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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思親法會知多D

02 佛聯動向

附薦
佛教提及生命會根據業報身所受福報在六道中輪迴，即天道、人道、畜生道、阿修羅

道、餓鬼道、地獄道。如先人因生前或過去的業而墮落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我們希

望先人可以快點遠離三惡道之苦，超升至三善道。

信眾可為過世祖先、親人、朋友登記附薦，表示思念與尊敬，以至超薦無祀孤魂、累世冤親、未生胎兒、家宅地基主。

法師會誦經超度，祈求先靈早登極樂，輪迴轉世。附薦設有不同種類牌位，它們的分別在於體積及位置，善信可根據意願

登記不同類別牌位。除夫婦的牌位外，一般每個牌位只供奉一位先人。祖先及不同輩份的先人應分別供奉。

更多清明思親法會詳情，請瀏覽本會網站www.hkbuddhist .org/chingming或Facebook，

亦可掃描二維碼（QR Code）獲取資訊。

誦經
本會清明思親法會設七大壇場，分別禮拜《梁皇寶懺》、諷誦《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乘妙法蓮華經》、《地藏菩薩本願經》、

《佛說阿彌陀經》暨聖號、修持「阿彌陀佛法本」。在大壇禮拜的《梁皇寶懺》乃是中

國流傳最久的一部懺法，通過懺悔自己所作的種種罪障煩惱，使自身得到解脫與自

在，並仗此功德迴向現世父母增福延壽，如意吉祥，並迴向過去六親，早獲勝超。

除諷誦以上經文，法會晚上另設有「燄口佛事」、「大蒙山施食」及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四大部洲燄口」，由各

壇法師主持，超度餓鬼亡魂。歡迎大家隨喜參與。 

拜祭
清明在香港是重要節日及公眾假期，根據民間習俗，不少家庭會到祖先墳前，燒香燭、焚冥

鏹和壓墓紙，祭物多為鮮花、水果、燒豬或豆腐。然而，佛教不主張焚燒冥鏹衣包，也不以酒類、

肉類祭祀。作為佛教徒，或從環保角度思考，我們應儘量減少焚燒冥鏹衣包，大家出席清明法會，

可考慮其他方式表達對先人的敬意，例如在牌位前供奉鮮花、水果及一柱心香，或到壇場誦經、

禮佛、供齋或捐助善業等方式替代，以功德迴向先人。當中最重要的是大家的誠心和誠意，這是對先人最好的敬仰。

延生
清明法會期間，我們可登記延生位祝福在生親友，為在世父母、師長、親友、家宅等，祈

求增福延壽、遠離災劫、平安如意。各壇法師會每日於壇內誦經祈福、加持。

慎終追遠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每逢清明節，華人會以掃墓來表達對先親的思念。這個傳統節日，可讓我

們思念祖先的恩德、孝順父母、尊敬長輩，以及認識生命、反思人生。

在祭祖時，家人相聚，讓晚輩認識清明的意義，繼而傳承下去。佛教積極提倡孝道，自60年代起，佛聯會

每年清明期間均啟建「清明思親法會」，恭請諸山長老、大德法師，虔誠禮懺誦經七天，為大眾祈福，消災延

壽，同時讓孝子賢孫藉登記附薦追念先親，表達孝思。

今年的清明思親法會將於4月1日至7日在香港佛教聯合會文化中心舉行。藉着法會，讓我們將孝道與護持

三寶的行為結合，以無量無邊的佛法力量與眾生結緣。在此，不妨了解更多清明法會背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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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日趨嚴峻，令人們感到恐懼、憂慮。佛聯會四眾同仁於2月1日（農曆正月初八），至誠

同心祝禱，祈願諸佛菩薩慈悲加持，並以功德迴向病患者儘快痊癒；社會淨化，遠離疫症；普羅大眾，長養

慈悲，消災延壽，平安吉祥。

本會會長寬運法師在法會中宣讀〈為戰勝新型肺炎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當中提到，佛說人生有「五不

