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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濟世七十載，薪火相傳創未來
　　佛光普照，法運昌隆。本會自 1945年成立迄今，
七十載光陰倏忽而過。回顧創會之初，篳路藍縷，艱辛
備嘗。仰承教界大德宏籌碩畫，歷屆董事篤志力行，以
及各界善長悉心護持，始為本會日後發展奠定堅實基
礎；復蒙四眾同人一步一腳印，為法為教，盡勞盡瘁，
方有今日可喜之成就。
　　「根深則葉茂，源遠則流長。」七十年來，本會扎
根香港，服務社群，弘揚佛法，淨化人心。時代日新月
異，本會各項善業亦與時俱進，穩健拓展，時至今日，
更見蓬勃。目前，本會轄有佛教醫院、中醫診所、佛教
墳場、安老院舍、長者中心、文化活動中心、青少年中
心、佛教中學、小學、幼稚園及幼兒園等服務單位四十
餘間，服務範疇包羅萬有，受惠對象遍及全港，備受各
界讚許。

躬身弱勢公益，悲深願大
　　「佛者，大醫王也。」會屬佛教醫院同人秉持佛心，
視病猶親，施醫贈藥，深受廣大患者及家屬的信賴和好
評。同時，本會透過分佈於港九各地的中醫診所和服務
點，為患者提供專業、廉宜的中醫診症服務，以滿足社
會對中醫日趨殷切的需求，惠及廣大基層市民。
　　長者是社會的寶貴資產。會屬長者服務單位緊貼社
會步伐，在鞏固現有成就的基礎上，不斷拓展服務領
域，回應長者的多元需求。同時，繼續透過院舍服務及
各類適切支援，提升長者健康與生活質素，讓長者得享
豐盛且有尊嚴的晚年生活。
　　兒童是社會未來的棟樑。多年來，本會同人以真情
凝聚力量，以願力托起希望，遠赴內地邊遠山區，深入
窮鄉僻壤，訪貧問苦，捐資助學，致力改善當地教育環
境，協助失學兒童重返校園，大愛無遠弗屆，善行有口
皆碑。

踐行慈悲中道，匡時濟世
　　繁榮，是香港市民引以為榮的成就；法治，是香港
社會賴以成功的基石。今年十月，「政改」爭議引發的
風波席捲全港，各界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古德云：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作為關心香港前途、關懷社
會民生的宗教團體，本會多次透過媒體，懇切呼籲各方
珍惜香港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面，以市民福祉為依歸，捐
棄「小我」與成見，以對話溝通凝聚共識，以尊重包容
化解紛爭。
　　香港是七百多萬市民共同的家園。所謂「家和萬事
興」，和則共蒙其利，鬥則兩敗俱傷。意見分歧終有彌
合之道，社會撕裂絕非市民之福。面對人心浮動，社會
變遷，佛教同人須以慈悲為懷，濟世為志，作苦海之寶
筏，暗夜之明燈，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揮積極作用，踐
行佛教徒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

推動急難救助，扶危救困
　　近年來，全球各地災劫迭起，戰亂頻仍，疫病蔓延，
民生困頓。今年八月，雲南魯甸發生強烈地震，生靈塗

炭，骨肉分離，山河破碎，滿目瘡痍。面對突如其來的
災難，本會秉承慈悲喜捨之心，尋聲救苦，率先捐輸，
同時呼籲四眾同人慷慨解囊，賑災紓困，展現了「一方
有難，八方支援」的中華傳統美德和佛教界對社會責任
的承擔。同時，本會彙聚四眾願力，啟建「息災祈福冥
陽兩利大法會」，祝禱天災人禍不起，刀兵疫病止息；
罹難者往生淨土，早登極樂；倖存者心手相連，守望相
助，盡快重建家園，不致流離失所。

普及佛化教育，興學育才
　　作為一間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大型辦學團體，本
會在數十年的辦學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
豐碩的成果。會屬十三間佛教中學、七間佛教小學、六
間幼稚園及一間幼兒園，以「明智顯悲」為校訓，寓「自
利利他」於教育，教之以學，育之以德，致力培養學生
正知正見，引導學生明辨是非。學生深受佛法薰陶，「仰
則修持佛法、探求佛道以自利，俯則回饋社會、造福市
民以利他。」佛教弘傳後繼有人，佛法慧命生生不息，
實乃佛門之幸，眾生之福也！

弘揚孝道文化，慎終追遠
　　「百善孝為先。」本會藉舉辦一年一度的「清明思
親法會」，恭請諸山長老，大德僧尼，禮懺，持咒，為
往生者設壇超度，為在世者誦經祈福，冥陽兩利，存歿
均霑。會屬佛教墳場，背山面海，得天獨厚，為往生善
信提供安厝之風水寶地，後人藉登高掃墓，懷孝思親，
敦風厲俗，化世利民。

促進宗教交流，存異求同
　　宗教是安定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和平是宗教界共
同的信念和追求。長期以來，本港各大宗教和而不同，
透過對話、座談和互訪等形式，集思廣益，和衷共濟，
同心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促進社會的繁榮穩定，堪稱
香港多元文化和諧共融的典範。

拓展弘法空間，同願同行
　　人活到七十歲，已是垂垂老矣；歷經七十年風雨洗
禮的佛聯會，依然充滿朝氣。七十年滄桑巨變，佛教同
人依教奉行，始終如一。近年來，隨著會眾銳增，會務
日隆，本會現有會所早已捉襟見肘，不敷應用，惟有另
覓他址籌建新會所，因應日益增長的多元弘法需求。茲
事體大，在在需資，實有賴教內緇素大德，各界善長仁
翁，秉持過往對本會的關心及護持，繼續發心貢獻，俾
便會眾同人弘揚佛法有地，服務市民有所，其功德可謂
無量無邊。	  
　　回眸過去，無限感恩；展望未來，任重道遠。切盼
佛教同人，群策群力，為促進香港政通人和、市民安居
樂業而精進不息。佛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本人深信，在四眾同人精心培植灌溉之下，香港佛教弘
法利生大業必將日益隆盛，代代相傳。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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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常務董事會

義務司庫

財務委員會

義務秘書長

秘書處

總務主任小組委員會
	  	  1.	  香港佛教醫院管治委員會

	  	  2.	  	  中醫服務發展委員會

	  	  3.	  學務管理委員會

	  	  4.	  弘法工作委員會

	  	  5.	  香港佛教墳場管理委員會

	  	  6.	  會產管理委員會

	  	  7.	  青年活動委員會

	  	  8.	  慈善及安老服務管理委員會

	  	  9.	  婦女聯絡委員會

10.	  公關事務委員會

11.	  會員活動委員會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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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
第六十屆董事會董事及顧問名單

*****  (佛曆 2558年    2014年度 )  *****

會　　　長	   ：	   覺　光法師	   	   	  

首席副會長	   ：	   永　惺法師	   	   	  

副　會　長	   ：	   智　慧法師　　黎時煖居士　　林漢強居士	  

執行副會長	   ：	   道　平法師　　寬　運法師　　宏　明法師　　何德心居士

秘　書　長	   ：	   演　慈法師

總	  務	  主	  任	   ：	   紹　根法師	   	   	   	   	   	  

司　　　庫	   ：	   何德心居士	   	   	  

副	  秘	  書	  長	   ：	   林志達居士

副總務主任	   ：	   妙　光法師　　衍　空法師	   	   	   	   	  

副　司　庫	   ：	   崔常祥居士	   	   	  

常	  務	  董	  事	   ：	   果　德法師　　妙　慧法師　　楊　釗居士　　李家祥居士

董　　　事　：　	   融　靈法師　　智　鴻法師　　廣　琳法師　　常　光法師	  

	   	   	   圓　慧法師　　妙　慈法師　　瑞　洪法師	   修　岸法師	  

	   	   	   果　慧法師　　悟　藏法師　　林漢環居士　　莊學山居士	  

	   	   	   馬清煜居士　　楊駿業居士　　梁果興居士　　梁衛珍居士　

	   	   	   余潔冰居士　　溫綺玲居士　　溫果和居士　　胡韻琴居士	  

	   	   	   張梅桂居士　　張慧燊居士　　邱惠南居士　　林詩欣居士

	   	   	   張淑芬居士	   	   	  

名	  譽	  顧	  問	   ：	   了　知法師　　泉　慧法師　　健　釗法師　　淨　雄法師

	   	   	   傳　敏法師　　淨　達法師　　達　義法師　　陳維信居士

	   	   	   周君令居士　　廖垣添居士　　呂榮光居士　　盧偉強居士

	   	   	   潘宗光教授　　李焯芬教授　　簡文樂居士　　徐傳順居士

	   	   	   黃慕顏居士　　江淑嫻居士　　鄭常智居士　　沈張婉居士

	  

法	  律	  顧	  問	   ：	   林志達律師　　李家祥律師　　林漢環大律師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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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聯會眾董事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 GBS,	  JP	  大合照

覺光長老主持醒獅點睛儀式

覺光長老在曾局長見證下，獲授選任證書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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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
2014年度 (佛曆 2558年 )
各管理委員會委員名單

香港佛教醫院管治委員會

名譽監督：　覺　光法師、黎時煖居士

主　　席：　林漢強居士

委　　員：　	  衍　空法師、道　平法師、	  

寬　運法師、宏　明法師、	  

果　德法師、演　慈法師、	  

林志達居士、何德心居士、	  

李家祥居士、溫綺玲居士

中醫服務發展委員會

主　　席：　林漢強居士

委　　員：　	  何德心居士、李家祥居士、	  

衍　空法師

學務管理委員會

總 	  監 	  督：　覺　光法師

副總監督：　永　惺法師

主　　席：　黎時煖居士

副 	  主 	  席：　	  道　平法師、寬　運法師、	  

宏　明法師、演　慈法師、	  

莊學山居士

委　　員：　	  智　慧法師、妙　光法師、	  

衍　空法師、果　德法師、	  

妙　慧法師、圓　慧法師、	  

林漢強居士、何德心居士、	  

崔常祥居士、張梅桂居士

顧　　問：　潘宗光教授、李焯芬教授

諮詢委員：　	  郭民亮校長、莫仲輝校長	   	  

李玉枝校長、莊聖謙校長	   	  

葉素芳校長

弘法工作委員會

主　　任：　道　平法師

副 	  主 	  任：　	  妙　光法師、寬　運法師、	  

宏　明法師、果　德法師、	  

演　慈法師、妙　慧法師

委　　員：　	  衍　空法師、廣　琳法師、	  

常　光法師、妙　慈法師、	  

瑞　洪法師、修　岸法師、	  

悟　藏法師、林漢環居士、	  

馬清煜居士、梁果興居士、	  

崔常祥居士、溫綺玲居士、	  

秦孟瀟居士

顧　　問：　	  覺　光法師、永　惺法師、	  

智　慧法師、融　靈法師、	  

泉　慧法師、紹　根法師、	  

楊　釗居士、呂榮光居士、	  

陳家寶居士

香港佛教墳場管理委員會

總 	  監 	  督：　覺　光法師

副總監督：　永　惺法師

主　　席：　何德心居士

副 	  主 	  席：　	  道　平法師、寬　運法師、	  

宏　明法師、圓　慧法師

司　　庫：　崔常祥居士

委　　員：　	  智　鴻法師、果　德法師、	  

演　慈法師、黎時煖居士、	  

林漢強居士、林志達居士、	  

馬清煜居士、溫果和居士

司　　理：　張毅平居士

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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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

