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 港 佛 教
Buddhist in Hong Kong

香港
佛教

第

四

三

I S S U E

Buddhist in Hong Kong

一

九

六

零

期

7 4 3

年

創

刊

二○二二年四月號 。 A p r 2 0 2 2 。 H K $ 1 0 . 0 0

佛誕日成為法定假日的深義
爭取妥善埋置夭折胎兒—
「小 BB 安息關注組」發起人謝美兒博士
白內障手術復原不簡單！ 李家仁
善法正人心—國學名宿陳道生居士 俞如

全民共享假期

佛誕吉祥

淨 化 心 靈 的 生 活 宗 教 雜 誌

七

第 七 四 三 期 。 二
○二 二 年 四 月 號

《香港佛教》現已在

7-11便利店、

OK便利店、

華潤便利店及各大報攤有售

B

u

d

d

h

i

s

t

香港
佛教
i

n

H

o

n

g

K

o

n

佛曆二五○四年六月一日(1960年6月1日)創刊

第七四三期．二○二二年四月號（每月五號出版）
目錄
04 開 示 錄 願 眾 生 同 離 垢 濁 覺 光 長 老
◎

人間

◎

06 觀 照 城 市 全 民 共 享 假 期

佛誕吉祥 丁澄

15 筆 墨 悠 然 天 下 難 事 譚 寶 碩
16 眾 生 相 爭 取 妥 善 埋 置 夭 折 胎 兒 —「 小 B B 安 息 關 注 組 」 發 起 人 謝 美 兒 博 士 蔡 淑 儀
◎ 生活 ◎
24 都 市 回 甘 一 線 和 兩 線 之 間 何 巧 嬋
26 世 出 世 法 重 溫 〈 最 偉 大 的 醫 生 〉 演 鼎 法 師
28 家 有 佛 法 白 內 障 手 術 復 原 不 簡 單 ！ 李 家 仁
29 生 死 相 安 無 常 中 學 習 田 芳
30 常 霖 心 照 知 道 不 等 如 做 到 常 霖 法 師
32 養 生 食 療 桂 圓 紅 糖 益 母 草 湯 溫 經 暖 宮 止 痛 王 琼 煒 中 醫 師
34 與 您 傾 素 雙 色 芙 蓉 薄 燒 朱 丹 鳳
36 清 風 禪 「 演 義 」 與 背 景 陳 青 楓
38 大 德 行 誼 善 法 正 人 心 — 國 學 名 宿 陳 道 生 居 士 （ 上 ） 俞 如
41 名 人 千 秋 譚 嗣 同 的 佛 化 人 生 岑 逸 飛
◎ 佛法 ◎
44 正 思 善 法 電 台 節 目 《 「 心 」 深 漫 遊 》 第 十 三 集 —今 生 來 世 本 刊 編 輯 部
46 法 忍 法 施 導 人 向 「 善 」 ﹖ 法 忍 法 師
48 十 方 世 界 本 刊 編 輯 部
50 答 客 問 以 身 作 則 善 巧 教 導 演 慈 法 師
51 活 動 消 息
52 功 德 芳 名
創辦人
出版
地址

網址
電郵地址
電話
傳真

覺光長老、松泉長老、元果長老
香港佛教聯合會
The Hong Kong Buddhist Association
香港灣仔駱克道三三八號一樓
1st Floor, 338 Lockhart road,
Hong Kong
www.hkbuddhist.org
enquiry@hkbuddhist.org
(852) 2574 9371
(852) 2834 0789

會長
寬運法師
副會長
紹根長老
編輯委員會 寬運法師、道平法師、
宏明法師、演慈法師、
果德法師、溫綺玲居士
編輯
冼金璉
廣告聯絡
關曼怡

《香港佛教》月刊電子版可於翌月於本會網站www.hkbuddhist.org/magazine瀏覽
©2022香港佛教聯合會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免責聲明：本刊文章僅代表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刊立場

製作
印刷

好風景
Suncolor Printing Co., Ltd.
Rm 11, 7th Floor, Fullagar Ind. Bldg,
234 Aberdeen Main Rd, HK
發行
青揚書報社
香港九龍海濱道143號
航天科技中心13樓
發行網
香港、中國內地、
東南亞、歐美加
法律顧問 林漢環大律師、林志達律師、
李家祥律師、鄭從展大律師、
林家佑大律師、任其昌律師

g

開示錄

心淨則國土淨，
浴佛就是洗滌自己，
也願眾生，同離垢濁。

摘錄自覺光長老《覺光長老法語彙集》

覺光長老卓錫香江七十餘載，數十年來，長老領導佛教四眾興學育人，安老慈幼，以文弘法，為《香港佛
教》創辦人之一。長老的善言法語，值得每一位佛子細味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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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
大慈大悲，常無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

全 民 共 享 假 期

佛 誕 吉 祥
港工時長舉世知名，放假就成為打工仔暫且「抖抖氣」的珍貴時刻。香港職場一向

香 以「銀行假」（公眾假期）和「勞工假」（法定假日）來區分，前者的僱員每年可
享17天有薪假期，比後者多5日。這情況歷時超過半世紀，政府終在2020年公佈，逐步將
勞工假期由12天增至17天。佛誕自1999年起新增公眾假期，2022年開始也被定為法定假
日；不論「白領」或「藍領」打工仔，都能在佛誕放假一天。二千多年前，佛陀打破印度
社會壁壘分明的階級觀念，提倡眾生平等；今日，由佛誕節來作為藍白領實現假期平等的
第一天，可謂因緣巧合了。
有假期當然是開心的事情，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逾兩年仍未消退下，佛誕被定為法
定假日，全民可多獲一天休養生息的機會。本刊邀請法師、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及「藍領」
打工仔，在今年首次有佛誕法定假日，分享他們對這「得來不易」的假日的看法和感受。
我們可從中發現，佛誕成為法定假日的意義，原來並非單純一天有薪假日這麼簡單。

文：丁澄
圖：香港佛教聯合會、受訪者

佛誕，顧名思義就是佛祖釋迦牟尼誕生的日子。佛
陀在誕生時，有云九條龍各噴香泉，為聖嬰沐浴。佛陀
出胎後自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中宣稱：「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人為紀念佛陀出生時已確定成
佛的身分，故在他誕辰當天模擬九龍吐水為他沐浴，以
示接受佛法，護持佛法。
佛陀俗姓喬答摩，名為悉達多，原為古印度釋迦族

佛教界爭取佛誕日為公眾假期

迦毗羅衛國的太子。他對皇宮外的世界充滿好奇，有次
離宮出遊時，看見慘受病苦折騰的老人、病人和苦行僧

佛教其後從印度流傳到世界各地，不少國家和地區

等，還有樹下小蟲被鳥兒啄食，小鳥又被鷹啄這弱肉強

都會慶祝佛誕，包括舉行浴佛儀式和茹素等。部分國家

食景象，令他心感強烈衝擊。他體會到人世間生、老、

或地區如韓國及越南，更把佛誕列為公眾假期，以顯重

病、死等苦痛，決心捨棄皇族生活，出家求道；終在菩

視。不過，儘管根據2019年《香港年報》所載資料，

提樹下悟出生命的真相，成就正覺，脫離生死輪迴。

全港有逾一百萬名佛教徒，但佛誕過往都未被列入為假
期。直至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時任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長覺光長老連同佛教界及其他界別人士，積極不懈向
政府要求將佛誕日列為假期，多年後終獲得接納並實
行，成為本港佛教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2024年及之後新增的法定假日表

覺光長老與佛教界人士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已開始向政府爭取佛
誕成為假期，近半世紀後的今天，佛誕日終成全港打工仔都受惠
的法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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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新增法定假日

法定假日日數

由2024年起

聖誕節後第一個周日

14

由2026年起

復活節星期一

15

由2028年起

耶穌受難節

16

由2030年起

耶穌受難節翌日

17

資料來源：勞工處網頁

新冠肺炎疫情前，不少道場都有舉辦浴佛活動。法性講堂舉辦的佛誕活動中，信眾會帶同小朋友來參加。

「當年覺光長老連同佛聯會的董事如紹根長老，經

「結緣」。自1999年佛誕成為公眾假期後，社區上慶祝

過一段長時間向中央、香港政府提出要求，把佛誕訂為

的活動增加，各道場亦會介紹佛陀的生平和經歷；在慶

公眾假期；當佛誕成為公眾假期後，佛聯會有舉辦佛誕

祝活動中，把佛教所重視的智慧、如何幫人獲得身心平

活動。長洲的太平清醮在佛誕當天舉行，傳媒並會作出

安等資訊推廣出去；更多人知道佛教是怎樣的一回事，

報道。因此，如果以佛教的本位去評論，佛誕成為公眾
假期之後，可起了很大『結緣』和『弘法』的力度。」
法性講堂住持法忍法師說。

意義實在很大。
佛法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一年一度的佛誕
日，就正好為普羅大眾帶來參學念佛易於「入手」的好
機會。

佛誕慶祝活動助弘法
在大學任教佛學課程的法忍法師表示，過往曾有
學生向她笑言：「『成世人』都未見過一位真正出家
人，直至在佛誕活動才知現實世界的出家人，原來跟電
影、電視所見的不同，例如出家人沒有經常把『善哉！
善哉！』掛在嘴邊。」法師認為，這情況是因過往稍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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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清潔工和服務人員等，
在佛誕假期未必可以休假。法忍法
師對他們的付出，懷感恩之心。

浴佛簡易保平安
法忍法師說，相對佛教其他誕期、節慶和法會，
佛誕活動較易介紹給親友去參加，「因為初來者如果連
基本佛學知識都沒有，那麼他如何去聽經呢？就算參加
其他法會活動，當別人跪拜，他因不懂只好站着；而當
別人站着問訊，他則不懂而跪拜，對初學者來說是甚困
難，那麼就不會再有興趣參與了。」
相對，大型浴佛節活動明顯比其他佛教活動有吸引
力，「市民只要來跟佛菩薩結緣、問訊，然後去浴佛，

法忍法師續說，不少人對佛教和道場了解不多，甚
至存有誤解，但當在佛誕日假期參加活動後，便有新的
看法，「他們會感覺道場也OK啊！不是印象中的『黑麻
麻』、很多香火、很大煙、參加者全部是年紀大的人、
只有女性。參加者來到道場後會發現，佛誕日活動的意
義是在祝福全世界，知道佛陀是一個歷史人物，他的出
生把智慧帶給予眾生。」

素食好處多應響應

希望可潔淨自己的身心，得到一個平安、一個祝福，感

除了認識佛陀、認識佛教，破除誤解，法忍法師認

覺是不會有丁點壓力。因為浴佛真的很簡單，只要用一

為佛誕在成為法定假日後，也可為市民日常飲食健康方

勺水灑向太子像，祝福世界，希望更多眾生可以離苦。

面，帶來新的啟發。

因此，願意前來參加的人也踴躍，不抗拒，甚至有人會
推着坐輪椅的親友來到。」

法師說：「佛誕當日不少人茹素，而長洲更全島賣
素食，就算快餐店也賣素包。不少人會覺得很有趣，也
發覺沒有肉的包點，原來也很可口。這正可藉佛陀誕生
的日子向大眾推廣素食的好處。」

新冠肺炎疫情困擾全港以至全球逾兩年，自疫情
後，過去兩年佛誕的實體活動大都取消，法會一些慶祝
活動都改為以直播形式進行。
法師認為，以「網上浴佛」來弘法，效果當然不及
實體的理想，「最起碼不能扶老攜幼、帶未信佛的親友
來道場參加。」至於法性講堂今年佛誕日的安排，法師
稱將視乎疫情的情況，但估計頗大機會一如前年，續以
網上直播、網上浴佛等方式進行。
佛誕成為法定假日，在佛教界意義重大。打工仔

郭偉強議員不時接獲勞工階層求助。他表示藍領和白領薪金的調
節是由市場決定，但有薪假期的「待遇差別」，卻是政府政策沒
有與時並進做成的。

的看法，或許未必在於宗教層面，但當中的意義一樣不
少。

他續說，法定假日須與公眾假期看齊，一直是工會

議員促改變「重文輕武」

多年來的訴求之一。因當中不只是一項勞工權益，而是
異涉及歧視，「社會上經常強調職業無分貴賤，但為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香港工時之長與

