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提昇醫院」項目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簡介

「生命提昇醫院」項目為一大型的全新獨特醫療服

務專案，專案的主體是先以香港市場為主而建設的260

張病床的私人全科醫院。該醫院除了提供一般的醫院服

務外，亦同時提供現時全球醫院、以致其他機構所未有

提供的綜合服務，這些獨特的服務包括：

1. 死亡教育與死後世界的運作知識 ― 令離世者去除一

切恐懼； 

2. 死前的紓緩關顧服務 ― 包括對離世者眷屬的關顧服

務；

3. 死後的善終服務 ― 「四十九天死後世界導航」服

務、與及死後數小時內的關鍵時期關顧服務。

事實上，現代人對死亡的認識非常有限，現時所提

供的服務是不完整、兼且是支離破碎的，因而令離世者

及其親人受盡種種折磨，特別是臨終服務的缺陷與錯

謬。根據現時對腦部相關認知的尖端科學所提供的資

料，發現「人類的認知」並不一定由腦部所產生，因為

一些因心臟病發而經歷「瀕死體驗」的人，以至因不同

的死亡原因，在死後經歷「瀕死體驗」而復生的人，均

提供了大量的相關資料，證實亡者在「臨床死亡」之後

仍有「認知能力」。 這些具科學實質證據的實驗，均由

世界知名的權威科學家主持及發表報告。

這些科學家發現被證實「臨床死亡」(即是沒有呼

吸、沒有心跳、以及腦部停止運作) 的心臟病發病人，當

中有 10-15% 可以通過「復蘇法」回復過來，「起死回

生，而這些病人的「臨床死亡經驗」可提供證據證明人

類的「意識及認知」(consciousness and awareness)，在

這種「死亡狀態」下仍然存在。事實上，已至少有5個在

英國、美國及荷蘭進行的獨立科學研究發現，約有10%

的心臟病生還者在被證實為「臨床死亡」的狀態下仍有

「意識」(continuation of consciousness)。 

這種「意識及認知」並沒有在「臨床死亡」的狀態

下消失，這是具有非常重大意義的發現，證實死亡後並

非一切幻滅，「意識及認知」仍然持續運作。事實上，

已有一些研究在著名的學報上刊登了，這些著名的學報

有 Resuscitation 以及The Lancet，都分別發表了有關

的研究報告。

在2008年9月， 專注於研究「人類在臨終時之精神狀

態」的獨立研究組織 Horizon Research Foundation ，其

主席Dr Sam Parnia在聯合國舉辦的「人類意識研討會」

(U.N. Symposium On Human Consciousness) 上， 發

佈一項大型研究計畫的實施，對以上的「臨床死亡狀

態下，〝意識及認知〞是否持續」作出大型的研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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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該研究計畫將於3年內，分別由25位醫生在分佈于