可得避」：即老、病、死、滅、盡。面對疾病，正能量是最有效的藥；而最大的正能量來自於佛法，佛被稱為「大醫

王」，佛法就是治療心病的最根本、最有效藥方；故病雖可怕，惟祈求諸佛菩薩慈悲護佑，建立正確觀念，預防與

治療，不被疾病打倒、擊敗，應積極面對，勇敢超越。同時，更要學會互助關懷，彼此鼓勵，自救救他。短暫的隔

離，可以讓我們深刻反省，以智慧觀察生命實相；面對目前困境，我們更需團結一心，不憂不懼，同心抗疫。 

香 港 佛 教聯 合 會至 誠 祈 願

同心 抗 疫  福 佑人 間

▼

佛教何南金中學龍獅隊以舞獅致賀，本會會長寬運法師與醫管局

主席范鴻齡先生為醒獅進行點晴儀式。

倡捐賀儀，其後陸續得眾高僧大德、善信仁人護持多

次公開籌款，特別是大善長沈香林居士的鼎力護持，

以及自1966年擔任會長的覺光長老領導有方，終將功

德之水匯成大川，在1970年底籌得全數，成功創立醫

院。政府當年對於佛聯會申請建院，亦關懷備至及許

予支援，將醫院所在街道老虎岩街易名為杏林街，以取

「杏林春滿」之義。

眾緣成就，

香 港 佛 教 醫 院

於1970年十月

開始投入服務，

並 於1991年加

入醫院管理局，

透過聯網醫院合作及新科技發展，不斷提升醫療服務

質素，與時並進，為病人提供全面而優質的醫護服務。

由2015年展開的大型翻新工程亦已於今年竣工，為病

人、探訪者及員工提供更安全、更舒適的環境。寬運法

師代表佛聯會同仁祝願，香港佛教醫院未來發展更趨

至善，秉持佛教慈悲的精神，眾善奉行，濟世利生。

▼

本會會長寬運法師與眾主禮嘉主持醫院翻

修工程竣工揭幕儀式。

香港佛教醫院創立於1970年，今年2020年正式踏

入五十周年重要里程碑，並已於1月14日圓滿舉

行「五十周年院慶啟動禮暨翻修工程竣工典禮」。是

次典禮邀得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齡先生、醫院管理局

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生、本會會長寬運法師、香港佛教

醫院醫院管治委員會主席林漢強太平紳士、九龍中醫

院聯網總監盧志遠醫生及代理醫院行政總監劉思廷

醫生等擔任主禮嘉賓。

本會會長寬運法師致祝福辭時分享，1958年冬，

佛教同仁本著佛陀慈悲精神，回應當時香港人口稠

密，佛教信徒達五十萬眾，極宜籌建一佛教醫院以應

佛教人士之需。配合政府發展醫療，並解除大眾病

苦，佛聯會接受四眾同仁促請，於1960年5月成立籌建

委員會，負起籌建香港佛教醫院重任。

1962年，時任會長筏可大和尚在七秩壽辰率先

五十周年院慶啟動禮暨

翻修工程竣工典禮

香 港 佛 教 醫 院



 文
化大革命」期間中國佛教受極嚴重摧殘，

中 國 佛 教 協 會 也 停 止 運 作 。 直 至 1 9 7 8

年，中國實行對外改革開放，停止活動十年之久

的中國佛教才逐漸復甦。1980年12月，中國佛教

協會召開了第四屆全國代表會議，趙樸初居士當

選會長，對劫後中國佛教的復興，貢獻甚多。

1980年6月6日，香港佛教聯合會接到新華

社來電，告知中國佛教協會代會長趙樸初居士、

理事李榮熙居士在泰國出席世界宗教和平會 議

後，將於當晚由曼谷經港回國，擬在留港期間訪

問佛聯會。其時適逢本會會長覺光長老應印尼佛

教邀請，離港前赴弘法。副會長黃允畋居士以署

理會長名義前往啟德機場接機，其他出席董事還

包括源慧法師、黃水居士、寶蓮禪寺多位法師及

新華社代表。

6月7日趙居士在本會安排下參觀了妙法寺新

建的萬佛寶殿，由金山法師代表洗塵長老接待；

同日再拜訪東普陀講寺、西方寺和圓玄學院等寺

院。其後數天，前往寶蓮禪寺及本會會屬學校訪

問，以及參觀海洋公園。6月11日離港，本會董

事及佛教四眾同仁到機場送行者甚眾，趙居士還