藍領和白領，他們在假期的待遇如此懸殊？其實在外國

新加坡不相伯仲。佛誕現成為法定假日後，無論僱員是

做技工的收入或比文職更高，現在香港也是時候，改變

用假期來陪家人、帶小朋友外出玩、自己休息、進修也

過去『重文輕武』的想法和做法。」

好，都對員工的身心健康有絕對正面的影響。在今年之

政府提出「每2年加1日」的方案，現時放「勞工

前，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有5天的差距，政府優先把佛

假」的僱員若要與「銀行假」的僱員看齊，最快也要等

誕納入法定假日，當中有很重大的意義，「佛誕代表了

至2030年。郭議員認為，政府應在經濟環境轉好後，再

對中華文化的重視，作為中國人的社會，我們優先重視

了解僱主的接納程度，積極考慮修改法例，把實施的時

中華文化，那是天經地義的事。」

間縮短，「假設一名大學生由畢業到出社會工作，打工
生涯一般也是30、40年，8年其實佔了約

的時間。因

此就算現時通過了條例，政府將來也應適時去檢視，以
保障全港所有僱員的權益。」

飲食業員工喜增家庭樂
從事飲食業接近30年的平哥，因疫情影響，任職的
酒樓暫停營業，他現時轉到茶餐廳工作。他表示，飲食
業界一般都是放勞工假，每年只有12天假期；直至今年
5月佛誕成為法定假日，才可獲多一天有薪假期，「當
然很高興，因為跟家人相聚的機會多了，自己也可多獲
一天有薪假期，休息一下。」
平哥沒有宗教信仰，他認為疫情前佛誕的慶祝活

任職護衛員的雄哥是佛教徒，
他希望疫情盡快受控，屆時可
與家人到寺院拜佛。

動，可讓更多人認識佛教，「佛誕成為法定假日之後，
不單只藍領打工仔多了一日假，也有機會可以參加各種
活動。現時年輕人或未必知道甚麼是佛誕，今年佛誕成
為法定假日，起碼他們知道有佛誕這日子，這樣有助佛
誕的傳統延續下去。」

法定假日有助佛誕的宣揚
佛誕成為法定假日，除了飲食業的僱員，保安及護
衛從業員也是受惠者之一。任職護衛員逾30年的雄哥
說，多年來公司都是放勞工假，現時假期增至13日，多

任職飲食界的平哥認為，
香港已回歸中國25年，當
局應考慮改行中式假期。

一天假期能夠好好休息或與家人出外逛逛，「多一日假
對我們這行業很重要，例如返通宵更，多一日早上便可
睡多一些，晚上又可以再休息，人會更加精神。疫情下
大家面對這樣的環境，多一日假心情會好一點，開心一
點；就算服務業要輪班，未必能在佛誕『正日』放假，
但至少休假時也有薪金。」
雄哥信佛二十多年，他說：「在佛誕日最重要是能
參與活動，知道佛誕含義、佛陀的誕生、成道的故事、
佛教的緣起，還有為甚麼要浴佛、如何浴佛等？」昔日
藍領沒有佛誕假日，他們沒有因緣知道，現在佛誕成為
法定假日，可令更多人關注佛教，有助佛教在港進一步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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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的佛誕日，東蓮覺苑會出動浴佛車到社區，方便大眾浴佛。

佛教徒重視在佛誕日參加慶祝活動，誠心浴佛、禮

佛誕今年正式成為法定假日，僧徹法師表示，佛誕

佛。位於跑馬地的東蓮覺苑，疫情前會在佛誕啟建法會

當天非佛教徒也會知道佛誕有假日。如他們也能跟着稱

和舉辦浴佛活動，也會舉辦嘉年華會，讓屬校師生一同

念佛的名號和句語，便能夠種下一些善根。他續指出，

參與外。即使沒有強大宣傳，佛誕當日每年平均都有約

佛教十分注重善念，因有善念才有善行，「所有人在佛

2,000人前往該苑浴佛，非常熱鬧。此外，東蓮覺苑近

誕當天有假放，大家可與家人在一起，也是一種幸福；

年亦主動走進社區，包括用流動浴佛車進駐指定區域，

而佛教最基本是帶給人歡喜和幸福，在宗教角度而言，

方便大眾上車浴佛，弘法之餘亦盼更多人知道浴佛的儀

這種『幸福和歡喜』，也是長養菩提心。」

式和意義。
東蓮覺苑苑長僧徹法師表示，浴佛是大眾紀念佛
陀的誕生，佛陀也是父母把他誕下來，不是突然變出的
一個聖人。因此佛陀的出生可讓我們知道，我們成佛也
是由「人」去成佛，即我們每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如果
作為佛教徒，當知道了有佛法，就應把佛法融入生活和
工作上，盡能力減少、甚至能做到「不貪、不嗔、不
癡」。

僧徹法師認為各宗教都是互相尊重，不論佛誕還是聖誕
節，我們都要感恩佛陀、耶穌的誕生，給予我們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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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蓮覺苑近年在疫情期間啟建的佛誕法會，只有由
內部職員出席，沒有開放予公眾參與。

距離下月佛誕只有約一個月，僧徹法師表示，「東
蓮覺苑籌備今年的佛誕節活動時，仍抱持積極心態準備
實體活動為先。當然，同時亦有應變安排。總之，在逆
境下要抱樂觀的心態做事，實行『逆增上緣』，以歡喜
心從容面對一切變數。」
今年首個佛誕法定假日卻遇上疫情，可能大家未必

結語
佛陀釋迦牟尼的誕生及悟得正覺，他幫助我們找
到擺脫生死輪迴之道，故在佛誕日大家都應透過浴佛儀
式，洗滌煩惱妄心，潔淨自身。當透過努力修學佛法，
以能自利利他，利益眾生，心存善念；那麼，便人人都
能成佛。

能如願外出參加慶祝活動。法師表示，正所謂「在在處
處也是道場」，如不能參與實體慶祝活動，那麼大家可
以「分工」應對，「你的住處、他的住處、各道場，如
果每個處所都能慶祝佛誕，那麼地方、區域的氣氛不是
更濃厚嗎？」
如果佛誕的慶祝活動改於網上進行，大家又可用甚
麼方法、心態去慶祝佛誕呢？

慶祝佛誕同賀回歸25週年

香港佛教聯合會多年來於佛誕期間，都會舉行大

型慶祝活動，例如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辦的萬人皈依
大典及浴佛等。新冠肺炎疫情下有關的慶祝活動，改
為網上進行，以保障參與者的健康和安全。

「很簡單，你如想佛歡喜，最重要是自己當下歡

今年適逢香港回歸中國25年，「香港佛教界慶祝

喜。所以在佛誕當天，我們最好深呼吸三下，呼吸時面

2566佛誕節暨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吉祥大會」，一連

部呈現笑容，這笑容是用來感恩三寶；感恩佛陀降世於

三日的慶祝活動定在5月7日至5月9日舉辦，包括浴佛

娑婆世界，令我們有一個正確的知見，以培養圓滿的人

大典及佛學講座等。因應疫情及限聚情況，有關活動

生；之後把那個念頭，再日日去做以延續，我們最重要

亦將經線上直播，進一步詳情請留意香港佛教聯合會

是感恩三寶。」僧徹法師說。

網頁www.hkbuddhist.org/bbd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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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 悠然】

譚寶碩
跨媒介藝術工作者，活躍於音樂、攝影及書畫界。

作品名稱：天下難事

譚氏書風活潑，字體秀麗，畫作簡潔。以禪心入道，
融和於音樂、書畫，趣味盎然之餘，寓意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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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 相】

文：蔡淑儀
圖：謝美兒博士、香港紅十字會

爭取妥善埋置夭折胎兒—

「小BB安息關注組」發起人

流

產不僅對母親來說是沉重的打擊，對腹中未呱呱落地、已在母體終結的小胎兒而言，更是
非常不幸。然而根據香港法例，未滿24周的離世胎兒，若不被父母領取，會被視為醫療廢

物處理；就算取回，也未有設施好好安葬。猶幸這令人心酸的慘況，終在2017年有所改變。

從事教育及輔導工作的謝美兒博士早年曾經歷兩次流產，切膚感受到既失去胎兒又難找到

地方讓孩子安息之痛。2017年她聯同友人成立「小BB安息關注組」，積極向政府倡議未滿24

周流產胎應獲合理的埋置；儘管過程中面對種種質疑甚至指責，她仍堅持不放棄，直至達成目
標。「因為我相信，人是有惻隱慈悲之心。」

2017年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曾向立法會

這次訪問是在謝博士今年1月獲香港紅十字會及香

提供的數據顯示，2006年至2015年在香港合法終止妊

港電台頒發「香港人道年獎2021」後進行，筆者深深

娠個案，每年平均約一萬宗，這意味約有近萬流產小胎

感受到謝博士對流產小生命的痛惜，以及她對這些小生

兒。他們短暫的小生命終結後如何能獲安息，絕對是非

命能獲安息之所的喜悅和感恩。

常值得關注的課題。

時間回到2017年5月。當時一名媽媽所懷的胎兒夭
折，因胎兒未滿24周，根據法律小胎兒會被視為醫療

入胎已有靈魂應愛護

廢物來處理。這位可憐的媽媽不僅慘受失去孩子之痛，

「我十分認同淨空法師所說，『從入胎的時候，他

更因一度未能領回孩子的遺體、給他好好安葬而悲慟莫

（小生命）受精的時候，那靈魂就已經入胎了。』那些

名。該事件當時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同情，而謝博士

生命都是有感知的靈魂，所以不論他們是幾多周，我們

更是感受極深。她在丈夫的鼓勵下決定站出來，「那條

都應該尊重他、愛護他。」

例很不合理，怎可能當小朋友是垃圾？胎兒接近24周

香港佛教 . 二○二二年四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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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博士偕同關注組成員往柴灣歌連臣角「永愛園」實地察看

已是好大個、好正常的BB，亦有孕婦在懷胎23周便分

她說，當時他們大量搜集有關數據，悉心整理並分

娩。中國人常說的『七星仔』，在醫學和科技還未發達

析，務求在游說時能做到「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他

時亦可存活下來。這些未滿24周的流產胎兒，怎可以把

們亦積極尋求社會上不同人士（包括宗教界）的支持。

他們當垃圾丟棄？」

關注組其後成功獲得超過一萬位人士的支持，當中包括
淨空法師和佛教團體的聯署支持。他們遂採取「由上而

萬人簽名支持撐流產胎
謝博士認為，流產胎兒即使未能出生，但他們也
是人，流產胎兒亦要獲得尊重。她當年在思考一晚後便
即行動，聯絡身邊的友人講述情況，短短兩日就成立有

下」策略，直接向政府及有關部門游說，結果僅用上不
足3年便爭取成功，令她大感意外。

「小小淨土」料年內啟用

18名成員的「小BB安息關注組」；關注組成員來自多

自2017年6月起至今，可供安放流產胎的設施，

個界別的專業人士，如教師及護士等，她便成為這個關

7所已啟用、1所即將落成。已啟用的設施分別由食物環

注組的發起人。

境衞生署、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管理。香港佛教聯

可供流產胎埋置的設施
啟用日期

地點

設施名稱

狀況

2017年6月

柴灣天主教聖十字架墳場

天使花園

已啟用

2019年1月

荃灣華人永遠墳場

寧馨園

已啟用

2019年4月

粉嶺和合石墳場

永愛園

已啟用

2019年5月

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墳場

道風山天使花園

已啟用

2020年6月

跑馬地回教墳場

Flowers of Paradise

已啟用

2021年8月

柴灣歌連臣角靈灰安置所

永愛園

已啟用

2021年12月

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寧馨園

已啟用

2022年

柴灣歌連臣角香港佛教墳場

小小淨土

預計今年內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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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會位於柴灣歌連臣角香港佛教墳場內的「小小淨土」
工程正積極進行，料今年內可竣工及投入服務。謝博士
說：「我很欣賞這些設施，感恩社會上很多有心人、有
識之士的支持，還有佛聯會和華永會等團體出心出力，
以及食環署等多個部門的合力，排除萬難，為尊重生
命，用心創新服務。」
「小BB安息關注組」一眾成員對流產胎兒的關注，
付出了不少汗水。關注組發起人謝博士一直為流產胎兒
的埋置權奔走，因她除認為現有政策對流產胎埋置方法
不恰當和不尊重外，其背後亦與她個人的經歷有關。
「70後」的謝博士生於傳統重男輕女的家庭，她
是父母的第10名孩子。因當時家庭經濟原因，父母一度
想把胎兒打掉，幸最終仍把她誕下來。她長大後結婚，

