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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曆二五六五（2021）佛誕節吉祥大會，特別以「智慧．悲心．信願行」為主題，鼓勵大眾學習佛

陀，解行並重，悲智雙運，將佛法智慧融入生活，保持正念，自利利他，眾善奉行。為配合同心抗

疫，5月18日至20日（農曆四月初七至初九）各項活動皆以線上形式舉行，並透過本會網頁及社交平台

播出。

網上重溫佛誕節目
啟迪智慧 培養悲心

法會莊嚴 體現「智慧」與「悲心」

線上講座 新時代的「信願行」

02

佛誕期間，大會還舉辦了「善心加·善心share」多媒體創作比賽，鼓勵大眾行善，體現眾善奉行

的利他精神。感恩眾緣成就，本會通過佛誕線上活動凝聚了眾人的善念善心，期望「智慧．悲心」的

種子廣結、大同世界早日實現、疫情早日止息，無常中找到安心、自在。

跨世代傾「佛」偈―

智慧人生自在行

主講：演慈法師、曾志偉先生

法師與不同世代的朋友互動交流，分享人生不同歷程

及範疇，由求學、工作、家庭以至退休人生，透過佛法智慧，

讓大家在人生不同階段，活出自在人生。

疫情中的反思

主持：楊子矜小姐

主講：寬運法師、

 楊釗居士、

 李焯芬教授

一個疫情，改變世界習以為常的人際交往、工作及學習

模式，對人的心靈健康影響深遠。講者分享了這世紀疫症為

人類帶來的反思，以及人們如何能從佛法中找到出路。
夢想成真―如何實現大同世界*

引言：梁家齊居士

主講：衍空法師、馮孝忠先生、  

 梁兆基先生、陶冬先生

藉佛誕因緣一同反思，希望將

大同世界由夢想拉近至現實，好好

計劃人類和所有生物的未來，對眾

生多些尊重，發掘更好、更善巧的共存方式。

*此講座與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合辦

時代洪流的啟示―	 	 	

在無常歲月的應有心態

主持：李浩林先生

主講：宏明法師、李家仁教授

訊息傳遞快，社會轉變得更快，政治、經濟和社會時局

變幻無常。面對無常多變的歲月，我們在這時代洪流中應

該抱着甚麼心態過活？ 

節目重溫：www.hkbuddhist.org/bbd

 
佛聯動向

浴佛大典

佛陀誕生人間時

龍天以甘露水沐浴佛

身，後世於佛誕舉辦

浴佛法會，在沐浴佛

身的同時，洗滌心中

的污垢和煩惱，讓內

心得以清淨安寧。

金剛經吉祥誦經法會

透過誦念經文，思

考義理，啟發智慧，「一

切 有 為 法，如 夢 幻 泡

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轉化煩惱，

放下執着，以清明智慧

的心克服困阻。

普門品慈心祈願法會

觀世音菩薩聞聲

救苦，慈心護佑眾生，

藉誦念〈普門品〉，祈

願 甘 露 法 雨，滅 除 煩

惱，眾怨退散，慈眼視

眾生，福聚海無量。

 



 

 

