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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成立於1945年，

是由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等四眾共同組織而成，

為香港最具領導地位，最有代表性及最大規模之佛教團體，

現有會員逾二萬人。佛聯會創辦宗旨除倡弘佛教信仰外，

並推動慈善事業以福利大眾。

本會各項會務工作簡列如下：

弘法活動
 包括舉辦清明思親法會、浴佛節慶典、佛學講座、與其他佛教
團體合辦研討會、弘法展覽及每月放生會之活動等。佛教出版及文
化事業方面，除出版《香港佛教》月刊，本會亦設有佛學課本編纂
委員會，編印初中及高中佛學課本，供香港各佛教學校學生使用，
並出版佛教青少年團報等資訊刊物。

醫療服務
 由本會籌建於1970年落成，現為醫院管理局轄下成員之一的香
港佛教醫院，設有324張病床（截至2019年3月31日），現時正提供
服務合共有281張住院病床及12張日間病床。院方為末期癌症病人
身心及精神上得到照顧，於1993年創立安養（善終）服務。此外，醫
院還設有家居探訪，提供出院後延續服務，協助病人享受家居生活。
 「藥以治病，佛以療心，應病與藥，利樂有情」。佛聯會秉承
佛陀慈悲濟世，拔苦與樂的精神，自2008年開始提供現代化、專業、
具質素及關顧身心需要的中醫服務，平均每年向近四萬名低收入人
士提供免費或廉宜的中醫藥治療。2012年起，本會以「醫社結合」
模式、透過社工轉介，資助有需要人士以優惠診金接受本會的中醫
服務。

教育服務
 自1945年創辦中華佛教義學，致力發展教育服務，並在校內推
行佛化教育，讓知識與品格結合，以德治心，以心育人。目前辦有
津貼中學12間、直資中學1間、津貼小學7間，非牟利幼稚園7間及
幼兒園1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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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本會屬下佛教青少年團現有會員逾二萬人，經常舉辦有益身心之活動，例如球類
比賽、徵文比賽及佛學常識問答比賽等。另本會主辦之青少年中心，為6歲至24歲的
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有益身心之教育及文娛活動。

安老服務
 辦有大型政府津助護理安老院一所，可容納266名長者。另會屬老人中心於2003
年4月1日開始轉型為三間政府津助長者鄰舍中心及一間自負盈虧長者文化服務中心，
為長者提供適切之社區支援服務。

營地服務
 本會屬下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及沙田活動中心，是本港難得兩間鄰近鐵路站，卻
又位處山林間的戶外活動場地，交通便利而遠離繁囂，是舉辦各項娛閒聚會、康體培
訓、弘法禪修或靜修的理想地方，可供各界團體租用。

墳場服務
 佔地面積2.65公頃之香港佛教墳場位於香港歌連臣角道，共有葬地3,800餘穴，
骨灰位7,000餘個，供本會會員及佛教人士安葬先人或安奉先人骨灰。墳場內主要設
施包括地藏殿、思親亭、葬棺地、金塔地、骨灰庫、管理處及小小淨土等。

國際事務
 本會與其他地區之佛教及國際性團體緊密聯繫，並為世界佛教僧伽會、世界佛教
華僧會、世界佛教友誼會之成員，經常派代表團前往各有關地區參加會議，而外地佛
教團體亦經常來港訪問，交流工作經驗。

佛教身心靈關顧服務
 佛法的智慧可以幫助大家從負面情緒轉念，提升身心靈的健康。香港佛教聯合會
在2017年起開展「佛教身心靈關顧服務」，除了由本會的「善士」以及具豐富經驗的
義工隊伍為住院病人提供身心靈關顧服務，更在會屬中學推動禪修，讓中學生培養身
心靈健康。2018年起，本會與香港大學合辦「佛教身心靈關顧服務培訓課程」，為發
心參與相關服務的義工提供培訓，提供佛教身心靈關顧服務之相關知識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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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給予人類心靈的寄託與慰藉，是社會安穩、眾生和樂的原動力。