會產管理委員會

主　　任：　何德心居士

副 	  主 	  任：　	  道　平法師、寬　運法師、	  

宏　明法師、楊　釗居士

委　　員：　	  覺　光法師、永　惺法師、	  

果　德法師、演　慈法師、	  

黎時煖居士、林漢強居士、	  

李家祥居士、馬清煜居士、	  

崔常祥居士

青年活動委員會

主　　任：　衍　空法師

副 	  主 	  任：　妙　光法師、林志達居士

委　　員：　	  宏　明法師、果　德法師、	  

演　慈法師、妙　慈法師、	  

修　岸法師、果　慧法師、	  

莊學山居士、馬清煜居士、	  

楊駿業居士、李偉盛校長、	  

何婉瑩校長、何滿添校長、	  

惲福龍校長、劉子軒校長、	  

郭民亮校長、劉潤堯校長、	  

沈昇華校長、葉偉儀校長、	  

莫仲輝校長、鍾全明校長、	  

黃子正校長、陳志維校長、	  

陳瑞良校長、陳明智居士、	  

盧佩珍居士

慈善及安老服務管理委員會

主　　席：　果　德法師

副 	  主 	  席：　演　慈法師

委　　員：　	  	  永　惺法師、道　平法師、	  

妙　慧法師、圓　慧法師、	  

妙　慈法師、果　慧法師、	  

悟　藏法師、黎時煖居士、	  

林漢環居士、馬清煜居士、	  

崔常祥居士、梁衛珍居士、	  

余潔冰居士、溫綺玲居士、	  

溫果和居士、胡韻琴居士、	  

張慧燊居士、邱惠南居士、	  

林詩欣居士、陳瑞華院長、	  

陳淑敏主任、黃金鳳主任

婦女聯絡委員會

主　　任：　溫果和居士

副 	  主 	  任：　	  崔常祥居士、梁衛珍居士、	  

胡韻琴居士

委　　員：　	  余潔冰居士、溫綺玲居士、	  

張梅桂居士、邱惠南居士、	  

林詩欣居士、崔常敏居士、	  

黎淑華校長、李燕秀校長、	  

伍淑英校長、馬小燕校長、	  

蔡文娟校長、林少娟校長、	  

黎潔群居士

顧　　問：　沈張婉居士

公關事務委員會

顧　　問：　楊　釗居士

主　　任：　演　慈法師

副 	  主 	  任：　李家祥居士、林漢環居士

委　　員：　	  道　平法師、寬　運法師、	  

宏　明法師、衍　空法師、	  

莊學山居士、馬清煜居士、	  

胡韻琴居士、張慧燊居士、	  

林詩欣居士

會員活動委員會

主　　任：　妙　慧法師

副 	  主 	  任：　	  果　慧法師、崔常祥居士、	  

梁衛珍居士

委　　員：　	  智　慧法師、智　鴻法師、	  

果　德法師、演　慈法師、	  

悟　藏法師、黎時煖居士、	  

林漢強居士、何德心居士、	  

梁果興居士、余潔冰居士、	  

溫果和居士、李燕秀校長、	  

馬小燕校長、林少娟校長

會方對外發言人

永　惺長老、道　平法師、寬　運法師、	  

宏　明法師、演　慈法師、黎時煖居士、	  

林漢強居士、莊學山居士

8



69週年會慶素讌

69ḠᑧỒ⇠₈⇠᧸ዲጀḠᑧ᠖᪳᭘᪳ᗦ▚
　　本會於 2014年 11月 15日	  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成立「六十九週年誌慶聯歡晚宴

暨慶祝七十週年活動啟動典禮」，當晚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方、各宗

教領袖代表、佛教道場代表等均有到賀，濟濟一堂。

　　晚宴開始時，本會特別為「慶祝 70週年活動」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啟動典禮，由副會長智

慧長老、副會長黎時煖居士、執行副會長寬運法師、執行副會長兼司庫何德心居士、秘書長演

慈法師、常務董事兼副司庫崔常祥居士聯合主持，一同為本會踏入第七十個年頭慶祝。

　　席上展示了過去一年來的重要活動，包括中醫醫療、社會服務、學務和營地等各項服務上

的最新發展，更邀請了殿堂級歌手陳潔靈小姐、Mr	  Howard	  McCrary、Mr	  Kevin	  Thapa和二胡大

師王國潼教授助陣，令大會頓增光采、生色增輝。

　　新一年本會將陸續舉行一系列活動，包括在佛誕吉祥大會期間邀請享譽中外的中國開封大

相國寺佛樂團蒞港演出；會慶期間舉行「佛化德育及教育論壇」、「漢藏南吉祥祈願法會」，

以及盛大會慶素宴等。另外本會在 2015年亦會舉辦捐血活動、到深水埗區派發愛心飯盒及探

訪在囚人士等，實踐「弘揚佛法、普化眾生」的使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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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ự⅟᠐ᜳᅖ⅋ዷጰᣔ
教育服務　弘法利生
　　香港佛教聯合會 (下稱本會 )慈善事業始於教育服務；當時正

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香港社會街頭遍佈流浪孤兒，本會

仝人為教導貧苦、培育棟樑，於灣仔道 117號一棟四層木樓物業，

開辦「中華佛教義學」。

　　本會向來重視教育服務，一直慈悲為懷，以弘法利生為目標。

會屬學校均以佛陀精神為辦學宗旨，秉承校訓「明智顯悲」，提

供優質教育，致力培育學生終身學習，全人發展。

明智顯悲　成就全人
　　本會相信，學校傳授的「知識」，只是軀殼；透

過「佛化教育」，才能豐富其內在，讓「知識」與「品

德」結合，成就「全人」。故本會每年均投放大量資源，

為學童提供適切及優質的佛化教育服務。本會現有會

屬中學 13間、小學 7間、幼稚園及幼兒園 7間；本會

更於 2014年向教育局成功申請位於啟德新發展區內德朗邨的幼稚園獨立校舍，預計

本會第 8間幼稚園將於 2015年 9月開課。

扶助弱苦　培育棟樑
　　為貫徹本會初期開辦「中華佛教義學」的抱負，

本會一直透過多元化方式援助有需要學生；本會及

會屬學校設不同類型之獎、助學金及活動津貼，鼓

勵學業、品行、個人成長等方面表現優異或援助家

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同時，本會特設緊急援助金，

為有突發經濟困難的學生及其家庭成員

提供緊急援助。

　　另外，為照顧不同學習階段，本會

亦有為大專學生成立「弘法使者獎學

金」計劃及各類資助升讀本地及國內、

外指定大專院校的獎助學金；2014年，

本會更與香港教育學院進一步合作，簽

訂合作協議，深化雙方在教師培訓、教

學發展等範疇的合作。

中華佛教義學

會屬學校均以「明智顯悲」為校訓 -‐	  佛教
覺光法師中學本年度協辦分區浴佛典禮

會屬佛教金麗幼稚園舉辦
40週年校慶暨千人素宴

會屬佛教善德英文中學舉
辦 40週年校慶典禮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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ᒹᮿ⌊⇞ᅖᮧፓ፬⟏
嚴謹佛學課程　注入佛學種子
　　社會對青少年教育問題日趨重視，為成就全人教

育，本會一直以佛理薰陶，使學生知因果，辨善惡；

重視培養學生的品德教育，由創辦至今，不斷地推行

佛學教化的工作，各屬校的「佛學科」以本會佛學課

程及指定教材為藍本，嚴謹而有效，從知識、情意及

技能三方面，向學生灌輸佛學知識，潔淨心靈，歷來亦獲不同媒體、機構所報導，

廣受公眾所認識。

　　同時，會屬學校更積極以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佛教青少年團、義工服務、佛

寺體驗、禪修班、素食活動等，讓學生進一步比賽認識佛教。會屬中學與小學亦互

相銜接配合，如舉行佛經說故事比賽，佛誕徵文比賽等，期望以完整的佛化教育規

劃，在學生的成長中，埋下佛法的種子，建構良好品德，成就全人教育；其中佛教

青少年團於 2013-‐14年度共有 34間中小學參與，團員人數近 20,000人。

佛化為體 匯聚力量 
　　佛教中的「法」，是指行為的模式和規範，與

「品德」的意義相同。佛化德育的推行，實有賴本

會先賢多年來齊心一致，心無罣礙，「無我」地隨

本會辦學理念而辦學，匯聚力量方能繼往開來。

　　近年，本會屬校間取得共識，落實推行《佛化

德育及價值教育》，將佛化與德育及價值教育結合；

「佛法」源於佛理，是高尚的品德標準，對生命亦

有全面的探究。故此，本會以「佛法」為體，修訂《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承蒙

各校法團校董會支持，各校按本會指引，進行推展工作。教育界對本會開展及推行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相關計劃反應正面。

《百喻經》說故事比賽：黎時煖副
會長與崔常祥居士到場欣賞比賽

「吾生悟死」活動：參加學生
體驗傷病者生活

「第二屆佛化生命價值教育之旅」：佛光山台北道場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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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德育　建構全人
　　課程發展是一個延續及不斷優化的過程，《佛化德育及

價值教育》為學生提供一個有系統而具備延續性的學習經歷，

照顧其成長需要，並以價值觀和態度為導向，培育學生品德

及人文素質，進一步推動德育及價值教育。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不論在課程、課時、甚至課堂

活動上，都給予適當的資源及充足的指引，讓會屬中、小學

推行佛化德育的工作。早前，本會會屬學校更積極舉辦不同

類型的課後活動，讓學生能接觸佛理，建構正確的品德價值

觀，如：佛教黃允畋中學及佛教黃鳳翎中學的倫理與宗教科

便合辦了「『吾生．悟死』生死探索體驗」活動，讓學生探索生命。

透過體驗學習，輔以佛理見解，啟導同學領悟活在當下的道理，活

出精彩的人生。

全面推行　階段發展　
　　本會會屬學校配合本會之宗教理念，秉承本會之辦學宗旨，將

佛化理念融入德育及價值教育之中。本會於 2013年 6月率先開展第

一階段的工作，發展初小及初中的《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教材套，

至於另外兩階段工作開展程序如下：

第一階段 發展初小及初中的《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教材套

第二階段 由專責人員推動、指導、協調及評估《佛化德育及價值
教育》的實施

第三階段 發展高小及高中的《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教材套；以
及支援校本專業發展相關活動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
育教材套封面設計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
育教材套設計角色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
育教材套設計角色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
教材套	  -‐	  相關佛學概念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教材套插圖 -‐佛陀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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Ổᶋ᤺ᅖⓨᦄᗴᓆ
優良傳統　合作基礎
　　本會定期舉行聯校畢業典禮、聯校運動大會、聯

校教育研修日、聯校教師發展日、聯校活動及比賽等

以加強會層學校的聯系。本會活動與時並進，如：本

年佛誕卡設計比賽以「電子卡」形式進行，配以電腦

動畫及音樂，既迎合時代趨勢，亦方便學生間互相傳

送，共慶佛誕吉祥。

專業團隊　互助互享
　　本會屬校著重友校協作分享，會屬學校及教師

充分合作，發揮團隊精神，提升專業質素。會屬學

校發揮互助精神，會屬幼稚園、小學及中學間均成

立校長會，在本會及各校長的帶領下，設不同類型

的教學專業合作會議，如：課程發展會議、專科老

師聯席會議、專業發展會議等。

　　以會屬幼稚園為例，會屬校長定期舉行交流會

議，分享學校行政管理經驗；另外，會屬幼稚園副校長、主任及教師亦就日常運作，

包括課程、時間表、家校關係、學生成長等工作，組織「共同學習圈」，互相分享、

共同學習。

各方協作　集思廣益
　　本會一直鼓勵院校協助，透過與大專院校協作，優化

教育質素。本會於 5月與香港教育學院簽署合作協議，為

會屬學校學生學習、教師專業以至教育研究等方面，加強

溝通，建立良好伙伴關係，進一步強化大專院校對會屬學

校支援；各會屬學校亦積極與大專院校發展合作計劃，如：

大學專科教授支援學校課程、參加優化學校發展計劃等。

　　隨知識型社會的來臨，本會重視知識管

理，並藉教育局「加強公營學校行政管理試

驗計劃」，進一步優化行政程序；計劃內容

強調多方參與，提升學校在資訊管理、資源

運用等工作的效率及透明度，為「學與教」

創造空間，讓學生受惠。

本會副會長兼學務管理委員會主
席黎時煖太平紳士代表本會，與
香港教育學院正式簽下合作協議

本會秘書長兼學務管理委員會
副主席演慈法師出席「辦學團體
與校長的品德／生命教育角色」
論壇，分享本會的生命教育工作

佛誕卡設計比賽高中組冠軍	  -‐	  
佛教何南金中學	  曾曉晴

會屬幼稚園學習圈，分享營辦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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ᑯⓒ⋙Ἃᅖ⁞⒫∿Ṍ
支持鼓勵　全人發展 
　　香港佛教聯合會投放大量資源於教育服務，會屬學校以