粉嶺和合石墳場的「永愛園」是食物環境衞生署首個安放流產胎的設施

2011年首度懷孕，但這歡喜還不到一個月，腹中的小
生命卻遽然逝去。

有工作，每天堅持跑步2小時。」結果皇天不負有心
人，謝博士其後再度懷孕，終順利誕下聰明活潑的女兒

兩度流產，每日練跑終誕女

Anna。

謝博士成立關注組後，接觸了不少流產媽媽。她說

謝博士說，過往在墳場考察及接受傳媒訪問時，

最感動的是，不少媽媽在流產之後，可以抹去陰影再度

不時都帶同女兒一同前往。年紀小小的她不僅不害怕，

懷孕成為人母。事實上，謝博士本身也是跨過流產的傷

更從中知道生命得來不容易，因此她的性格較為樂觀和

痛、再為人母的成功例證。

開朗。「曾有任校長的朋友說，最好的生命教育是在墳

「我當時跟孩子說，他今世做不了人，希望他有

場；如何妥善處理小生命會是生命教育之一，可讓我們

更好的出路；又或者如果他能回來，我要換一個好的

反思生命的價值。我們要珍惜這些BB的生命，也要珍惜

身體，以9個月時間讓身體康復。我在那段時間推掉所

自己的生命，熱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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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博士的女兒 Anna 年紀雖小，但不時跟隨母親「遊走」墳場。

忍痛引流為保胎兒全屍
直至2014年初，謝博士再度懷孕。怎料腹中孩
兒的內臟器官都長在體外，經醫生診斷，發現孩子不
能救活。她悲慟之餘，拒絕醫生建議做刮宮手術；她
不想胎兒在手術過程中被弄得支離破碎，故她為愛兒
忍痛進行引產。作為媽媽的她，看到兒子最後不能存
活，引產的痛楚還是不及心裏的痛，「欲愛不能，心
如刀割」。

們不能幫助他們免於死亡，但仍希望他們死後會有個安
息地，這是社會對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香港土地資源匱乏，有人亦質疑在現今「生人、
死人」如何安住也未解決下，為何仍要處理未能出生的
流產胎？謝博士說，現時用作安放流產胎的設施，都是
在不違例的情況下設置；這些設施能與附近自然環境結
合，成為療癒花園，使一些綠化地帶用得更有效益。她
續說，曾有社會人士批評關注組倡議的流產胎要有埋置
權，是浪費資源，應該將資源用於教育。她反駁說，

她經歷過流產之痛，她清楚了解，父母在失去孩子

「按研究數字，流產後有三成個案會出現各種情緒問

後的痛傷，以及流產胎被當作醫療癈物的荒謬。但她意

題，如憂鬱、焦慮和心理創傷等；而埋置流產胎所用的

想不到的是，即使是流產媽媽，部分人士對她的爭取並

資源不多，火化方法只需一個火爐和一個花圃，便能讓

不支持，「流產媽媽很多也不想再提、想逃避，尤其在

無數父母完成心願、放下哀傷，幫助他們身心康復，生

中國人社會，她們肯主動求助的個案不多。」

活及工作更快返回正軌。這不是正為社會省下更多的資
源？我們透過對生命的尊重來教導孩子要珍惜生命、善

生命教育更應重視
謝博士說，曾有人質疑「並非每名流產媽媽都需要
安葬胎兒，她們需要的是輔導」，對此她再三明確地強

用人生，這不正是教育中最重要的課題嗎？」

讚歎佛學博大精深

調，關注組成立的初衷由始至今不變，「我們了解不是

謝博士強調，大部分流產媽媽都很愛惜小朋友，

所有流產父母均需要為BB安葬 ，但是所有BB都需要被

一個埋置的地方對他們很重要。關注組成立以來接獲逾

尊重，決不能把他們當醫療垃圾送到堆填區去！縱使我

100個求助個案。最初未有埋置未滿24周流產胎兒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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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小 BB 安息關注組」後，謝博士經常出席演講會或講座，
闡述關注組的立場和倡議。

柴灣歌連臣角「永愛園」落成時，謝博士的女兒
Anna 代表關注組向食環署副署長黃淑嫻致謝。

施前，她曾接過正躺在手術床的流產媽媽求助。電話中

生死兩相安

的對方很徬徨和悲傷，她只能盡力安慰、四出奔走為她
想辦法。直至有關的設施相繼落成，才令這些愛惜孩子
的流產媽媽，不再感徬徨無助，可以釋懷。
社工系出身、從事教育和輔導工作多年，亦為求助
者進行催眠治療的謝博士說，她很認同佛教所倡的「眾
生平等」和「反對墮胎殺生」的主張。她過往亦有閱讀
佛教的書籍，曾跟法師學習靜心打坐。佛學博大精深亦

謝博士表示，不少流產媽媽在痛失胎兒後除了傷心
外，還會很內疚、很自責。因她們是從自己的角度看事
情，腦海中都是以「我」的角度來看事物，不停地執着
以「我」的角度來思考，終難免憂鬱到老。此情況下，
可在催眠治療中透過引導，來讓求助者以抽離角度分析
事情，並用離世者的角度來感知整件事，情況便會不一
樣。

科學，令人讚歎「佛學不但能貫穿現代的物理學和心理

她解釋，催眠治療是人們跟潛意識溝通的過程。很

學，也讓我們看到『我』有着多個的層次。當人們能放

多時當事人以為離世者會怪責自己，但當進入狀態、與

下自我的框架看事物，便會看到眾生一樣有感受，需要

潛意識溝通時，潛意識所浮現出來的訊息，往往不是他

被尊重。」

們意識層面所執着的角度。他們在察覺到後，會自行說

她續說，自己也從學習催眠治療中看到佛學所示

出真實的情況，就是孩子是很能感受到父母的愛，很想

的：「當人們能夠讓所執着的情緒平靜下來的時候，潛

看到媽媽開心；當孩子見到媽媽如此不開心，他們也同

意識自會浮現出深層的智慧，來幫助人們從問題中覺

樣會不開心，很想媽媽重新振作生活下去。「所謂『生

醒。如果能繼續進深一點，直到這些部分靜止下來，就

死相安』，不只是死者安，生者安，死者亦安。因此，

會如湖水面一樣平靜，沒有漣漪。在平靜如鏡的狀態

如果媽媽能夠改變看法，轉化哀傷，相信一定能夠給予

下，人們往往能乍看到自己內在光明和愛，即慈悲的特

逝去胎兒更多的祝福。」

質，也許這會是人類的『實相』。因此，我相信這是神
性亦是『佛性』。惻隱慈悲的心，人人皆有，只是人們
潛意識內紛擾的部分太多，不容易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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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共融，成就其事
謝博士說，隨着設於全港多個給流產胎的埋置設施
先後落成，加上葵涌火葬場內為未滿24周胎兒而設的
火化爐亦計劃今年內正式啟用，屆時未滿24周流產胎兒
的身後事，料將不會再被視作醫療癈物處理。她認為，
促成這些設施的出現，是近年香港共融的事情，「跨宗
教、社會上不同背景的人士走在一起去成就，我們非常
感恩！」
佛教常說「人生無常」，謝博士認為，生命不在乎
長短，雖然這些未有緣出生的胎兒生命看似短暫，但是
如果給他們多一點愛，就算他們不能被救活，也應以愛
惜和尊重態度善待他們，「這些小BB所能感受到無限的
愛，這愛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永恆狀態，不管對死者或生
者最終也是個祝福。」

獲選「香港人道年獎」
謝博士盡心盡力、毋懼困難為未滿24周流產小BB
發聲，其大愛令人感動，也讓她成為香港紅十字會和香
港電台頒發的「香港人道年獎2021」得獎者。「這個
獎的意義真的很大，透過這個獎可以為這些小生命『平
反』，肯定了他們的價值，也讓大眾知道他們不是手
指、腳趾，更不是醫療垃圾，而是有感知的小生命、小

謝美兒博士簡介

靈魂。」

． 小BB安息關注組發起人
． 香港紅十字會及香港電台「香港人道年獎2021」得獎者

結語
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早年在一個有關

．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教育學博士
． 美國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臨床催眠治療博士

佛教對「生命教育」看法的座談會上曾指出，《淨心戒

． 國際正向心理學會會長

觀法》說：「善門有多途，慈悲最是急。」慈悲的確是

． 美國綜合心理研究基金會顧問

人的美德，不論對仍在世的人和物，還是已離世的人和

． 國家高級心理諮詢師及企業培訓師

物，儘管逝者只是未成人形的胎兒，都應抱着慈悲、珍
惜和尊重之心，由此人間才也可以成為淨土，和諧善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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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認可身心語言程式學（NLP,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及催眠治療師的培訓導師

心清淨，則生實相。

生活

.二○一四年十一月
.二○一五年九月
香港佛教
香港佛教
二○一九年六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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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回甘

一線和兩線之間
文：何巧嬋

著名作家、資深教育顧問

前所說的：「凡事留一線，

兒一家守住了疫情高峰期， 卻在

了。為母則強，女兒竟是唯一沒

日後好相見。」現在要改一

解封後感染了。

有中招的。她獨力支撐全家，忙

以

改了：「快測現兩線，隔離唔好

女兒和女婿雖然已經打了疫

得不可交加，累得沒有時間回

苗，也未能確保免疫，而且家中

覆，安頓下來才給我們視像報

還有一個歲半、完全沒有防疫能

平安：「症狀都像大感冒：喉

力的小弟弟呢？香港最近已有多

嚨痛、咳嗽、發燒、頭痛、骨

二月某天，女兒從悉尼發了

名嬰幼童疑不幸死於新冠肺炎，

痛……」

一張「快測現兩線」的照片到家

怎教我不掛牽、心情忐忑不安

庭群組。10歲的大孫兒朗雅，本

呢？

見。」
今天，全城都在一線和兩線
之間掙扎。

「我們正遵照抗疫指引，居
家隔離，亦已配備好需要的藥
物。」她聳聳膊說。

來預約了過兩天注射疫苗，但確

這兩年，我的手機內充滿了

診了新冠病毒，我十分擔心。早

來自各方朋友互相轉發疑假似真

我揶揄她故作輕鬆，不想讓

前聽到女兒說朗雅同班同學已經

的抗疫偏方，這些訊息究竟有多

我擔心吧！她立即發了一張家中

有7、8人中招了，病毒殺到埋身

少真確性？沒有人知道。人隔萬

後園的照片過來：「最輕鬆的

只是遲早的問題，已預料到避無

重山，鞭長莫及，我唯有將手上

是朗雅，爸爸陪他在後園露營

可避。

可能有用的信息，全部轉

呢！」

澳洲去年9月疫情最嚴重，

發給女兒。

各種抗疫措施雷厲風行，年底新

我嘗試給女兒打電

增確診數明顯趨緩，完成接種疫

話，可是電話沒有接聽，

苗的覆蓋率達90% ( 真是後來居

更令我憂心忡忡、寢食難

上！ 2020年1月我們在香港開始

安。

接種疫苗時，悉尼市民還在苦苦

過了兩天，終於收

等待呢！)。2021年12月澳洲大部

到女兒的視像通訊。原

分地方已差不多完全解封，取消

來朗雅確診後，接着爸

了各大公共場合的人數規定。女

爸和歲半的弟弟亦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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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nsw.gov.au

health.nsw.gov.au
Traditional Chinese

新州衛生處（NSW Health）
） 給 確 診新 冠 病 毒 肺炎
患 者 （ 已 感染 新 冠 病 毒的 患 者 ） 的資 料 單 張



確診患者就是發現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士。



如果您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您需要自我隔離，直
直 到 獲 得授 權的 醫生 允許 您
停 止自 我隔 離 為 止。 在大 多數 情況 下， 您需 要在 指定 的隔 離設 施中 自我 隔離 。



如果您不立即自我隔離或前往指定的隔離設施，您可能會被罰款。與室友、朋
友和家人隔離將有助阻止他們感染新冠病毒。



本資料單張包含補充 NSW Health Self-Isolation Guideline（新州衛生處自我
隔離指南）的信息。

公共衛生部（Public
Health Unit）需要問您幾
個問題，以確定您去過哪
裡以及與誰在一起。這將
有助新州衛生處（NSW
Health）找到可能的感染
源頭並減少進一步傳播。
要通過 電子方式獲取此文
檔，請 掃描二維碼 。