香港佛教聯合會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匯集信眾的力量，

回應世道人心的訴求，除了推動慈善事業、

興學護老、贈醫施藥之外，每年恆常舉辦多項大型弘法活動，

廣弘佛法，安定人心，致力構建和諧社會。

弘法活動：廣結善緣 弘法利生 05

弘
法
活
動 清明思親法會

 孝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部份，
清明節正是緬懷歷代祖先對我們的恩
典，同時感恩父母對我們的養育、教
導。自1960年代起，本會每年清明節期
間均啟建清明思親法會，恭請諸山長老
大德法師，虔誠禮懺誦經七天，為大眾
祈福，讓孝子賢孫藉登記附薦追悼先
人、表達孝思，更可為健在尊親祈福延壽；既能慎終追遠，復可博
施濟眾，行善積福，冥陽兩利。

佛誕節吉祥大會
 本會每年於佛誕節期間舉辦佛誕節吉祥大會，通過多元化的活
動，表示對佛陀教導的感恩，亦進一步弘揚佛法核心精神在新時代
的體現，讓佛教徒及更多市民在生活中能將佛法慈悲智慧精神實踐
傳承，正念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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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誕假期，一連串的活動包括浴佛大典、萬人皈依大
典、大悲懺吉祥法會、慈善音樂法會、佛學講座暨傳吉祥
燈法會等。本會亦邀請多間道場及佛教學校於全港各區舉
辦分區浴佛，與廣大佛弟子及市民共沾法喜，同沐佛恩。

「6.15健康素食日」
自2006年起，本會提倡將每年6月15日定為「6.15健

康素食日」，旨在向全港市民推廣素食生活方式，領悟慈
悲護生的意義。過去本會曾舉辦過素食嘉年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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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書展 ― 佛教坊
由本會統籌的「香港書展—佛教坊」，由2001年成立

至今，參展攤位已超過60個，包括不同宗派的佛學團體，
藉著書展這個面向過百萬市民的平台，推廣正信佛教思想及文化藝術，讓讀者認識佛
教的智慧和美善。

會慶慈善素宴
 本會創立於1945年11月15日，並於每年的11月中舉辦會慶慈善素宴，邀請政界、
宗教界領袖、社會賢達、佛教四眾弟子等一同參與，慶祝佛聯會華誕。近年的會慶慈
善素宴筵開數十席，所有收益在扣除成本開支後，全數撥歸佛聯會的慈善事業發展，
把愛心和溫暖送到有需要人士。
 



「弘法使者」獎學金計劃
 本會於1999年創立「弘法使者」獎學金計劃，獎勵就讀於大專院校的皈依三寶佛
弟子或發心學佛的學生完成學業，培育他們成為佛教人才，肩負協助推動弘法事業的
使命。二十多年來，超過300位大專院校學生獲頒發「弘法使者」獎學金，在社會各
界發光發熱，廣播菩提種子。

佛教身心靈關顧服務
 本會於2017年開辦佛教身心靈關顧服務，「善士」以及豐富經驗的義工隊伍每周
兩天駐香港佛教醫院進行探訪，服務範圍包括床邊關懷服務、皈依、誦經、迴向、節
日院友探訪、臨終關懷等。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由佛教、天主教、孔教、
伊斯蘭教、基督教和道教聯合發起，四十年來一直抱
著「和衷共濟，存異求同」的信念，而六宗教領袖都
祈願社會能團結和諧，存異求同，為世人立榜樣，促
進世界和平。除每年舉行思想交談會外，亦於新春前
聯合發表新春文告，並舉行新春團賀及「宗教界慶祝
國慶」等活動。

hkbudd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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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參加佛聯會舉辦的弘法活動，歡迎掃描二維碼
瀏覽本會網站及關注佛聯會Facebook                      專頁，
或致電2574 9371向公關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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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醫院
 香港佛教醫院於1970年創建，並於1991年加入醫院管理局，服務社會至
今已四十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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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關注病者的心理需要及照顧者所需
的協助。香港佛教醫院本著佛陀的慈悲精神，積極優化醫護服務，亦為病人
及員工締造良好的治療環境及工作環境。醫院提供服務如下：

