡金鉆 李麗紅合家 $300

謝黎明 $300

DOUBLE LUI(已故) $200

丁振勝 $200

王麗華 $200

吳恒輝 $200

吳恒鋒 $200

李金勝合家 洪雄飛合家

張淑美 
$200

李偉寧 $200

倪蓮池合家 $200

馬熙龍合家 $200

梁雯合家 $200

許韻芝 $200

陳念愛 HIPPO JUNIOR  $200

陳嘉庚 $200

馮卓餘 $200

黃婉真 $200

劉月華 $200

賴文華合家 $200

關潔蓮 陳穎詩 $200

方燦明(已故) 施麗容(已故) $150

施冰冷 $150

蔡雅君 $130

孫紹航 $110

CHEUNG KAI MAN $100

DURAND BERNARD M.A . $100

PROFITS CONSULTANT COMPANY $100

王嘉毅 王嘉宏 $100

江俊堅 吳慧純 吳慧娟合家 $100

行怡 $100

功德芳名 金額

何藹琪 $100

林俊娟 $100

林麗冰 $100

姚麗珊 $100

洪冰玥 $100

孫妙玲 $100

袁嫚翎 $100

張芯僑 $100

張秋忍 $100

張雪芬 吳立基 吳立偉合家 $100

張瑞容 張家偉 $100

張寶麟 $100

郭秀珍合家 $100

郭佩玲 $100

陳月玲 $100

陳任肖 $100

陳慧儀 $100

陳樹根 $100

曾焯強 $100

黃億年 $100

廖梅芳 $100

劉穎琴 梁志豪 $100

劉麗嬋合家 $100

歐柔汶 $100

歐陽炳南(已故) $100

蔡雅雅 $100

黎麗玲 $100

羅珮珊 $100

譚耀輝 $100

＊因版面有限，捐款港幣$100以下之功德

主未能於此刊登及鳴謝。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主持	 地點	 主辦單位

一天八關齋戒 12月23日 08:30-18:30  暢懷法師 新界屯門青山村楊青路51號  圓明寺

     電話：2463 4886

賀阿彌陀佛聖誕 12月23日 09:30  道行法師 九龍彌敦道242號立信大廈 香港佛教律儀淨苑

    E, F座4字樓 電話：2367 3091

八關齋戒法會 12月23日   新界大嶼山觀音寺 佛教青年協會、

 至26日    大嶼山觀音寺合辦

     電話：2338 9939

十方法界聖凡 12月23日  08:00-16:30    九龍鑽石山志蓮道5號  志蓮淨苑

水陸普度大齋勝會 至29日    電話：2354 1888

三皈五戒 2019年1月1日 09:00 釋定培法師 新界元朗廣場32樓C座 淨薈

     電話：2476 7730

頂禮 《藥師寶懺》 2019年1月6日 09:30  新界屯門青山村楊青路51號 圓明寺

     電話：2463 4886

圍爐、 供天法會 2019年1月6日 09:30-13:00  新界清水灣龍蝦路8號 湛山寺

    湛山寺大雄寶殿 電話：2719 6424

預賀釋迦牟尼佛成道 2019年1月12日 16:00  道行法師 九龍彌敦道242號立信大廈 香港佛教律儀淨苑

    E, F座4字樓 電話：2367 3091

釋迦佛成道禮法華懺 2019年1月   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 妙法寺

 13日至19日    電話：2461 8567

酬佛恩供佛齋天 2019年1月13日 09:00-12:30  淨雄法師 香港北角炮台山屈臣道4-6號 佛教三德弘法中心

    海景大廈B座815室 電話：2412 7808  

禮供三寶諸天法會  2019年1月13日 09:30-12:00  果明法師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501號 佛教青年協會

   妙慧法師 國際工業大廈6字樓B座  電話：2338 9939

結緣助印 11最新活動速遞

講座及佛學班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主持	 地點	 主辦單位

佛學講座 ： 逢星期四 19:30-21:00  演慈法師 香港北角英皇道355-361號1樓 佛教愍生講堂

《四十二章經》      電話：2808 2373  

三皈五戒的意義和 12月29日 19:00-21:00 釋定培法師 新界元朗廣場32樓C座 淨薈

禮儀的學習     電話：2476 7730

《香港佛教》於7-11便
利店、OK便利店、華
潤便利店及各大報攤
有售，每本售價港幣
10元。

心病還需心藥醫

都市人面對各種各樣的痛苦，包括

來自疾病、貧窮、工作、學業、子女和婚

姻等問題。「苦因」數之不盡，衍生不少

情 緒問題。精神科專 科醫 生麥永接表

示，都市人普遍遇到的精神健康問題主

要包括：抑鬱症、焦慮症、混合焦慮加

抑鬱症等。患病者可找精神科醫生、心

理醫生治療外，也可尋求社工的幫助。

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是香港首間

結合佛法與專業輔導的中心，在輔導過

程中，社工會讓求助者明白，一切唯心

造，心能製造一切煩惱，也能處理一切

煩惱。

淨因法師：修行在紅塵中

擁有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寶蓮禪寺

方丈—淨因法師，是八十年代首批被國家

派往斯里蘭卡讀佛學的中國留學生。法師曾

經協助香港大學、珠海學院創辦佛學研究中

心，成績斐然。從被培育者的角色，踏上培育

佛學人才的香港高等教育舞台，實行在社會

中入世，傳承感恩的精神。

法師認為真正的修行是入世工作，只有人

世間才有不同的衝突和矛盾，時刻要照顧內

心的上下起伏。工作的時候會遇到各種麻煩

的人、各種麻煩的事，這時怎樣對待，怎樣度

過，就是修行。

法會及活動

《香港佛教》十二月號現已出版！



中醫服務詳情

【三九天灸】治療日期

第一次（一九） 2018年12月22日(星期六)

第二次（二九） 2018年12月31日(星期一)

第三次（三九） 2019年1月9日(星期三)

第四次（加強） 2019年1月18日(星期五)

服務收費：每次港幣$150 本會為非牟利慈善團體
網址：www.hkbuddhist.org

預約/查詢 
香港佛教聯合會紹根法師綜合中醫服務中心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23號香林大廈5樓	 	

電話：2110	3711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九龍樂富杏林街10號香港佛教醫院C座地下及閣樓	

電話：2338	3103

香港佛教聯合會慈濟中醫診所	 	 	

九龍新蒲崗衍慶街53-55號寶興大廈201室	 	

(正門設於彩虹道36-46號)		 	 	

電話：2321	3573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山寺中醫服務中心	 	

新界屯門良田村104號地下	(何福堂輕鐵站旁)	

電話：2359	9029

香港灣仔駱克道338號 1字樓

電話：(852)2574 9371  

傳真：(852)2834 0789

香 港 佛 教 聯 合 會

優惠級

香港灣仔駱克道338號 1樓

電話：(852)2574 9371  

傳真：(852)2834 0789

香 港 佛 教 聯 合 會

優惠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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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灸是什麼？
天灸是中醫的一種特色療法，以性味溫熱的中藥製成敷貼，在指定日子敷貼於

特定穴位上。

為什麼要做三九天灸？
在冬天天氣最為寒冷、陽氣至衰、陰氣至盛的日子時進行天灸治療，可溫補陽

氣，扶正袪邪，以達到治療及預防疾病的目的，並能鞏固「三伏天灸」的療效。

什麼人士適合做三九天灸？
哮喘、過敏性鼻炎（鼻敏感）、氣管過敏、咳嗽、胃痛、慢性腹瀉、體虛易感等，

體質屬寒者尤為適合。

2018年【三九天灸】治療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