我將如何得知我感染了新冠病毒？
如果您接受了新冠病毒檢測並且檢測結果呈陽性，您的醫生或公共衛生部（Public
Health Unit）將與您聯絡。公共衛生部需要問您幾個問題，以確定您去過哪裡以
及與誰在一起。這將有助新州衛生處（NSW Health）找到可能的感染源並減少進
一步傳播。

我需要自我隔離嗎？要隔離多久？
如果您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您將需要在指定的隔離設施中自我隔離；或者如獲允許，可在您自己的住所自我隔
離，直到指定的授權醫生證明您無需隔離。公共衛生部（Public Health Unit）會打電話給您進行評估，如果公共
衛生部允許您留在家中，您須要提供您的地址和聯絡電話號碼。
如何自我隔離？

為了減輕孩子被隔離的憂

辭，畫面設計清新親切，

慮，他們在後院搭了一個營幕，

瀏覽容易。網站中還有專

讓朗雅和爸爸玩露營，將中招染

為小眾社群而設的專頁，

疫變成遊戲，怪不得孩子除了抱

當中包括：居住偏遠地區

怨咳嗽、喉痛不適外，還是嘻嘻

的原住民、年長人士、殘



除了緊急醫療護理或緊急情況（包括避免受傷或逃避家庭暴力傷害的風險）外，您不得離開住所。如果您出於
以上原因離開，您必須:
o

戴口罩；

o

與其他人保持 1.5 米的距離；

o

直接往返居所與目的地。



不要去上班、上學、上托兒所或公共場所，不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拼車。



不要接待訪客。



您可以進入你的私人花園、陽台或庭院。



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
o

咳嗽和打噴嚏時遮住口鼻；

o

經常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 秒，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 NSW Ministry of Health. SHPN: (HP NSW) 200331 July 2021

哈哈滿臉笑容。

Translated by WSLHD Translation Service

障人士等等，重要的指引

實在太掛牽了，我問了一大

還附有不同文字（包括中文）的

堆問題，提醒她要細看我轉發過

翻譯本。從微細處顯示平等精

去的訊息。

神，難能可貴！

病人被安置在戶外風餐露
宿……
全民強檢，如何如何……

「哈！媽咪，拜託，你發的

女兒後來特別給我發來中譯

全城禁足，如何如何……

訊息快要將我手機的記憶體炸爆

本「新州衛生處（NSW Health）

街市缺貨，如何如何……

了！」女兒笑說。

給確診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已感

疫症陰霾固然令人困擾，可

至於我的大堆問題，她給我

染新冠病毒的患者）的資料單

是，香港本是世界最先進的城市

發來悉尼所在的新南威爾斯州的

張」 （註2） ，提醒我要好好保留：

之一，現在為何陷入這樣的困

「裏面一些大原則，香港也合用

境？真是叫人百般滋味盡在心

的，需要時可以參考。」

頭！

政府抗疫網站

（註１）

：「媽咪，答

案和資料都在這裏。」
官方網站通常是沉悶不堪，

我急忙「啋 」聲連連。

我一向缺乏興趣。不過因為現在

本文執筆於三月初，女兒已

感染的是女兒一家，跟女兒通話

經全家康復，恢復正常的生活

後，我立即上網研究一番。

了，感恩！可是，香港卻正處於

新州衛生處（NSW Health）

疫情大爆發，每天確診者人數以

在這兩年的抗疫中，不斷發放及

萬計，人心惶惶，我的手機天天

時的訊息教育民眾。資料詳盡，

都被各樣訊息轟炸着：

確診數字如實報導，沒有嚇人措

醫院爆滿，求診無門……

無論如何，逆境當前，我們
要全民加油、抖搜精神，期待烏
雲早日散去，藍天再現之時！
註：
1.

www.health.nsw.gov.au/infectious/
covid-19/pages/default.aspx

2.

wentwest.com.au/wp-content/
uploads/2021/08/confirmed-caseschinese-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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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出世法

重溫〈最偉大的醫生〉
文：旭日集團 演鼎法師

期，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

第一個偉大的醫生—

開放自由旅行。在這樣的大背景

發，新冠變種病毒奧密克戎

「忍耐力」

下，能堅持抗疫的政府和民眾都

近

（Omicron）迅速在社區蔓延，每
日新增確診數字持續爆增，嚴重
危害市民生命健康安全，並給香
港經濟復甦帶來嚴重衝擊。在此

「忍耐力」是堅持到底的意
志力。香港從第一波疫情到現在
歷時兩年，兩年來，斷斷續續的

是依靠忍耐力。忍耐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因為繼續堅持疫情防
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往來，
對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造

危急關頭，齊心抗疫最寶貴的莫

疫情，已經發展到第五波，長期

過於全體市民的意志和信心，旭

的抗疫必然帶來抗疫疲勞與消極

日報》評論員文章所說，對香港

日集團出版的內部刊物《旭日之

抗疫。去年，不少實行嚴格清零

而言，堅持「動態清零」是符合

聲》曾經刊登過一篇題為〈最偉

的國家，隨着變種病毒的蔓延，

香港社會實際情況的科學選擇。

大的醫生〉文章，文章提到「忍

政府在恢復經濟復甦和堅持抗疫

因為香港人口密度大，老年人口

耐力」、「自然力」、「時間」

之間搖擺不定，最終紛紛放棄了

佔比較高，醫療資源有限，接種

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三個醫生，它

堅持，比如新加坡、澳洲、紐西

率相對較低；加上香港對外高度

們的效用是任何一個醫生都無法

蘭等等國家，都逐步「躺平」

開放，境外輸入性風險高。如果

相比的。這三個偉大的「醫生」

了。當變種病毒奧密克戎橫掃世

放棄「動態清零」而選擇「躺

對社會走出疫情帶來的衝擊，增

界後，不少專家都堅信這可能

平」，病毒快速大規模擴散，反

強社會同仁抗疫意志和信心，有

是新冠疫情最後一個全球傳播的

而給香港民生和經濟社會發展造

很大的啟發和幫助，值得重溫一

變種病毒，因此連英、美等主要

成嚴重損害。雖然短期內收緊防

下。

西方國家也決定在感染高峰過後

疫政策，會對不少行業的正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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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很大影響。但是，正如《人民

忍耐力
自然力
時間

營造成影響，但從長遠看，此一

律，這是人類共同破壞自然環

此波疫情來勢洶洶，擴散迅速，

策略能以最快速度撲滅疫情，最

境、肆意殘害眾生的後果。疫情

「時間就是生命」，大家團結一

大限度減少疫情對香港經濟社會

發生兩年來，已經受到因緣果報

致，配合政府與時間賽跑，齊心

的影響，令香港在安全的前提下

懲罰的人類，也做了不少反思，

抗疫，迅速撲滅疫情。疫情終將

恢復正常運作和對外正常交往。

從立法、宗教等層面做了很多的

會得到控制，而疫情留下的影響

這一策略的執行，正考驗着大家

補救和代眾生懺悔的措施。種惡

和對經濟的衝擊，可以用時間去

的「忍耐力」，能忍耐到底，必

因，得惡果；種善因，得善果。

彌合和恢復。懂得「時間」這位

是勝利的喜悅和果實。

人類迷途知返，在疫情發生以來
所做的改變，必將推動「自然

第二個偉大的醫生—

「自然力」

力」回歸平衡，結束疫情。這是
共業的力量，也是「自然力」的
力量。

定律和因果定律。從新冠疫情爆
發之初，人們就開始尋找疫情的

時困難所嚇倒。堅信時間會戰勝
一切，時間像一味療傷聖藥，讓
一切影響慢慢成為過去。
抗疫正在進行，重溫和運用
旭日文化中「忍耐力」、「自然

「自然力」是事物發展的內
在規律，用佛教的解釋就是因緣

偉大的醫生，就不會被眼前的一

力」和「時間」三個偉大醫生的

第三個偉大的醫生—

智慧，一定有助於我們如何面對

「時間」

疫情；配合香港政府齊心抗疫，

根源，病毒如何傳播到人的途徑

時間是解決問題最有效的方

有待科學研究證實；但是有一點

法。它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

可以確定，根據因緣和因果的定

急事急辦；二是事緩則圓。香港

相信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香港
一定能夠戰勝疫情，重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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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佛法

白內障手術
復原不簡單！
白

內障是香港最常見的眼疾之

文：李家仁
香港都會大學科技學院榮譽教授
（本欄由王秉豪博士及李家仁教授隔期撰文）

放入人工晶體。

一，是頭號視力殺手！隨着

做手術前有多種檢查要做，

年齡增長，眼球內的晶體老化變

除了視力檢查，還要度眼壓、看

得混濁，光線無法聚焦而影響患

眼底視網膜、眼球素描及計算植

者的視力。

入人工晶體之度數。

巾。如果眼有分泌物，要用清潔
毛巾抹拭或用醫生給的消毒棉
棒。
患者會獲配不同種類的眼藥
水，包括消炎、類固醇等，必須跟
從醫生的指示來用。做完手術後第

香港每10名70歲以上長者，

如何選擇人工晶體也不簡

就有7名患有白內障，而年輕人有

單，有不同牌子、不同視力度

白內障源於深度近視、糖尿病、

數。例如植入廣視人工晶體後可

青光眼、長期使用類固醇、長期

以看近、中及遠距離事物，不用

暴露在陽光及紫外線之下等原

再配戴眼鏡。病者可以一隻眼放

睡覺時要戴上眼罩，避免不

因。

看遠視的晶體，另一隻眼放中及

自覺弄傷眼睛。如何戴上眼罩及貼

早期白內障多沒有病徵，不

近距離的晶體。廣闊視力可以令

紙膠布，也要小心學習的。

痛不癢。慢慢地病者視力模糊，

患者清楚地看到周邊事物，不容

看東西特別吃力疲倦，家中的燈

易摔倒。

光愈來愈不明亮，視物顏色暗
淡。

患者不用入醫院做手術，
在許多大型眼科中心已經可以進

當自己懷疑有白內障時就

行。做手術實際時間約30分鐘。

應該盡快去看眼科醫生，看看是

患者不會有多大痛楚，但要患者

否要做白內障手術。現在科技進

安定合作，「眼定定」，手術才

步，只要感到視力有障礙即可接

能順利進行。

受手術，不用等白內障成熟才做
手術。
現在是用無刀激光白內障
手術，是以先進的電腦程式來計

患者接受手術前要短暫停服

睛，以免影響植入晶片。

患者手術後可由他人代洗
頭，以避免不潔的水濺入眼。三
天後，可自己小心易易地洗。此
外，還要放假休息，避免搬運
重物或劇烈運動。不要到人多地
方，以免傷口受到碰撞或感染。
做完手術後，會覺得周圍的環境
非常光，陽光會很刺眼！一定要
戴太陽眼鏡。大腦適應眼睛的新
晶體是不容易的，有患者在手術
後兩個月依然容易暈眩，故必須

期服用的藥物都不用停止，可事

堅持下去。

先請教醫生有關藥物的問題。
完成手術後護理眼睛是一

醉，以激光在眼角膜上造微切

大課題，各位患者一定要注意！

口，然後用激光將白內障切成小

手術後，家中要更換乾淨的枕頭

塊，再吸取出白內障組織，最後

袋及被鋪，備個人專用的清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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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吩咐患者不要大力「矇」眼

阿士匹靈或薄血丸，其他許多長

劃手術。首先為患者進行局部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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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須覆診，看看有沒有發炎。醫

白內障手術前（左）和手術後（右）的對比

生死相安

無常中學習

文：田芳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名譽講師
（本欄由田芳女士及黃志安先生隔期撰文）