邀請本會回訪中國佛教協會。

應趙居士邀請，本會代表團於10月26日至

11月11日回訪中國佛教協會。由黃允畋副會長

任團長，取道廣州、杭州、上海、蘇州、西安、

洛陽各地，然後至北京拜訪中國佛教協會。趙居

士特在沿途各地派專使到車站接待。期間，代表

團先後參觀了杭州靈隱寺；上海玉佛寺；蘇州寒

山寺；西安興教寺、香積寺；洛陽白馬寺；北京

廣濟寺、法源寺、靈光寺等寺院。在靈光寺參觀

時，瞻禮教主釋尊佛牙舍利。

於北京參觀法源寺時，趙居士介紹中國佛教

協會在該寺辦有佛學院，有三十餘位學僧，並將

續在蘇州開辦第二間佛學院。代表團代表本會捐

款人民幣2萬元以表贊助。這次訪問，獲得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烏蘭夫先生親

自接見，烏副委員長對本會這次派團訪問，甚表

嘉許，並對香港佛教情況垂詢甚詳。烏副委員長

表示，國家四個現代化將加速進行，勗勉香港佛

教人士、各界同胞，日後多些來訪及盡力協助國

家現代化建設。

是次訪問之後，本會與內地佛教界聯繫交往

頻繁。1984年，會長覺光長老應邀往北京參加中

英聯合聲明簽署儀式；其後，被邀請代表宗教界

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兩地佛教界的交流亦變

得愈來愈密切。

04
香江佛教百年圖誌

流光歲月

香港佛教聯合會首次組團往內地訪問

▼

1980年6月，中國佛教協會代會長趙樸初居士到訪佛聯會。

▼

1980年10月，佛聯會代表團經廣州、杭州、上海、蘇州、西

安、洛陽等地，往北京拜訪中國佛教協會。

「



 冬至」是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之一。在古代，離鄉人士會在此時

回家，和家人團聚，一起過冬。因此，坊間有「冬大過年」的

說法。冬至當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飯，代表團團圓圓的意思。彼此

有緣聚首，也是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的長者特別重視的。

去年12月14日，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獲善長贊助，舉行了「冬

至送暖盆菜宴」，受惠長者共200人。活動當天風和日麗，出席的長

者懷着興高采烈的心情一起乘車前往目的地。在享用豐富的盆菜午宴

前，他們先做活力操舒展筋骨，然後玩集體遊戲，過程中非常投

入，並發揮互助的精神。此外，精彩的歌舞表演和風趣的司儀，

帶動了全場熱烈的氣氛，逗得長者們笑聲不絕。

該中心會員一向視中心為「大家庭」，在未來的日子，中心

仍會繼續提供多元化的服務，讓更多長者能在這個「大家庭」獲

得適切的支援。

05眾善奉行

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冬至送暖盆菜宴」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2020年3月1日開始實行新機制

「

為配合政府中醫藥新發展，香港佛教聯合會位於樂富香港佛教醫院C座之「香港佛

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將由2020年3月1日起實行新機制。

1. 中心將改名為「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黃大仙區）」；

2. 除舊機制下的綜援人士外，凡年滿75歲且領取政府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人士，亦可