英國及美國的9間醫院內，對1500位心臟病生還者進行

研究，而該研究計畫主要是由英國修咸頓大學榮譽高級

臨床研究員 Dr Sam Parnia， 以及神經精神病權威 Dr 

Peter Fenwick 主導。

以往種種實驗的研究結果，均證實人死後仍有「認

知能力」的存在，需要「引導」他們的去向，而肉體於

數小時以至數天內仍未完全死亡，需要特別的關顧，

而有關的大型研究計畫亦已展開。因此，在臨終時的紓

緩關顧服務、以及在死後的善終服務，對離世者而言是

非常重要的。如果離世者在生前接受過「死亡教育」，

與及具有死後世界的運作知識，他們便會明白「善終服

務」的重要性，因而會對此種服務有強大的需求。可惜

現時尚未有任何機構可以提供這樣全面的服務。 這種缺

失雖然是人類的重大遺憾，但反過來亦是一個龐大的商

機。「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為了協助離世者

在人生的最後一程得到真正而文明的關顧，因而便有構

建「生命提昇醫院」專案的計畫。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是以公益角色來

積極推動建設「生命提昇醫院」項目的。在落實完成項

目後，「基金會」將會運用所有其可獲得的收益，投放

到「基金會」所推動的慈善事業上，令此項創新而具有

龐大潛力的項目，以其生生不絕的財源滋育無盡的慈善

事業，永不枯竭。由於「基金會」預期「生命提昇醫

院」項目具有創新的獨特性 (特別是善終服務及死亡教

育，以及整個綜合服務的連貫性)，因此，預計其需求

遍及香港以至內地，甚至是全球亦將會有非常龐大的需

求。故此，在香港完成建設及營運後，「生命提昇醫

院」將可成為獨特的模範，其經營模式會以「特許方

法」擴展到內地及環球市場。

預計在首階段，在香港的「生命提昇醫院」項目的

總投資約為27億港元。由於此專案有「善終服務」等嶄

新服務的收入來源，因此預計項目可於7年後回本。另

外，基金會將探討各種融資方式的可行性，當中包括以

公或私人機構及個人的直接投資、貸款、資助與及捐助

等各種途徑。

我們相信「生命提昇醫院」才真的是離世者所需要

的，亦是文明社會對離世者在人生最後一程的真正關

顧，而同時亦帶出一個新的市場。因此，我們相信這項

目是既有公益的性質，亦兼備商業機會的項目。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Life Enlightenment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的「註冊慈善機構」，社會大眾可在以下「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網頁連結中找到證明http://

www.ird.gov.hk/chi/tax/ach_sear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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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的目標

1. 舉辦「生與死教育」課程。在「生的教育」方面，

重點在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學習提昇生命的方向和

方法, 讓情緒及精神得以提昇素質。在「死的教育」

方面，重點在認識死亡的真相及其真正意義，並且

學習掌握面對死亡的技巧及處理死亡的方法，從而

對生命意義有深刻及真正的認識，提昇生命素質。

2. 組成義工隊伍以實踐「生命燃點生命」的宗旨，以

「助人自助」的原則服務社群。

3. 推動建設「生命提昇醫院」項目以提供一個「全

人」的綜合善終服務。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之標誌

標誌的下方是一雙手，代表人類互相守望相助，以

「生命燃點生命」。正在燃點的燭光，表示人類的智慧

獲得啟迪，照耀著人類的社會及其文明，引向美好的將

來。左右兩旁，分別有兩個人手携手地往上提昇，表示

著人類整體之「生命、精神素質」得以提昇，從而發揚

人類的文明，促進世界社會之「和諧共融」。

願此善業得以成功，惠澤浮沉苦海中的人類！

主編：羅美玲

2010 年9月1日

《生命提昇》雙月刊創刊號

編者序

近代二三百年「科技文明」的發展，把人類的「物

質文明」推上新的台階。隨著物質進步，社會起了變

遷，文化亦漸漸失落，這些改變令現代人心靈上失衡、

生命質素下降。在現今的社會中，正當人們要強調提高

「生活素質」的同時，「生命素質」並未同樣地被受重

視。

生命包括「人生」與「人死」。「生與死」基本上

是人類所必須面對的人生課題；而在知識領域上，「生

與死」的範疇更加是多面性的，如能夠從跨科際的層面

來探討「生與死」這問題，所覆蓋的層面將會更為廣泛

和全面。因此，「本基金會」希望幫現代人從多角度來

探索「生與死」這問題，令他們透過對「生與死」的深

入了解而提昇整體生命的素質。

透過教育、各類服務及活動，可以推動及提昇現代

人在應付「生與死」種種問題的能力。令他們能為自身

構建及維持健康，達成完整的身心狀態，從而提昇整

體生命的素質。為了達至這些目標，《生命提昇》雙月

刊成為「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推展有關教育的重點項

目，在使命的呼聲下誕生。

情緒受到困擾、生命感到乏味、心靈空虛無助、生

活纏著痛苦、前路缺乏方向的朋友，這本《生命提昇》

雙月刊將會為您送上一點溫暖與陽光，讓您找到方向與

指引，請給予我們一次機會，細閱這些為您誠心獻上的

心血文章。願永遠陪伴着您，與您同行每一段心路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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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因空間所限，此篇文章以節錄形式

刊登，並會分期刊載全文。)

