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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訊

1945年，香港佛教徒秉承佛陀「慈悲喜捨」之精神，遂集合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四眾力量，倡建成立香

港佛教聯合會，以弘揚佛法，服務社群為己任。

走過七十多年光陰，香港社會經歷不少變遷，當中有起有落。面

對75年的時代巨輪，佛聯會一直不忘初心，恆持關心社會上的需要，

在弘法及善業方面積極發展，以配合不同時代的需要。為迎接來年本

會成立75週年的新里程，承如佛陀的教導「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

淨其意，是諸佛教」，本會明年將以「眾善奉行75載」為年度主題，並

以此推出一系列慶祝75週年活動。

弘法活動重點

佛聯會發展的歷程與香港佛教的發展息息相關。藉75週年的因

緣，本會將出版一本集合本會歷史、佛教大事紀及佛教人物傳記的特

刊；與此同時，亦將舉辦以本港佛教發展為主題的研討會。在來年佛

誕，我們將舉行「世界和平祈福法會」和「佛教梵唄音樂晚會」，以淨

化人心，同沾法喜。最後，我們更會舉辦「植樹種善緣」，推廣護生的

訊息。

善業開展重點

本會的服務一直與人生不同歷程息息相關，如

教育、醫療、墳場服務、青少年及安老事務等，與

大眾一同並肩同行，共建豐盛人生。來年本會重點

開展或推動慈善服務，包括香港佛教醫院50週年

活動、中醫義診及醫愛到家服務、佛教身心靈關顧

服務、學校禪修課程，以及為未滿24周夭折胎兒

提供的小小淨土和佛教海上撒灰服務等。

有關75週年慶祝活動的最新資訊，請留意

《佛聯匯訊》報導或瀏覽本會Fa c e b oo k、網頁	

(www.hkbuddhist.org)。本會期望能和大眾積極攜

手，眾緣成就，一起「眾善奉行」，濟世利生。



02 佛聯動向

▼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種子歌

詠團獻唱佛曲

▼

「有營捐血齊護生一每月—校

捐血運動」頒獎

香
港佛教聯合會於11月10日假龍堡國際賓館舉行

「香港佛教聯合會邁向75週年會慶暨陳馬美

玉紀念康樂營建立40週年慈善素宴」。本會會長寬運

大和尚及副會長紹根長老聯同主禮嘉賓—中央駐港

聯絡辦公室協調部朱文部長；民政事務局謝凌潔貞常

任秘書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

議員葉國謙先生主持「邁向75週年系列活動啟動儀

式」。各人點亮手中明珠，代表社會大眾的力量及護

持，將令佛教的發展一片光明。

本會會長寬運大和尚帶領賓客誦念吉祥偈，之後

致辭表示，本會在74年的成長歷程中，得蒙四眾弟子

鼎力護持，為此他特別感謝全港佛教四眾弟子的共同

努力，成就本會今天的碩果。

集佛教力量 祝福香港

會長亦特別提到今年是香港充滿挑戰的一年，社

會因政治紛爭而撕裂，民生受困，人心受苦。本會今年

曾先後三次聯同全港佛教界啟建大型祈福法會，希望

合四眾願力，萬眾一心、恭敬三寶，藉佛法的力量至

誠祝福香港。

民政事務局謝凌潔貞常任秘書長致辭時表示，佛

聯會多年來致力弘揚佛教、淨化人心、導人向善，同

時透過各項社會服務造福市民，廣施甘露，回應社會

需要，體現佛教大慈大悲的精神。她亦感謝佛聯會於

推動各項體育活動發展方面不遺餘力，對此她代表民

政事務局向本會表示衷心謝意。

康樂營翻新 重投服務

適逢2019年為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

樂營建立的40週年，康樂營於年前開始的翻新工程亦

已完結，故今年會慶特別進行翻新工程竣工紀念碑揭

碑儀式，由本會代表及主禮嘉賓一同主持揭碑。

會屬學校 傳揚關愛

會慶同時舉行了由「6.15健康素食日」發起，並於

2018至2019年推動的「有營捐血齊護生—每月一校