住院服務：內科、關節置換服務及紓緩治療科。

門診服務：普通科及專科服務，專科門診設有內科（包括記憶診所及紓緩治療
科）、耳鼻喉科、婦科。耳鼻喉科及婦科專科門診服務由私營執業醫生提供。

日間康復中心：2010年11月1日投入服務，目的是提升病人的體能、工作及社
交能力，促進有效的出院安排，縮短急症及復康病人的住院期，提升照顧者
對病人的支援，及減少非計劃性的入院。

關節置換中心：2010年12月14日投入服務，現有設施包括一間手術室及30張
住院病床。2016年12月開始，中心為合適病人提供「手術當天入院服務」，
免除病人於手術前1至2天入院，縮短住院時間。

糖尿病跨專業團隊診所：2012年1月投入服務，為糖尿病人制訂疾病治療常規，
檢測和治理併發症，提升病人處理糖尿病的能力。

地址：九龍樂富杏林街十號
電話：2339 6111   傳真：2338 3445   網址：www.ha.org.hk/hkbh

中醫服務
 香港佛教聯合會中醫服務秉承「藥以治病，佛以療心，應病與藥，利樂
有情」的宗旨，自2008年以來，為巿民大眾提供現代化、專業、具質素及兼
顧身心需要的中醫藥治療。此外，本會並以中醫藥服務扶危濟困，讓有需要
的貧困病患者可以免費或以低廉的費用得到中醫藥治療，重拾健康人生。我
們亦積極推廣中醫「治未病」的保健養生知識，包括以預防疾病，防患於未
然。現時香港佛教聯合會設立了6個中醫單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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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一直積極推動多元化中醫發展，包括基層
醫療支援，其中的「香港佛教聯合會張經泰伉儷紀念
中醫流動診所」，希望藉此將中醫藥治療帶到社區，
為行動不便人士及長者帶來便利，免受舟車勞頓之
苦，服務已涵蓋香港及九龍多個偏遠地區。此外，
本會亦為不同地區的安老服務機構提供外展的中醫藥
服務和活動。
 為了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如綜援人士、長
者、及低收入家庭的長期病患者等）接受中醫治療，
本會亦有推行各項基層支援服務計劃，包括以「醫社
結合」模式，透過社工轉介，到本會指定中心診症即
可獲得$100減免。另設「醫愛到家」外展隊伍，中
醫師與義工為行動不便的病患者提供上門針灸及關愛
送暖行動，將佛陀的慈悲帶到病患者的家中。我們衷
心感激善長捐款，亦希望善長繼續支持響應，集腋成
裘，資助更多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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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地址 電話 開辦年份

香港佛教聯合會─ 九龍樂富杏林街十號
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香港佛教醫院C座地下及閣樓 

2338 3103 2008

香港佛教聯合會
張經泰伉儷紀念中醫流動診所  

6806 0595 2012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23號
紹根法師綜合中醫服務中心 香林大廈5樓 

2110 371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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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 3573 2014

香港佛教聯合會 
新界屯門良田村104號地下 2359 9029 2017

青山寺中醫服務中心

正行中醫服務站 九龍慈雲山慈正邨正暉樓地下 2321 1421 2013

如欲了解佛聯會的醫療服務，歡迎掃描二維碼瀏覽網站︒
亦可致電2339 6111查詢香港佛教醫院的服務，
或致電2574 9371查詢佛聯會的中醫服務︒



香港佛教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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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楝樑，

於灣仔道117號一楝四層木樓物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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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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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間。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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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 校址及網址 電話 傳真 開辦年份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學校一覽表

佛教黃鳳翎中學 香港掃桿埔東院道11號  2577 9485 2881 0148 1959
 www.bwflc.edu.hk 

佛教大雄中學 九龍深水埗長發街38號  2386 2988 2386 9365 1969
 www.bthc.edu.hk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新界葵涌興盛路5號 2421 2580 2494 0104 1973
 www.bstc.edu.hk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新界大嶼山大澳道99號  2985 5150 2985 5371 1977
 www.bfhmc.edu.hk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新界大埔翠怡街4號 2664 0833 2664 6687 1977
 www.btkchc.edu.hk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新界青衣長青邨  2495 3363 2433 9009 1978
 www.byknmc.edu.hk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新界屯門良才里3號 2462 3177 2455 9709 1978
 大興邨屋邨中學第1號  
 www.bshlmc.edu.hk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新界沙田沙角邨 2647 3737 2636 4050 1981
 www.bkkss.edu.hk 