全人發展為目標，提供優質教育服務。各校師生在本會的支

持下，屢獲佳績，獲多個國際及地區大賽獎項。如：	  舞蹈比

賽金獎、各組朗誦比賽冠軍、管樂節步操比賽總冠軍、「香

港綠色學校獎」、傑出義工服務獎、機械人世界盃、創意思維世界冠軍等。

義務工作　服務社群
　　會屬學校關愛社區，替學生建立正面形象，培養學生服

務精神，讓學生走出學校，投入社會，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及

弱勢社群。會屬學校從幼稚園階段開始，培養家長及學生的

服務精神；小學階段為學生提供定期服務機會，如：義工隊、

制服團隊，養成服務習慣；中學階段則鼓勵學生主動組織服

務，身體力行。其中，佛教黃允畋中學 Vnet義工服

務隊去年獲義工獎勵計劃嘉許，成為全港第一隊中

學生義工小組獲得獎勵，成為香港傑出義工典範。

參與比賽　擴闊視野
　　除義務工作外，會屬學校亦積極參與各類比賽，

讓師生透過準備過程，獲得課堂以外的經驗。另外，

友校間亦不時舉辦聯校比賽，培養良性競爭。如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派員參加「傳

媒初體驗計劃」，讓學生體驗傳媒工作，明白傳媒傳達訊息的威力，提昇學生的媒

體素養及加強他們對傳媒的批判能力。過程中參與同學各盡所長，無論勝負與否，

均獲益良多。

成就非凡　有目共睹
　　今年先後有不同會屬學校師生，代表香港出賽，甚至獲得

佳績。佛教何南金中學代表中國到巴西參加世界賽，成為世

界盃八強之一，最終奪得「最佳傳感器應用獎」(Special	  Award	  

Use	  of	  Sensors)，獲得世界肯定；佛教黃允畋中學在「世界創

意思維活動競賽」，力壓 60多支國際隊伍，勇奪世界冠軍。

　　另外，佛教榮茵學校榮獲「第十二屆綠色學校獎小學組金

獎」，獲推薦參加「2014香港環保卓越計劃」學校界別的界別卓越獎，以表揚學校

成為教育界綠色先鋒，並透過學生向家長傳達環保信息，實踐綠色生活。

佛教慈光幼稚園藍天計劃
組織學生家長服務社區

佛教金麗幼稚園「愛
心頸巾送暖行動」

佛教黃焯菴小學同學
於全港小學區際田徑
賽獲 200米冠軍

佛教大光慈航畢業生	  -‐	  香港傑出運動員
吳安儀校友於校內桌球室指導學生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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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ᑧỒ✊⍆ᦄᱡᐡ∿Ṍ
學校名稱 獎項

佛教金麗幼稚園 2014觀塘區優秀學生獎
第 42屆全港幼稚園公開舞蹈比賽榮獲「金獎」及「最佳表演獎」
第一屆全港幼稚園通識問答比賽第一回合「第一名」

佛教曾果成中英文幼稚園 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頌師恩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優異獎
聖公會基愛小學主辦 2012	  –	  2013年度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個人二等獎、三等獎

佛教沈東福幼稚園 第 41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唱遊舞蹈	  幼童組 -‐金獎
全港十八區武動人生慈善鳳凰盃 2013	  幼兒速度組 -‐亞軍	  /	  幼兒擊破組 -‐亞軍

佛教傅康幼稚園 渠務署及承建商利達實力	  「共建啟德河」填色比賽冠、亞、季軍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13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暨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攝影作品》美術一等、二等、三等及優秀獎

佛教慈光幼稚園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舉辦之	  『親子年曆卡設計比賽』
冠、亞、季軍	  及	  優異獎
「元朗大會堂」舉辦之『2013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金、銀及銅獎

佛教真如幼稚園 (東涌 )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主辦全港幼聯兒童英詩朗誦比賽	  冠、亞、季軍
香港文化及藝術協會主辦	  二屆香港幼兒藝術節	  舞蹈比賽冠軍	  及	  大合唱亞軍

佛教慈慧幼兒園 九龍東“GREEN	  MONDAY綠色星期一”幼稚園填色及創意大賽 2013（親子組）
幼稚園高級組「最具創意獎」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第二屆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校園拔萃杯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獎
「2012第四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優秀小學生 

佛教黃焯菴小學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主辦	  第十一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2013-‐2014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3全港小學	  籃球挑戰賽──冠軍

佛教慈敬學校 《職安傳愛 25年郵票設計比賽》	  冠軍及優異獎
藍天綠地全港學界種植比賽	  學校組總季軍
2013健康和諧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之「關愛老師」及「關愛校園」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3年第八屆第四輪決賽之
鋼琴兒童 C組金獎
第 13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暨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美術一等獎、二等獎、優秀獎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集誦 )	  冠軍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小學籃球挑戰賽女子組冠軍	  男子組季軍
葵涌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冠軍
大中華區兒童英語創作及演講比賽銀獎

佛教榮茵學校 「第 28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基層賽事優秀組織單位獎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主辦	  第十二屆綠色學校獎小學組金獎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主辦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甲等獎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暑期閱讀約章 2013-‐好讀嘉許狀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2013-‐新秀組 -‐全場總亞軍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 -‐冠軍、女子乙組團體 -‐亞軍

佛教真如幼稚園 (東涌 )獲邀參加「世
界獅王及百年樹鼓展覽」表演項目

佛教林金殿小學同學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

佛教慈光幼稚園獲邀於
電視兒童節目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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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黃鳳翎中學 2013-‐14「今日公益，明日領袖」	  (獲選為「啪着 60個夢想」項目之一 )
2013年灣仔區傑出青年選舉	  (5位同學入圍 )
2013年香港島傑出學生

佛教大雄中學 2012-‐13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兩名、傑出劇本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13-‐14年度校際羽毛球比賽：男子甲組冠軍
第 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散文中五中六級冠軍
「青年家書」寫作比賽 2013	  初中組	  冠、亞軍及優異獎；高中組亞軍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筏可大戲台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南華早報暨外籍英語教師協會第 14屆全港英語辯論比賽季軍
2012年度香港 BMX黃金聯賽 (亞洲賽 )季軍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2013-‐2014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	  高中組金獎及優異獎；
初中組優異獎
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比賽	  (葵青 )	  慈善清潔籌款	  冠軍
第二十五屆全港佛教聯校運動大會	  男子組全場總冠軍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香港校際管樂節步操比賽全場總冠軍
第二十五屆全港佛教聯校運動大會	  女子組丙組冠軍
2013年屯門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2012年第三十屆新加坡龍舟河道香港杯	  香港代表	  冠軍
「童眼看世界」繪畫比賽 (亞太區賽事 )	  一等獎、二等獎及三等獎
第七屆大學文學獎	  少年作家獎

佛教黃允畋中學 第五屆香港傑出義工獎	  2013	  –	  傑出義工團隊獎
第八屆傳媒初體驗計劃	  –	  中學錄像組	  全場總冠軍；錄像組冠軍、
兒童權利精神獎、最佳影像獎、我最喜愛的錄像獎；中學報刊組	  季軍、
我最喜愛的報刊獎
世界創意思維活動競賽	  世界軍軍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九龍倉藝術獎學金
校際沙灘排球比賽女子組冠軍
2014年全港 (中學生組 )優秀青年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課程領導 )	  嘉許狀
全港龍舟邀請大賽 -‐冠軍

佛教何南金中學 青少年機器人世界杯「最佳傳感器應用獎」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關愛團隊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第二組 (九龍 )男子甲組 -‐-‐-‐亞軍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2013年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M21第二屆華人青年短片大賽」全港中學組第二名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得獎	  關愛校園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副校
長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
許 (課程領導 )

佛教黃允畋中學參與「世界
創意思維活動競賽」，與 60
多支來自世界各地隊伍進行
比賽，最後奪得世界冠軍

佛教何南金中學獲 RoboCup
青少年世界盃全國冠軍後，
向行政長官介紹比賽過程



18

教育服務

Ꮨ᭖᪱ᅖᐩឰᏦᗔ
迎合地區需要　服務社會大眾 
　　本會現有七間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為二至六歲兒童提供服務。各會屬幼稚園配合地

區需要，開辦半日制或全日制課程，或按需要開

設學前班課程。以佛教真如幼稚園（東涌）為例，

該校有見區內對學前班的需求，故於校內開設學

前班，服務地區需要。

　　本會會屬幼稚園均以培育兒童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全面發展為目標；

透過有系統學習，養成兒童的良好生活習慣，激發兒童學習興趣和培養積極的學習

態度，為未來學習奠定基礎。

兩文三語　鞏固語文基礎
　　香港佛教聯合會致力於推行兩文三語，會

屬幼稚園均讓幼兒學好語言，為未來發展打好

基礎。幼兒期的模仿能力及學習能力更不容置

疑，幼稚園內的教學與幼兒語言學習有著莫大

的關係。會屬佛教傅康幼稚園參加了由香港教

育學院推行的英語教學介入研究計劃，透過談

話、討論、活動和遊戲，提升幼兒的英語能力，並藉此優化課程編排，令學童可以

更富趣味、循序漸進地學習英語。

　　另外，佛教沈東福幼稚園、佛教真如幼稚園 (東涌 )亦參與教育局與香港中文大

學合辦的「促進學習的評估」支援計劃，透過專業檢視，協助學校提昇校內英語教學，

培育幼兒兩文三語的基礎能力。而其他會屬幼稚園亦定期舉行交流活動，支援幼兒

兩文三語的學習。

資源分享　優化管理 
　　在本會協助下，會屬幼稚園透過互相分享及交流計劃，與會方共同訂定優化幼

稚園會計及財務管理計劃，並著手電子化幼稚園會計工作程序，並希望透過計劃的

推行，增加會屬幼稚園間交流的機會。

佛教沈東福幼稚園學生進行科學探索活動

佛教傅康幼稚園	  -‐	  好圖書齊「悅」讀

佛教曾果成中英文幼稚園進行萬聖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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ጟ⍆⍆ᰂᅖᙱᐧ᭘ឹ
緊貼教育脈搏　推動教育改革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學校一直緊貼教育脈搏，不

斷求進，推動教育改革，邁向中、長期的發展。本會

會屬小學校長會轄下課程發展委員會積極與各校協

作，開發推動「自主學習」的課程。

　　會屬小學每年一度的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劉潔玲博士，為會屬小學全體教師舉行「自主學習的理論與應用」專題分享，以加

強教師對自主學習理論的認知和實踐方法。會屬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亦獲「優質教

育基金」邀請，向全港教師分享會屬小學推動自主學習的經驗。

發展健康心靈　貫徹辦學理念
　　會屬小學設立聯校心靈教育推廣委員會，全

年舉辦不同類型的心靈教育活動，配合佛化德育

及價值教育科的推行。每年，心靈教育推廣委員

會均舉辦全港佛教小學《百喻經》說故事比賽。

活動除希望讓學生透過說故事，發揮語言天分、

演講技巧及自信心，亦可以學習佛經道理，從而

培養正向生活態度及思想，確立積極及豐盛的人

生。

　　另外，心靈教育推廣委員會每年均舉行海外研習活動，去年的台灣之旅，不但

與台灣華江國小進行普通話互動交流，更參觀故宮博物院、法鼓山金山園、世界宗

教博物館等，藉此了解台灣的佛化教育及生命教育，讓學生透過「行動學習研究」

工作，深入瞭解佛法與品德的關係及重要；參加交流的學生代表回港後更須向全校

學生匯報並展示學習成果，讓全校學生分享經驗，共同成長。

佛教黃焯菴小學家長教師會活動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英文話劇組

佛教慈敬學校英文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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ᏘὋẀጟ⍆ᐬᜨ
會屬幼稚園及幼兒園 7間

共	  2199名學生	  及	  177名教職員

學校名稱 成立年份 地址 電話 傅真 電郵

佛教金麗幼稚園 1973
九龍	  藍田康雅苑
第九、十座地下

2346	  5162 2340	  9029 bklklt@netvigator.com

佛教曾果成中英文幼稚園 1981
九龍	  深水埗麗閣邨
麗萱樓	  三樓平台

2361	  1267 2387	  9041 mail@tsangkorsing.edu.hk

佛教沈東福幼稚園 1982
新界	  上水彩園邨
彩湖樓地下

2672	  7258 2670	  4801 bstfk001@gmail.com

佛教傅康幼稚園 1990
九龍	  黃大仙下邨
龍逸樓地下

2326	  1456 2320	  3042 bfhkwts@netvigator.com

佛教慈光幼稚園 2001
新界	  天水圍天悅邨
服務設施大樓三字樓

2617	  9981 2617	  2284 bckkg@netvigator.com

佛教真如幼稚園 (東涌 ) 2003
東涌逸東邨
逸東商場二樓

2432	  2088 2109	  4866
bcykgtc@biznetvigator.
com

佛教慈慧幼兒園 1998
九龍	  觀塘雲漢邨
漢松樓三號地下

2345	  6832 2389	  5190 bcwdn@hkbuddhist.org

會屬小學 7間
共	  4074名學生	  及	  421	  名教職員

學校名稱 成立年份 地址 電話 傅真 電郵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1945
香港	  鰂魚涌
康愉街 2號

2884	  4115 2567	  9897 kornhilla@eservices.hkedcity.net

佛教黃焯菴小學 1959
香港	  掃桿埔
東院道 11號

2576	  2638 2882	  4449 mail@bwcups.edu.hk

佛教慈敬學校 1969
九龍	  九龍灣
啟禮道 12號

2759	  4504 2750	  7448 info@bckps.edu.hk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1969
新界	  荃灣	  德士古道
大廈街 33號

2422	  0125 2484	  1417 blbyms@eservices.hkedcity.net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1972
新界	  葵涌	  
葵芳邨第五期