捐血運動」頒獎，以表揚熱心響應捐血的會屬中學。

布施為佛教六度波羅蜜之首，各中學共成功推動500

名師生、家長響應捐血，使更多人認識「捐一次血、可

救三人」的訊息，以及為逾千多名需要輸血的病人送

上生命之禮。

面對社會不定的情況，佛法有助安定身心，佛教

筏可紀念中學種子歌詠團獻唱了兩首佛曲—「一畝

心田」及「Breathing	 In ,	 Breathing	 Out」，以洗滌心

靈。是晚還得到各宗教領袖及代表、四眾弟子出席支

持，濟濟一堂，感恩眾緣成就，慈善素宴圓滿其成，為

本會邁向75週年帶來美好的開始。

感恩眾緣成就

▼ 香港佛教聯合會

陳馬美玉紀念康樂

營翻新工程竣工紀

念碑揭碑儀式 
▼

邁向75週年系列活動啟動儀式

香港佛教聯合會邁向75週年會慶 暨 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建立40週年慈善素宴



法會」在珠海普陀寺舉行。寬運大和

尚、道平大和尚與寶蓮禪寺住持凈

因大和尚代表誦經，共同祈禱世界和

平、人類幸福。其後，寬運大和尚與其

他嘉賓一同主持「佛教文化交流展館

暨中韓日佛教畫展啟動儀式」。

在珠海行程後，交流團緊接前往

澳門綜藝館，參與由澳門佛教總會及

澳門佛教（國際）聯合會合辦的「世界

佛教三大語系頌華誕慶回歸祈福大

法會」。寬運大和尚與世界各地高僧

大德於法會上檀越誦經祈福，梵音繚

繞。

香
港佛教聯合會於10月2 9日

至31日參與「香港佛教界中青

年領袖珠海澳門交流團」。本會會長

寬運大和尚擔任團長，率一眾佛教領

袖一同前往珠海及澳門兩地出席多項

佛教交流活動。

「第22次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

議珠海大會」以「佛教與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構建」為主題，深入探討佛教

在當今世界發展面臨的新形勢及新挑

戰。

「中韓日佛教界祈禱世界和平

	

佛聯動向

位
於大嶼山東涌的會屬陳馬美玉紀

念康樂營，是香港唯一的非牟利

佛教康樂營，佔地五萬餘呎，從港鐵東

涌站步行前往約需15分鐘。康樂營環境

清靜，綠樹成蔭，遠離繁囂。該營自1949

年啟用至今已有40年，於年前開始進行

大規模翻新工程，修繕內外設施，加建消

防設備。大眾可以相宜的價錢，體驗本營

「慢活、喜動」的康體、禪修活動，洗滌

身心。

營內的禮堂、禪修室、活動康樂室、

戶外球場、天台花園和宿舍房間等地方

都經過翻新，並有各項禪修、歷奇、康

體、露營和燒烤等設施，適合社福機構、

道場、學校及私人團體租用舉辦日營、

香港佛教界中青年領袖珠海澳門交流團
交流互鑒　增進法誼

▼

交流團團長寬運大和尚與團員合照

▼

佛教文化交流展館暨中韓日佛教畫

展啟動儀式，於珠海普陀寺舉行。

宿營、活動、禪修、訓練、講座培訓或聯

誼聚會。

康樂營倡導身心靈健康，設「正」

向、運「動」和「歷」奇訓練與體驗營，例

如：禪修、佛學禮儀、戶外瑜伽、運動伸

展、DIY生機素食料理、新興運動體驗、

環保工藝工作坊、山藝古道行等，由康樂

營導師負責帶領。

若有興趣租用康樂營的場地及設

施，或了解為參與者度身設計的套餐活

動計劃，歡迎致電康樂營查詢。

電話：2988	8411	/	2574	9371

電郵：camp@hkbuddhist.org

網址：www.hkbuddhist.org/camp	

hkbatcc

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翻新工程竣工，體驗營舍新面貌

▼

「世界佛教三大語系頌華誕慶回歸

祈福大法會」匯聚世界各地高僧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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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歲月