佛教黃允畋中學 新界沙田美林邨 2605 8369 2602 0776 1981
 www.bwwtc.edu.hk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九龍斧山平定道10號 2322 6915 2351 3614 1982
 www.bhscmc.edu.hk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新界長洲大興堤路25號 2981 0188 2981 9467 1987 
 www.waiyan.edu.hk 

佛教何南金中學 九龍油塘高超道3號 2340 0871 2347 3665 1988
 www.bhnkc.edu.hk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新界天水圍天柏路18號 2445 7171 2617 1038 1998
 www.bmf.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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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香港鰂魚涌康愉街2號 2884 4115 2567 9897 1945
 www.bcwkps.edu.hk 

佛教黃焯菴小學 香港掃桿埔東院道11號 2576 2638 2882 4449 1959
 www.bwcups.edu.hk 

佛教慈敬學校 九龍九龍灣啟禮道12號 2759 4504 2750 7448 1969
 www.bckps.edu.hk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新界荃灣大廈街33號 2422 0125 2484 1417 1971
 www.blbyms.edu.hk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新界葵涌葵芳邨第5期 2422 1747 2484 1419 1972
 www.lkt.edu.hk 

佛教榮茵學校 新界元朗鳳攸南街6號 2475 0433 2474 6497 1989
 www.bwys.edu.hk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新界元朗馬田欖口村路23號 2475 3663 2475 3991 2008
 www.bcwkms.edu.hk 

 小學 校址及網址 電話 傳真 開辦年份

 幼稚園 校址及網址 電話 傳真 開辦年份

如欲了解佛聯會會屬學校及教育服務，歡迎掃描二維碼
瀏覽本會網站或致電2574 9371向學務部查詢︒

佛教金麗幼稚園 九龍藍田康雅苑第9、10座地下  2346 5162 2340 9029 1973
 www.buddhist-kam-lai-kg.edu.hk 

佛教曾果成中英文幼稚園 九龍深水埗麗閣邨麗萱樓3樓平台 2361 1267 2387 9041 1981
 www.tsangkorsing.edu.hk 

佛教沈東福幼稚園 新界上水彩園邨彩湖樓地下 2672 7258 2670 4801 1982 
 www.sumtungfookkg.edu.hk 

佛教傅康幼稚園 九龍黃大仙下邨龍逸樓地下  2326 1456 2320 3042 1990
 www.bfhkwts.edu.hk 

佛教慈光幼稚園 新界天水圍天悅邨 2617 9981 2617 2284 2001
 服務設施大樓3樓 
 www.bckkg.edu.hk 

佛教真如幼稚園（東涌） 新界東涌逸東邨逸東商場2樓 2432 2088 2109 4866 2003
佛教真如幼兒中心（東涌） www.bcykgtc.edu.hk 

佛教慈慧幼兒園 九龍觀塘雲漢邨漢松樓3號地下  2345 6832 2389 5190 1998
 www.hkbuddhist.org/bcwdn 

佛教陳策文伉儷幼稚園 九龍啟德承啟道28號德朗邨幼稚園 2795 1008 2795 1365 2015
 www.bccm.edu.hk 



bodhi 360校園佛化教育平台
 bodhi360是香港佛教聯合會佛化教育組設立的一個多元化的佛化教育互
動平台，旨在凝聚智慧，共享資源，分享經驗，交流協作，促進佛化德育及
價值教育之發展。

教育服務：明智顯悲 成就全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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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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老院舍服務：
 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為會屬大型政府津貼護理安老院，津助部及
自負盈虧部合共提供266個宿位，院內空間充足及環境優美，為住院長者
提供一個安享晚年的好地方。

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
地址：九龍觀塘功樂道8號
電話：27637838   傳真：27637264   網址：www.bsmsycah.org.hk