2422	  1747 2484	  1419 info@lkt.edu.hk

佛教榮茵學校 1989
新界	  元朗
鳳攸南街 6號

2475	  0433 2474	  6497 bwy2009@yahoo.com.hk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2008
新界	  元朗
馬田欖口村路 23號

2475	  3663 2475	  3991 info@bcwkms.edu.hk

佛教榮茵學校社區清潔活動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大匯演表演佛教慈慧幼兒園家長講座



21

教育服務

ጱ⍆⍆ᰂᅖᲐឰᏦᗔ
發展生涯規劃　開拓海外升學 
　　近年政府加強支援拓展中學生涯規劃。本會會屬中學一直致力於輔助學生生涯

規劃的工作，各校均設有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負責同工專責輔導學生，提供升學及

就業資訊，協助同學規劃人生。

　　會屬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著重於讓學生及早認識就業市場的需要，透過師友

計劃，與商業機構合作，讓同學於在學期間接觸及認識工作需要，更透過不同的活

動及溝通，讓年青一代學懂所需技能，為迎接未來各種挑戰作好準備。

　　對於繼續升學的同學，本會亦透過不同資源，獎助有需要同學。如「弘法使者

獎學金」、「能仁專上學院獎學金等」；對於未能升讀本地大學的畢業生，會屬學

校亦會介與海內外的大專院校保持聯繫，就升學途徑或最新資訊，助學生另尋出路。

善用各方資源　學校起動計劃
　　中學畢業出路多，會屬中學關顧學生的未來，

並將為他們締造更多機會。去年，會屬佛教黃允畋

中學及佛教何南金中學與商業機構緊密合作，讓畢

業生透過合作機會而獲得不同的工作經驗。如佛教

黃允畋中學學生與「有線電視」合作，學習電視製

作的流程及拍攝技巧；佛教何南金中學學生與「荷

里活廣場」合作，認識了更多商業營運及管理的知識。其中，更有畢業生在合作過

程中，獲機構承諾資助其修讀大專課程的學費，並為其畢業後提供工作機會。由於

有關合作計劃成效良好，本年將成功經驗進一步推廣至其他會屬學校。

學業成績　更進一步
　　除升學及就業前景外，本會對學業成績亦同樣重視；以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今年

中六級畢業同學為例，學校大部份中六同學均達本地大學聯招的基本要求，可見校

內師生非常努力，校方亦會適時檢視不足，追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至於其他會

屬學校，近年亦積極推動學業，以不同的研習活動，務求令更多會屬學生打好學業

基礎。

佛教大雄中學龍舟隊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步操樂團
自 2011年起，連續 3年蟬聯香
港管樂節步操比賽全場總冠軍

佛教黃鳳翎中學班際籃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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ጱ⍆ᐬᜨ
會屬中學 13間

共 8706名學生	  及 1114名教職員

學校名稱 成立年份 地址 電話 傅真 電郵

佛教黃鳳翎中學 1959
香港掃桿埔
東院道十一號	  

2577	  9485 2881	  0148 bwc-‐mail@hkedcity.net

佛教大雄中學 1969
九龍深水埗長發街
三十八號	  

2386	  2988 2386	  9365 office@mail.bthc.edu.hk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1973
新界葵涌
興盛路五號	  

2421	  2580 2494	  0104 info@bstc.edu.hk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1977
大嶼山大澳
大澳道	  

2985	  5150 2985	  5371 bfhmc@eservices.hkedcity.net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2009
新界大埔
翠怡街四號	  

2664	  0833 2664	  6687 btc@e.btkchc.edu.hk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1978
新界青衣
長青邨	  

2495	  3363 2433	  9009 ykn-‐mail@byknmc.edu.hk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1978
新界屯門良才里三號	  
大興邨屋邨中學
第一號	  

2462	  3177 2455	  9709 info@bshlmc.edu.hk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1979 新界沙田沙角邨	   2647	  3737 2636	  4050 bkkoffice@bkkss.edu.hk

佛教黃允畋中學 1981 新界沙田美林邨 2605	  2876 2602	  0776 wwt-‐mail@hkcampus.net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1982
九龍斧山
平定道十號

2322	  6915 2351	  3614 mail@bhscmc.edu.hk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1987
離島長洲
大興堤路 25號

2981	  0188 2981	  9467 wyb-‐mail@hkedcity.net

佛教何南金中學 1988
九龍油塘
高超道三號

2340	  0871 2347	  3665 enquiry@bhnkc.edu.hk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1998
新界天水圍
天柏路十八號

2445	  7171 2617	  1038 bmf-‐mail@bmf.edu.hk

佛教黃允畋中學義工隊獲嘉許為傑出義工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參加香
港電台傳媒初體驗比賽獲獎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中一迎新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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Ა␈ỉᏘὋẀᅖឰᐉᏘ᭖ỉᗦ≨
多年經驗　作育英材 
　　本會扎根香港七十年，致力服務貧苦大眾，本

會認為扶貧最有效之法是教育，故申請開辦位於啟

德發展區德朗邨的幼稚園校舍，希望透過學前教

育，為貧苦家庭建立支援脈絡及向上流動的階梯。

透過身、心、靈平衡的教育推動環境保育，透過繪

本遊戲及創藝教學推動藝文保育，強化家庭教育及

支援措施，建立以「人」為本的幼教核心價值。於剛過去的 2014年 8月本會獲教育

局通知，正式批准上述幼稚園校舍申請，預計新幼稚園將於 2015年 9月開課。

善長捐款　促成美事
　　新幼稚園的成立，更獲善長陳策文先生慷慨捐

助一筆為數五百萬的款項，資助新幼稚園之開辦費

用。陳策文先生和太太都是虔誠的佛教弟子，護持

三寶，為了答謝陳先生及家人的樂善好施，本會將

德朗邨新幼稚園命名為「佛教陳策文伉儷幼稚園」。

「社區生態．全人經絡，幼教起動九龍東」 
　　佛教陳策文伉儷幼稚園以「社區生態．全人經絡，幼教起動九龍東」為標語，

意謂從協助社區弱勢家庭子女構建一個有機網絡，積極為幼兒營造融合環境保育及

藝文保育的學習環境，透過家庭教育及社會各方支援，培養幼兒身心靈健康，為終

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奠下基石，同時為和諧社會的發展加添正能量。

　　本會將以不同的實踐策略，配合完善的管理與組織制度，調整新幼稚園無論在

「學與教」、「校風培養」、「家庭支援」、「學生表現」、「自我評估」等具體工作。

會屬幼稚園校長集思及經驗交流會，交
流管理經驗，為籌備新幼稚園作準備

捐辦人陳策文伉儷及其千金陳英
瑜小姐（中）到訪德朗邨幼稚園
校舍，十分滿意校舍配套及設施

陳策文先生（左四）及其千金陳英瑜小姐
（左三）親臨本會，舉行簡單的捐贈儀式，
本會副會長黎時煖太平紳士（右四）、執行
副會長何德心居士（右三）及董士邱惠南
居士（右二）代表接受，秘書處代表陪同

佛教陳策文伉儷幼稚園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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Ꮶᗔ᭬᤺  
建立共同學習圈　促進教學交流 
　　本會會屬學校藉教育局「加強公營學校行政管理

試驗計劃」的機會，著手優化會屬學校的行政程序，

透過分享交流以達到協同之效；另外，就本會開辦新

幼稚園的契機，本會幼稚園教職員間建立定期交流會

暨共同學習圈，以相互合作的模式，交流教學心得。

　　從此可見，本會在聯合緊密協作的基礎下，逐漸以「分享、交流、推廣」的模式，

建立共同學習的氣氛。本會希望在會方的協調下，繼續發展有關合作模式，並在各

層面建立共同學習圈，以發揮更大的果效。

完善學校課程　推廣佛化德育
　　本會相信學生透過佛法薰陶，能有效建立正確價

值觀及全面的身心發展。故此，本會辦學一貫以佛學

教化為宗旨，佛學科亦為必修科目；另外，佛化德育

及價值教育亦是近年本會教育服務的一個重點，本會

期望透過進一步整合、完善、優化各會屬學校的佛學

課程及相關活動，規劃學生全人發展建立。

　　	  另外，本會深知幼兒教育對建立兒童價值觀及學

習基礎的重要性，故開始研究於幼兒教育內容中，拓

展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課程。

全港佛教中學聯校運動大會 -‐
比賽盛況，各賽員全力爭勝

全港佛教小學聯合運動大會 -‐佛
運健兒眾一心，全力以赴冀奪金

佛化生命價值教育之旅 -‐	  學員
於佛光山台北道場體驗修行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學生參加佛誕飄色活動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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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ᘶᑵ
　　本著佛陀「慈、悲、喜、捨」的精神，本會在幼兒關愛、青少年事務、安老護

老和社會公益等服務領域，積極發展，不斷完善，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提供優質服

務和支援。

ᑠᒘ᪱
　　面對香港人口老化這項嚴峻挑戰，本會配

合「老有所為」及「持續照顧」的政策，為體

弱長者提供持續照顧的安老宿位，照顧其生活

起居、洗衣、膳食、輔導、醫療，並定期舉辦

閒暇活動，為長者身心皆作出最佳照顧。此外，

亦為五十五歲以上之長者提供長者地區支援服

務，讓他們繼續留在熟悉的社區內生活，頤養

天年；並為護老者提供支援，以達至家庭融和。

᪇᜔ἇ❁᪱

ᒹ᭖ᕫ᪑Ἓᢒ✬ᮿᑠᒘ᪇
　　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乃香港佛教聯合會

主辦受政府津助的安老院舍，自 1993年 5月投入

服務。為配合政府的安老服務政策，本院於 2008

年中增辦自負盈虧部，提供住院照顧服務予區內

有經濟能力的長者。目前，本院的津助部及自負

盈虧部合共提供 266個宿位予有需要的長者。

「沈馬家園」近貌
　　大裝修工程於 2013年 10月圓滿結束，自工程

峻工後，本院已 (由提供護理宿位 )正式轉型為提供

長期護理宿位的院舍，這意味着入住本院的長者，

即使日後身體機能轉弱至護養院程度，仍可留在本

院，無須轉往其他院舍接受護養服務。

　　由社會福利署獎券基金撥款的大裝修工程雖已

結束，但多項改善工程 (由本會及本院善長捐助 )自

2013年 10月開始紛紛展開，包括：各層客廳安裝假天花、各層增加面談室、各睡房

門頂加裝風閘、天井平整美化工程、各層小廚更換磁磚及鋼具、各層護士站廁所更

換磁磚及潔具、大堂翻新、配藥室擴建搬遷及更換搬扶器材等等。在各方善長及友

好的大力支持，「沈馬家園」已添上新裝，煥然一新了。

有賴善長支持，我們可以出去同
其他老友記齊賀中秋，十分歡欣！

財神到！財神到！院友們
高高興興接過財神爺利是。

院內活動需要各方義工的幫忙，藉新春
活動答謝家人及義工們過往一年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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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的評審
　　正當沈馬團隊忙於籌劃各項改善工程及農曆新年的節慶活動時，突然接獲社會

福利署通知於 2014年 2月底到本院進行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的評審。對社會服務機

構而言，社署的評審是一個專業評審試。獲悉評審的日期後，我們立即組成特別工

作小組，有效及有系統地將院舍多年的文件、資料整理，為迎接評審做好準備。

　　多謝同事們一直以來的委身及投入，令到「沈馬」的服務得到各方的認同。連

社會福利署評審主任郭先生也打趣說，有一位家人要求他將問卷中「非常滿意」這

項改為「極之滿意」。

　　是次評審，在歡愉的氣氛中完成，我們亦順利通過及符合各項服務質素標準，

社署對本院整體的評語是：

未來展望
　　本院自 1993年 5月投入服務，至今年已整整廿一

年，為慶祝這重要的時刻，已於 2014年 11月 17日舉

行 21週年院慶暨積極晚年大使委任典禮及一連串的慶

祝活動，並很榮幸邀請由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擔

任主禮嘉賓，藉此向一直與我們結伴同行、不辭勞苦

的同事、感恩惜福的院友、體諒的家人表達由衷的謝

意，並繼續同步為院友創造更美好的條件，使他們能

頤養天年。

童年時，母親帶我暢遊公園；現在陪
伴母親同遊樂園，留下美好的一刻！

春和日麗，花團錦簇，
外出踏青，身心舒暢。 張建宗局長與本會董事及嘉賓一齊切

生日蛋糕，慶祝本院 21歲生日快樂。

適逢新年將至天井平整工程完成，
可以聚首一堂吃個團年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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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ᜇ᪸፱ᴆ᪱
　　本會透過位於銅鑼灣、灣仔、慈雲山及葵涌區的長者鄰舍中心及長者文化服務