清明法會是佛教常見的法會，恭請諸山法師，

虔誠禮懺誦經，為眾生祈福。法會設有「附

薦」和「延生」，前者讓市民表達對已故親友的思

念，後者則為健在的尊親祈福延壽。

香港佛教聯合會早在六十年代初已開始籌備

舉辦大型的清明法會，希望藉此倡導孝親文化，亦

為佛教善業、特別是當時籌建中的佛教醫院籌募善

款。最初，清明法會的構想是與香港傳統的盂蘭法

會一樣，申請在香港的公共露天場地舉辦，可惜

幾經嘗試，都被政府否決。1963年中，本會申請

翌年在中區花園道附近的公眾地方舉行清明法會，

但遭運輸署反對；本會繼而申請在夏慤道舉辦，同

樣被消防處及衞生署反對。同年底，華民政務司致

函本會，建議在紅磡新填地舉行，不過本會並不接

受。					

本會與政府就舉辦的地點一直沒有達成共識，

直至1964年，本會於4月4日至11日在志蓮淨苑啟

建「萬善緣法會」。法會首天，署理華民政務司石

智益司憲親臨主持剪綵。這是本會第一次為清明而

辦的法會，全港數百名法師大德出席主持及參與。

這次法會共籌得二百多萬元捐款，全數用作籌建佛

教醫院之用。法會後，4月25日茂峯老法師因在法

會上主持大壇誦經，積勞病發，遽爾西去。

三年後，1967年4月5日，適值香港佛教墳場

興建之地藏殿舉行開光大典，樂果老法師主禮開光

儀式後，隨即舉行「乙未年清明思親法會三永日法

會」，由元果法師、覺光法師、松泉法師、大光法

師等分別負責。這是繼1964年後第二次舉辦的清

明法會，不過規模卻比第一次小很多。

1970年4月，由於佛教醫院主體建築物初步落

成，為進一步籌建開辦經資，本會在4月1日至8日

在新建落成之佛教醫院內啟建「庚戌年清明報恩息

災吉祥法會」，恭請泰國僧皇蒞港主持說法，鄧肇

堅爵士主持剪綵，香港及海外數百位大德高僧主持

法事，一連七晝夜，功德盛大。法會期間同時發行

2元慈善獎券，頭獎電視機一部，二獎冰箱一台，

三獎洗衣機一台，另有普通獎十個。得到佛教諸山

長老、四眾同寅之支持，該次清明法會共籌得善款

二百一十多萬元，堪稱空前紀錄。

1970年後，本會每年均舉辦清明思親法會，

1971年4月5日至11日在銅鑼灣東院道會屬佛教黃

鳳翎中學啟建「辛亥年普利吉祥思親法會」，次年

則在九龍蘇屋邨的佛教大雄中學舉辦，兩個地點梅

花間竹。直至1990年後，本會的清明法會固定於

東院道11號的佛教黃鳳翎中學及佛教黃焯菴小學

舉辦。

佛聯會清明法會歷史悠久，半個多世紀以來，

服務過千萬市民，是佛教界一年一度的大盛事。法

會一般由正月十五左右開始接受登記，大眾既可追

念先親、先遠或為家人延生植福，復可博施濟眾、

行善積德，實在是一個冥陽兩利的佛教盛事。歡迎

讀者明年2月10日起親自或推薦朋友來本會登記。

佛聯會清明思親法會
逾半世紀，歷史悠久

▼

1964年4月4日啟建的「萬善緣法會」



現
代創新科技產品中，有些是為長者日常

生活而研發的，稱為「樂齡科技」。它

們可以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減輕護老者的照

顧壓力。香港佛教聯合會的佛教正行長者鄰舍

中心、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及佛教張妙願

長者鄰舍中心於上季末獲得社會福利署「樂齡

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資助629,300元購買了

7隻智能海豹和4部身體

成份分析儀，為三間中

心的長者提供多元化服

務。

智能海豹具有治療元素，有情緒和行為問

題的認知障礙症長者，可通過和海豹的互動，

改善負面情緒和社交能力。海豹內置人工智能

感應裝置，當長者撫摸它或與它對話時，它便

會搖頭擺尾、眨眼或發出不同的聲音，像寵物

香
港童軍港島第二六九旅是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

年中心在1998年成立的制服團隊，當時由一班

熱心的中心義工及職員帶領下創立。旅團轄下有兩個

團，分別為童軍團及幼童軍團。成員主要為中心會員

及中心課餘託管的學員，年介7-12歲。

創意無限  服務社群