清明法會市民齊讚

皈依成為佛弟子，意味着為自己訂立生命的目標、規範，了解人生及生命的意義。

受疫情影響，去年的萬人皈依大典停辦。今年，疫情有所改善，香港佛教聯合會

藉佛誕因緣於本月23日在香港佛教聯合會文化中心再度舉行「皈依大典」，並首次以

現場及線上方式同步進行。大典由大德法師—寬運法師、道平法師及宏明法師—聯

合主持，證盟授受三皈。

寬運法師開示―皈依的重要性
修行學佛，要先受三皈依，也就是歸向、依靠「佛、法、僧」三寶，以佛為師，以法

為藥，以僧為友，憑此生生世世不離正法，永離惡道。皈依三寶後，才是正式的佛教

徒，如上學要先註冊一樣，具有正名定分的作用。

香港佛教聯合會自六十年代起於清明節啟建法會，多年來從沒間斷。本會「辛丑（2021）年清明思親

法會」已於上月圓滿舉行，因應疫情，本會十分感恩到場致祭人士合作，並配合大會防疫措施。以

下為三位到場致祭人士對法會的感想：

本會會員施婆婆於清明法會啟壇當日來到會場，她認為本會安排十分妥善。年近80歲

的她雖然行動緩慢，但仍堅持在法會舉行期間，一連七天，每日到場致祭數月前往生的丈

夫。她希望藉着法師誦經，讓往生的丈夫聽經聞法。

善信宋先生前兩年都有來到會場拜祭父母及祖先，他認為本會

的清明法會會場位處市區，交通便利。他得知法會的善款用作佛教

慈善用途，深具意義。

善信Sally表示，今年疫情持續，她未能回到內地祭祀，故首次藉本會啟建的

清明法會，為祖先附薦。她來到會場後，感受到場內莊嚴的氣氛。場內可讓信眾

拜祭先人，而法師亦會在附薦壇誦經迴向。她表示下年清明節會繼續通過本會登

記附薦，超薦祖先。

▼

信眾皈依後，取

得皈依證正式成為

佛弟子，並發願斷

惡修善。

佛聯會再辦皈依大典
證盟授受三皈

辛 丑（2021）年清明

思親法會影片回顧

因應 疫情，公眾 未能

現 場 參與 誦 經，本會

特別將法會精華剪輯

成 短 片，

讓 大 眾 重

溫。

教 主 釋 迦牟尼佛是 悟 道的覺

者，為修行者的導師，皈依釋迦牟

尼佛，也就皈依了十方一切諸佛。

佛為了度眾生得解脫，設種種

的次第法門。眾生修習正法，作為

人生的方向，便能離苦得樂，自在

解脫。

依循正法修行的清淨僧眾是大

眾的榜樣，接受善知識的教導，這

樣才不會走錯路。

03佛聯動向

簡單地說，佛是救主，法是真理，僧是導師，三者都是令眾生得度的重要因緣，缺一不

可。譬如佛是良醫，法是妙藥，僧是看護，對於患病的人來說，唯有同時擁有三者，才能病癒。

人生亦然，唯有依靠佛、法、僧三者的力量，才能離苦得樂，到達自在解脫的世界。本會未來

會繼續舉辦皈依大典，希望更多人立志皈依，同得正覺之道。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更多皈依

三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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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佛教百年圖誌

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包含培育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而佛教學校傳授的價值

觀便是「佛法」。香港佛教聯合會於四十年代開辦首間小學，1959年起，陸續開辦多

間中、小學。學校設佛法課程，讓學生有系統地認識佛法；舉辦師生皈依禮，接引立志皈依

三寶的青少年。皈依三寶，就是皈依佛、法、僧，對佛教徒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統一規範屬校皈依禮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本會沒有統一規範屬校的師生皈依禮。直至1970年5月，覺光

法師在學務委員會會議上提議為各校師生組織和舉辦皈依三寶儀式，此動議獲得通過。自

此以後，每年9月，各校向學生發出皈依申請表；每年10月，各校自行舉辦集體皈依禮，由董

事法師主持，而皈依證則由本會統一頒發。 

七十年代，《香港佛教》月刊經常報道佛聯會學校舉辦的集體皈依禮，例如1975年6月

27日，時任本會會長覺光法師為佛教李澤甫紀念學校師生300多人主持皈依禮，參與者包

括師生和家長。覺光法師在皈依儀式後開示：能皈依三寶，明白真理，自心愉快，煩惱消除，

智慧增長，隨着學業和事業都有良好的成就；佛教教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願皈依信眾

成為健康、品性良好的人。

萬人皈依法會

直至九十年代末，佛誕公眾假期於1999年實施，會屬學校皈依禮亦隨着慶

祝佛誕改變了規模和地點：2000年，本會慶祝佛誕雙週中其中一個活動是在

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辦「集體皈依」﹔2001年，本會於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辦

「萬人皈依法會」。

2018年，佛教慈敬學校家長王先生帶同一

年級的女兒參與「萬人皈依大典」，他認為佛教

宣揚孝道，崇尚真、善、美，他希望女兒盡早接觸

佛法，見識皈依的儀軌。佛教大雄中學校友羅先生也出席了

當年的「萬人皈依大典」，他立志成為佛弟子，希望透過儀式

「提醒自己肩負着繼續修行、

弘揚佛法的使命」。

師生皈依禮雖然經歷數十

年，縱使舉辦地點、規模有改變，但當中的意義依舊不變。參

加皈依的人立志要將心歸向和依靠「佛、法、僧」三寶，從佛法

中得到生命的導航及脫離一切痛苦的好方法。

流光歲月

師生皈依歷史悠久

▼

2001年「萬

人皈依法會」

的三寶證書

▼

2018年「萬人皈依大典」的皈依

導師，前排左起：衍空法師、道平

法師、寬運法師、智慧長老、紹根長

老、宏明法師。

▼

2016年參與「萬人皈依大典」的會

屬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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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於東涌的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數年前啟動大型翻新工程，現已完成翻新，並推出全新的住宿服務。