申請資格：（申請人須符合下列條件，方可入住護理安老院）
‧凡年滿65歲或以上之長者*（年齡介乎60至64歲之間的人士，可基於健
康及 / 或社會因素提出申請，但須證實確有需要接受住宿照顧，並須符
合入住條件。）

‧透過「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被評為適合入住護理安老院；
‧健康欠佳，或身體機能喪失或衰退，以致在個人照顧及起居活動方面需
要別人提供協助；

‧可利用步行輔助器或輪椅走動；
‧沒有家屬可以提供必需的協助，或是照顧長者為家人帶來很大壓力；以及

‧精神狀態適合過群體生活。 

‧ 可向社會福利署 / 非政府機構轄
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醫務社會
工作部 / 長者地區中心 / 長者鄰
舍中心申請，經評估合格後，轉
介至安老院舍中央輪候冊辦理輪
候手續。 

‧ 申請人可致電院舍安排參觀及評
估，電話27637838或下載自負盈
虧宿位申請表格，填妥後郵寄、
親身遞交或傳真至院舍 27637264

‧ 歡迎預約參觀（津助部需由社工
轉介）

申請手續：

政府津助部（長期護理宿位） 自負盈虧部（非津助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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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社區支援服務：
 本會現時有4間長者中心，包括3間長者鄰舍中心及1間自負盈虧長者中心，為居
住在社區的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多元化的社區支援服務，讓他們繼續在熟悉的社區內
居住，安享晚年。

單位名稱

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
地址：新界葵涌安蔭邨祥蔭樓地下
電話：24947866   傳真：26199833   網址：www.hkbuddhist.org/fwh

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地址：九龍慈雲山慈正邨正安樓地下C翼
電話：23252122   傳真：27526434   網址：www.hkbuddhist.org/ch

地址：九龍慈雲山慈正邨正暉樓地下2號
電話：23211421   傳真：23211771   網址：www.hkbuddhist.org/ch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謝菲道468號百達商業中心2樓
電話：28310819   傳真：28329947   網址：www.hkbuddhist.org/cmy

佛教何潘月屏長者文化服務中心
地址：香港銅鑼灣耀華街21號華耀商業大廈1字樓
電話：25748896   傳真：25758909   網址：www.hkbuddhist.org/hpyp

服務對象：年滿60歲或以上之長者（各長者鄰舍中心）/ 
 年滿50歲或以上之長者（佛教何潘月屏長者文化服務中心）
報名手續：入會及活動報名，請親身到中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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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主要為區內6至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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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佛法之興趣，學習
在日常生活中運用佛陀智慧。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地址：香港銅鑼灣東院道11號8字樓
電話：25770633   傳真：25763088   網址：www.hkbayouthcenter.org.hk

服務對象：
6至24歲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

報名手續： 
入會及活動報名，請親身到中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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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服務：
 佛教慈慧幼兒園為全日制學前教育及照顧服務，並由2018年9月起增至135名學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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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獲德、智、體、羣、美全面發展；並依據幼兒發展的特質及成長需要，設計適切
課程以備升讀小學。幼兒園除了提供全日制教育服務外，亦提供暫託幼兒服務及兼收
弱能幼兒服務，以配合幼兒及家長的不同需要。

佛教慈慧幼兒園

地址：九龍觀塘雲漢邨漢松樓3號地下
電話：23456832   傳真：23895190   網址：www.hkbuddhist.org/bcwdn

服務對象：2至6歲幼兒

報名手續： 報名可先到學校網站下載表格，填妥後親身到學校辦理。

如欲了解佛聯會的幼兒關愛︑青少年事務︑安老護老
和社會公益等服務，歡迎掃描二維碼瀏覽本會網站，
或致電2574 9371向社會服務部查詢︒



為迎合市民大眾對社區場地的需求，本會積極發展會屬現有資源。

兩所分別位於東涌及沙田的營地，雖遠離繁囂但交通便利，環境清幽，

可供舉辦不同類型活動供各界人士參加。同時更可供道場、學校、團體、

個人，租用作禪修、講座、法會、康樂活動、素食燒烤聚會等之用途。

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營地簡介：
 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前身為東涌佛教青年康樂營，成
立於1979年。為配合社會需要，本會於2011年斥資翻新營地，並改名為東
涌活動中心。2014年4月1日，得蒙本會顧問陳維信居士捐款支持中心的新
發展計劃，中心再易名為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以紀念陳居士之夫人馬美
玉居士。本營地於2018年底進行多項設施優化工程，為公眾提供更多元
康體活動場地和宿位服務。