每逢星期六下午，旅團

都會舉行恆常集會，每年還

會舉行和參與不同的活動，

例如戶外參觀、訓練營及童

軍技能訓練班等，深受領袖

及成員們歡迎。中心以往曾

辦的活動有「非凡技能大比

拼」、「環法單車遊」、「萬里自由行」等，以提升

成員的獨立能力，以及在訓練中考取進度性獎章。此

外，旅團鼓勵成員多體現「日行一善」的童軍規律，

一樣陪伴長者。

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的兩隻海豹名

叫「豹仔」和「妹豬」。每當海豹出場時，中

心長者們總會笑逐顏開，他們會與兩隻海豹傾

談，並細心照顧它們。它

們現已成為長者們的心靈

良伴，也是中心社工帶領

小組時的「小助手」。

本會長者中心過往

的健康檢測只能局限於度

高和磅重，現購入的身體

成份分析儀可以評估體內

的健康狀況，並以圖表分

析，藉此提高長者們的保

健意識。

▼

童軍第一次參與露營活

動，要自己動手摺帳幕。

主動參與中心舉辦的義工服務，例如長者服務、協助

社區活動的攤位設計及維持秩序等。

進度獎勵  鼓勵學習 

中心的幼童軍團及童

軍團在多年來榮獲香港童軍

總會頒授「優異旅團」的榮

譽，當中幼童軍團更由2004

年至今每年都獲得此獎勵；

「優異旅團」是對童軍旅團

的肯定，故這也成為領袖們

不斷鼓勵成員積極參與童軍

的最大推動力。中心一直積極鼓勵青少年全面發展，

中心職員更成為童軍領袖，擔當着培訓成員的重要

角色。旅團每年均有數位幼童軍考獲「金紫荊獎章」

（幼童軍支部最高獎章），使他們在童軍生活中，增

添了色彩與榮譽。

▼

Running scout灣仔區童軍

會城巿定向活動

05眾善奉行

香港童軍港島第二六九旅
培養成員自身能力，服務社群

1.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灣仔謝菲道468號

 百達商業中心2樓

 電話：2831 0819
 網址：www.hkbuddhist.org/cmy

2. 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慈雲山慈正邨

 正安樓地下C翼

 電話：2325 2122
 網址：www.hkbuddhist.org/ch

3. 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葵涌安蔭邨祥蔭樓地下

 電話：2494 7866
 網址：www.hkbuddhist.org/fwh

香港佛教聯合會長者中心  

樂齡科技「耆」樂應用



06 佛智寶庫

從前，古印度有一國，所有百姓心術不正，行

為不端，不仁不義，難以教化。佛陀弟

子大迦葉及約500名弟子，一個接一個去到該

國，希望讓百姓改邪歸正，但是遭到侮辱和

唾罵。佛陀認為百姓雖然罪孽深重，但是按

照菩薩的智慧去辨別，他們還能教化。佛陀

再派弟子文殊菩薩前往該國，普度眾生。

文殊菩薩先會見國王，稱讚他是英明的

國君，之後在談話中又稱讚百姓。消息傳開

後，大家非常高興，說：「文殊菩薩如此了解

我們，知道我們每個人的長處。」

百姓爭相供養文殊菩薩，文殊菩薩

說：「我的老師佛陀的德行和智慧遠遠高

於我，如果皈依佛陀，比供養我得到的福

報更高。」

百姓聽了，跟着文殊菩薩去找佛陀，

一起聆聽佛陀的教導。

寬運法師 開示

我們常聽到「教化」一詞，「教」，就是將善法傳授給別人；「化」，是幫助別人遠

離惡法。不過，所謂佛度「有緣人」，未必人人都有緣願接受你的「教化」，因為別人可

能還未體會到你的善意，或未能理解你說的「善法」。就如上述故事中的那些不受教的國

民一樣。

經云「隨順眾生，善能教化」。教育子弟或學生，要因應他們的性格，循循善誘，方

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在上面的故事中，文殊菩薩以讚美打開僵局，便是一例。此外，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互相尊重最重要。如果認為自己的意見高人一籌，以強迫之勢要別人接受