摘　要

在大乘佛教中，尤其是藏傳佛教，有些被選做喇嘛

的兒童，被認為是轉世活佛。在斯里蘭卡、緬甸及泰國

的小乘上座部佛教，卻沒有這種傳統，但有時會有小孩

宣稱自己的前生是一位僧人。本文旨在描述三宗斯里蘭

卡男童的調查個案，他們在幼年時已聲稱記起前生曾做

過佛教僧人，並顯示近似僧侶的行為特徵。其中兩宗，

更是把該男孩的前生表述先記錄在案才予以證實。在兩

宗個案中，有一位已圓寂的僧人，被認為近乎脗合該男

孩的前生表述。本文會探討每宗個案的強弱證據，並就

一些詮釋作出討論。

引　言

亞洲有幾個國家及世界上有某些地方，都發現有兒

童在兩至四歲時，開始講及一些他們和周圍的人都相信是

前生記憶的往事。這些記憶通常會在幾年後褪失，很多更

在唸小學的早年便消失了(Cook et al., 1983; Stevenson, 

1987)。在大多數這類個案中，有關的兒童會提及到他的

前生是由一些激烈意外而引至死亡。而大部份兒童所提及

的前生，都發生在他們今生出世前的幾年。至於生於上早

世紀及外國的，則幾乎從未有人報告過。

發現這類個案的數目也頗多，有些甚至已被人

作出詳細的研究，特別是史提芬遜 Stevenson (1975, 

1977, 1987, 1997a, 1997b)，Mills (Mills, 1989; Mills, 

Haraldsson & Keil, 1994), Pasricha (1990), Keil (1991)

，與及這篇學術論文的作者們 (Haraldsson, 1991, 1995; 

Stevenson & Samararatne, 1988; Cook et al., 1983)。

在過去的九年間，本文的首位作者喀嚕臣 (E.H.)，在另

一位作者 (GS) 和其他斯里蘭卡的夥伴協助下，已經研究

調查了60宗個案。從六十年代開始GS亦聯同史提芬遜及

Francis Story (1975)調查了多宗個案，有些是他單獨進

行的。曾有兩位作家 (Edwards, 1996; Wilson, 1981)，

對調查這些宣稱有前生記憶的個案提出了強烈的批評，

但可惜這兩位作家從沒有過這類個案的直接體驗。

我們調查研究的焦點是去查明有關兒童的表述內

容，方式包括探訪該兒童和與他們同住的親屬，還要每

天觀察該兒童和其他獨立証人。其次亦要儘力找尋一位

某程度上脗合該兒童所表述的亡者。當找到 (或考慮到

相配) 的人物時，便要將該孩子所表述的事項求証於此

人身上。(有關研究方法的詳情，請參閱 Haraldsson, 

1991; Stevenson, 1975, 1987)。

有前世記憶為佛教僧人的兒童：
三個新個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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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嚕臣教授喀嚕臣教授

便可在八至十歲時加入，在西藏便更早。

在小乘上座部佛教的古老巴利文經典裏(那是公元

前壹世紀首次以文字記載的經典)，已提及到與前生記

憶有關的特殊能力或認知。通過這些特殊能力，便可以

直接以個人的親身體驗去查證「因果輪迴」的事實真相 

(Premasiri, 1995)。據稱，此等能力是可以經過特殊訓

練或思維培養而取得的，不過巴利文的經典也提到一些

事例，對 “佛教徒聲稱擁有這種超出常人的認知能力及

以此等能力去查證「轉世輪迴」及「業力」(rebirth and 

karma) 的真相持有懷疑態度” (ibid, p.8)。而在小乘上

座部佛教歷史裏，一直都拒絕接受這種懷疑的態度。

在 第 五 世 紀 著 名 的 長 篇 V i s u d d h i m a g g a 

(Buddhagosa, 1991) 經文裏，便有一章闡明怎樣去開

發這種前生記憶的能力，但文中並沒有提及那些自發性

的前生記憶 (spontaneous recall of previous lives)，或

是某些兒童可能擁有這類回憶的可能性。

僧團及小乘上座部和大乘佛教的
「輪迴」個案

在大乘佛教中，很多兒童都加入僧團，有些被視為

「轉世靈童」(叫「祖古」tulkus，俗稱「活佛」) 但大

部份都不是。.....

在斯里蘭卡、緬甸及泰

國的小乘上座部佛教中，並

沒有憑前生有出家為僧的顯

示來挑選靈童的傳統。不過

偶然地 (其實是極少數) 會有

一些兩歲至四歲的兒童在小

乘上座部佛教徒中出現，講

述他們前生為僧人的記憶，

並表示渴望再次成為僧侶。他們的前生記憶，加上特意

的僧侶行為和意向，都會引領他們加入僧團。在這篇報告

中，我們會講述三位兒童的個案，他們都宣稱其前生曾做

過僧人的。⋯.. (待續)

(本篇文章經喀魯臣教授親筆授權，轉載自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Vol. 63, No. 857, 

pp.268-291.)