筆之時，世事紛亂不止：令

吸了口氣，嘗試止住眼淚，回答

服藥和定期的醫療程序，初期兒

人家破人亡的戰爭、不停

他：「孩子，當然不是！你有這

子每次都鬧彆扭，現在卻愈見懂

攀升的感染個案、放滿輪候病人

個病絕非因為你做錯任何事！而

事；至於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

的醫院走廊、疲於奔命的醫護人

是因為……每個人來到這世界都

容易焦慮不安的人，這個病又再

員，還有超市內空空的層架……

會好像抽獎一樣，會抽到不同的

一次提醒我，應當如何安然面對

面對生命的無常，內心充滿了困

安排，當中有好的東西，也會

生命中不能控制的事。

惑，也感到異常的沈重。

有不好的東西。比如你抽到媽

這時代的人，共同「抽」到

媽很羨慕的小梨渦，還有很會

了眼前的命運，那麼，我們又可

算數學的腦袋，但同時也抽到這

以學習到甚麼嗎？

執

最近家中也經歷了一次「無
常」。
有天晚上，7歲的小兒子在家
中全身抽搐，後來確診腦癎症。
記得他第一次病發時，我們對狀
況毫無認知和掌握，霎時間以為
他真的會死去，那份徬徨無助，
至今仍猶有餘悸。留醫期間，重
複地抽血和醫療程序令兒子感到
非常難受和抗拒，兒子更說有如
坐監般失去自由。看着孩子患病
受苦，作為母親又何嘗好過？

個病；媽媽呢……就抽到長得漂

我學習到的是：以往我們以

亮，但卻很肥（兒子聽了忍唆不

為順理成章的事，原來都可以突

禁）……雖然你抽到這個病，但

然無聲地失去。因此，當我看見

你知道嗎，你其實也獲得了額外

戰爭的殘酷和人們的醜惡，我學

的東西，例如你第一次抽血時痛

會堅持選擇善良；看見紛擾得叫

得大哭起來，那麼第二次再抽血

人崩潰的世事，我要學習安頓自

又如何呢？」

己，找回內心的平安；看見健康

那天早上兒子告訴我，他
再抽血時，雖然仍然覺得很痛，

和摯愛，好好珍惜眼前人。

但已經不再哭鬧了。我回應道：
「對呀！所以你抽到這個病，卻

有一天，他坐在病床上問

又獲得了勇氣，是很棒的事啊！

我：「媽媽，坐監的人是因為做

你的哥哥們從未試過抽血，都未

錯事而受罰，那麼，我是否做錯

學懂你的勇敢呢！」兒子似懂非

了事，或者不夠乖或有時欠交

懂地點了點頭，然後天真地笑了

功課，所以才有這個病作為懲罰

起來。

嗎？」

和生命的失去，我更要抱緊孩子

可幸兒子的病情暫時一直穩

聽在耳裏，我頓時紅了眼，

定，內心感恩不已。讓我想不到

內心難過不已。為甚麼世間上有

的是，這趟的「無常」讓我和孩

疾病和苦難？我也不明白啊！我

子都在過程中成長了：面對長期

香港佛教 . 二○二二年四月 //

29

常霖心照

知道不等如做到
多年前，有一個汽車活動在澳洲沙漠舉行，參加者可駕駛自己的汽車無限速地在廣闊的
環境中飛馳，結果一位駕駛法拉利跑車的車主在中途站報到時失控，兩位工作人員和車主即
場喪命。
當時法拉利的發言人說：「擁有法拉利的人，不代表是懂得駕駛法拉利的人。」這個道
理就像不斷閱讀佛經和研究佛學的人，從不修行體驗一樣。就算知道一大堆佛學知識，也不
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做到。
不少道理知道是很容易，但卻要做到才會有用。
文、圖：常霖法師

常霖法師
常霖法師俗名葉青霖，香港著名攝影
師。2010年因緣成熟，於台灣果如法師
座下剃度出家。

養生食療

桂圓紅糖益母草湯
溫經暖宮止痛
經— 這個每月困擾眾多

最常見的月經問題便是痛

若要舒緩痛經，就要溫經

女性的「親戚」，大家對

經，痛經是指在經期或經行前

暖宮止痛；幫助子宮氣血運行通

「她」認識多少？大部分女性都

後，出現的周期性小腹疼痛，或

暢、溫養子宮，達到「通則不

會懂得記錄月經來潮的日期，從

痛引腰

，嚴重者會劇痛暈厥，

痛」、「榮則不痛」。在月經期

而看看自己月經是否準時來潮。

影響日常生活。痛經是由於婦女

間，可飲用桂圓紅糖益母草湯。

若提早或延後，就可察覺自己的

素體稟賦、飲食不節、情志不

桂圓、紅糖、益母草、生薑能夠

身體出現問題。其實月經的期、

調、房室不節等多種因素影響，

養血暖宮，活血化瘀，可以幫助

量、色、質、伴隨症狀皆能夠反

而出現子宮氣血運行不暢。「不

月經順利來潮。

映女性的身體狀況，身體健康才

通則痛」，或子宮失去氣血的濡

能每月順利送走「親戚」，安然

養；「不榮則痛」，而發為痛

度過。

經。

月

1 人份

因每人體質不同，服用前可
諮詢中醫師意見。

材料 : 桂圓10顆、紅糖10克、益母草10克、生薑3片。
做法： 將桂圓和益母草沖洗乾淨，以600毫升水浸泡30分鐘。浸泡後再加入生薑及紅
糖，用大火煲滾，再轉小火煮30分鐘即可。
功效： 溫經、暖宮、止痛。

桂圓

紅糖

益母草

生薑

味甘，性溫，歸心、脾
經，有補益心脾、養血安
神的作用。

味甘，性溫，有益氣養
血、健脾暖胃、驅風散
寒、活血化瘀的作用。

味苦、辛，性涼，歸肝、
心包經，有活血調經、利
水消腫的作用。

味辛，性溫，歸肺、脾、
胃經，有溫中止嘔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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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黃大仙區）
文：註冊中醫王琼煒 指導：註冊中醫温熙 圖：輝
圖文轉載自《活出健康中醫養生食療》

香港佛教 . 二○二二年四月 //

33

與您傾素

雙色芙蓉薄燒
這

薄燒原是福建閩南地區的傳統甜點，現由筆者稍作改良，成為充滿芋頭香、紫薯香且軟綿綿的小吃。
依稀記得小時候很期待逢過節或佛誕的到來，奶奶會做幾樣類似的甜點來當貢品。最開心當然我們可

以盡情享用，始終親人做的食品味道是最窩心、最合心意的。
材料：
芋頭

300 克

紫薯

250 克

原蔗糖
植物牛油
椰漿
糯米粉
越南米紙

80 克
30 克
80 毫升
50 克
1包

熟白芝麻

少許

芥花籽油

50 克

做法：
1.

芋頭、紫薯去皮，洗淨切丁。

2.

預留適量芋頭丁，稍後備用。把紫薯丁及其餘芋頭丁放入蒸籠或電鍋中蒸熟，趁熱取出，分別壓成泥
狀，備用。

3.

芋泥、紫薯泥分別加入40克原蔗糖、15克植物牛油、40毫升椰漿，拌勻；再分別加入25克糯米粉，而
芋泥加入芋頭丁，拌勻；各搓成條狀，切成約10厘米，備用。

4.

將越南米紙浸濕，放上芋泥、紫薯泥，並排並稍作壓平；快速將米紙捲成長方形，撒上熟白芝麻；稍
作定形後再捲起來，分開排列備用。

5.

熱平底鍋，倒入芥花籽油；放入米紙卷，用中小火煎至一面熟後翻面；以鑊鏟略為按壓，再煎至金黃
即可上碟。

小貼士：
為甚麼米紙要快速捲起來？因為米紙浸水後會快速軟化，故要馬上捲起來，否則難以塑形。建議每次只用一張米紙浸水，這樣會容易
操作，並做出美觀的成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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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朱丹鳳

作者簡介：
朱丹鳳，醉心廚藝，喜歡鑽研多國美食。曾在國內及本港開設素食私房菜，並開班
教煮素菜，務求把綠色健康、養生的飲食方法和大眾分享，讓更多人愛上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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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青楓

關羽

劉備

張飛

「演義」與背景
讀

作家、畫家、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圖片提供：陳青楓

《三國演義》，到三顧草廬一節，你會看到書

物都是「三國」的真實人物，則它的「演義」（說故

中描寫草廬上有一副對聯，曰：淡泊以明志，

事），是不是應該有所依循？

寧靜而致遠。
我相信，諸葛亮真正的居所不會有這樣一幅對聯
掛在門上。這該是說書人的「加鹽加醋」吧？這樣的
添加，正好標示了、突出了諸葛亮的性格，孔明（諸
葛亮的別號）就是一位生活淡泊，喜歡寧靜的高士。

《三國演義》無疑是出色的經典名著，愈是廣泛
流傳，影響愈大愈久遠，此乃自然之事― 恐怕連作
者羅貫中也始料未及的。
看《三國演義》之餘，讓我們看看一些三國史
實―

這樣一位高士又怎會把如此一副對聯貼在門上？這豈

一則「草船借箭」，把諸葛亮寫得何等精明，

不是等於往自己臉上貼金？以諸葛亮性格，斷斷乎不

而且情節曲折飽滿，簡直就是一段高潮迭起的戲劇。

會這樣做，即使這對聯是掛在中門。看小說就是聽

實則，使出「草船借箭」這一高招者，乃孫權也，完

「古仔」，但求聽得「過癮」就是。

全與諸葛孔明無關。如果從「正史」史話裏看孫權借

「演義」兩字，其實就是「說故事」。但《三國

箭，是寫得平平無奇的，帶過就是；但羅貫中把這情

演義》既然是以歷史上的「三國」作標榜，且書中人

節放在諸葛亮身上，在其生花妙筆下，仿如平靜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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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刀赴會的是魯肅呀！劉備借荊州― 有借沒
還，魯肅這擔保人只好一人一刀找關羽理論。魯肅是
理直氣壯，關羽無詞以對！
《三國演義》卻把事實調過來了，居然寫關羽單
刀赴魯肅之約，粉碎了魯肅謀害他的陰謀。
倘若魯肅泉下有之，大抵也抱住周瑜一起嘔血。
（三氣周瑜的，不是諸葛亮，是羅貫中！）

形象

真實呢？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那套《三國演義》連環圖，人物造型形象突
出，但人物的身高則有所「加工」。

關羽單刀赴魯肅之約，是何等的英武！但歷史的

根據丘振聲先生在《三國演義縱橫談》一書裏的說法，關羽是身高九尺三
寸（漢尺）、張飛是八尺（漢尺）、諸葛亮也差不多八尺、劉備是七尺五
寸（漢尺）；曹操最矮細，僅七尺（漢尺）而已。

貓換太子」。

昂藏九尺三寸，在今天來說，該有六呎八吋吧！而曹操則僅是五呎。

在《三國演義》裏，甚多動人情節都是這樣「狸

在舞台上，曹操絕對不會「矮人一截」，這是顧及所謂藝術形象！不過，
真正的英雄豪傑，即使是所謂「奸雄」、「梟雄」，形象上的「威猛」實
際上是從氣質與內涵而言，與高矮無關。

曹操

曹丕
鼓起波濤，波浪洶湧，甚為可觀。

以為是不能不認真的― 既然以歷史的人與事作為描
寫背景，則請「實事求是」。「加鹽加醋」沒問題，
這叫做「文學加工」，但總不該把醋當作鹽，又把撒
鹽當作點醋呀！
從《三國演義》讓我想到《壇經》。
《壇經》有多個版本，由較早的萬餘字版本，發
展到後來的兩萬多字。同樣是「加鹽加醋」，可無論
是哪個版本，無論是怎樣的情節添加，它的精神與宗
旨始終如一，沒有走樣！難道它會寫成惠能從弘忍處
偷了袈裟逃走，二十年後神秀借武則天之力，帶兵南
下向惠能問罪？
《壇經》在多個版本裏都沒有「離經叛道」地任
意發揮，這是借史搞創作的應有態度。

寫史與文學寫作雖是兩碼子事，但有一點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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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行誼

文：俞如
圖片鳴謝：明珠佛學社

善法正人心—

國學名宿陳道生居士(上)
上世紀六十年代，世道衰微，人心躁動，當時國學名宿陳道生居士在電台主持一檔
6分鐘晨間節目，以古今中外聖賢警句，勉人立身行道，深得聽眾擁護。陳居士不僅博古
通今，亦精通儒佛。他與明慧法師是莫逆之交，六十年代加入法師創辦的明珠佛學社；
1980年起擔任該社社長，往後一直秉承明慧法師遺願，發揚明珠社務。陳居士於1984年
至 1 99 2 年 間 亦 曾擔任香港佛教聯合會董事，熱心護持佛教善業。
道生居士，廣東番禺人，