你的「教化」當然也不行。《十住斷結經》云：「雖多伎術，不輕蔑人」就是這個道理。

最後，我還認為，教化別人還要有耐性，等候合適的時間和時機，讓人知道你「真心」給

予他「好東西」，他便更容易接受了。

難以教化的人

圖：Kit Wong



繩隊健兒苦訓練 

另一方面，該校學生在運動上亦有優異成績，

如柔道、田徑、排球賽中均滿載而歸。其中，跳繩隊

的驕人成績，叫人興奮！

為了培養學生積極進取、堅毅不屈的團隊合作

精神，該校於十年前成立跳繩隊。隊員在專業導師

帶領及艱苦訓練下，在不同賽事中屢獲殊榮。在7月

份的「飛越啟德•第四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中，學

生不僅衞冕中學公開組學界表演盃，更完成團體項

目四連霸壯舉。跳繩加入流行舞蹈元素的花式項目

學界表演盃（Team	 Show），參加者須於單人繩、交

互繩、車輪、大繩和時光隧道五大環節中，一面控制

繩子，一面做出高難度的動作，再配合強勁音樂節

拍，每個跳躍、每個動作均講求隊員間的默契。雖

然比賽中偶有失手，但最終跳繩隊成功衞冕中學公

開組冠軍。

是次比賽中，擔任隊長的黃皓延在7月份以香

港跳繩隊身份參加挪威世錦賽，勇奪兩面花式項目

銀牌，他稱：「外國的Team	 Show很有創意，啟發我

把不同舞步混合到比賽，提升觀賞性。」他期望將參

加世界賽所得的經驗與校內隊員分享，他更感謝教

練對他的悉心栽培及老師的無私奉獻。

佛教黃允畋中學  

創意科技及學界體育屢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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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對佛教黃允畋中學全體師生而言，

確是豐收年。該校學生不斷挑戰，不斷攀升，繼

「ROBOFEST機械人大賽」及「創意思維世界賽」

再度報捷後，該校的女子排球隊及跳繩隊亦不負所

望，在學界賽中取得驕人成

績，令人雀躍。

RoboArts、創意思維同報捷 

該校機械人製作隊已連續4年代表香港到美國

爭取世界賽寶座。五月中旬，學生遠赴美國底特律，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一較高下。在準備的過程