免費接受中醫普通科資助門診服務；

3. 中心設有資助服務收費及非資助服務收費。資助服務收費維持120港元，內科及針

灸同價，1至5日藥不增加收費；

4. 資助服務不可自行選擇指定醫師，非資助服務則可選擇指定醫師；

5. 資助服務每日設有配額約110個（具體由當日診所公布為準）。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為本會首間中醫診所，成立於

2008年底，我們秉承着佛陀的慈悲濟世精神，藥以治病，佛以療心，為普羅大眾提供

現代化中醫藥服務。成立十年來，中心為超過65萬人次提供中醫藥診治，其中約六成

病人享用了我們提供的診治優惠，包括四成長者，以及兩成綜援人士。連同本會其他

中醫中心，十年來，我們為近140,000人次病患者提供了免費或象徵式收費的中醫治

療服務。

若有垂詢或捐助香港佛教聯合會中醫服務，請致電：2574 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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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感恩惜福典禮」
佛教慈敬學校

從前有一對夫婦，家中有三塊餅，他們各自吃了一塊，還剩下一塊，兩人約定如果誰先

說話，就不能得到這塊餅。訂下規則之後，他們為了得到這塊餅，都不敢說話。

過了不久，有賊人進入室內，把所有貴重的財物偷到手中。夫婦兩人因為之前的約

定，即使看見賊人也不說話。賊人見到他們一言不發，就在丈夫的面前侵犯他的妻子。丈夫

見到了，也堅持不說話。

妻子忍不住大喊有賊，並且罵丈夫：「你這個愚蠢的人，怎麼為了一塊餅，看見賊人

也不叫喊？」

丈夫拍手笑   說：「咄！蠢婢子，我得到了餅，你沒有份兒了。」

人們聽了這件事，都在恥笑。

摘錄自《百喻經》

寬運法師 開示

故事中的兩夫婦都抱着「自利」的心態，而沒有「利他」的心，其中丈夫更離譜。如果將

「餅」比作個人得益，家產是兩夫婦的，是公共利益，而丈夫給妻子，則是親情。故事中的男子，

就是泛指那些為了個人得益而置公共利益和親情於不顧的人。

公共利益雖是大眾的，但最後亦會影響自己；親情尤為重要，如失去親情，個人的成就和得

益都變得淡而無味、微不足道。《菩提行經》云：「勤修利他德，當受快樂報」，謙讓、利他不但

是一種美德，更是快樂的根源。在我認識的很多人當中，能利益他人者，均廣結善緣、人際關係良

好、事業有成，而且心胸豁達、開朗快樂、生活幸福，他們沒有因為利他或布施而受到損失。反

之，自私自利的人，常常利樂兩失，不見得得到甚麽，也不見得幸福快樂。相信你們也會遇到一些

例子。

佛經說，利他即自利；利他即自成。能自利利他，才是有智慧的人。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裏實