康樂營將如常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歡迎大家瀏覽康樂營網頁、Facebook和Instagram的活動

消息，以及到SPACE21網頁報名。

眾善奉行

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獲批旅館牌照，提升營舍服務

父親節燒烤同樂日 

日期 ：2021年6月20日（日）

時間 ：10:00–21:00 

對象 ：公眾人士

收費 ：成人$180、小童$100（收費包括一份燒烤包及

一節手工藝工作坊）；4歲或以下免費入場

藉父親節，答謝父母恩；燒烤同樂，共享天倫。

快來身體力行，以行動答謝父母養育之恩！

備註：

1. 所有活動必須透過SPACE21線上報名，本會辦事處不設報名。

2. 所有活動均遵守政府最新的社交距離措施進行。

3. 如因疫情影響而取消活動，將個別通知並安排退款。

一日禪修體驗營

日期 ：2021年7月3日（六）

時間 ：09:30–16:00

對象 ：18歲或以上人士

收費 ：$180（包素食午餐）

禪修，可以讓我們學習專注；釋放壓力；開放

警醒的心緒，培養對他人的慈愛。即使處於逆境

下，禪修可讓我們保持正向思維，提升正面情緒。

康樂營網頁活動報名

【三伏天灸】治療日期

凡於2021年7月15日或之前到指定中心預約及一次過付款，即可以優惠價400元	
（原價600元）接受整項共四次貼藥診治服務。

*早鳥優惠不適用於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黃大仙區），如有任何爭議，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第一次（初伏）	 7月21日（星期三）

第二次（中伏）	 7月31日（星期六）

第三次（末伏）	 8月10日（星期二）

第四次（加強）	 8月20日（星期五）

早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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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黃大仙區）（不設早鳥優惠）	
九龍樂富杏林街10號香港佛教醫院C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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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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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359	9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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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皮膚吸收藥物，達致強身健體之效果。天灸一般選擇在三伏時節（即天氣最炎熱

的季節）進行。天灸治療可調整人體經絡陰陽平衡，從而提高正氣，減低外邪致病（傳

染性疾病）的機會。

甚麼人士適合做三伏天灸？

哮喘、過敏性鼻炎（鼻敏感）、氣管過敏、咳嗽、胃痛、慢性腹瀉、體虛易感冒等，體質屬寒者尤為適合。

香港佛教聯合會 	中醫服務

報名參加2021三伏天灸治療
治未病 恆養生

更多資訊

活動查詢：2988 8411 / camp@hkbuddhist.org    www.hkbuddhist.org/camp



鳥窠禪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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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智寶庫

寬運法師 開示

鳥窠禪師開示了一個連三歲小孩都懂的道理，令白居易深感佩服。鳥窠禪師說明了修行者最容

易犯的毛病―只理解佛法，沒有付諸實行。

佛教要求學佛的人要「解行並重」，或稱「知行合一」。要做到「解行並重」，關鍵在於

「聞、思、修」。「聞」即是知道道理；「思」是思考，即是理解當中真正的含意，從而生信心。

「修」就是落實依隨道理行事。由於對道理有了理解，遇到困難時，也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雖然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但大家都只停留在「聞」或「知」的階

段，不求深思、深解，更莫說付諸實行。其實，學佛修行，最重要是老實地學、踏實地修。所謂老

實和踏實，就是叫人不要耍小聰明、不取巧、不自以為是。有些學佛者對佛理教義有千般演繹，總

之就是自己怎麼做都說得通，佛經道理只是他們為自己辯解和吹噓的工具，這就不叫「老實地學、

踏實地修」了。我們應該做到經文如何說，就如何學、如何行。佛法不能切實在生活中運用，我們

就無法得到真正的利益。

唐朝時有一位禪師，一次見山中有一棵枝葉茂盛的松樹，就爬上樹上，從此住下來。由

於他的舉動像鳥兒，故人稱他為「鳥窠禪師」。

元和年間，白居易到杭州當太守，他去拜訪鳥窠禪師，並向禪師請教佛法。

白居易來到禪師居住的松樹下，對禪師說：「大師，你住在樹上很危險，快下來

吧！」

鳥窠禪師說：「太守大人，你在官場更危險呢！」

白居易問：「我身爲一州太守，位鎮江山，何險之

有？」

鳥窠禪師答：「你身處充滿是非的官場，身邊的人

機關算盡。這種情况下，你怎麼會不危險呢？」

白居易聽後請禪師指教：「諸佛的教導是甚麼？」

鳥窠禪師回答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白居易失望地說：「這麼淺顯的道理，連三歲小孩