 本營地面積約50,000平方呎，鄰近港鐵東涌站，步行前往只需15分鐘。
交通方便，附近環境清靜，綠樹成蔭，空氣清新，是一個遠離繁囂都市的
好地方。歡迎各社會福利機構、道場、學校及私人團體租用，作為禪修、
短期出家、八關齋戒、訓練、講座、培訓、康體活動、聚會、燒烤等用途。

生命之旅  感恩惜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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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正向「動」「歷」訓練課程 

 近年來，歷奇訓練廣泛應用於不同層面上，包括學校及工商
機構。而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亦提供專業的歷奇訓練課程，從策
劃到不同的康體運動之元素，都有專人帶領跟進，務求提供專業
及高效的團隊培訓。此外，我們亦提倡正念生活，為不同團體舉
辦禪修體驗營，由法師帶領不同形式的禪修活動，禪修主題包括
正念取向、提升親子關係、禪修減壓等。

場地 ：戶外場地：多用途球場1、多用途球場2、天台花園、行禪區
  室內場地：多用途禪修室1、多用途禪修室2、禮堂、康樂室

營地設施 ：全營音響、戶外流動音響、流動投影機、
  手提電腦借用、餐具、電磁爐、燒烤爐

露營設施 ：4人營、6人營、戶外用煮食爐、
  便攜煮食套裝、露營地席、燒烤爐

活動設施 ：流動歷奇項目、橫攀牆、健球、室內繩索活動、
  緣繩下降、營內定向、地壺、躲避盤

禪修設施 ：引磬、佛像、禪修坐墊、禪修蚊帳

服務內容 ：1. 場地及設施租用。
  2. 提供日營、黃昏營及露營服務。
  3. 套餐活動，歡迎個別或組團參加。

19

如欲租用或了解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的資訊，
歡迎掃描二維碼瀏覽本會網站，
亦可致電2988 8411或2574 9371查詢︒

「動」「歷」訓練課程 正向訓練課程
1. 紀律訓練營 1. 一日禪修體驗營
2. 風紀領袖訓練 2. 親子禪修營
3. 機構僱員培訓課程 3. 佛學禮儀及工作藝坊
4. 青少年歷奇訓練課程 
5. 親子歷奇體驗 

營地服務：康體禪修 洗滌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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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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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功籌建
「香港佛教墳場」，得以使廣大之佛教徒獲得優質的佛教福地。

 墳場之墓地、靈骨龕、靈灰龕及蓮位，為本會符合申請資格之
往生會員，或會員的直系親屬提供墓園服務。生老病死，是人生必
經的階段，人口老化，更大量增加墓地龕位的需求，墳場現有之容
量，將不能滿足未來需求，香港佛教墳場管理委員會正向政府當局
申請新址開闢墳地，以應社會殷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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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墳場服務：往生淨土 圓滿人生 21

墳
場
服
務

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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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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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人
生

如欲了解佛聯會的墳場服務，
歡迎掃描二維碼瀏覽本會網站，
或致電2574 9371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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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月刊
 《香港佛教》月刊創刊於1960年6月1日，數十年來，月刊與時俱進，
跟隨時代一同成長進步，滿足香港多元化背景下廣大信眾的精神需求。
2011年7月，月刊因應時代的變化，推出革新版《香港佛教》，旨在以更
廣闊的視野，為二十一世紀的讀者開拓一方心靈的淨土，讓讀者在疲於工
作、憊於生活、心情煩惱、迷茫不前之時，在這裏找到生活的智慧。月刊
現時在全港三大連鎖便利店及各大報攤均有代售，成為社會各界認識佛
教，開啟智慧的引路明燈。