中，學生不斷揣摩鑽研，改良設計，最後，他們設計

的機械舞獅（LionR）力壓中國、埃及等隊

伍，再次載譽歸來，於「RoboAr ts機械人

藝術節（高級組）」項目中，勇奪世界亞軍

及People	Choice	Award。

今年中，該校同時派出7名初中學生，代表香港

到美國密芝根州參加「創意思維世界賽2019」，與世

界各地的隊伍角逐世界冠軍。透過這次參賽，學生

有機會與來自美國各州、新加坡、加拿大、英國等隊

伍交流，提升學生創意解難的能力。學生由獲得香

港區出線權的一刻起已不敢怠慢，不斷排練，改良

裝置，更重要是須重新熟讀英文劇本，用心背誦、演

繹每個英文字、每段英文對白，務求精益求精。最

終，學生施展渾身本領，於52個隊伍中脫穎而出，榮

獲世界季軍。

▼

女子排球隊勇奪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舉辦的「校

際排球比賽」總冠軍

▼

在「ROBOFEST 機械人大賽」的「RoboArts機械人藝術節（高級

組）」中，勇奪世界亞軍及People Choice Award。 

LionR的設
計原理講解
及操作示範

佛教黃允畋中學
「Odyssey of the 
Mind - World Finals 
2019」比賽片段

▼

多次榮獲國際性獎項的「畋園繩隊」

▼

在「創意思維世

界賽2019」第二

組別技術題「Hide 

in Plain Sight」

中，勇奪季軍。



答 中醫認為腎主骨，而齒為骨之餘。意思是人的骨骼和牙齒反映着腎的

狀態，腎氣必須充盛，骨骼牙齒才能堅實。人到中、晚年，腎

氣逐漸衰落，因此牙齒容易鬆動脫落。《黃帝內經》謂男子

「五八（40歲），腎氣衰，髮墮齒槁」及「八八（64歲），

則齒髮去」。不過，現今的人只要及早注意牙齒保健，到年

老時仍擁有一副健康牙齒也是有可能的。

問 為什麼長者的牙齒容易鬆動脫落？

製作：

1.	洗淨有機黃豆，以清水浸泡2小時後，撈起黃豆備用。

2.	將水和黃豆倒進攪拌機內，攪成豆漿，隔渣取濃汁。如果喜歡吃甜，可以隨意加入少許羅漢果糖

或冰糖一起攪拌。

3.	把寒天粉倒進80度熱的豆漿內，邊倒邊攪勻；再隔渣，待涼後放進冰箱。若用芝麻糊伴食，絕配。

心中美食–寒天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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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由溫綺玲居士提供 

問 為什麼長者容易在晚間抽筋？ 

答 長者容易在晚上抽筋，尤其是小腿。中醫認為肝主筋，能濡養筋

腱，長者通常肝腎比較虧虛，因此容易筋腱失養致抽筋；加

上晚間氣溫一般較低，離心臟較遠的下肢肌肉，遇寒容易

變僵硬而產生痙攣。現代觀點還認為長者抽筋與電解質

失衡（如缺鈣）或下肢神經病變等因素有關。

素味仁心

無
論是否素食者，都會用到豆腐入饌，豆腐可以為烹調者提供無限創意。筆者曾在

一間日本素食館，食過一款豆腐，用一個日式小碗端上桌，碗中只有2小件「白雪

雪」的豆腐，沒有任何伴碟裝飾，突顯出廚師對自己的製成品信心滿滿。輕嚐

一口，滑不溜口，豆香滿溢。打探之下，知道此豆腐原來是用寒天粉製成。

據知，寒天是從海藻植物中提取的膠質，將之磨成

粉，叫「寒天粉」。以寒天粉來造，較傳統做豆腐

的方法，更省時省力。

一天，經過一間烘焙店，竟然有寒天粉售賣，於是

買了一小包回家試做，再伴以芝麻糊，味道天衣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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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敬森

材料：

寒天粉	 1包（25克）	

有機黃豆							1杯

水												1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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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榮光居士