中心，為居住在社區的五十五歲或以上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以下多元化社區支援服

務，讓他們繼續在熟悉的社區內居住，安享晚年。

	   1)	  健康生活教育

	   2)	  教育及興趣班組

	   3)	  長者外展工作及支援網絡

	   4)	  個人諮詢及輔導服務

	   5)	  義工訓練及對外服務

	   6)	  社區資源	  /	  長者褔利資料轉介

	   7)	  護老者支援服務及活動

	   8)	  小型飯堂

	   9)	  輕度弱老支援服務

ᒹ᭖ᲅṗᑁᜳᜇ⋧᜔ጱ፬
　　中心為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之首間長者活動中心，由善長傅波居士慨捐開辦費，

為對傅波居士襄助本會善業表示謝意，本會特以其先慈傅黃合女士為中心命名，以

彰善德，並於 1994年 8月正式投入服務，現有會員逾 1,300多位。

　　中心一直致力提供優質服務，以長者需要為依歸。

在服務過程中，更著力協助他們建立一個積極的生活態

度、推動長者參與、追求豐盛人生，各展所長。而區內

獨居和體弱長者眾多，中心除提供專業社工輔導外，更

積極推行外展支援服務，協助經濟困難、健康欠佳及缺

乏家人照顧的長者，更積極運用外界資源，透過不同地

區組織、團體及義工的網絡工作，為長者建立社會支持

聯絡網及發揮社區照顧之精神，彼此並肩攜手為長者們

建立一個豐盛及有尊嚴的晚年。

特別活動及服務
重現光輝歲月‧跨代傳承
　　活動計劃由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計劃撥

款贊助，於 2013年 5月至 11月期間進行。活動

內容包括有「穿梭古今懷舊之旅」、「傳承大使

義工訓練」、「跨代傳承工作坊」及「長幼共聚‧

重現光輝歲月嘉年華」；共有39位跨代傳承義工宣誓成為「傳承大使」，一起宣揚「耆

年璀璨樂傳承，共譜和諧創新章」的計劃目標。

佛教正行及張妙願長者鄰舍中心的老友記喜相逢

佛聯會義工親善家訪後拍照留念

由本會林漢強副會長向『雷伯
偉慈善信託基金』代表人致送
感謝狀及近千位長者之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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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古今懷舊之旅
　　與長者會員一起遊歷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香港故事

館，讓參加者回憶及懷緬過去的黃金歲月；還安排由社

區導賞員陪同講解，讓參加者能夠一邊欣賞不同的歷史

事物，一邊聽著導賞員詳盡的講解，認識及了解香港不

同歷史發展，就像一條時光隧道把以往的生活重現在他

們的眼前，勾起他們過往的回憶。

跨代傳承工作坊
　　工作坊分三個不同主題，包括傳統小食 (片糖湯圓及茶

果 )、懷舊玩意 (抓紙、挑竹籤、公仔紙及彈波子 )以及傳統手

工 (摺紙、織繩及福袋製作 )。傳承大使按照個人喜好及強項作

出分組，合共舉行七次工作坊，與區內百多位中、小學師生進

行交流，把他們過往的一些技能及強項展示出來。

「長幼共聚‧重現光輝
歲月」嘉年華
　　傳承大使及同學們透過大型嘉年華

活動，與社區人士分享各項活動的成

果，讓他們把在計劃裡所學到的技能及

經歷在社區內繼續傳承下去。嘉年華內

容非常豐富，包括長青幼才藝表演、

『港鐵義工』璀璨樂傳承表演、攤位遊

戲、幸運抽獎、懷舊歷史展覽、懷舊小食及健康食品推介等。整項活動有效促進長

青幼義工的跨代參與，發揮所長，並充分體現『耆老璀璨樂傳承，共譜和諧創新章』

的目標。

未來工作展望
‧ 釐訂長者需要，為體弱及有需要之

長者提供卓越服務；

‧ 倡導合理政策，建設長者安康環境；

‧ 推動長者參與，追求豐盛人生；

‧ 推動長者健康大使，為體弱及有需要之長者提供服務，及加設復

康用品優惠訂購等；

‧ 建立不斷學習的文化，讓長者們各展所長；

‧ 加強助人自助，推廣義工及陪老義工服務。

『長幼共聚‧重現光輝
歲月』嘉年華會十分熱
鬧，人山人海，樂也融融。

『長幼共聚‧重現光輝歲月』嘉年華啟動儀式

『迪士尼開心之旅』大合照

“傳承大使”進行簡單而
隆重的宣誓及簽署儀式

長者獲送贈禦寒物
品，彰顯人間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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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服務
　　中心於正暉樓的附屬中心舉行了正式開幕典禮，區

內不同界別機構人士蒞臨共慶，也讓不同街坊認識到附

屬中心推展的全新服務和更方便的社區位置。

　　為配合新年度及新中心的開展，中心銳意加強向附

近屋苑如慈愛苑、慈正邨較近位置的五幢公共樓宇、沙

田坳邨等宣傳新中心的服務，希望讓更多長者及其家人，

持份者們認識有關服務資源，擴闊中心的服務層面，惠

及更多慈雲山區的長者。

特別活動及服務
2013年度中秋午宴及
2014年團年飯迎春齋宴
　　本會安老服務單位的長者們得蒙	  本會董事胡韻

琴居士贊助參與以上兩項慶祝活動，讓來自港九新界

及居住院舍的長者千人歡聚賀佳節。

長者們到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與學生們一同做手工

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專員伍莉莉女士為新附屬
中心主持揭幕，與一眾董事及嘉賓合照留念。

關愛長者齋宴賀中秋，贊助
人胡韻琴居士與長者合照

ᒹ᭖Ꮹᒭᜳᜇ⋧᜔ጱ፬
　　中心以「正行」兩字命名－意指：提倡正當、合乎道義及和平的行為：藉依循佛

陀教誨，修持五戒，便能達到思想正確、行為正當的目標，也就是做人處事的正確方針。

只要能循規蹈矩，去惡從善，便會減少紛爭和罪惡，社會便能帶來融洽與祥和的氣氛。

　　2013至 2014年度中心以「社區資源漸提高，生活質素我主導」為服務目標，有見

同年黃大仙區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試行區分，加上長者生活津貼的實施等，凡此

均須教導長者有更明確理財及掌控退休生活安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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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傅康幼稚園學生到
訪中心與長者親近交流

黃大仙區推廣長者健康運動 2013之不痛耆英
　　中心聯同區內 12間長者鄰舍中心，獲黃大仙區議

會撥款籌辦一系列針對長者舒緩痛症的活動，包括舒

緩痛症運動班、痛症管理訓練小組、痛症到戶義工聯

合訓練、舒緩痛症教育大型講座、義工到戶探訪痛症

弱老等活動，透過痛症作介入教育長者，令黃大仙區

內持續受痛症困擾的長者受惠。

耆樂警訊開展禮暨同樂日
　　本中心參與警方警民關係組舉辦的滅罪大

使，多年來一直致力協助黃大仙區警民關係組進

行向社區內居民的宣傳工作。2014年 2月，警務

署正式宣佈於全港 18區成立「耆樂警訊」，當日

18區大使代表聚首一堂，參與了－「耆樂警訊開

展禮暨同樂日」，本中心長者更擔任黃大仙區攤

位義工，所有滅罪大使喜迎這個正式的正名大日

子！

未來展望
‧ 迎接長者服務隨人口老化的不斷演變，開拓更多

不同合作領域，造福耆老；

‧ 強化長者逆景自強、主動求助、分享困難和感受

的正向思維；

‧ 提供更多生活上的支援服務，讓長者以中心為第

二家的概念，在社區中老有所依。

樂耕園導師教授長
者鎅水仙球迎新春

滅罪大使們在邨內派發
單張宣傳預防高空擲物

警務署署長曾偉雄先生親臨支
持由中心滅罪大使主持的攤位

接受過導師貓步培訓的長者
於團拜活動內作時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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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區活動，笑容滿面

ᒹ᭖ᬑᔒ⚏ᜳᜇ⋧᜔ጱ፬

ᒹ᭖ᒺ∴፸ឤᜳᜇ፲ፓ᪱ጱ፬
　　中心一直以佛陀慈悲之心為宗旨、惠澤耆老的精神，為區內長者提供不同範疇

之服務，望長者能善用餘暇，關心社會，服務社群，以建立積極及正面之人生觀，

令晚年生活能更多采多姿，以建立長者正面形象。一如以往，中心特意推行特色活

動及創意班組活動，以滿足不同需要之長者。亦配合時代的變化，推陳出新，積極

發揮長者的才能，讓不同年齡層之長者能有充實及豐盛的晚年。

特別活動
穴夜越好瞓
　　上年度中心推動長者健康，以不同之方法為長

者緩減痛症所帶來之困擾，部份會員對穴位按摩有

更深之興趣；而會員更要求延續計劃，有鑑於服務

需求，中心特別以舉辦改善長者睡眠質素之穴位訓

練。計劃亦深受長者歡迎，成效十分顯著，期後更將學員組成義工隊，於探訪獨居

長者時教授緩減痛症穴位及到私營安老院探訪，望更多人受惠。是次計劃讓義工學

習改善失眠的穴位。同時，有助義工自助助人，透過持續的穴位按摩練習的確有助

改善睡眠的質素，而外出推廣及探訪活動，有助強化知識之餘，亦能令更多人受惠，

相得益彰。

千人手語傳愛大行動
　　中心一直均有舉辦手語學習課程，讓長者能透過手語演譯趣味歌曲，同時亦不

斷訓練長者手腦協調功能。此外，為讓長者能與外界有更多交流，中心參與由搭上

搭義工團及亞洲電視合辦之大型活動「千人手語傳愛大行動」，以宣揚傷健共融之

和諧訊息。活動初期義工學習經典金曲「擇星」之手語動作，學員投入用心，經過

多翻練習，會員能掌握手語技巧。活動當日假座沙田馬場參與千人手語活動，氣氛

熱鬧，活動能發放正面能量，從中亦感受到長者之付出及熱誠。

製作小冊子，讓長者於家中能持續學習

學習手語歌，參與傳愛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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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幼同心．活著傳承
　　活動由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計劃」撥款資助推行為期兩年之計劃，透過衣、食、

住、行四點來讓長者重整及回顧過去昔日的美好時光，也從中將其寶貴經驗傳承給

青年們，讓青年朋友更了解長者的過去，從而珍惜現今的生活，並在長者的過去人

生中，獲得堅強及知足常樂的信念。活動更特意製作一套四款之遊戲教材，把長者

之智慧及生活以輕鬆之手法，傳承下去，而活動深受長者及學生歡迎。

義工共聚慶團圓
　　義工服務是中心的重點發展項目之一，而長者對中國傳統節日特別重視，故中

心特別向灣仔區議會申請撥款資助舉辦此項活動。活動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是招

募及培訓長者義工，第二部份是長者義工們策劃活動與長者共賀中秋及冬至活動，

第三部份是長者義工們搜尋燈謎給長者猜以感受中秋氣氛，以及第四部份是與長者

義工們討論活動之成效以及感謝義工們的付出。希望透過有系統之義工培訓，讓長

者能更有信心推展服務，發展所長。

義工嘉許，表揚貢獻精神長者自行策劃活動，共慶佳節

長幼同歡活動，拉近彼此關係

繼住開來、展望未來
　　中心將繼續以佛陀慈悲之心為宗旨、惠澤耆老的精神，為區內長者提供不同範

疇之服務，望長者能善用餘暇，關心社會，服務社群，以建立積極及正面之人生觀，

令晚年生活能更多采多姿，以建立長者正面形象。亦積極鼓勵同工發揮個人興趣及

技能之餘，亦多發掘現時新興之班組及引進年青人之玩意，讓中心能有更多元化之

活動，以吸引不同年齡之長者參與中心服務，以擴闊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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ᗡᶝ፣ᑧ᪱

ᣍᵁᒹ᭖ⓨᑁỒ፣ᑧጱ፬
　　香港佛教聯合會本著佛陀慈悲為懷之心，配合社會
的需要，在 1989年 5月正式成立一所兒童及青少年中
心，中心座落於銅鑼灣香港佛教文化中心八字樓，佔地

七百六十三平方米，主要
為區內六至二十四歲的兒
童及青少年及其家長提供服務，希望透過多元化活動
啟發兒童及青少年研習佛學，及幫助彼等運用佛陀的
慈悲和智慧去認識及證悟人生。
　　隨著中心於 2010年 10月完成由獎券基金撥款進
行的現代化翻新工程後，中心更具時代感和活力，各
中心員工上下一心，繼續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多元化的
服務和活動，藉此鼓勵新一代的兒童及青少年能樂於
成長，敏於參與及勇於承擔。

特別活動及服務
生命教育講座及生命導向課
　　活動由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辦及中心協辦，於
2013年 10月分別假佛教黃鳳翎中學及培僑中學禮堂舉
行，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及培僑中學義工隊與傷殘
青年協會會員一同合作進行不同類型的團隊歷奇活動，
目的讓青年人了解到傷殘人士的堅韌精神之餘，亦讓
青年人去學習如何與不同能力的人一同協作體驗。