37歲的陳居士皈依三寶。法師開

1914年生於香港。他自少在

示勉他以出世正因，宏揚佛法，廣

澳門接受教育，就讀英文書院，並

度眾生。1967年他在寶林禪寺聖

隨塾師學習中國古文，打下深厚國

一法師座下再度皈依；同年，受五

學基礎，尤其對《論語》、《易

戒。

陳

經》、堪輿學、人相學等研習甚
深。17歲在澳門英文書院畢業後，

得師知遇 發心護持

到香港學習營商，並於R. H. Kotewall

常言佛緣不可思議，1953年

& Co.（旭龢洋行）任職。

陳居士一次遊大嶼山寶蓮禪寺，初
遇任職寺方知客的明慧法師，兩人

見佛歡喜 巧結法緣
陳居士早歲記憶中，有母親晨

一見如故，一夕清談，成為莫逆之
陳道生居士德相

起虔敬禮佛誦經之音，寒暑無間；

交。法師為人通脫，不拘世務，對
原始佛教之空義與《法華經》開權

每歲除夕，父親必攜他往觀音堂祈

1945年香港重光，陳居士來

顯實之理有確切悟解。1966年，

福。日治時期，為避戰火，陳居士

港，得知虛雲和尚弟子寬讓法師隱

法師為弘揚正法，以「破邪顯正」

偕妻兒至韶關定居。閒來無事，

居粉嶺靜修禪院；為求聞法，他與

為宗旨，在砵蘭街一間約五百呎單

他趁機遍遊南華寺、丹霞山各大叢

友人羅時憲居士同往參謁，得法師

位創辦明珠佛學社，創社元老有梁

林，見四大金剛、五百羅漢、三寶

開說《金剛經》及《六祖壇經》。

隱盦校長、黃家樹居士、陳道生居

佛之慈眉銳目、法相莊嚴，皆生歡

1951年農曆七月初十日，寬讓法

士等人。

喜心。

師遵照禪宗古皈依開壇，為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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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佛學社創立之初，矢志弘

陳居士於1951年依寬讓法師座下皈依的證明書（左）；1967年依聖一法師座下再度皈依的證明書（右上）；五戒證明書（右下）。

揚佛陀原始正法，教以因緣要義，

師苦心，發心大力護持，例如在

並推舉他遞補其在明珠佛學社永遠

以解脫為修行主旨。為摒除迷信俗

1972年開辦第一屆佛學班，資金

會員董事的名額。法師再三囑託同

習、封建教規，明慧法師立下「五

一絲一毫均由社友捐助，從創社至

仁不可違背五不宗旨，或巧立名目

不」章規︰

今，所有佛學班開支都是由社友彼

而籌款。這個須恪守原則下發揚社

此默默分擔，以善心護法。

務的重任，法師將之慎重地託付予

一. 不可設香油箱；

陳居士，遺書曰︰「我與陳道生先

二. 不可向外攀緣；
三. 不可向人募捐；
四. 不可邀人入會；
五. 不可做任何法事及做佛誕
		

以謀取利益。

陳居士等佛學社同仁深知法

生是道義之交，不涉俗利，我最親

擔起託付 發揚社務

之人等皆不可反對。」

明慧法師矢志開辦佛學班，

明慧法師翌年辭世後，明珠

弘揚正法，可惜在籌備期間病倒。

佛學社社長之職先後由梁隱盦校

1971年，法師預知時至，先立下

長和陳道生居士繼任。陳居士於

遺書，指名交託陳居士為執行人，

1980年起擔任明珠佛學社第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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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址位於何文田窩打老道冠華園的明珠佛學社

1953年陳居士初遇明慧法師，
兩人日後成為莫逆之交。

1962年起，陳居士於香港商業電台主持《座
右銘》節目，長達13年。

《日日新》廣播節目原在香港商業電台開播，
1982及1995年陳居士以同名節目兩度在香港
電台開講。

社長，不負明慧法師所託，佛學社

電台及香港電台撰講《座右銘》、

師，儒佛雙修，談吐溫文爾雅，英

在他的帶領下得到進一步擴展，其

《日日新》等節目，以淵博學識，

語流利；其中西學問皆廣泛涉獵，

任內重要大事包括遷址冠華園、興

介紹古今中外聖賢豪傑或經史典籍

尤善於旁徵博引，融通知識，舉

建佛教明珠學校、重修淨隱居等。

中，適用於當世的名言警句、金石
良言，從而勉人立身行道，進德修

大氣電波 儆世勸善
五、六十年代，學識淵博的
陳居士，曾在「麗的呼聲」主講相
學研究節目；其後又在香港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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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陳居士透過電台節目向社會傳
遞正知正見，儆世勸善，以正人
心。

一反三。他的電台節目廣受聽眾喜
愛，主講的《座右銘》節目一做長
達13年。七十年代，陳居士每以
電台撰講人身份受邀到其他機構主
講國學，其廣泛結下的善緣，亦有
利於往後明珠佛學社的順利拓展。

陳居士是受人尊祟的國學導

（待續）

名人千秋

譚嗣同的佛化人生
文：岑逸飛
哲學研究者及多媒體工作者，
多年來出入儒釋道哲學及
中西文化的會通，專研易學，
近年亦醉心佛學，現為大學兼任教授
及專欄作者

嗣同（1865—1898），

從佛學吸收養料來充實人生，而

世界聖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

清末百日維新著名人物，

譚嗣同也不例外。他自從接觸佛

眾生也。南海之教學者曰：『以

字復生，號壯飛；湖南長沙瀏陽

學思想，便開始其佛化人生的歷

求仁為宗旨，以大同為條理，以

人，出身世家，湖北巡撫譚繼洵

程。不但在個人生活富有佛學情

救中國為下手，以殺身破家為究

之子。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趣，更以佛菩薩「我不入地獄，

竟。』《仁學》者，即發揮此語

戊戌六君子指清代光緒二十四年

誰入地獄」的普度眾生精神，從

之書也。」

（1898年，農曆戊戌年）慈禧太

事維新運動。

譚

這裏的「南海」，指的是

后發動戊戌政變時所逮捕並斬首

譚嗣同與佛教的因緣始於

康有為。譚嗣同參與維新變法活

的六名變法派人士，分別為譚嗣

1896年，時年31歲。那一年，他

動，是受康有為思想的影響。康

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

奉父命就官，為江蘇候補知府。

有為的維新目標，是要建立一個

第與康廣仁。

他來到金陵（今南京）後，有幸

以儒學的「仁」為宗旨的「大同

超的查證，六君

結識了金陵刻經處的創辦人楊

世界」。譚嗣同在這個基礎上，

子的被捕，各有其原因。其中譚

文會居士，並受楊文會的影響而

添上佛學的意蘊和情懷，以佛菩

嗣同一心求死，拒絕逃亡，在獄

潛心佛學研究。他的維新理念，

薩普度眾生的思想來度一切苦惱

中寫下傳誦千古的詩句：「望門

也與《華嚴經》有關。據梁

超

眾生。按照譚嗣同的觀點，佛教

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的《譚嗣同傳》提及他的佛學造

也有「仁」的思想，而且比儒學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

詣：「聞《華嚴》性海之說，而

的「仁」更為全面和徹底，他稱

崑崙。」他在步往刑場時，又作

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

之為「性海一慈悲」思想。

《絕命辭》一首：「有心殺賊，

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

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

人外更無他事之理。」

根據梁

「性海」指的是如來無量無
邊的廣大法身；至於「慈悲」，

他的遺著《仁學》，也是

「慈」指與眾生樂，「悲」指拔

在金陵時寫成。這是一部甚麼樣

眾生苦，「慈悲」是從「性海」

眾生」及「通眉比丘」。這兩個

的書？據梁

超《譚嗣同傳‧仁

而出。若借用中國哲學的「體

外號，顯然都與佛教有關。事實

學序》所說；「《仁學》何為而

用」觀，「性海」是「體」，

上，中國近代思想家，有不少是

作也？將以光大南海之宗旨會通

「慈悲」就是「用」了。

哉。」死時年僅33歲。
譚嗣同又曾自擬外號「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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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
愛憎生於心，
諂曲存諸念。
是故多迷悶，
不能入覺城。

正思
善法

電台節目《「心」深漫遊》第十三集
今生來世

文：本刊編輯部

香港佛教聯合會2020年起參與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計劃」，製作十三集的電台
節目《「心」深漫遊》，深入淺出介紹佛理，進行「心」靈「深」度探索，重拾覺醒和善念
初心。節目經香港電台普通話台AM621及網上播出。

佛教相信因果法則，世間

稱「西方淨土」）是給在塵世中

陀佛；深信在臨終一刻會見到阿

萬事萬物都有因必有果。人的前

不容易修行的佛教徒，往生後可

彌陀佛及其他菩薩來接引，心會

生、今生、來生都與因果有關。

以去「極樂世界」繼續修行，但

定下來。佛陀是很慈悲，提供不

在節目中，香港佛教聯合會秘書

這樣不等於「成佛」，而是與

同法門讓人可按情況作修持。

長、羅漢寺住持、佛教愍生講堂

「成佛」的距離拉近了。

把握人身 行善積德

住持演慈法師；資深金融從業

修持淨土宗的馮居士說，淨

員、地產公司首席財務總監馮孝

土宗是一個法門，當中有不同的

法師解釋，往生的過程是人

忠居士，與大眾分享佛教中輪迴

修行方法。《佛說阿彌陀經》提

的生命終結了，佛教稱為「識

概念，並探究如何利用正念和智

及，人臨終時要「一心不亂」才

神」會離開驅體，然後去投胎，

慧建立心中的淨土，為下一世作

能到達淨土。用甚麼方法修行淨

亦稱為「中陰身」;而驅體稱為

準備。

土法門為佳呢？馮居士稱，要視

「前陰身」，死後會逐漸腐化。

乎你今生的修行達到甚麼階段，

人在生前所種的善或惡「緣」，

才決定是用自力（稱名念佛、觀

會引領「中陰身」向着前面的

演慈法師指出，輪迴是生命

想念佛、行善修德），還是他

光，投生到下世的胚胎，可能是

的流轉，不論你有沒有修行，都

力，來讓自己在臨終前一刻沒有

畜生、昆蟲或人類。

會在輪迴的定律中。佛教相信，

恐懼，達致一心不亂。有些人用

演慈法師指出，佛教相信人

生命完結之後是會繼續的。「往

自力修行了很多世，今生只要聽

死後會進入六道輪迴，相等於

生」是這一世完結後轉生往下一

到「阿彌陀佛」聖號，已經生起

六條道路，當中三條好的道路

世。佛教的「死」，是代表往

感應；只需稱念「阿彌陀佛」，

叫「三善道」（天道、人道、阿

生之後會繼續有下一世。再者，

便可修到具足的定力，臨終時做

修羅道）；三條壞的道路叫「三

今生做人只是輪迴中的其中一

到「一心不亂」，得以往生淨

惡道」（地獄道、鬼道、畜生

站。芸芸眾生之中，不只是人會

土。另一種信眾是修「信心念

道）。人是被生前所做的業力牽

輪迴，即使是狗也會輪迴的。此

佛」，意思是以「信心」為重，

引往哪處投胎，業力包括善或惡

外，佛教中的「極樂世界」（又

發願往生淨土，一切託付予阿彌

行為，又稱十善（十種善業：不

一心不亂 往生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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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