如是我聞

現今社會對生命教育的需求殷切，學生的價值觀和對生命

的尊重更是備受關注。「生命盛筵」講座希望從佛教

信仰出發，讓大眾能深入認識生命，活出有價值的人生。今

次邀請到香港佛教聯合會秘書長演慈法師擔任講者，主題為

「活水源頭，從心出發」。

註：資料根據「生命盛筵」講座整理

「生命盛筵」講座―演慈法師（二） 

素味仁心

我想與大家分享一個故事，一位太太拜訪一位高僧，向法師傾吐苦水，說她的丈夫經常去花

天酒地，她常常要等丈夫至深夜，令她感到煩躁不安。她不忍心和丈夫離婚，所以向法師請教該

如何是好。法師見狀，教她念誦《心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每當她感到煩躁不安時就

可念誦。那位太太跟着法師的指導，每當她感到心煩時，便會念誦心經。這樣經過了一陣子，她

再遇到法師，十分感激法師。雖然剛開始誦讀《心經》時，她的丈夫依舊去花天酒地，但因她念

誦經文後，心境已有所轉變，漸漸能放下對丈夫夜歸不滿的執着，心胸也開始變得豁達，心境也

漸漸變得開朗起來。她的丈夫也因她的改變而漸生歉意，減少了夜歸的次數，更因彼此有了良好

的溝通，繼而改善了夫妻之間的關係。由此可見，多聞佛經，多理解佛理，於我們有很大的禆

益，因為能改變我們的心境，我們亦可從領悟佛理中學懂放下對事物的執着或看法。

念誦佛經，對我們有很大的益處。如念誦《金剛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可以破除

「我執」，達到身心舒暢的效果。念誦佛經後，我們也要咀嚼其中的道理，這樣才可以使我們應

付生活各種難題時，可以以佛法的角度去解決問題。另外，經常念佛經也可以使人腦筋靈敏，有

兒童因為「心散」而荒廢學業，但經背誦佛經後，修攝了心靈，變得專心，讀書因此容易「入

腦」；也有經常失眠的人因為背誦佛經後，改善了胡思亂想的陋習，從而改善了睡眠質素。每個

人念誦佛經後，效果強弱因人而異，對某些人效果比較強，對某些人效果比較弱。雖然如此，但

念誦佛經，理解佛經，對我們來說都是很有益處的，使我們可以從佛法的角度去解決問題，減輕

我們生活中的壓力。

總括而言，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活水源頭，活水源頭是智慧，而深層的智慧就是般若智慧。

正如《金剛經》所說：「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意思即叫我們行善修

福，但不會去斤斤計較，這樣做人會比較快樂。人沒有工作做會不開心，但太多工作量會使人感

受到壓力，所以要適當去調劑自己，同時能夠去承擔責任。佛法教會我們要學懂該承擔的就要去

承擔，該放下的就要去放下，以及教會我們該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

法師在分享後，現場解答了以下提問：

問	 和同事吵架之後，念一句「阿彌陀佛」，能夠擋煞嗎？

答	 未吵架之前，就該心裏念「阿彌陀佛」，或念《心經》來平服心情，這樣日後才能與該同事

好好相處。

問	 有位學校老師早上不跟自己的兒子打招呼，即使兒子很有禮貌，該如何應對？

答	 盡了力便可了，兒子可堅持做一個好榜樣，每天和老師打招呼，放下對該老師必定要回應的

執着，可嘗試了解該老師，明白該老師可能有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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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U BENJAMIN BANG YI $100

LAM SHING KWAN $100

LEE SZE HIN $100

PROFITS CONSULTANT COMPANY $100

功德芳名 金額

王嘉毅 王嘉宏 $100

行怡 $100

李修慧 $100

李進益 陳碧華合家 $100

李慧賢合家 $100

杜之成 $100

林立(已故) $100

林浩浚 鄭芑山 林康維 廖梅月 $100

林靜嫺 $100

張瑞容 張家偉 $100

張運開(已故) 周冠英(已故) $100

梁妹 $100

郭良友合家 $100

郭念(已故) $100

郭健合合家 $100

郭貴合家 $100

郭麗卿 許教昇 許竣欣 許教泰  $100

陳月玲 $100

陳明麗 $100

無名氏 $100

馮麗卿合家 $100

黃億年 $100

楊少瑩合家 $100

葉秀芳 $100

葉瑞林合家 $100

劉健安 許瑋芝 $100

歐陽純 $100

鄺解(已故) $100

羅維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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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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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氣仔女

為什麼香港有很多熱心的市民付出私

人時間，參與義工服務，幫助不認識的人？

獲得「香港人道年獎2019」的施清白做了

25年義工，為獨居長者服務。余嘉濠由13歲

開始做義工，7年來義務救援傷者。他們不

約而同認為受助者快樂，助人也快樂。與此

同時，義務工作發展局總幹事鍾媛梵為我

們分享做義工對身體和心靈帶來不同的好

處。

舞蹈家陳磊—
舞悟人生  努力在因

舞蹈家陳磊所編的《緣起敦煌》自

2015年首演後，分別在香港及內地七度

公演，今個月在香港作第八度公演。他對

舞蹈藝術有相當的執着，即使是一個動

作細節，也要做到最好。在內地出生的

他，14歲考入藝術學校；他在北京舞蹈學

院碩士畢業後，來港擔任舞蹈員；其後再

回北京深造，取得舞蹈學碩士學位。

《香港佛教》十二月號現已出版！

法會及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宏法寺八週年紀念 2020年1月1日 09:30-12:30 新界荃灣老圍村91號  宏法寺