踐這種自利利他的精神，我相信你一定感受到快樂。

夫婦食餅共為要喻

圖：Kit Wong



07佛化校園

勉同學，人生不會一帆風順，遇到困

難時，可用佛學的堅毅、冷靜和自

信態度去解決困難。

該校將在2月22日於校內舉行

金禧晚宴，筵開百席，邀請一眾昔日

師生敍舊；3月28日和29日舉行學

校開放日，與校外人士分享喜悅；5

月5日將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

藝館演出英語音樂劇“The World's Got Talent”，讓學生

體會「無我」精神，弘揚佛法。音樂劇由外國劇團編劇

及培訓該校學生，是本

會首間中學公開收費

的演出。

▼

校監衍空法師頒發

「傑出學生獎」予中五

學生鄧珮盈（右）

從
半世紀前的牛頭角下邨

到今天的九龍灣現址，

佛教慈敬學校一直抱持「為師

以慈，為學以敬」的信念作育

英才，灌輸孩子常存感恩、惜

福之心，待他日報答父母、師

長，回饋社會。

2019 年是 佛 教 慈 敬學 校 創 校

五十載的金禧年，該校於12月20日舉

行了「金禧校慶感恩惜福典禮」，恭

請沈祖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榮休

校長兼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擔任

主禮嘉賓，沈教授還即席揮毫，贈予

學校「春風化雨」墨寶，意義非凡。

典 禮當日承 蒙佛聯會董事、校

▼

嘉賓為校慶典禮進行亮燈

儀式

佛教大雄中學 佛化教育樹人五十載

「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感恩惜福典禮」

▼

沈祖堯教授送給

學校的墨寶

▼

學生在校慶日表演英語音

樂劇

▼ 一年級學生聯

同醒獅隊為眾嘉

賓呈獻精彩表演

1969年創校的佛教大雄中學，人才輩出，

去年踏入金禧校慶，校方所辦的慶

祝活動延伸至今年。去年12月13日舉辦的「佛教大雄

中學五十周年校慶暨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頒獎典禮」

為校慶活動揭開序幕。為隆重其事，該校特別邀請

1980年畢業校友、現任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作主禮

嘉賓，曾處長更勉勵一眾師弟妹，若遇到困難，可用佛

學精神面對。

曾處長在台上和一

眾師弟妹分享昔日校園

生活點滴。他表示，在求

學期間接觸佛學，不但幫

助他日後做人處事及解

難，甚至在情緒上也有幫

助。曾處長在頒獎禮上訓

▼

校友曾國衞處長訓勉學生以佛學

迎接人生難題

佛教慈敬學校

董、榮休校長、教育同工、各界友好、校友及家長蒞

臨，處處洋溢歡欣。由智能機械人引領進場的沈教授

讚歎：「這是我出席過的逾百場學校典禮中最高科技

的一回！」由4位高小學生運用文字編程知識，自行設

計飛行路線，並通過團隊合作成就出來的「無人機群

飛表演」，彰顯學校致力發展STEM教育的成果。一

年級學生連同醒獅隊演出的「旗海飄揚迎校慶，龍騰

鼓舞賀金禧」，祥瑞之意滿

載校園。壓軸由六年級學生

演唱的兩首原 創歌曲“Chi 

King Primary No.1”及《感激

恩師獻愛心》，歌頌學校的

大愛之恩。

▼

六年級學生以歌舞頌揚學校

大愛之恩



筆
者和朋友們到素菜館吃飯，都愛吃

素翅，愛其多材料也。今期的雜菌

羹選用海珊瑚做湯底，此材料不但可做到

湯羹黏稠效果，且據聞對關節、骨骼和排

毒都有幫助。此羹可按時令及個人喜好，

加入不同的材料，例如鮮筍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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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由溫綺玲居士提供 

素味仁心

材料：

海珊瑚 約30克

冬菇 約8朵

木耳 約20克

松茸菇 30克

鮮蟲草花 30克

勝瓜 200克

腐皮 1片

檸檬葉絲 少許

水  約5杯

調味料：

鹽　　　　　適量　

製作：

1. 洗淨海珊瑚並浸透，放入煲內加水煲至溶化；湯水見稠滑時，撈起海珊瑚。

2. 冬菇、木耳浸軟切絲；松茸菇抹淨切絲；鮮蟲草花切小段；勝瓜去皮切絲，

腐皮切絲。

3. 把所有材料放入鍋中，煲至出味；以鹽調味後，上桌前再灑上檸檬葉絲。

心中美食–雜菌羹

平
日上廁所，「痾得」暢快絕對是人生一大樂事，但是往往夜

間「痾得」卻是困擾之事。筆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夜尿這個

話題。夜尿問題困擾無數中老年人及部分青年人，往往在睡覺的時候

起床數次小便，嚴重影響了睡眠的質素，導致日間精神差、疲倦、

情緒容易躁動等問題。要減少夜尿，該如何入手呢？那我們先了解

一下小便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中醫認為，水液飲入脾胃後，經脾胃的運化，上輸於肺；通