慶祝國慶六十四周年灣仔南分區環保時裝設計比賽
　　活動由灣仔區議會贊助，並由灣仔南分區委員會及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於 2013年 10月至 2014年 1月期間聯合舉辦。活動目的希望透過環保時裝設計比賽，

使用循環耍用物料，把 4R的環保原
則 (『重覆使用』(REUSE)、『循環再
用』(RECYCLE)、『減少浪費』(REDUCE)
及替代使用 (REPLACE))的元素注入服
裝設計上，向公眾及學生推廣環保信
息，共建和諧社區。是次活動獲得區
內多間學校團體支持參與，共接獲約
百多份參賽作品，作品設計新穎及具
創意。經評審挑選的二十份入圍作品
於 2014年 1月 18日假銅鑼灣禮頓山
社區會堂進行時裝表演比賽，得獎的
作品更獲安排於灣仔區內學校及商場
進行巡迴展覽。

三日兩夜露營歷奇訓練	  

童軍戶外露營訓練，進行
紮作活動及製作竹桌子。	  

城門碉堡探索之旅

「環保時裝設計比賽」各得獎者與嘉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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Ꮨᗡ᪱
　　位於觀塘雲漢邨之佛教慈慧幼兒園為 112名二至六歲幼兒
提供全日制學前教育及照顧，致力推行全面優質幼兒教育，提
供有利成長的教育環境，發掘幼兒創意思維，讓幼兒獲得德、
智、體、羣、美全面發展；並依據幼兒發展的特質及成長需要、
以備升讀小學。幼兒園除了提供全日教育服務外，亦提供暫託
幼兒服務及兼收弱能幼兒服務，以配合幼兒及家長之不同需要。

暫託幼兒服務
　　暫託幼兒服務於 1998年 10月開始提供服務，旨在為暫時未
能照顧幼兒的人士提供全日、半日及分段收費，每天提供一名年
齡由二至六歲之幼兒名額。

兼收弱能幼兒服務
　　兼收幼兒服務亦於 1998年 10月開始提供服務，旨在為有特
殊需要的幼兒提供適切訓練及教學計劃，從而讓他們獲得均衡而
全面發展。

未來展望
　　配合教育局對學前教育持續專業發展及免費教育遠景，幼兒
園致力提升學與教課程設計及教師專業培訓，透過不同機構的專
業培訓、交流與分享活動，擴闊教師教學視野，提昇學與教專業能力。教師培訓包
括個人進修、聯校及校本培訓、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海外交流觀課活

動等，以完善及優化幼兒園優質幼兒教育課
程及教師專業能力。
　　面對香港社會生活環境轉變，幼兒園除
加強家長支援服務，適時提供不同專業支援
外；同時透過不同課程設計如佛化教育及品
德教育，培養學生從小建立良好道德與價值
觀念，並設計綠色教育等環保課程，讓學生
身心靈獲得健康成長。

職涯探索之旅
　　一連兩天的考察活動於 2014年 3月 28及 29日於佛山大瀝
舉行，共有二十名學生及兩名隨隊老師參與。是次行程安排到
四個行業進行考察，包括教育界別 (佛山市南海大瀝實驗小學
及佛山市南海大瀝實驗小學附屬幼兒園 )、工業界別 (佛山市海
中得不銹鋼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界別 (宏士達食品有限公司 )
及旅遊業界別 (農莊內的錦鯉養植場 )；此外，參加者更能與成
功商人分享心得，大家也獲益良多。

未來展望
‧ 透過活動啟發青少年對佛法產生興趣，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融
合佛陀的人生智慧；

‧ 鼓勵青少年參與義工服務，齊織鄰里互助網；
‧ 積極協助中學推動學生職涯規劃活動。

「職場體驗活動」，
了解醫護人員工作

職涯探索之旅

聯校畢業典禮中，
學生舞蹈表演助興

圖工活動樂趣多，
開開心心齊齊玩

特殊幼兒老師為小朋
友提供個別訓練

校本培訓教師進修研討日，香港教育學院劉慧
中博士及戴燕儀導師與校長及老師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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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ᴷ᠖᪳
「安老慈幼．同願同行」慈善粵曲演唱會 2014
　　香港佛教聯合會繼 2013年後再次於 2014年 7月 8日

晚假座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安老慈幼．同願同行」

慈善粵曲演唱會，全場座無虛席，逾 2,000名觀眾齊享梨

園盛宴。多位粵劇名伶及慈善曲藝家如羅艷卿、龍貫天、

吳仟峰、何偉凌、鄧美玲、曾慧等鼎力支持，並由民政事

務局許曉暉副局長蒞臨主禮並致開幕辭，場面盛大。本會

今次載譽歸來，得到多位曲藝名家及善長演出，一方面為

本會安老、青少年及幼兒服務籌募發展經費，另一方面弘

揚粵曲藝術，粵曲與慈善結緣，文化與公益攜手，營造扶

助貧困、積德行善的社會氣氛。

2013敬老護老愛心券
　　會屬安老服務單位繼續參與由敬老護老愛心會策劃及統籌的「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3慈善籌款活動，主要是以義賣慈善券的形式，本會籌募所得之收益將會用於本

會主辦之安老服務。承蒙	  各界善長慷慨認購，善款數字捷捷上升，屢破佳績。

主禮嘉賓、功德主與演出嘉賓大合照

愛心義工為本會安老服務籌募經費，落力推售愛心券。

著名老倌吳仟峰先生
為善業登台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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ᣍᵁᒹ᭖◘᪇ᲸᓯዶᆧዯጃᇲዯᏈ
　　香港佛教醫院自 1970年創建，並於 1991年加入醫院管理局，服務社會至今已

四十三年，一直以「慈悲無我解病苦，修身護人創新生」為方向，為社會大眾提供

全人醫治及專業醫護服務，除了照顧病者，亦關注他們的心理需要及照顧者的壓力。

香港佛教醫院本著佛陀的慈悲精神，積極優化醫護服務質素，亦為病人及員工諦造

良好的治療環境及工作環境，二○一三／一四年服務報告如下：

1.　寧養服務
　　李嘉誠基金會香港寧養服務計劃贊助醫管局十間醫院（包括本院）的寧養

中心。本院自二○一○年參加此計劃，該計劃的資助將會延長三年至二○一六

年，計劃內容包括優化晚期癌症病患者及照顧者的服務及資訊，及每年維持

5,100次家居探訪。

2.　醫院翻新工程
　　醫院翻新工程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三十一日進行公開招標，並原

訂於六月二十四日在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但由於議程進展緩慢，本院

工程於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及七月二日三次會期均未能討論。工程因而需

要再度招標，預計於明年提交工務小組討論。通過工務小組後，便可提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五位來自澳洲及本地的評審專家

評審專家到關節置換中心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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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左起黎時煖太平紳士、
盧志遠醫生及卓贊醫生 評審專家與各部門主管會面

3.　醫院認證
3.1　	  「醫院認證督導委員」繼續推動改善計劃以確保質素及安全管理系統的

可持續發展。

3.2　	  第十七次醫院認證督導委員會會議於二○一四年七月十八日舉行。

3.3　	  第八期認證通訊於七月出版，主題討論個人資料私隱。

3.4　	  醫院認證第一階段「差距分析」（Gap	  Analysis）於八月四日至六日順

利進行，有五位來自澳洲及本地的專家負責評審。專家依據醫院認證的

四十七個準則，到訪各個部門，並與各標準持有人會面，瞭解本院部門

服務及運作。八月六日在地下禮堂舉行總結大會，專家讚賞本院員工在

多方面有優異的工作表現，亦多處可供改善的地方。謹多謝各部門同事

作出的努力，希望各同事繼續提升本院質素，迎接醫院認證第二階段「機

構評審」（Organization-‐wide	  Survey）。

4.　社區健康
　　「第二十三屆社區健康齊關注」活動於二○一四年六月五日舉行，主禮嘉

賓有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盧志遠醫生，更得多位佛聯會董事、社區人士及九龍

中聯網代表出席支持。當日的活動包括健康講座，為區內長者進行免費健康檢

查及提供諮詢服務，約有三百多位長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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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概要
　　本會中醫服務於 2008年開展，秉承「藥以治病，佛以療心，應病與藥，利樂有情」的

服務方針，以循證醫學為本，為巿民大眾提供現代化、專業及關顧身心需要的中醫藥治療。

五年多以來，服務人次達三十萬，廣受歡迎。現設有：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

教研中心、張經泰伉儷紀念中醫流動診所、慈雲山正行中醫健康服務站、紹根法師綜合中醫

服務中心和慈濟中醫診所共五間中醫服務單位。

診症服務
　　本會中醫服務單位，設普通科門診、針灸、骨傷推拿和外展中醫藥等服務。2013年 9月

至 2014年 8月，服務人次合共 83,197人。各單位均設立不同優惠予有需要的人士，以紓減

病患者的經濟壓力。而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更為綜援人士提供免

費內科服務，本年度的治療個案達 9,804人次，佔中心內科求診人數的 22.8%。

紹根法師綜合中醫服務中心成立開幕
　　「紹根法師綜合中醫服務中心」於 2013年 12月

19日舉行開幕典禮，衞生署助理署長林文健醫生親臨主

禮，是會屬首間設於港島區的中醫中心。中心的成立，

有賴本會總務主任紹根長老的慈悲捐助，讓中環上班一

族和港島區居民，能夠以可負擔的價錢，接受中醫藥治

療，早日離苦得樂。

增辦香港佛教聯合會慈濟中醫診所
　　由於服務需求日益殷切，本會於 2014年中，在九龍新蒲崗增設一所中醫服務點，提供

中醫內科、針灸及骨傷推拿等服務，方便區內有需要的人士，可以持續地得到中醫藥治療，

重拾健康人生。

推動醫、教、研工作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以循證醫學為本，為市民提供中醫藥治

療服務。中心並與香港大學及醫管局合作，聘用本地畢業年青醫師，為他們提供三年臨床培

訓。2013-‐14年度，中心繼續成為醫管局主辦的「中醫訪問學者計劃」的培訓基地，讓中醫

專家學者們為本港多間中醫教研中心內的中醫師，提供中醫專題的臨床指導。另一方面，中

心兩位中醫師，得到醫管局獎學金培訓計劃資助，分別前赴上海及北京的中醫院，接受中醫

藥的專科訓練。

主禮嘉賓、林漢強主席、中心
捐助人紹根長老與眾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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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社區健康教育
　　2013-‐14年度，本會應學校及社區服務

團體的邀請，舉辦各項中醫藥健康教育推

廣活動，包括：中醫講座、免費健康諮詢、

參觀診所及健康資訊展覽等合共 17次，參

加人數超過 1,000人。

醫社結合　贈醫施藥
　　「醫社結合」，是會屬中醫服務的特

色之一。我們透過社工轉介長期病患長

者，讓中醫師可以有效地提供醫藥治療，

兩者相輔相成，共同為患者的身心健康服

務。我們得到「雷伯偉慈善信託基金」的

大力支持，凡合資格的貧困長者，每次診症時，均可獲基金提供 100元的診金津助，受

惠人士至今超過一萬名。2014年中，我們得到 Alice	  Wu	  Memorial	  Fund撥款資助，免費

為安老院舍的院友，提供中醫針灸及推拿治療服務計劃，以紓減他們長期痛患之苦，推

走痛楚，受眾反應正面，治療效果理想。

著重員工培訓
　　本會對人力資源的培訓十分重視，設立「員工進修資助計劃」，鼓勵員工持續進修，

提昇服務質素。2013年 12月 21日舉辦員工培訓日，以「全能服務團隊訓練」為題，透

過遊戲、討論和角色扮演等活動，加強員工們對團隊合作與顧客服務的認識和了解。

展望
　　因應社會大眾需要，本會將貫徹佛陀服務眾生的精神，積極推廣和發展中醫藥治療

服務，期能舒緩市民對基層醫療服務的壓力，人人樂享健康快樂人生，福澤社群。

醫師到院舍為長者推走痛楚醫師為行動不便的
院友作悉心的治療

參與「退休人士及長者
博覽展 2014」，為公眾
人士提供免費健康諮詢

中西醫結合治療協調
主任作健康講座培訓

中醫服務全體員工參與培訓計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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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場服務