也懂得啊！」

鳥窠禪師說：「這的確是三歲孩童都會懂，可惜即

使是八十歲老人，也不一定能做到啊！」

白居易聽後佩服不已，最後辭別鳥窠禪師。

摘自《五燈會元》卷第二 圖：Kit	Wong



啋！大吉利是！」中國傳統一向忌諱談論死亡，不過這話題在生命教育中卻是舉足輕重。佛教林炳炎

紀念學校多年來致力發展生死教育課程，2019-20學年更獲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贊助，開展

為期一年的「生死—可怕？盼望！」深化生命教育計劃，讓學生探究生與死。今年3月，學校團隊在香港教

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舉辦的「知死‧知生」學校生死教育專業網上分享會上，介紹了這項計劃。

最近學校把教案、學生廣播劇和繪本等材料上載到網上的計劃專頁，供公眾瀏覽。

李玉枝校長說：「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卻在乎『意義』。大

家都知道生命不是無限的，每人總會有去到『盡頭』的一天，但

是我們毋須懼怕隨之而來的『死亡』，反而要明白：既有盡期，

就要努力在生命路上『活出意義』。這包括對自己、對家人、對社

會、對人類作出貢獻，哪怕是微不足道，卻是豐富生命、活出精

彩人生的最佳表現。」

此計劃內容相當豐富，既編寫了完善的教材套，又製作了專業水準的學生廣播

劇《我和我的爺爺》、繪本《兩爺孫》、舉辦家長講座等。這背後當然少

不了一班有心人的竭誠付出，包括學校生命教育項目委員王少芬主任、

吳嘉敏老師、陳潔瑩老師、譚德穎老師和黃首鋼先生；香港教育大學宗

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朱慧珍女士和梁錦超先生擔任顧問；舞台劇導

演及編劇梁永能先生、Story teller創辦人李凱儀女士和自由職業插畫

師黃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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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可怕？盼望！」生命教育計劃課程部分精彩內容

▼

李玉枝校長

生命的特性

四道

五種「愛的語言」

無常、平等、自然、不可逆轉

道愛、道謝、道歉和道別，要盡早說，不會遺憾。

1. 說肯定別人的話：常說鼓勵的話語、仁慈的話

語、謙遜的話語。

2. 精心安排相處時刻：把注意力集中在對方身上，

全心全意跟對方一起做一些對方喜歡的事。

3. 以禮物表達愛意：常把自己當成禮物，當對方

需要你時，就在對方身邊陪伴；或是購買禮物，

但禮物不需昂貴的。

4. 動手幫忙：藉着為對方服務來表達愛意，如幫忙

做家務、溜狗、煮一餐美味的菜餚。

5. 身體接觸：如為對方梳理頭髮、牽手、擁抱、按

摩等，令人產生被愛、被支持的感覺。

「
▼

學生在墳場考察活動中，看到一個只活

了一天的嬰兒墓碑，醒悟生命可長可短，

並不是只有老年人才會死。

▼

在綠色殯葬下設的紀念花園，老師

向學生傳遞環保及感恩訊息。

▼

「生死—可怕？盼望！」

生命教育計劃網頁內，有教

案、學生廣播劇和繪本。

▼

學生參與「一起創造充滿愛的人」活動，

把表達愛的說話和方法寫在黏貼紙上，然

後貼在畫有人形的大紙上。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生死―可怕？盼望！」生命教育計劃

生命長短天掌控	生命厚薄人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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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由溫綺玲居士提供 心中美食–茄醬藜麥鷹咀豆

素味仁心

材料：

鷹咀豆 150克

番茄 300克

甘筍 20克

鮮茴香 20克

藜麥 2湯匙

水 1000毫升

調味料：

油 適量

鹽 少許

黑胡椒 少許

煙紅椒粉 1湯匙

糖 2湯匙

旅居加拿大的好友告知，她的膽固醇指數稍高，彼邦的營養師教

她少吃米飯，多吃鷹咀豆。故此我開始留意鷹咀豆的營養價

值。今期菜式用上鷹咀豆和藜麥，把它們煮至軟腍，再加上酸酸甜

甜的鮮茄醬，可引起食慾。

做法：

1. 鷹咀豆洗淨，浸泡一夜後，浸豆的水留用。

2. 燒開水，放鹽巴，中火煲豆約1小時至腍。

3. 番茄去皮、去核，切小粒；甘筍去皮，切小粒；鮮茴香切粒。

3. 熱鑊，下藜麥，略炒至出香味；加油，放入鮮茴香、甘筍、番

茄粒，炒一會；加入其他調味料，炒勻；加浸豆的水，冚蓋，

中慢火煮約20分鐘，焗約5分鐘盛碟。

問	 夏天將至，中醫有甚麼美白的方法？

中醫信箱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黃大仙區）  註冊中醫  陳敏儀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黃大仙區）現正進行治療「胃痞病」臨床研究，