 在斯里蘭卡所調查的個案中，有三分之二是不能跟

查到某位可以脗合該孩子表述的人士。我們稱這些為 “

未破解”(unsolved) 的個案。當中可能有幾種原因，例

如表述的內容太一般性或太少，或是不 確 (有關這些 “

未破解” 個案的詳細討論，請參看 Cook et al., 1983)。

儘管如此，有三份之一的個案確實可從某位亡者的生平

找到相似的地方。其中，有相當多的個案顯示了某小孩

的前生表述，是與一位已不在世的人的生平事蹟，有顯

著的相似。

斯里蘭卡是一個多宗教的社會。當中佛教是最盛行

的，被三份之二的國民所接受。其次是印度教(16%)，伊斯

蘭教(8%)及基督教(7%)。在這些宗教團體中，也曾發現與

轉世有關的個案 (Haraldsson, 1991; Stevenson, 1977)。

在眾多斯里蘭卡兒童在幼年時不斷提及前生的個案

中，有三名男孩聲稱他們在前生曾做過佛教僧人。這三

宗個案最耐人尋味之處，不只是這三位男孩的前生記

憶，還有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為特徵。他們每人所顯示的

行為舉止，都恰如一位完美的僧人。他們在兩歲至三歲

時便開始對佛教產生濃厚興趣，有志成為佛教僧侶，其

行為及志向皆一致，並經常提及渴望加入佛教團體。他

們這種舉動有時會帶給父母頗大的擔心與憂慮。在這三

宗孩童的個案中，兩宗的父母是佛教徒，另一宗則是羅

馬天主教徒。

佛教的「輪迴」與前生記憶

「輪迴」概念是佛教一個重要的教義，小乘上座部

及大乘佛教都是一樣。而僧侶生活在這兩種佛教中亦担

當了重要的角色。在小乘上座部和西藏(大乘)佛教裏，

兒童在幼年時便可以加入僧團；例如在斯里蘭卡，他們

66



˙	究竟為什麼不同的人之抗壓能

力，分別會那麼大呢?	

˙	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我們的抗壓

能力呢?

王曉薇醫生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院士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院士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精神科)

淺談「神經衰弱」―
             與壓力共處

7

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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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香港這個大都市中，壓力似乎無處不在。上班族每天面對排

山倒海的工作，學生們面對升學的壓力，即使家庭主婦也要應付柴米

油鹽不斷漲價，又要憂心子女的學業及工作，丈夫在外地工作的，還

要終日憂心他有沒有外遇。

有些人即使面對強大的壓力，也能處之泰然，從容面對。相反，

另一些人一旦遇到挫折，就如世界末日，憂心不已，坐困愁城。

假設壓力持續一段時間，得不到適當的抒緩，我們的身體及情緒

就會出現一系列的反應，包括食慾下降、頭痛、失眠、心跳、手震、

免疫力下降、原因不明的疼痛等,情緒會變得焦慮、易怒、憂愁、悲

觀、自卑、失去自信、自責，嚴重的情况會導致工作效率下降，甚至

出現自殘、或暴力行為等。 



這一系列的身心反應，有一個流行的坊間名稱為「神

經衰弱」(Neurasthenia)，它的醫學名稱是「輕性精神病」，

包括輕度抑鬱症及焦慮症，也是發達國家流行的精神病

患。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約有百分之十

五的人口患上不同程度的「輕性精神病」。

究竟為什麼不同人的抗壓能力，分別會這麼大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強我們的抗壓能力呢?

一個人應付壓力的能力，是由多項元素決定的，包

括性格、成長背景、學歷、人生經驗、家人及朋友的支

援網絡等等 。其中大部份的元素都可在後天改進。在這

裡筆者希望跟大家分享防止「神經衰弱」的一些妙法：

1. 感覺身心疲累？每天要讓自己有充份的睡眠、少吸

煙、少喝酒和含咖啡因的飲品，有均衡飲食和經常

運動，都能使我們保持精力充沛。

2. 同一時間面對太多事情？在運用時間方面要懂緩急

先後，要學會拒絕別人的要求，不要甚麼都答應，

先處理最重要、最急切的，剩下來的就顯得容易應

付了。

3. 有心事？不要收收埋埋，應找可信賴的家人或朋友

們傾吐，這樣不但讓你心情放鬆，也可讓你從一個

更客觀的角度去了解自己的處境、及想出解決的方

法來。

4. 放下執着：人生無常，得失之間毋須過於執着，所

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每個人出生時均是一

無所有。今天之失，乃源於昨日之得；一個人受失

去財富之苦，皆因過去曾享擁有財富之樂；况且只

要「留得青山在」，保持堅強意志，總有機會扭轉

困局。

5. 不快樂？一些簡單的方法可讓我們心情輕快起來; 