（延生普佛）    電話：2490 6791

歲晚感恩龍天護法 2020年1月1日   09:30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501號   佛教青年協會 

供諸天法會    國際工業大廈6字樓B座 電話：2338 9939

釋迦牟尼佛成道紀念日法會 2020年1月2日  09:30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31號3字樓   香海正覺蓮社 

    電話：2572 2662

酬佛恩供天 2020年1月2日  08:30-11:30  九龍鑽石山志蓮道5號  志蓮淨苑 

    電話：2354 1882

釋迦佛成道日法會  2020年1月2日  10:00  新界錦田上村觀音山  凌雲寺 

    電話：2488 5423

圍爐、 供天法會  2020年1月5日  09:30-13:00  新界清水灣龍蝦路8號  湛山寺 

    電話：2719 6424

釋迦佛成道禮法華懺 2020年1月2日至  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 妙法寺

 8日   電話：2461 8567

禮供諸天法會 （酬恩） 2020年1月4日 10:00-13:00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號 法性講堂

   萬迪廣場17樓 電話：3997 3400

歲晚供天（己亥年） 2020年1月12日 09:00-16:00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21號 香港菩提學會

   灣景樓C座4樓 電話：2577 2298

酬佛恩齋供三寶諸天吉祥法會  2020年1月12日  09:30-13:00  新界屯門青山村楊青路51號  圓明寺 

    電話：2463 4886

辭歲普佛晚會及新春光明燈啟燈  2020年1月24日  17:00-18:30 香港跑馬地山光道15號  東蓮覺苑

    電話：2572 2437

新春祈福法會 2020年1月26日 09:00-16:00 新界荃灣老圍村三疊潭 西方寺

    電話：2411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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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講座及佛學班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十日內觀靜坐入門課程 2010年1月22日至  新界上水坑頭藝苑新村三地段7A 香港內觀中心

 2月2日   電話：2671 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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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家燈火映佛前　彷如智光永不滅
祈願世界和平　合家平安　吉祥如意　萬事勝意　身體健康

掛燈日期： 2020年1月5日至2月8日    

【己亥年農曆十二月十一至庚子年正月十五】

費	 	 用： 每盞$280 【20cm (直徑) x 20cm (高)】

截止日期： 2019年12月31日 (額滿即止)

[本中心將於1月9日(農曆十二月十五) 星期四及2月8日  

 (正月十五) 星期六 開放給公眾前來禮佛，歡迎預約]

登記辦法：

請填妥下表，連同支票(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佛教聯合會」)，寄往

香港灣仔駱克道338號1樓香港佛教聯合會收，或以現金、EPS、

支票親臨本會辦理。

查詢：2574 9371 (公關部陳先生/周先生)

	

	

新春平安百福綵燈
香港佛教聯合會沙田活動中心

登  記  表

申	請	人：	 聯絡電話：	 □										人	參加歲晚迎福聚會

聯絡地址：

捐款項目：	 □	百福綵燈：$280	x			　									盞	=	$																	 				

□	隨喜功德：佛前供花果香油	$																										(捐款不限)

																												供齋	$																										(捐款不限)

百福綵燈功德芳名：	 	 	 	 	 	 	 	 	

收據抬頭：																												【□現金　□支票	(支票號碼：																								)】

(芳名掛在綵燈下方)						　【只適用於綵燈登記，不超過六個中文字】

歲晚迎福聚會
日    期： 2020年1月5日 (星期日)

時    間： 上午10時至12時

活    動： - 念佛共修，祈願和平百福 

- 午齋

報名方法： 請填妥下表 或  

致電 2574 9371  

(公關部陳先生/周先生)

截止日期： 2019年12月31日   

(額滿即止)

*參加者可獲贈吉祥福袋作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