過肺的佈輸和調節，再經「三焦」的運行通道，下輸於腎；再分

清別濁之後，濁者轉化為尿液，下輸膀胱排出體外，即為小便。

此外，亦涉及腎與膀胱的氣化功能，小便才能順利儲於膀胱或者

排出體外。

因此夜尿問題可與多個臟腑有關，尤與腎、膀胱為密切。腎與膀胱是相輔相成，有謂「腎主

水，司膀胱開闔」，腎把尿液固封住，存藏於膀胱，而膀胱依從腎臟的指揮，協調開闔閥門。如果

腎虛不能固封，則膀胱失約，小便而出。若要減少夜尿我們可以從補腎固澀膀胱着手。如使用淮

山、茨實、益智仁等藥材，配合杜仲、牛膝、牛大力、巴戟天等，效果更佳。

由於每個人的體質不同，若有疑問可向中醫師作諮詢。

中醫信箱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註冊中醫師 黃嘉倫

製作尿液的腎臟

輸尿管

膀胱

尿道

「痾得」無憂



學佛群疑（二）

道：道源法師	 衍：衍空法師

香港佛教聯合會第21屆弘法使者繼去年4月舉行

「學佛群疑」座談會，在去年9月份第二度舉

辦「學佛群疑」座談會，恭請衍空法師、道源法師

主講，回答信眾在學佛路上遇到的種種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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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榮光居士