香港佛教墳場
　　香港佛教聯合會一直秉承佛袉慈悲的精神，為社

會提供多元化慈善服務。本會轄下設有多個服務機構，

香港佛教墳場為其中之一。

　　早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香港沒有專為佛教徒圓

滿人生而設的容身之所時，本會董事會為佛教徒的後

顧之憂，積極籌建了「香港佛教墳場」，目的就是為

香港廣大的佛教徒，能在菩提之地圓滿走完莊嚴的人

生。

　　但由於香港土地資源十分匱乏，加上上世紀五十

年代佛教在社會的地位並未得到當時殖民政府的重視，

要覓地籌建專為佛教徒而成立的墳場殊不容易，經當

時佛教聯合會之董事會多年努力爭取，終於在 1963成

功籌建「香港佛教墳場」，得以使廣大之佛教徒獲得

優質的佛教福地。

　　香港佛教墳場以非牟利方式運作，由香港佛教聯

合會董事會設立之「佛教墳場管理委員會」處理日常

管理、專項發展等事務，多年來佛教墳場提供價格商

宜而優質的服務，倘有盈餘亦會用於資助佛教善業之

發展，如撥款興建位於樂富之香港佛教醫院，並經常

資助佛教慈善事業之經費。

不斷嘗試　力求發展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人口老化，更加劇

了香港社會對靈灰龕位的殷切需求。近年因應社會對

骨灰龕服務的需求不斷上升，私營龕場應運而生，不

但價格高昂，場地的合法性亦備受質疑。

　　而佛教墳場的骨灰龕位於 2011年已全面售罄，墳

管會深深感受到佛教徒或生西者家屬的憂慮，故決定

在現有骨灰大樓內增建骨灰龕，務求善用場內空間以

增加骨灰龕供應。事實上，在現有建築物內加建的困

難比計劃中多，但墳管會仍努力不懈，終克服重重因

難，完成增建龕位工程，並於 2014年重新投入服務。

墳管會實感恩各佛教徒、會員及服務使用者，對增建

工程的體諒及支持。

　　在原有骨灰大樓加建骨灰龕，只能暫解燃眉之急，

並非長遠之策。有見及此墳管會已積極展開研究，向

政府申請增加香港佛教墳場的土地面積以興建骨灰龕

大樓，甚至在柴灣以外地區申請興建佛教骨灰龕大樓

之可行性。

　　以上各項計劃由墳管會主導，並不斷向食物及衛

生局、民政事務局、地政總署、食物環境衛生署等等

的決策局或部門尋求支持。

然撥地興建骨灰龕大樓實是長遠的發展項目，墳管會

將繼往開，努力不懈為廣大的佛教徒另覓菩提之地。

維持優質服務
　　香港佛教墳場已投入服務超越半個世紀，有不少

設施已漸漸老化或殘舊。如佛教墳場的主建築 -‐地藏殿

內外的門柱飾件均顯殘破，我們作為佛教徒，對維持

地藏王菩薩聖殿的莊嚴實責無旁貸，因此向墳主們作

出呼籲籌辦「地藏殿復修工程」，得各方善長的護持，

地藏殿光輝再復。自 2014年起在地藏殿內，更增闢福

及祿字蓮牌位置，供會員安奉先親故友之用。

　　本年已完成墳場內的圍欄檢查及翻新工程，墳管

會現正研究其他的維修項目。按本會記錄，佛教墳場

範圍內共有 30多個斜坡記錄，部份屬香港佛教墳場管

理，斜坡保養實所費不菲涉及層面又極為複雜，然由

於斜坡的安全性關係到各已入土的先人墓穴，故在過

去一年，我們已不斷在墳場內進行設施的維修及保固

工程，就是希望令服務使用者安心，令已葬之先人得

一安樂淨土。墳管會將聘請顧問，仔細研究有關工程

的複雜程度及逼切性。

繼往開來　貫徹始終
　　香港佛教聯合會及佛教墳場管理委員會，數十年

來一直以佛陀的慈愛精神為教悔，對香港社會、廣大

佛教徒、以至愛護本會的會員都肩負著一份承擔精神，

將謀求佛教徒的生西樂土的發展為己任。衷心感謝各

社會人士、各會員

對本墳場的各項支

持，我們承諾將會

竭盡所能提升香港

佛教墳場的服務質

素及不斷尋找發展

空間。

重陽節當天，本會董事引領一
眾善信，虔誠誦經，超薦先人。

位於墳場地藏殿內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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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1. 背景
　　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前身為佛教青年康樂營，成立於

1979年。2011年本會斥資翻新營地，並改名為東涌活動

中心，以非牟利的形式營運，為市民大眾及各界團體提供

服務。2014年 4月 1日易名為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以配合營地的服務和發展。

2. 服務 
　　康樂營於 2013年 4月至 2014年 8月期間，服務人次合

共	  1,735人。租用的團體包括：學校、佛教團體、社服機構、

政府部門、青年團體、私人機構和個人等，以舉辦康樂、體

育、弘法和培訓等活動和服務。

3. 主題活動
運動有「素」

	  	  	  	  	  	  康樂營於2014年7月19日舉辦了「親子運動有『素』

日營」，讓家長和孩子們一同參與。活動透過一系列的

運動訓練，以培養參加者對運動的興趣，增進親子關

係。並提供健康有營的素食午餐，讓參加者均可以感受

素食的益處。

禪修體驗

康樂營於年度內曾舉辦多次「一

日禪修體驗營」活動，使參加者

在營地的清幽環境下學習佛法、

靜修禪坐，拋郤煩惱和壓力，培養慈悲及同理心等正向

能量，深受歡迎。

教育導賞

康樂營於 2014年 8月 16日舉辦「消暑養生自在一日禪」，參加者在中藥專才

的帶領指導下，了解營地內種植的中草藥植物，又認識中醫四氣五味飲食養生之

道，以及品嚐消暑養生的飲料，度過休閑自在的一天。

4. 展望
為加強康樂營的服務和發展，佛聯會將繼續投放更多資源優化營地的設施，務求

為大眾提供一個完善的康體活動場地和住宿服務。營地亦會推出不同的主題活

動，讓參加者體驗康體運動、學習環保生態、戶外教育和弘法禪修等活動，感受

大自然的生活樂趣。

康樂營外貌。

同學們齊齊參與歷奇活動。

機構租用場地作員工培訓。

在健身室內進行運動訓練。

進行親子活動競技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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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沙田活動中心
1. 背景
　　香港佛教聯合會沙田活動中心前身為明論佛堂及香港佛教僧伽學院。其後，

因應發展需要，於 2013	  年年中轉型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沙田活動中心，並開放供

佛教團體、學校、社區組織及私人租用，以舉辦各類佛教、文化及康體活動。

　　中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活動，以多元化設計，讓參加者置身於清幽古樸的環

境中，體驗簡樸的營地生活，遠離城市繁囂，讓人的心靈得以淨化，對修行亦有

很大裨益。

2. 展望 
　　為提升服務水平，中心已投入更多資源，完善中心設備。除此之外，中心亦

將繼續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並鼓勵學校、團體或個人租用中心，舉辦靜修、

弘法、戶外體驗、教育營等活動，讓參加者感受大自然，體驗團體生活。

中心設備齊全，亦設有多個多用途活動室，適合舉行不同類型之活動。

大雄寶殿雄偉莊嚴。

中心佔地兩萬餘呎，空間寬廣，適合舉行任何形式活動。

中心提供美味素菜，讓參加者分享齋菜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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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會主辦，有五十多年歷史的「清明思親法會」，每年都恭請諸山長老、大

德法師親臨主法，引領大眾誦經禮懺，藉著誦經，表達對歷代宗親的緬懷與感念。

透過佛、法、僧三寶的慈悲加持及與會大眾誦經、懺悔、發願的清淨功德，迴向亡

靈超生淨土，陽上增福增慧，同時祈求諸佛菩薩庇祐，讓世界和平，人心淨化，國

泰民安，社會祥和。

　　同時，「清明思親法會」也是本會最大的籌募活動之一，所得善款，均用作推

展本會各項慈善事業。

　　本會於 4月 2日早上在清明法會啟壇前，於香港佛教聯合會文化中心舉行「香

港佛教界啟建馬航失事客機乘客冥陽兩利法會」，廣邀全港大德法師恭誦《阿彌陀

經》，祈求佛力加被，令在生者早日脫險，罹難者往生蓮邦。

會長覺光長老祈願災難早息

莊嚴殊勝的四大部洲燄口佛事 清明法會開幕禮雲集諸位大德法師居士

主法和尚向馬航客
機罹難者蓮位致悼

諸位長老和法師一同為啟建
清明法會灑淨，祈求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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ᒹ⊱ፍ᪸ᦲᒹ
　　農曆四月初八為佛誕吉祥日，本會每年都會在紅

磡香港體育館舉行大型慶典，為了紀念佛陀釋迦牟尼

的誕生。三日內，計有逾十萬人次入場參與，共慶佛

誕佳節。	  	  

　　開幕典禮暨浴佛大典於 5月 6日下午 3時舉行，

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以及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

副主任殷曉靜應邀出席，擔任主禮嘉賓並參與浴佛。另

加拿大總領事柏伊恩Mr	  J.	  Ian	  Burchett、印度總領事Mr	  Prashant	  Agrawal及尼泊爾總

領事達哈爾Mr	  Mahesh	  Prasad	  Dahal及泰國署理總領事Ms	  Benjamas	  Tanvetyanont亦

參與了浴佛儀式。

　　會長覺光長老表示，浴佛，不是真的要浴一個

佛像，而是要「浴心」，要反省己身，要清除「貪

心」、「怨憎心」和「無知無明」的心，如果人人

都具備「慈悲心、喜捨心、感恩心」，社會就會和

諧，人心就會安寧。希望大家藉此機會，浴佛淨心，

並且發願護持佛法，學佛修行。	  所以本會於紅館戶

外廣場特設公眾浴佛區，市民以香花凈水浴佛，去

塵離垢，清凈煩惱。

佛教諸位大德長老祈願智慧光
明照徹大地，慈悲精神普行天下

信眾虔誠誦經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陪
同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中聯辦
殷曉靜副主任主持開幕鳴鐘儀式

眾嘉賓在佛像前禮佛

萬人合十，共同慶賀佛誕

四國領事先後進行浴佛大典 會長覺光長老與眾位嘉賓一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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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區

元朗區

屯門區

北區

沙田區

荃灣區

觀塘區

西貢及將軍澳區

離島和大澳區

大埔區

港島區

葵青區

長洲區

九龍區

分區浴佛
　　除此之外，全港 14個分區的佛教寺院、道場、地區機構、會屬中、小、幼學校

及其他佛教學校，以各式活動慶祝這一年一度的盛事，與民同賀，活動包括：公眾

浴佛、誦經法會、文藝表演、展覽、嘉年華會等，參加者眾，氣氛殊勝。市民可藉

著參與浴佛，洗滌心塵，反思己過，體驗佛陀慈悲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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Ṋᝨᑊ⌀ᥖᖄᡝ⃡ᛈỒ
　　2014年 8月 3日，雲南省魯甸縣發生 6.5級地震，造成 6百多人死亡，二千多人

受傷。本會秉承佛陀大慈大悲的精神，特於 8月 9日上午在香港佛教聯合會文化中心

舉行了「雲南魯甸縣地震及一切災難息災祈福冥陽兩利大法會」，廣邀全港長老大德

恭誦《佛說阿彌陀經》，祈求彌陀接引罹難者往生蓮邦，並祈家屬節哀珍重，隨順因

緣。本會呼籲全港各大道場及善信捐款救災，短短兩星期內已籌集 180萬港元善款，

　　法會由佛教界多位德高望重的長老和法師親自主法，包括佛聯會董事大嶼山觀音

寺住持融靈長老、佛聯會副會長寶蓮禪寺方丈智慧長老、佛聯會總務主任楞嚴精舍住

持紹根長老、佛聯會執行副會長荃灣西方寺方丈寬運大和尚以及佛聯會副總務主任妙

光法師。同時，民政事務局代表及中聯辦代表亦蒞臨法會為罹難者靈位獻花。

本會執行副會長何德心居士陪同民政事務
局代表和中聯辦代表向罹難者敬獻鮮花

法事嚴肅，眾法師和信眾祈
求彌陀接引罹難者往生蓮邦

諸位大德長老和法師於靈前獻花

民政事務局及中聯辦兩位代表表蒞臨會埸
並向地震及一切災之罹難者蓮位前致悼

眾位法師進場祈求彌陀
接引罹難者往生蓮邦

靈堂前佈置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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ᒹ⍆⍈ᐿ⊴ᶗ
　　本會每年開辦「佛學導向課程」，專為新皈依佛教和對佛學有興趣的人士，提

供一個認識佛教入門的機會。今屆課程的主題是「開啟智慧之道」，邀請大德法師

和資深佛教人士主講基礎佛學知識、基本坐禪，從而走向正覺人生的大道。

ᦀ᤺ᅮᒹ᭖ᔁ
　　「2014香港書展──佛教坊」是由本會負責統籌，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