《佛聯匯訊》
 《佛聯匯訊》創刊於1999年9月，目的是為全港佛教徒提供佛教資訊
及活動信息。除供本會會員免費索取外，亦在各佛教道場團體結緣派發。
《佛聯匯訊》內容除有全港道場之法會、講座、佛學班預告，更涵蓋本會
各會屬單位之活動，包括醫療、學校、青少年中心、安老服務、營地等，
除繼續擔當四眾之間的橋樑，更讓讀者對本會服務有全面的認識。

佛學課本
 本會出版之佛學課本，從知識、情意及技能三方面，向學生灌輸佛化教
育，傳播佛法種子。其中初中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教材《正覺的道路》

中一至中三課本由衍空法師編著，適合全港佛教中學
中一至中三學生使用。高中課本亦由衍空法師編著，
包括《正覺的道路》上、下卷，適合中四至中六學生使
用，以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試。另外，本會亦出版《禪修
課本》上卷及下卷，適合中一至中六學生學習禪修用。

素食及心靈書籍、佛學講座光碟
 除了恆常出版的刊物，本會亦回應學佛人士和佛
教徒的不同需要，適時出版素食及身心靈書籍、佛學
講座光碟。近年，本會出版素食書籍《心中美食》、
《道場素食》、中醫食療書《中醫師之輕安自在養生
食療》、《禪院的一天》心靈書冊及影音全集以及佛
誕節吉祥大會舉辦的講座光碟。

作為全港規模最大的佛教團體，

佛聯會七十多年來均以弘揚佛法為己任，

而出版佛教刊物，正是其中一個重要途徑。

本會出版心靈宗教雜誌《香港佛教》月刊，

會員通訊《佛聯匯訊》，讓社會各界認識佛教，

開啟智慧的引路明燈。本會亦適時出版佛學課本、

素食書籍、佛學講座光碟及佛樂唱片等等，

以回應學佛人士和佛教徒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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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香港佛教》月刊
請掃描二維碼，瀏覽訂閱詳情及下載訂閱表格，
或致電2574 9371查詢︒

《香港佛教》月刊
 《香港佛教》月刊創刊於1960年6月1日，數十年來，月刊與時俱進，
跟隨時代一同成長進步，滿足香港多元化背景下廣大信眾的精神需求。
2011年7月，月刊因應時代的變化，推出革新版《香港佛教》，旨在以更
廣闊的視野，為二十一世紀的讀者開拓一方心靈的淨土，讓讀者在疲於工
作、憊於生活、心情煩惱、迷茫不前之時，在這裏找到生活的智慧。月刊
現時在全港三大連鎖便利店及各大報攤均有代售，成為社會各界認識佛
教，開啟智慧的引路明燈。

《佛聯匯訊》
 《佛聯匯訊》創刊於1999年9月，目的是為全港佛教徒提供佛教資訊
及活動信息。除供本會會員免費索取外，亦在各佛教道場團體結緣派發。
《佛聯匯訊》內容除有全港道場之法會、講座、佛學班預告，更涵蓋本會
各會屬單位之活動，包括醫療、學校、青少年中心、安老服務、營地等，
除繼續擔當四眾之間的橋樑，更讓讀者對本會服務有全面的認識。

佛學課本
 本會出版之佛學課本，從知識、情意及技能三方面，向學生灌輸佛化教
育，傳播佛法種子。其中初中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教材《正覺的道路》

中一至中三課本由衍空法師編著，適合全港佛教中學
中一至中三學生使用。高中課本亦由衍空法師編著，
包括《正覺的道路》上、下卷，適合中四至中六學生使
用，以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試。另外，本會亦出版《禪修
課本》上卷及下卷，適合中一至中六學生學習禪修用。

素食及心靈書籍、佛學講座光碟
 除了恆常出版的刊物，本會亦回應學佛人士和佛
教徒的不同需要，適時出版素食及身心靈書籍、佛學
講座光碟。近年，本會出版素食書籍《心中美食》、
《道場素食》、中醫食療書《中醫師之輕安自在養生
食療》、《禪院的一天》心靈書冊及影音全集以及佛
誕節吉祥大會舉辦的講座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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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 www.hkbuddhist.org

hkbuddhist

2019年7月刊

生

命

之

旅

感

恩

惜

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