如是我聞素味仁心

問	 所謂一切唯心做，是否等於專注心念可以影

響結果？心念和觀想是否有關係？緣是否外

在因素？緣是否自己所創造？

衍	 於佛教角度，我們不能將客觀世界和心分

開。心是五蘊和合而生，身心互為一元。凡

夫而言，心隨境轉，如亂世時會傷心，太平

盛世時會開心，心情會浮動，在變幻的世間

難以安寧；相反，當我們修行後，我們明白

「凡所有角度皆是虛妄」，明白眾生因執着

及矛盾而產生痛苦，生起了慈悲心，心看破

境，心不隨境轉，安處於佛法的正見。

道	 佛教的世界觀，是現前經驗。法句經云：

「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一切的法，

一切的經驗是由我們的意造作生起。世界

由「眼、耳、鼻、舌、身、意」接觸「色、

聲、香、味、觸、法」而出現。心接觸世界

的過程，要透過心的認知，而心的認知要透

過作意和概念。概念分兩種，一是名字，

二是內容意義。有了概念，心便可「捉住所

緣」，繼而認知。我們認知的世界是取決於

之前的造作，我們的集氣、所累積的作用力

是種子現行，能夠生起下一個法。我們心中

有很多種子，因緣而生，作下業會生起更多

的種子。現前環境因素，也會影響我們的認

知，如我們以佛法的知見去看待世間，得到

的效果是「離欲清靜」。佛法不認為客觀世

界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講究「經驗」。現實

苦的時候，為何不能唯心去改變？因為我們

有妄想執着同時障礙自己。滅妄想的心就可

解脫一切苦，我們可透過修行去「調心」。

問	 在討論小乘佛法的時候，難免會有貶義的言

論，是否謗佛？

衍	 佛陀時代並沒有大乘，小乘之分。因眾生有

不同根機及喜好，心及根器不同，對佛法

理解的層次便各有不同。眾生學佛目的不

同，他們修佛的發心和修行的方法也會不

同，如有些是為了幫自己斷生死輪廻之苦

─「小乘」佛法，有些是為了弘佛法幫眾

生斷生死輪廻之苦─「大乘」佛法。《妙

法蓮華經》曰：「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

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即使是

惡貫滿盈的提婆達多，最後都可以成佛，

不應有鄙視之心。現實中，「大乘」佛法

和「小乘」佛法，沒有大小、高低、褒貶

之分，只是學佛的目的不同，不用「自尋

煩惱」。

道	 從我所看，成佛是「大乘」，成阿羅漢是

「小乘」─又名「上座部」。現實中，

「大乘」與「小乘」，沒有大小之分，因

為終歸都會成佛。《妙法蓮華經》分了五

時八教（八教包括化儀四教的頓教、漸

教、秘密教、不定教，以及化法四教的藏

教、通教、別教、圓教）。頓教說大乘即

聽眾如大菩薩眾不需要任何階段，因聽眾

根器想成佛，佛陀即可講說大乘佛法，教

他們成佛之道─即《華嚴經》。佛陀初

轉法輪時，即漸教初期，會先令眾生了

苦，了苦後方可成佛；至漸教中後期，成

就了很多阿羅漢，佛陀便開始說《維摩詰

所說經》，讚揚大乘，令阿羅漢見大乘境

界而生慚愧心，於是發心成就無上正等正

覺。因此，佛陀的說法過程會因應眾生根

機，先教導眾生了生死，後引導眾生修菩

薩道，故不能隨便向凡夫說《維摩詰所說

經》，應循序漸進。

 註：資料根據「學佛群疑」座談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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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愛蓮	 $3,000
陳樂文	 $3,000
關中珵	 $2,500
關中麟	 $2,500
郭錦洪	 $2,000
陳淑珍	 $2,000
鄭美虹	 $2,000
謝凱瑩	 $1,000
謝映歡	 $850
王家欣		 $800
何志文	何笑珍	 $600
佛弟子	 $600
李虎威	 $500
李燕屏合家	 $500
陳松芬	 $500
陳穎怡	 $500
麥佩琼	 $500
劉永東	 $500
劉幹臣合家	 $500
譚寶儀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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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貽明合家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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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端鳴	林端葦	 $200

功德芳名 金額

洪肇旋	 $200
袁柱湖	葉傍弟合家	 $200
梁家偉	孟平源合家	 $200
梁雯合家	 $200
莊陳招治	 $200
陳霞	 $200
陸彥華	 $200
彭雲馨(已故)	 $200
無名氏	 $200
黃明炎(已故)	 $200
劉河清	何鉆女合家	 $200
劉彬良(已故)	戴碧芬(已故)	$200
劉琼芝合家	 $200
鄭鶯棋合家	 $200
霍嘉宜	 $200
余逸揚	余雋暉	鄧鳳雯	
蔡永大	黃麗冰	

$150

梁聯	RAY	HAR		 $150
葉鈺輝	張笑琼	葉耀榮(已故)	$150
NG	YAT	KEUNG	 $100
PROFITS	CONSULTANT	COMPANY	$100
王嘉毅	王嘉宏	 $100
何秀容	 $100
余玉英	 $100
吳美玉	 $100
李士芸	 $100
李士荃	 $100
李社順合家	 $100
李施憲	 $100
李修慧	 $100
李祝英	 $100
李進益	陳碧華合家	 $100
李慧賢合家	 $100
周文英	 $100
周鳳霞	 $100
林妮	 $100

功德芳名 金額

林俊娟	 $100
林浩浚	鄭芑山	林康維	廖梅月	$100
姚麗珊	 $100
殷健忠	 $100
馬桂玉	 $100
張安然	 $100
張秋忍	 $100
張啟文	 $100
張瑞容	張家偉	 $100
梁妹	 $100
莫王慧琴	 $100
許文床	 $100
許俊傑	 $100
郭佩玲	 $100
郭貴合家	 $100
陳玉芬	 $100
陳兆輝合家	 $100
陳敏儀	 $100
陳創楚	 $100
陳慈嬌	 $100
陳慧儀	 $100
馮卓餘	 $100
黃秀坤	 $100
黃坤慧	 $100
黃國婷	 $100
黃億年	 $100
楊培玲	 $100
鄭曉東合家	 $100
鄭濟孟	陳秋英	 $100
魏卓弦	魏樂潼	 $100
羅維周	 $100