覽廳 3樓舉行，今年展示佛教書籍、影音用品、藝術品的攤位共 52個，各宗各派，

各具特色，滿足不同讀者的需要。

　　「佛教坊」於 2001年設立，今年已是第 14年，平均每年吸引數十萬愛書人參觀。

本會希望透過書展的佛學平台，為讀者提供一個滋潤心靈的機會，發掘書中的智慧

和美善，令都市人繁忙的心獲得片刻淨化，亦讓佛教團體有一個傳揚正信思想和佛

教文化藝術的途徑，遍灑人間佛法。

秘書長演慈法師

董事妙慧法師和圓慧法師與各單位代
表法師為佛教坊主持灑淨祈福儀式

法忍法師

每年一次的書展佛教坊旨在為信眾
提供一個吸收正信的佛學知識途徑

董事廣琳法師

書展期間本會邀請了蔡嘉
朋中醫師主講保健講座

執行副會長寬運法師 執行副會長宏明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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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ᘿᏚᛈᗐᜇ᠖᪳
　　本會自 1999年開始舉辦「弘法使者獎學金計劃」，至今已走過了 16個年頭。

本年度選出 16位來自本港不同大專院校的學生，他 /她們肩負弘法使命，服務社會，

建設人間淨土。希望他 /她們能夠本著佛菩薩大悲精神，日後投身服務社會，自利利

他，成為佛教人才，肩負協助推動弘法事業的使命。

　　在法師的帶領下，第 16屆弘法使者籌辦和參與多項弘法活動，確實獲益良多。

時間 活動 內容 /工作

1月 歷屆弘法使者聚餐暨傳燈晚會
第 16屆弘法使者舉辦的聚餐活動，與歷屆弘法
使者交流活動。

2月 新春拜年
第 16屆弘法使者到寶林禪寺和衍空法師家中跟
法師拜年。

4月 Green	  Sunday素食體驗營

大戴禮記云：「食肉勇敢而悍，食穀智慧而巧。」
這是素食可提高智慧之說，見於中國最早之古
代典籍。透過是次活動，第 16屆弘法使者嘗試
從因果業報，戒殺護生的立論下使參加者明白
更多食素的好處，讓他們明白食素可增長智慧
和慈悲的道理。

5月 大眾齊聚慶佛誕
第 16屆弘法使者與大眾市民同慶佛誕，希望透
過演唱佛曲，向大眾宣揚佛法，更希望透過是
次活動，讓大眾認識佛聯會之弘法使者。

7月 普陀山清修營

弘法使者到寧波普陀山的寺院，感受一下當地僧
人的出家生活，並了解當地佛教的特色。同時，
是次普陀山之行可以給參加者一個洗滌心靈的
機會，使到他們可暫時放下平時學習上，生活
上的煩惱，體會放下，釋懷帶來的喜悅。完成
之行程後，參加者可以將他們的所見所聞向朋
友分享，令更多人可以對佛家有更多的認識。

9月
圓通寺追月禪修營

這次禪修營讓參加者從禪修中觀察自己的心，
讓參加者了解自己的精神狀態，如面對各種壓
力和不同的苦惱，並學習舒緩自己情緒的方法
如四聖諦、八正道等。

攝影禪
透過攝影，讓同學認識五蘊、無我和因緣和合
的概念。

10月 微電影分享會

第 16屆弘使拍攝一套以『愛』為主題的微電影。
當中包括親情、友情、愛情。中學生在學階段
難免會對異性產生好奇，弘使希望透過這個機
會幫助同學建立一個正確的兩性觀念，而微電
影就可以增加同學對講座的興趣，而且講座亦
會加入佛教的元素例如「我執」等，解釋『愛』
的現象乃至放下執著

11月 準弘使佛法體驗營
讓準弘使體驗寺院生活，並從中了解弘法使者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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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普陀山法師沿途為弘使講解佛家知識

第十六屆弘使寶蓮淘寶活動合照

衍空法師及道賢法師帶同弘法使者一同跪拜

弘使透過佛歌向觀眾傳達佛家思想

弘使到寧波普陀山參訪寺廟

第十六屆弘法使者在「觀自在菩薩」下合照

眾位法師跟第十六屆弘法
使者在佛頂山大石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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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活動其中一個環節歡樂大抽獎

本會會員齊齊放生添功德

本會執行副會長道平法師主持蒙山施食法會

ᙞᒹᧈ
　　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上午，本會弘法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妙慧法師皆會帶領由數

十位居士組成的念佛班頂禮《大悲寶懺》。修持《大悲寶懺》可藉著觀世音菩薩的

慈悲智慧，以廣大功德，消除業障。

6.15᪠ᬌᨌᣋ፶
　　今年「6.15健康素食日」已踏入第九個年頭，而過去八年，本會曾舉辦過素食

嘉年華、「一蚊一碟菜」、學生短片製作比賽、素宴素食體驗、烹飪及填詞比賽，

以貼近生活、互動交流的模式，鼓勵廣大市民積極參與，受到各界普遍支持。

Ồᤍ᠖᪳ -ᦫጆᚏጢ™ጢ០ᣋᛈỒ
　　本會每年都會舉辦「海上放山及蒙山施食法會」，讓信眾共修放生公德。本年

度法會由弘法工作委員會主任道平法師擔任主法和尚，並由本會法師、董事、三百

多名善信登上「洋紫荊號」啟航出發。希望透過是次放生活動，令獲放生的生命得

到安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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ᔪ᭬ጤᶗ
扶貧助學
　　2013年底常務董事妙慧法師再次踏足貴州，除了到石阡縣和劍河縣回訪學校，

更實地探訪了劍河縣兩個貧困學童的家庭。了解過其生活狀況，我們深深體會到，

很多學童以致其家庭在基本生活上仍需要更多的支援。故此，除了重建殘破校舍之

外，我們亦會繼續致力於扶貧助學的工作。

援建校舍  	  	  	  	  	  	  	  	  	  	  	  	  	  	  	  	  	  	  	  	  	  	  	  	  	  	  	  	  	  	  	  	  	  	  	  	  	  	  	  	  	  	  
　　2014年初，本會接到善信呂宇道居士及其夫人劉清珍居士捐款 35萬元人民幣，

在石阡縣聚風鄉馬屯小學，援建一幢新的教學樓。這將是本會在貴州援建的第三十

間希望學校，可謂別具意義。蓋建工程已於 7月動工，期望工程進展順利，早日落

成啟用。

妙慧法師探訪山區學童

蓋建中的呂宇道伉儷希望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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ỉ២‼៌
　　甲午年新春團拜暨第六十屆董事就職典禮於農曆正月初八 (2月 7日 )舉行。同

日並邀得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親臨主持監誓及頒授董事證書儀式。港區人大

常委范徐麗泰女士、港區人大代表譚惠珠女士、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先生等各

方友好撥冗蒞臨，共賀新春。

ፈᘶ᭖ᐾṌ᠖᪳
香港六宗教領袖思想交談會
　　六宗教領袖思想交談會由佛教、天主教、孔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道教聯合

發起，三十多年來一直抱著同一個信念「和衷共濟，求同存異」。六宗教領袖都希

望社會能夠團結和諧，求同存異，給與世人相處榜樣，促進世界和平。2013年之座

談會於銅鑼灣中央圖書館舉辦，主題為「如何以宗教寬容精神締造社會和諧」。佛

教講者演慈法師以「慈無量心、悲無量心、喜無量心、捨無量心」以闡釋主題。

會長覺光長老為獅點睛

本會會長覺光長老與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合照

佛教講者：演慈法師 六位講者與六宗教領袖座
談會領袖和秘書處合照

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頒發
就職証書予會長覺光長老

第六十屆董事同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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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宗教新春團賀
　　六宗教每年都會藉著新春之際，共同發表新年文告，共同希望以宗教的力量導

人向善，順道跟全港市民拜年。在 2014年佛教新年文告稱：「珍惜物質，善用資源，

愛護大自然生態環境」實屬非常重要，還有更值得關注者，莫如心靈環保，要務求

心靈不受污染。

宗教界慶祝國慶
　　香港宗教界每年都有一個共同願望──希望以宗教信仰的力量，令市民大眾以

互信消除爭論，同舟共濟，共享成果。適逢本年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

年，香港宗教界人士特於尖沙嘴龍堡賓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

大會。會上，香港宗教界同人祝願祖國繁榮富強，民生利樂，社會祥和；宗教界人

士深信，特區政府深得祖國領導人關顧與支持，自應團結進取。

2014年六宗教新春團賀大合照

楊健平先生與各宗教代表袖代表一同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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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互訪
　　每年一度之宗教互訪活動，今年輪值由伊斯蘭教安排。活動地點在九龍清真寺

舉行。	  

宗教互訪活動－於九龍清真寺前大合照

公關活動交流表
2月 5、6日 佛教三德弘法中心千人宴

2月 6日 新界鄉議局新春團拜

2月 18日 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第一次理事會

2月 19日 中聯辦殷曉靜副主任宴請宗教領袖

2月 20日 佛山仁壽寺項目奠基慶典

2月 21日 西方寺春茗

2月 22日 道教春節聯歡晚宴

3月 1	  日至	  3日 大願能仁書畫展

3月 5日 凌雲寺晉山法會

3月 9日 道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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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至	  21日 第七屆全球中華文化經典誦讀大會

4月 27日 道青團成立典禮

5月 2日至 4日 生死教育博覽

5月 3日 寶蓮寺浴佛

5月 9日 教育學院研討會

5月 24日 泰山功德會「滅癌獻愛心——報母恩弘大愛祝福大會」

6月 8日 新加坡龍山寺新任住持陞座

6月 6日 金剛乘學會劉上師誕生紀念素宴

6月 28日 經典翹楚榜頒獎禮

7月 2日 筏可大戲台

7月 15日至	  20日 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秘書處訪閩團

9月 1日 天主教輔理主教晋牧之喜

9月 6日至	  9日 第 10屆香港噶舉大祈願法會

9月 16日 第五屆廣東省民族運動會

9月 20日 國宗局張樂斌副局長探訪本會

9月 21日 孔聖誕日

9月 28日至 30日 國慶赴京團

10月 2日 為保衛香港而捐軀之人士紀念儀式

10月 4日至 5日 道教國慶活動

10月 10日至 12 華廟觀音廟會

10月 31日 寶蓮禪寺萬佛寶殿開光

11月 9日 陣亡將士紀念日

11月 23日 聖公會東九龍區主教祝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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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成道日素宴 2014
　　十二月初八，是世尊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證得無上正等正覺，成就佛道的紀念

日。《香港佛教》月刊特於 2014年 1月 5日舉辦「佛成道日素宴」，藉此殊勝因緣，

與大眾一同紀念世尊，亦為月刊籌募經費。

　　當日，《香港佛教》編輯委員會委員寬運大和尚、宏明大和尚、演慈法師、果

德法師及一眾大德一起主持了祝福儀式，即場領誦心經，在場讀者一同合十，跟隨

誦念。演出方面，除邀請了二胡大師王國潼演出其作品《觀音頌》，更有患唐氏綜

合症的年青人演出粵劇折子戲，以及佛教正行長者中心表演英文歌，體現了佛化教

育中「明智顯悲」的精神。

　　素宴在感動及祝福聲中圓滿舉行。每一位參與素宴的朋友，都希望月刊能把感

恩、慈悲的精神帶到每一角落。

《香港佛教》月刊
　　《香港佛教》月刊創刊五十多年，一直與時俱進，因應時代的變化，除了滿足

信眾的精神需求外，還為讀者在都市煩囂的生活中，開啟智慧之門，讓心靈重得清

淨。未來月刊同人將繼續以文字開拓心靈淨土，自利利他，渡已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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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聯滙訊
　　《佛聯滙訊》是本會會員通訊，提供本會最新資訊，報導會屬中小幼學校、醫療、

營地、安老及青少年服務的最新動態，讓讀者能在全方位角度下了解本會服務。

　　《滙訊》亦經常刊登佛學講座選輯及佛教徒生活資訊，鞏固會員佛學常識。未

來《滙訊》將繼續擔任會員與佛聯會間的橋樑，加強彼此溝通。

《心中美食》
　　佛門素食不用五辛，崇尚天然健康，以呈現食材最真實之味為宗。本書收錄了

過去多年本會董事兼作家溫綺玲居士在《佛聯匯訊》與大眾分享的簡易素食，取材

營養豐富，烹調簡易，老少咸易。本會希望藉本書推廣素食之道，為有志茹素人士

開方便之門。

64



財
務
報
告



66

財務報告



67

財務報告



68

財務報告



69

財務報告



70

財務報告





地址 Address: 　香港灣仔駱克道338號　338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電話 Tel: 2574  9371　傳真 Fax: 2834  0789　網頁 Website: www.hkbuddhist.org　電郵 Email: enquiry@hkbuddhis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