如有餐後飽脹不適、早飽感、胃痛或胃脹等症狀患者，年齡介乎18至60歲香港永久居民，歡迎參與

此項研究計劃，費用全免。研究結束後將獲發港幣100元交通津貼及免費獲得兩次中醫診療服務。

詳情請聯絡冼世豪醫師：

     2338 3103 / 9185 0269 (星期一至六，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9185 0269

募招
微信

答	 中醫認為「以白養白」，「五色」對應「五臟」，吃相應顏色的食物有助保持身體五臟六腑

的健康。中醫美白講究整體觀念，重視外治與內調。

	 美白食療方面，明代《醫學入門》記載了一款「三白湯」，材料：白朮、白芍、白茯苓、甘

草，按1:1:1:0.5的比例，磨成粉混合。每天或隔天以茶包用沸水冲泡，可代茶飲用。白朮延

長衰老，白茯苓祛斑增白，白芍養血。透過調理「足陽明胃經」及「脾經」的氣血，從而調

理全身氣血，血生成多，能滋養皮膚。

	 外治方面，相傳慈禧太后愛用的「玉容散」可美白，改善毛孔粗糙，祛斑，祛痘印，材料：

白薏仁、白朮、白芷、白芍、白及、白蘞、白茯苓、白扁豆、白僵蠶、防風、羌活、檀香，

各20克，珍珠末3克。白薏仁、白及、白芷均為美容要藥。白及能滋養肌膚，祛除濁滯，擅

長治療面上黑斑，令人「肌滑」；白芷氣味芳香，可「長肌膚」，潤澤顏色；白僵蠶具有祛

風、化痰作用；白茯苓、白蘞具有祛斑減紋功效；防風、羌活祛風活絡，潤澤肌膚；檀香消

炎止癢，滋潤肌膚。將以上材料磨成粉，每次以3茶匙藥粉加蜜糖，攪至糊狀，即可敷在臉

上，15分鐘後以清水洗淨。可以每天使用，但必須在晚上敷臉。

	 註：由於每個人的體質不同，若有疑問可諮詢中醫師的意見。



主：李浩林先生	 凈：凈因法師	 	潘：潘宗光教授

修行的力量(三)