意三業之中，口業最不利己利

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

他；同時惡語來自惡念，自己

不貪、不瞋、不癡）或十惡（十

亦會種惡因及造成惡業。

種不善業）。輪迴離不開因果，
人做了惡業是因，投胎於一個惡
劣的環境就是果。因此，今生應
把握人身，多行善積德，努力修
行，種下善因。

調控情緒 免造惡業

懺悔自省 廣結善緣
法師解釋，懺悔是修行方
法之一。懺悔是知錯能改，
不斷優化自己的行為，把以

左至右：節目主講嘉賓馮孝忠居士、演慈法
師；主持人倪秉郎先生。

往不好的改善，把本來好的地
方變得更好。任何一個宗派或

節目最後一集，主持人倪秉郎先

在金融界出身的馮居士，如

法門，不論是念佛、參禪等，

生於節目尾聲播出顧問衍空法師

何在工作中避免造惡業？馮居士

都離不開懺悔。懺悔的功能是

作出的總結。法師希望聽眾能透

在過程中反省自己，從而在成

過節目，從中認識自己，照顧好

長的過程中改善自我。若今生

自己的心靈，尋找到深層次的幸

與人結怨，最好去解冤釋結，

福安樂。佛法雖然經歷了二千多

多一個朋友，少一個敵人，與

年，但與現代人的生活仍是息息

所有眾生廣結善緣。發願也是

相關。佛教的知識、禪修，愈來

修行方法之一，訂立好人生目

愈受到科學的認證，幫助人減壓

標，構想走甚麼路。若訂立

和尋找安樂。大家多照顧好自己

了目標，就易於成功。我們

與家人的心靈健康，才能獲得生

應掌握今生，種下今生的善

活的和諧和美滿。

認為，人生在世一定會經過很多
考驗。他以自身為例，金融從業
員身處於緊張的工作環境，情緒
難免波動。近十年八載，很多金
融從業員或工作有壓力的人，不
論是否佛教徒，都運用了佛教的
減壓方法如覺醒及正念來調控情
緒。有些原本不是佛教徒的人，
因為接觸了以上的減壓方法受到
薰陶，後來成為了佛教徒。
馮居士說，他觀察到自己情
緒波動時，呼吸必然急速，他會
嘗試做深呼吸，可以放鬆緊張的
情緒。他經常念「南無阿彌陀

「因」，果才能豐盛，從而使
往生的地方也不會太差。再
者，修行不只是往生淨土，而
是在現世中改變心態。心懷慈

《「心」深漫遊》節目由香港佛教
聯合會執行副會長兼總務主任衍空法師

悲，與同事、家人和諧相處，

擔任顧問、資深傳媒製作人李再唐先生

把他們也變成菩薩，把公司、

監製、資深播音員車森梅女士協力、資

多錢，於是他故意躲開數分鐘，

家庭變成淨土。若人身處甚麼

深電台主持人倪秉郎先生主持。

然後深呼吸，讓自己平靜下來。

環境也抱怨的話，必難以往生

他不欲因為一時的衝動，對他人

淨土。

佛」來平靜自己。他回想說，曾
經想罵同事錯判形勢而虧損了很

口出惡語。因為這衝口而出、無
心的惡語可能使他人恨他數十
年。做人要利己利他，身、口、

照顧心靈 安樂和諧

《「心」深漫遊》
節目重播

本集為《「心」深漫遊》

香港佛教 . 二○二二年四月 //

45

法忍
法施

導人向 善 ﹖
文：法忍法師 法性講堂住持

當親朋好友得知你已經信佛，同時你又開始變得「少惡多善」、「少應酬多誦經」、
「少肉多菜」、「多參與法會，少去朋友聚會」時，不免都會說：「信甚麼宗教都沒所謂，
因為都是導人向善的！」你一時語塞，但又明知這個講法「似是而非」。那麼「導人向善」
這句話究竟出了甚麼問題呢？誰能定義甚麼是「善」﹖「善」是不是一個「主觀的標準」﹖
本文希望以佛法的立場，來解說以上這一大堆問題。
「善」的定義

「善」三方面的特徵：

輪迴苦」、「得解脫樂」的「安

從「善」一字的梵文 kuśala

1.

能令眾生「安穩」；

穩」。

來看，它是一個形容詞，有「增

2.

能令眾生得涅槃— 斷除
煩惱，解脫生死輪迴；

益」及「改善」等意思。當中的
意義不但有「好的」（ good ），
而且還有「巧妙的」（ skillful ）
意思。其實《阿毘達磨俱舍論‧
卷十五》有對「善」下了一個很
明確的定義：
「如是名為善等業相。謂
安隱業說名為善。能得可愛異

3.

能令眾生暫時或恆久地停
息諸苦。
以上三點之中，佛教所定

義的「善」，是與其他宗教智慧
有所不同。不同之處，在於「離
苦」及「解脫」。這亦突顯了佛
教所說的「善」，是基於因緣果

「善」對佛法核心之回應
佛陀認為「離苦得樂」是
所有眾生的共同願心。但是，
不是所有眾生都以「脫輪迴苦，
得解脫樂」為其人生價值觀。這
是因為每一個眾生對於「苦」和
「樂」的定義都有不同的標準。

報法則，也是一套客觀的說明。

因此，佛陀為了契合眾生不同的

涅槃，暫永二時濟眾苦

再者，上面所提的三點亦反映出

根基，對「苦」的不同體會，以

故。不安隱業名為不善。由此能

佛教「苦」與「樂」的價值。這

及對「離苦」的願望和需要，為

招非愛異熟。與前安隱性相違

明顯是與佛教「離苦得樂」這佛

眾生開示了不同的修行內容及其

故。非前二業立無記名。不可記

法核心價值是一致的。

成 果 。 即 「 人 乘」 （註２） 、「天

熟

（註1）

為善不善故。」

如果希望得「安穩」，可

乘」、「聲聞乘」、「緣覺乘」、

從《阿毘達磨俱舍論》對

以是「離三惡道苦」、「得人天

「菩薩乘」五個不同層次的佛

「善」的說明，我們可以歸納出

的善果」的「安穩」；或是「離

法。（註３）再者，以三乘的修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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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與內容為例，可見不同的目標

4.

緣覺乘— 為了那些善於

亦同時訂定了不同的價值觀：

觀察因緣又希望可以斷煩

1.

人乘— 佛陀為那些盼望

惱、脫生死的眾生，佛陀

今生和來世都得到人間

開示「十二因緣法」。

幸福和快樂的眾生，說了

2.

3.

5.

乘）等來斷煩惱。

總結
從佛法的角度來看，一切

菩薩乘— 為了希望能自

人、事、物、現象都基於緣起法

「人乘」的教法，當中指

利利他，並與眾生同登彼

來運作，佛菩薩也不是那對賞善

出：眾生希望來世能生在

岸、共證圓滿佛果的眾

罰惡的手。因此，我們行善不是

人間，現在就應該持守五

生，佛陀開示了四攝、六

因為「被要求」，而是我們真心

戒。

度等法門。

明白：如果希望「得安穩」，甚

天乘— 為了那些希望來

從以上的五乘佛法可見，

或「得解脫」，當中的要訣在於

生得生天界享樂的眾生，

眾生可以從五條「進路」出發，

佛陀教這些眾生要奉行十

以修行來達到「安穩」。如果希

這就是佛陀所分享的離苦

善，是基本應遵守的行

望得到「離三惡道苦」、「得人

得樂之道—諸惡莫作，眾善奉

為。

天的善果」的「安穩」。眾生便

行！

聲聞乘— 佛陀為了那些

應該持守五戒、修行十善，來得

希望可以斷煩惱，並得解

人天善果。

脫生死輪迴的眾生，開示

如果希望得到「離輪迴

了「聲聞乘」的教法，而

苦」、「得解脫樂」的「安

「三學」、「八正道」、

穩」，眾生就應該勤修三學（聲

「四念住」等方法，就是

聞乘）、觀察十二因緣（緣覺

這類眾生的基本修行。

乘）、修行六度、四攝（菩薩

行善。

共勉！
註：
1.

異熟即「果報」。

2.

「乘」有車乘和運載的意思，這裏譬喻
佛法如車乘，能運載眾生到不同的目的
地。

3.

太虛大師把佛法分為五個層次，又稱
「五乘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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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
世界

1.

世

了中長老安詳示寂

界佛教僧伽會會長、台灣善導寺方丈了中
長老，於2022年3月9日於台灣善導寺安詳

示寂。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寬運大和尚致唁電悼
念，追思長老與香港佛教界的深厚因緣，並高度
讚頌長老畢生為佛教作出巨大貢獻。
了中長老為江蘇省泰州市人，1932年出生。俗姓
周，出家法名了中，字大定。9歲依泰州法華庵
（今法華寺）圓成上人為師。15歲入讀泰州光孝
佛學院。1947年在南京古林寺受具足戒，先後遊學於南京棲霞佛學院、
上海靜安佛學院。1949年移居台灣，進入中壢圓光寺的台灣佛學院受
學，畢業後又隨慈航法師到汐止彌勒內院，繼續受學。1961年在東京立
正大學留學8年，獲文學碩士。
了中長老1967年回台灣，先後出任台灣太虛佛學院教務主任、文化大學
哲學系講師。1970年，創辦法藏佛學院，並擔任院長。1983年參與創
辦台灣玄奘大學，1990年擔任董事長。七十年代起擔任中國佛教會秘書
長，前後長達15年。1986年，世界佛教僧伽會於泰國曼谷召開第四屆
大會，法師獲提名而擔任中文秘書長。1992年，創立「中華佛教僧伽

佛教在綫 ∙中央社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並前後擔任兩屆8年之理事長。

2.

慈

慈濟基金會
啟動援助烏克蘭難民

濟基金會為關懷因俄羅斯、烏克蘭爭端逃離烏克蘭的民
眾，透過歐洲國家慈濟人於3月5日啟動人道物資救援行

動，各方提供的物資包括大米、麵條、蔬菜罐頭、玉米罐頭、
玉米片等易於煮食或保存食物，以及牙膏、牙刷、衛生紙等生
活用品。烏克蘭難民進入波蘭第一站是盧布林地區，另一個是
波蘭的斯塞新地區。慈濟基金會表示，慈濟將以盧布林、波茲
南、斯塞新進行人道救援物資發放，並聯繫當地全國性賣場，

慈濟基金會

協商合作購物券的可能性，以方便難民自主且有尊嚴地購買。

3.

馬

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在3月11日至13日於雙溪龍校區多用途
禮堂舉辦「捐一縷禪意，獻一片慈悲」—繼程法師書畫展暨拉曼

繼程法師書畫展
助籌建醫院

大學醫院籌建活動。除3天實體書畫展外，同時也在雲端展出。善長凡捐
10,000馬幣（約18,600港元），可收藏一幅雲端作品。所得
善款將全部捐獻醫院建設基金。繼程法師共捐出51幅墨寶給
拉曼大學，法師筆下的字畫，以禪入畫，以畫話禪，主辦方

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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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眾能夠在這些作品中感悟到一縷禪意。

繼程法師作品

十方
世界

4.

粵佛教界抗疫物資援港

香

港面對第五波新冠肺炎疫
情嚴重衝擊，廣東省佛教

協會、廣州市佛教協會的大德召
集廣東佛教四眾弟子，向香港佛
教界雪中送炭。香港佛教聯合會
自2月起先後接收惠贈的快速測
試包、口罩及中成藥連花清瘟膠
囊等抗疫物資。物資分拆後，分
贈香港所有近50間佛教學校、十
多間佛教安老院及長者中心，以
及數百佛教寺院道場、靜室及個
別法師。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寬
運大和尚分別致函廣東省佛教協
會明生大和尚及廣州市佛教協會
會長耀智大和尚，講述香港佛教界應對疫情的情況及工作，並感謝廣
東省佛教界及時伸出援手，充分體現粵港一家，同舟共濟，共同抗疫

香港佛教聯合會

的大慈悲精神。

5.

為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神光的盛宴—
禮山修德寺掛佛

迎接2022年佛誕節，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於
4月13日至10月16日舉辦掛佛展「神光的盛

宴—禮山修德寺掛佛」。參觀者可親睹修德寺收
藏的珍貴佛畫，十分難能可貴。這些佛畫創作於幾
百年前，但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畫中佛教世界
總會觸動人們的內心。
除「禮山修德寺掛佛」之外，修德寺的另一件寶
物—高麗時期的「蓮花台座」也將首次共同亮相展出。雕刻有精美花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紋的蓮花台座，展現出高麗時期燦爛的佛教文化。

6.