結緣助印 11最新活動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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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秉郎規劃精彩的下半場

資深傳媒人倪秉郎退休前，擔任

過唱片騎師、電台台長、電視節目監

製等職；他在退休前四個月，開始規

劃人生下半場。他認為退休了不等於

隨心所欲，還要遵守作息時間、健康

飲食原則，以及有規律地運動。他退

休後，身兼多職，拍舞台劇、做太極導

師、媒體導師、司儀等等。他的生活

比以前更加忙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情，過得十分充實。

新春大城小願

度過熱鬧的農歷新年，又到了上

班、上學的日子。新年之始，無論你是

打工仔、學生、退休人士或家庭主婦，

都希望有一個好的開始，一年到尾順

順利利。今次專題訪問了10位不同職

業、年齡的市民，他們透露了新年願

望，讓我們學會如何在新的一年反思

去年的不足，吐故納新，以正能量，想

辦法解決問題，令新的一年一切變得

更順暢。

《香港佛教》二月號現已出版！

法會及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主持	 地點	 主辦單位

生日法會頂禮	《藥師寶懺》		3月8日		 09:30	 	 新界屯門青山村		 圓明寺

	 	 	 	 楊青路51號	 電話：2463	4886

觀音菩薩誕—大悲寶懺		 3月12日		 09: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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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生普佛（觀音誕）	 3月12日	 10:00	 	 新界沙田新田村1號A		 慈航淨院

	 	 	 	 	 電話：9226	7929

十日內觀靜坐入門課程		 3月18日至29日	 	 	 新界大嶼山石壁東灣	 香港內觀中心

	 	 	 	 	 電話：2671	7031

清明法會	 3月28日	 10:00-15:30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號		 法性講堂

	 3月29日		 10:00-17:30	 	 萬迪廣場17樓	 電話：3997	3400

*因版面有限，欲知更多活動訊息，可瀏覽本會網頁 www.hkbuddhist.org/activity

*有關活動的最新情況，請留意道場最新公布並以此為準。

報名

講座及佛學班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講者	 地點	 主辦單位

靜坐基礎班	 2月23日至4月5日	 14:30-16:30	 岑寛華	 九龍彌敦道328-342號	 佛教法相學會

	 （逢星期日）	 	 	 儉德大廈14樓F&G室	 電話：2771	8161

第34屆佛學初階班	 3月8日至11月15日	 11:00-12:30	 胡文德、	 香港北角堡壘街36號	 妙華佛學會

	 （逢星期日）	 	 黄雁紅等	 美威大廈二字樓D室	 電話：2570	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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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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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情況，政府已將「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

劃」提升應變級別至緊急。學校、長者中心、青少年中心、幼兒中心、社區中心及康樂文娛

設施等自1月底相繼停止服務，或只提供有限度服務，以免人群聚集，加速疫症傳播。

香港佛教聯合會謹此呼籲全港佛教徒，密切留意政府有關防疫的訊息宣布，加強防護，保

持個人衛生，並減少到人群聚集的地方。本會並呼籲廣大佛教徒在家虔誦《心經》、《大悲咒》或

「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未持素者，亦可每週持素一天，戒殺護生，萬眾一心祝禱，祈求佛力加

被，疫症消除，並以功德迴向因病離世者往生淨土、病患者早日康復、醫護人員平安吉祥。

有關本年佛誕節吉祥大會活動詳情，佛聯會將於3月在本會網站www.h kbudd his t . o rg / b bd或

Facebook專頁(hkbuddhist)公布，敬希垂注。

「佛曆二五六四（2020）年佛誕節吉祥大會」通告

香港佛教聯合會呼籲道場及佛弟子

萬眾一心祈求佛力加被，疫症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