香港佛教聯合會於去年年中舉辦了五場網上講座，其中一場恭請了凈因法師和潘宗光教授擔任講者，由李浩林先

生任主持。講座內容是分享日常生活中各種修行的方法、心態及法益，以及講述自修和共修的分別。

09如是我聞素味仁心

主	 凈因法師、潘教授，請分享修行多年來的成效

及對您們最大的改變是甚麼？

潘	 佛教對我最大的幫助是，我學會從多角度觀看

事物，對事情有更深入的理解。佛教的教義

說，煩惱來自我們執着自己的概念，所以我們

要放下主觀。

凈	 佛法是思維的方式，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就

好像我們有不同的思維方式，我們用不同的思

維方式應對生活上不同的問題。修行有兩個作

用：第一個作用是讓我懂得調節思維。我雖然

出家了，但仍有工作，需要按不同情況調節思

維去處理事情。有些人一成不變，企圖用同一

套思維處理所有事件，說道理時只說硬道理而

不懂變通、不顧人情，這樣往往會碰壁；第二

個作用是修心，意思是更新我的思維。我們面

對的問題不斷變化，我們要不斷更新方法去處

理。即使問題沒有變，也可能有更好的方法去

處理同一個問題，修心讓我運用更適當的方法

化解各種疑難。

潘	 很多年輕人覺得佛教說的滅苦、修行方法等，

與生活沒太大關係，故難以吸引年輕人信佛。

我認為大家應該重新檢視推動佛教的方法，而

我則盡量用淺顯的生活例子講佛法。佛教是教

育、科學、宗教三者融為一體的哲學思想。當

我們處理人生問題時，可用四聖諦（苦、集、

滅、道）來解決，我會把「四聖諦」解讀成：

接受它、認識它、超越它、處理它。

主	 有網友提問，如何提高修行的持久性呢？	

凈	 我們不應該為修行而修行，只需要找到修行的

意義，便有推動力持續，當我們知道修行是對

自己、社會有益的，然後逐步去做，慢慢進

步，成為正能量，而非漫無目的地修行，這樣

子便能提高修行的持久性。

潘	 很多人修行與做其他事情一樣，會「三分鐘熱

度」，且急於求成。修行不可以一朝一夕的，

需要時間來打好基礎，還要自我督促。大家應多

學習成功人士，成功的背後必定付出很大代價，

需要花很多精力、時間和耐心。

主	 有網友提問，學佛、修行能否改變今世的命運？

潘	 佛教講因緣果報，如同種子要在適合的環境中才

可發芽生長，要有合適的緣，如泥土、陽光才會

結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未報，時

辰未到。」此句話是對的，時辰指「因緣」，

「因」要遇到合適的「緣」才能結「果」。我們

要從過去、現在、未來綜合來看「因緣果報」，

所以「因緣果報」是很公平的。

凈	 人的命運是由第八識「阿賴耶識」掌控的。重複

性的行為轉化成重複性的思維，重複性的思維

轉化為概念，並存入第八識內成為一顆種子―

「意」的種子。第八識蘊藏了過去很多「意」的

種子，這些種子都可影響你下一步的命運。學佛

的人，生命中便有很多好的種子去發芽，為他們

帶來好的命運。我們跟隨佛法，不求回報地去做

好事，自然為自己帶來很多好的種子，繼而獲得

美好的回報。

潘	 我們種下的「因」是不會消失的，只是視乎何時

「報」。佛教是積極的，鼓勵人多種善因，多作

善行，廣結善緣，自可改變命運。我們不要只着

眼今生的果報，因為人不只有今生，也有來世。

我推介《了凡四訓》一書，非常值得閱讀，內容

講人通過多做善事改變命運。

主	 請法師作最後總結。

凈	 學習佛法，若找對了門路並不困難的。人就像一

台電腦，佛法就像軟件，以好的軟件去驅動電

腦。有甚麼思維就有甚麼行動，有甚麼行動就有

甚麼結果。思維改變命運，這就是「一切唯心

造」。真正的修行是修心，同時從行為改變自己

的內心，這就是佛教修行的重點。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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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桂蓮(已故)	 $3,500
FOK	PING	KWAN	 $3,000
佘永雄(已故)	 $3,000
黃河	 $2,500
關中珵	 $2,500
關中麟	 $2,500
林寶明	林瑩玉
羅碧梅	張悅珍	 $2,000

謝燕芬	 $2,000
王棠記有限公司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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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勵強合家	 $500
吳如鳳合家	 $500
吳豐林合家	 $500
呂秀怡	 $500
李曉茵	 $500
李寶怡	 $500
李耀光	李倩珍	 $500
林世茹	 $500
林成業合家	 $500
林則吟	 $500
林淑霞	 $500
林翠蘭	林榮和
林凱鋒	林煒燁	 $500
林凱燊	劉綠雲	
林鄧玲(已故)
鄧劉芳(已故)
林中文(已故)	 $500
林錦文合家
林智健合家 
林麗英(已故)	 $500
袁紹斌	 $500

功德芳名		 	 	金額
張瑞意	 $500
張寶卿	 $500
許彩蓉	 $500
陳岱輝	 $500
陳偉琼(已故)	 $500
陳寶蓮合家	 $500
麥佩琼	 $500
麥國良合家	 $500
無名氏	 $500
黃林	 $500
楊佛僑合家
冼美英	楊諾衡	 $500
楊思衡	
鄒琼芝	 $500
歐陽秋嫦	 $500
蔡長慶	吳淑玲	 $500
黎演添	方匯衡
陳劍雯	陳劍茹
陳劍蕾	陳劍明	 $500
梁凱淳	梁伊淳
布皓竣	
蕭思莊	區蘭(已故)
陳麗屏	蕭海男	 $500
蕭海成	
譚國有(已故)	 $500
林淑 		(菁)	 $400
LEUNG YIE KWUN
梁綺娟		 $300

LUI	YUEN	SAN	 $300
何世柱	 $300
余東河(已故)
譚雁雲(已故)	 $300
余英(已故)	
吳澤芳(已故)	 $300
吳麗英	 $300
呂廣雲	 $300
李文良(已故)	 $300
周志偉	 $300
周潔貞	 $300
林金蓮	林榮煌
林靜雅	林靜華	 $300
林靜雯	
邱麗華合家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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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左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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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煥貞(已故)	 $300
許琴珠合家	 $300
許萌芽	 $300
陳少清	 $300
無名氏	 $300

功德芳名		 	 	金額
劉耀林	 $300
潘麗珊	 $300
蔡金鉆
李麗紅合家	 $300

蔡國昌(已故)	 $300
鄭啟鋒	 $300
盧家昌	 $300
盧錦華合家	 $300
賴文華	 $300
羅炳祥	 $300
林元生(已故)
郭玉英(已故)	 $250