韓

正寬法師榮獲
「亞洲標誌人物獎」

國僧侶正寬法師（Jeong Kwan）榮獲2022年度「標誌人物獎–
亞洲」（Icon Award – Asia 2022），該獎項由逾300位「亞洲50

最佳餐廳」（Asia's 50 Best Restaurants）評審委員會成員投票選出，旨
在表彰為其所在社區和整個餐飲業作出傑出貢獻的烹飪界標誌性人物。
正寬法師在慶尚北道永州市一個農場長大，自小培養出對大自然和時令
農作物的尊重。她所烹調的食物遵循零浪費和健康飲食原則，寺剎料理

CatchOn

絕不含肉類、魚類、奶製品、蒜或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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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客問

以身作則 善巧教導
演慈法師 解答
問 疫情下，我的兒子就讀的學校暫停了面授課，他留在家期間沉迷玩網上遊戲。我非常擔心他的學業成
績。當我勸說他時，他又感到煩厭，我要怎樣勸導他好呢？
答 子女愛玩網上遊戲的情況其實很普遍，父母先不用過分擔心。若處理不好，便會傷了與子女的感情。
以下是我的建議：

父母嘗試轉念
不少父母認為那些網上遊戲都是無益，不贊成子女玩。其實不然，網上遊戲有不少也是益智的，還可
以紓緩學習帶來的壓力。

與家人結善緣
父母可花多些時間去認識子女的愛好，和子女一起「打機」、討論遊戲內容等，並成為與子女志趣相
投的朋友。既可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又可了解子女玩甚麼遊戲，乘機善巧地作出教導。廣結善緣不
應只是對外人，其實對家人也是需要的。

解決問題，要究其「因」
父母要找出子女沉迷網上遊戲的原因，並針對性地解決。父母是否手機不離手，使子女「有樣學
樣」？或忙於工作或家務，長期忽略子女？或是子女學業不佳，轉移玩網上遊戲獲取成功感？父母應
多些關心和陪伴子女、幫助子女提升學業。此外，子女培養多元化興趣也是重要的，例如一起郊遊，
亦可增強親子關係。

勸導子女，從「果」說起
有父母會和子女約法三章，規定甚麼可以做、何時做、做多久等。如果父母如頒布法令般訂規矩，反
會令彼此的磨擦增加。所以，父母和子女之間先要建立互信的關係，子女覺得父母了解自己，才會接
受父母，就能做到真正的「約法」。父母也要讓子女知道「約法」的原因，以及無節制玩遊戲的後
果，這樣子女才會容易接受。
父母可向子女表達自己的立場，不是反對他們玩網上遊戲，而是希望他們更好地分配學習及其他社交
活動的時間。此外，因應子女上網的興趣，父母也可以鼓勵子女利用網上遊戲輕鬆地
自學音樂或外語，效果是不錯的。疫情下，父母多了在家陪伴子女的時間，如果子女
在佛教學校讀書，可利用子女學校的禪修教材，與子女一起禪修。香港佛教聯合會網
站內的「『抗疫同心』資訊站」上載了不少在疫情下安住身心的資訊，家長不妨和子
女一齊瀏覽。（www.hkbuddhist.org/covid19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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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同心」資訊站

活動
消息
講座 及 佛學班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講者	地點	

主辦單位

人間佛教生命應用系列講座					
1. 奮起於末法蒼涼之秋：
4 月 10 日
14:30-17:00
溫金玉教授		
楊仁山居士的生命歷程					YouTube 直播
2. 在樂活的座標中
4 月 17 日
14:30-17:00
汪雅婷教授		Zoom 網上講座
尋找生命的答案					
3. 生死圓舞曲—
4 月 24 日
14:30-17:00
蔡昌雄教授		
高齡社會生死學
4. 心靈舒壓講座—
5月1日
10:00-12:00
黃國彰教授
創造一致性的內在對話

人間佛教應用研習中心
香港佛光道場
電話：3110 9000

Tung Lin Kok Yuen Online
		
Lecture Series on Buddhist Art					
1. 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the
4 月 12 日
18:30-20:30
Tibetan (Tubo) Empire and 				
Zoom webinar
its neighbors
2.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and
4 月 19 日
18:30-20:30
Dr. Amy Heller		
early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art in Central Tibet					
3. Revival of Buddhism in
5月3日
18:30-20:30
Western Tibet and the Western
Himalay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ashmiri Style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電話：3917 5078

「生存、死活、生活」
					
YouTube 播放
系列對談—					
1. 創造成功因緣
4 月 16 日
20:30
李焯芬教授		
				
衍空法師主持		
2. 死活中的生活
4 月 30 日
20:30
朱慧敏小姐		
				
衍空法師主持

智度會弘法慈善基金
電郵：sec.ppca@gmail.com

網上佛學講座					Zoom 網上講座
1. 淨土記憶：祖師弘法的
4 月 22 日
18:30-20:30				
歷史呈現與當代承續			
溫金玉教授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2. 紹隆佛種：當代內地傳戒
4 月 29 日
18:30-20:30			
電話：3917 5078
活動的考察與反思

法會 及 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眾緣和合齊抗疫」畫展 4 月 23 日至 24 日
九龍佐敦道 37A 德寶城商業中心 15 樓
						

主辦單位
香港佛學研究所
WhatsApp：9132 8532

* 所有活動之安排，以主辦機構最新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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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
芳名

《香港佛教》743 期助刊鳴謝
關中珵．關中麟

$1,000

妙 聞 妙 明 妙 迦 ．馬 文 略 ．許 麗 真 ．陳 麗

TANG WAI SZE FONNY．余善恆 蔡址

CHAN CHAK MING．YIP YUEN

雯．曾焯強

謙 ．李 修 慧 ．張 芯 僑 合 家 ．梁 永 立 ．麥 秀

SHAN．林鄧玲(已故) 鄧劉芳(已故) 林中

陳木田(已故) 潘漢堅(已故) 彭葉桃(已故)

文(已故) 林錦文合家 林智健合家．胡文耀

$200

珠．劉佩君．盧俊榮合家．羅維周．關偉康

$150

(已故) 雷學金(已故) 雷建華合家

$500

黃子光合家

LAU JIK TING．許莉莉．謝子亮

$300

PROFITS CONSULTANT COMPANY．

$100

$108

放生功德芳名（2 月 1 日 - 2 月 28 日 )
永義(香港)有限公司

$50,000

李黃容惠．李漢杰(已故)．李馥嘉 許馨心．

古耀隆 高肖霞 徐鳳屏 徐永聰 徐永恒 曾雯

MOK CHUNG KIT

$10,300

梁世成．陳文晞．黃小敏．黃國強．溫復錚

麗 徐豐杰 徐豐葦 關玉祺 陳寶媛 關建民 陳

$1,000

感恩 陳寶娃 陳寶婺 李永康 梁金鳳 李慶然

蔡銳希

$5,300

馮玉英 溫穎豪

關中珵．關中麟

$4,000

ZOEY YAMAMOTO

$800

梁瑋詩 李慶龍 李詠琪 李慶麟 李梓鍵 李浚

黃展和

$3,000

WAI YUEN SZE

$588

廷

SO CHUNG FEI

$2,600

CHENG MEI YIN．CHOY SIU FAI．

ALICE WONG．張子南(已故) 劉然娥 羅詠

梁玉梅．無名氏

$2,500

KWOK HANG TUN CLAUDIA．王定憲

嫣 李宗銳

$400

LO TZE KAI

$2,200

(已故)．杜文樂．周麗．林玉琼．林嘉儒．

SIT MAY LAN TAMMY

$388

無名氏

$1,700

林鄧玲(已故) 鄧劉芳(已故) 林中文(已故) 林

CHAN OI KI．LAM WAI TAK．LEE

WONG TO YUEN．李來嬌 張志發 王來娣

錦文合家 林智健合家．殷人珍(已故) 蔡亲

BIK KEI．尹國華合家．胡芷晴．莫志鴻

張展龍 王東來 何倩兒 王曉瀛 王曉藍 王憲

明．袁錦華．梁素雲．許漢文 劉惠秋合家．

合家．許莉莉．郭炳佳合家．陳雅妍．楊燕

山．張楚喬 LUC DONALD 張鎮朗 王杏

陳國榆 劉顏英 陳秀琼 陳健輝 陳迪熙 陳曉

華．樊金成．練頌玲．衞姿澄．關淑敏．

媚 王柏燊

$1,500

瑩 劉玉明．陳麗芳．無名氏．劉炳發(已故)

嚴詩琪

王立信

$1,300

邱大妹(已故) 劉小黑(已故)．禤雅妍．龍桂

何嘉玲 倪志堅合家 何傳信合家 何嘉慧合家

福名氏

$1,200

英．藍俊荣．龔氏兄弟姊妹．龔宅合家

何浩文

$250

陳樹鵬

$1,001

$500

無名氏

$220

WU TIK CHI DICKY．吳啟和 龔慧瑜合

梁玉燕 馮喜華 馮寶康 王謹怡 馮寶健 古志

佘日峯

$210

家．吳詠淇 楊錦堂 楊萱兒合家．岑錦志．

雄 卓耀明 梁浩然合家 李茂成合家 許美美

陳國強合家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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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300

功德
芳名

放生功德芳名（2 月 1 日 - 2 月 28 日 ) 續
CHEUNG KA CHUN TONY．FUNG

YUEN TING．STEVEN TING．SUNG

瑤．謝子亮．鍾天養合家．鍾彥章．鍾基(已

YIN KI．HUI LOK SHAN．KAN SHU

KA MAN．TANG WAI SZE FONNY．

故)．韓慶．羅奉英．譚慧詩．關偉康．蘇慧

YUEN．TO CHI SHING．TO CHUN

TSE LUI LANCELOT．WONG YUET

凝

HUNG MARK．丘帶娣．朱淑蘭 劉浩賢

MING．WOOD PLACE 男裝公司．XU

戴麗珍 甄秀華 陳達明合家 黃子源合家 甄

JING．王顯文．司徒海恆．江靜瑤．何國

本月放生的餘款將撥入放生護生專戶。

秀賢 甄秀蘭 甄秀芬 葉淑芳 袁卓然．何嘉

醒合家．佘承禹．吳劍青合家 吳庭輝合家

因版面有限，迴向文及捐款HK$100以下之

敏．佘綺雯．呂廣雲．李文亮．李念慈．李

吳鴻基合家 吳潤榮合家 吳嘉鑅合家 李文泰

功德主未能於此刊登及鳴謝。

修慧．袁寶嬌 張晉源．梁玉蘭．梁祺泰．許

合家 吳梓瑩．李佛弟子．李祥泰(已故) 關

芷榛．許炫堃 林世堃．許詩俊．許麗真．陳

順意(已故)．李樹偉(已故) 李樹賢合家．李

志邦．陳英傑．陳國峰．陳惠明．陳麗雯．

樹強合家 李樹輝合家．施玥夷．胡新明．

無名氏．鄔錫明合家 葉智賢合家．蔡鑑鴻．

韋金妹(已故)．倪漢松(已故)．翁克麟 呂少

盧滿堂．戴玉芬．關敏儀．譽嘉儀

$200

娟 翁顥軒 翁愷彤．翁陳宅．馬小紅．張芯

MA YOK FONG．李志南 黃麗儀 李鎧潼

僑合家．張阿瑜．張夢秋．張夢霜．釋淨達

譚永堅 黃麗娟合家．羅運開 羅楊美好合家

法師．眾無名氏．莫君德．莫禮嘉．莫懷

$150

德．許宅．許佛弟子．許樹林．陳佛弟子．

鄧家賢合家

$120

陳信明．陳星宏．陳浩銘．陳敏瀠．陳梁美

AMGL & CO ．陳詠怡

$108

蓮合家．陳愛華．陳嘉銘．陳嘉鏻．黃兆佳

ADA YIP．CHING HEI VARGHEESE

合家．楊翠蓮．葉城烽．趙慧儀．劉佩君．

SIMON ANDREW VARGHEESE．LAM

劉誠嘉(已故) 岑帶(已故) 朱應堅(已故) 甄國

SING YUEN．LAU MAN YEE．LEE

光(已故)．歐陽六．潘耀康．蔡加煜．蔡如

MAN KI．LO LOK TING．PROFITS

鑾．鄧惠容．鄧群娣．鄭勇成．鄭雞六．黎

CONSULTANT COMPANY．SHUM

婉旺合家．盧志偉．盧鈞泰．霍錦充．霍靜

$100

放生的意義
放生的意義是當眾生面臨生命危險的威脅時，施以援手，給牠們一條生路、一個生機。即使牠們可能會遭遇其他危險，最少
也給了牠們一次生存機會，之後的遭遇亦只能看其因緣了。放生的意義，更重要是培養護生、尊重及關愛生命的慈悲精神。
所以，放生活動不應為求福而放生，應以長養慈悲心來放生、護生。若只為自己求福，不顧及放生的環境、條件等因素，而
令放生物受苦則屬罪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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