楊雪芬	 $250
劉律希	 $250
黎廣財(已故)
張亞喜(已故)
何帶金(已故)	 $250
兩位伯父(已故)
黎長勝(已故)	
鍾金水(已故)
黎有福(已故)
王國文(已故)	 $250
張志明(已故)
王美萍(已故)	
SHIRLEY KEI
紀式玲	 $200

古貢青	 $200
伍子冲	 $200
何柱明	 $200
何桂芳(已故)
吳順貞(已故)	 $200

何凱兒	 $200
何漢榮	 $200
何燕球	 $200
余逸揚	余雋暉
鄧鳳雯	蔡永大
黃麗冰	余善恆	 $200

蔡址謙	
佛弟子	 $200
吳月意	 $200
吳曼麗	 $200
吳傳家
施坤儀合家	 $200

吳瑞	 $200
李英能	 $200
李修慧	 $200
李肇麟	蔡麗冷	 $200
李賢徐	 $200
卓潘美貞	 $200
周以禮合家	 $200
周亞若(已故)
林玉英(已故)	 $200

功德芳名		 	 	金額
周梓仁	 $200
周淑珍合家	 $200
林金嬋	 $200
林偉雄合家	 $200
林雪冰	 $200
林麗冰	 $200
邱湧淮	 $200
金謂英合家	 $200
施冰冷	 $200
柳李錦娥	 $200
胡富華(已故)	 $200
唐銘翎	 $200
徐秀蓮	何瑞英	 $200
翁有(已故)	 $200
馬坤城	 $200
張華清	 $200
張瑞前合家	 $200
張瑞娟合家	 $200
梁聯	夏宅	 $200
郭少聯	 $200
郭佩蘭合家	 $200
陳秀珍		 $200
陳慧慧	 $200
陳霞	 $200
陸惠美	 $200
彭雲馨(已故)	 $200
馮卓餘	 $200
黃映蓮	 $200
黃燦韶(已故)	 $200
楊友然	 $200
葉瑞聘(已故)
張松業合家	 $200

葉鈺輝	茹娉婷
張笑琼	 $200
葉耀榮(已故)	
葉蔣麗珍	 $200
鄒熊合家	 $200
劉士錦	 $200
劉河清
何鉆女合家	 $200

劉錦娟合家	 $200
蔡建華合家	 $200
鄧安霖(已故)
鄧安華(已故)
鄧安邦(已故)	 $200
鄧維聰(已故)
曹廣雲(已故)	
駱駢駒	 $200
謝彬龍	謝培英
謝堅松	謝堅鑫	 $200
秦淑騲	謝翊唯	
鍾桂華合家	 $200

功德芳名		 	 	金額
顏鈞瀛	 $200
羅偉權(已故)	 $200
譚雁(已故)	 $200
蘇奕珊	 $200
洪偉庭合家	 $175
馬媚媚合家	 $175
邢邦昌	謝修寶	 $150
CHEUNG KAI MAN $100
LAM NI $100
LEE SZE HIN $100
PROFITS CONSULTANT 
COMPANY $100
孔燕芳	 $100
方振毅	 $100
方啟添	 $100
方凱玲	 $100
王嘉毅	王嘉宏	 $100
王蕾	 $100
王豐獲合家	 $100
布樹仔(已故)
布志明(已故)	妙音	$100

何秀容	 $100
何振誠	杜潔華
合家	

$100

何澤邦
李麗嫦合家	 $100

吳明曉合家	 $100
李坤玲合家	 $100
李進益
陳碧華合家	 $100

李慧賢合家	 $100
李賢香	朱永慷
朱永聰	朱文清	 $100
朱文龍	梁倩怡	
汪麗兒	 $100
周笑鳳	 $100
林振邦	 $100
施杏珍	 $100
洪建業
吳麗永合家	 $100

唐嘉汶	 $100
孫玉(已故)	 $100
張步方	 $100
張秋忍	 $100
張淑美合家	 $100
張瑞容	張家偉		 $100
曹潔明	 $100
梁漢泉	 $100
梁德賢	 $100
梁潁熙	譚碧英	 $100
郭秀珍	 $100
郭佩玲	 $100

功德芳名		 	 	金額
郭健合合家	 $100
郭麗卿	許教昇
許竣欣	許教泰		 $100

陳敏儀合家	 $100
陳淑貞	 $100
陳雪吟	 $100
彭丈創	 $100
彭亞琛	 $100
曾昌超	 $100
曾焯強	 $100
黃碧玲	 $100
黃億年	 $100
黃麗華	 $100
黃耀合家	 $100
楊人建	 $100
趙善偉	 $100
劉玉珊合家	 $100
劉佩如合家	 $100
劉健安	許瑋芝	 $100
劉培鑫合家	 $100
劉惠敏	 $100
劉穎琴	梁志豪	 $100
劉錫任合家
劉錦潮	

$100

歐陽振榮合家	 $100
潘田啟	潘衍廷	 $100
潘金(已故)
潘振明(已故)	 $100

潘梅(已故)
何嬋(已故)	 $100

潘麗貞	伍霞	 $100
蔡玲英	 $100
蔡莉卿	 $100
蔡愛金	 $100
蔡德君	蔡雅君	 $100
鄧潔蓮	 $100
鄭少寶	 $100
黎善儀(已故)	 $100
黎演照	 $100
盧禮翹		 $100
賴友儀	 $100
羅敏聰	 $100
羅維周	 $100
羅錦榮(已故)
林康強(已故)	 $100

蘇黃連英合家	 $100



名單由3月1日-3月31日，按筆劃排序

香港佛教聯合會

感謝各界善長捐出抗疫善款及物資

同願同行　齊心抗疫

Giving Love

元朗天主教中學家長

佛教黃鳳翎中學

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香港分會及香格里拉集團

威萊集團（威露士）

香港升旗隊總會

香港少林寺國際禪武文化中心延慧法師

香港北區扶輪社

香港善德基金會

善心人

《香港佛教》五月號現已出版！

結緣助印 11

*所有活動之安排，以主辦機構最新公佈為準。

最新活動速遞

法會及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首楞嚴七		 6月1日至5日		 08:00-20:00		 九龍鑽石山	 志蓮淨苑

	 	 	 志蓮道5號		 電話：2354	1888

《妙法蓮華經》	法會	 6月3日	 19:30	-21:00	 網上直播	 法性講堂

	 6月10日	 	 	 電話：2764	5678

	 6月17日

	 6月24日	

頂禮	《慈悲三昧水懺》		 6月6日		 09:30-16:00		 新界荃灣老圍村91號		 宏法寺	

	 	 	 	 電話：2490	6791

寶藏天女菩薩聖誕	 6月8日至14日	 	 香港大坑道9號A	 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

	 	 	 	 電話：2577	0033

暢懷師父圓寂週年追思感恩法會		 6月20日		 09:30		 新界屯門青山村楊青路51號		 圓明寺	

	 	 	 	 電話：2463	4886

莊學熹―	 	 	 	 	

撥開學子烏雲	創造昇平世界

工商界鉅子莊學熹居士創立的

「幼吾幼慈善基金」主要項目「333小

老師培訓計劃」，十年間為近7,500名

基層學童服務，支援逾7,000戶家庭。

他的慈悲心源於其父母身教；文中並

分享他人生路上持守着的核心價值。

智慧•悲心•信願行	 	 	

自皈依後……

三位佛弟子分享他們皈依後的生

活景況及心路歷程，讓我們了解「信」、

「願」、「行」的真義。寬運法師開示：

通過「信」守佛理、發「願」修持、慈心

「行」善，運用智慧與慈悲，克服困難，

活出自在人生，為眾生傳送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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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學熹
專訪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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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年 齡 ：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 	 	 	

香港書展義工招募

今年的香港書展將於7月14日至20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香港

佛教聯合會現正招募義工，在本會書展攤位工作。主要工作有：

◆	介紹本會會務   ◆	推廣本會產品   ◆	協助搬運物資 

有意參與者請填妥以下表格，並於6月14日或以前傳真至2834 0789或

電郵ycyeung@hkbuddhist.org。本會稍後將有專人聯絡獲選者，以

安排當值時間。

「正能量大本營」重點內容有：

●	啟發心性的法師開示和「心禪」

●	輕鬆認識佛學的「佛教小知識」

●	從佛經故事看人生道理的「佛智寶庫」

●	法師以佛法解答生活疑難的	 	 	

	「生活佛法Q&A」

●	教大家煮出美味素菜的「素食天地」

●	佛聯會的最新活動消息

立即追蹤                                                    或瀏覽網頁 www.hkbuddhist.org/positive

                                                為生活注入更多正能量，心安神安！

香港佛教聯合會今年推出「正能量大本營」，透過網站、

Facebook及新開設的Instagram平台，為大家帶來生活化的

佛法智慧分享及正能量訊息，傳達滿滿善念。希望大家可以在忙

碌、繁瑣的生活中，有一個紓緩壓力、放鬆心情的小角落，淨化心

靈！

正能量大本營
將佛法融入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