聽一些喜愛的音樂，到處走走，也可用想像力幻

想自己在原野散步，在沙灘看星星，將自己抽離現

實，讓身心放鬆。此外，「助人為快樂之本」，你

是否只盤算自己的問題、而很少為他人設想呢？試

試幫忙別人一些事情，例如參予義務工作，都能使

自己心情愉快起來。

減壓的方法林林總總，同一個方法，應用在一些人

身上，會比另一些人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我們能找出

最適合自己的方法。但是，如情况持續惡化，家庭、社

交、學業或工作效率受到嚴重影響、或者出現自殺或暴

力傾向時，便應向專業人員，如：社工、家庭醫生、精

神科醫生、或心理治療師尋求協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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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文學作家戈馬克麥卡錫之小說＜長路＞，引伸的道德與人性問題；

•	極具思考價值的深層意義―「希望」究意是甚麼？

•	需要爭取？抑或理所當然？

•	當生存和道德互相排斥，我們是否應該放棄我們的「信念、道德原則、

和崇高的理想」？

「希 望」
並非理所當然　　          

陳慧明英文撰寫

芳慧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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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類文明的出現，人性和道德一直不停地茁莊，朝著完善的

方向發展。很多人都相信「道德」是一系列「固有的價值觀念和行為

準則」，根深蒂固地埋在我們的心靈深處，作為我們去判斷行為的對

與錯、好與壞的基礎規範。但亦有人持不同的意見。為甚麼如此理所

當然的答案，會引起相反的意見呢？這正是我們在閱讀戈馬克麥卡錫

（Cormac MaCarthy）的小說＜長路＞（The Road）後，會不其然

生起的一種反思，也正是現在要討論的焦點。該小說描述一個失去道

德倫理、希望、夢想、人生色彩、過去及未來的「末日世界」。

＜長路＞是美國文學作家戈馬克麥卡錫在2006年所寫的一部著

名長篇小說。該書榮穫美國2007年普立茲小說獎（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2006年詹姆斯泰特克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 for Fiction）。在書中，麥卡錫描述了一場始料不及 （可能由大

自然災難、環境問題、甚至核子戰爭所引發）的地球浩劫，摧毀了人

類的文明。餘下來的是一個充滿自私和殘暴的世界，僅存的人類彼

此互殺、互食，以求自保生存。除了小說內的兩位主要人物：一父一

子，彼此間的父子之愛及關懷尚能保存之外，這個世界再沒有希望，

沒有夢想和信任。

當讀者閱讀＜長路＞這本小說時，很可能會對書中所描繪後

世界末日（post-apocalyptic world） 的種種殘酷及不人道景象感

到極度震驚 --- 黑暗的天空、沒有樹木、天寒地凍、灰色的積雪。



但最為可怕的，卻是那種存在於劫後世界的"失範感" 

（Normlessness，失去一切規範的空無、失控、無可

依靠的一種恐懼感覺。）――大部份仍然存活在世的人

會去殺害、強姦、及噬食其他人。故事中一名男孩的母

親，就是因為極度懼怕這種災後世界而自殺，留下父子

二人相依為命。她形容生存在這種世界的人為"恐佈片內

的活死人"（55頁），說明了這個為求自我生存而充滿

自私和貪婪的世界，是多麼的恐佈。

＜長路＞一書說明了人性的一個重要特徵：道德和

倫理僅可以在人類能滿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下存在。

要與一些仍要努力掙扎求存及苟活的人談論「什麼是正

確或錯誤、善或惡」，是極之困難的。當最壞的時刻來

臨之時，大部份的人會為求生存而把倫理和道德置之不

理。這種類似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所提出

的"適者生存"想法，其實早已存在於我們現今居住的世

界, 例如：

（1） 有人會因為負擔不起糧食和棲身之所而犯

案，諸如搶劫、盜竊，以滿足其所需; 

（2） 我們每天都要在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裏為

工作而競爭，以賺取生活; 

（3） 在戰爭時期，連殺人這種在平日被公認為

不道德的行為，也會變為在道德上合理的

自衛，所以軍人殺人愈多，便愈是英勇。

小說中那個曾搶劫這對父子的盜賊說：「我

餓壞了，老友。你也會這樣做！」（257頁），

清楚地說明這種想法，正正與現今世界的很多現

象互相契合。

然而，作者麥卡錫試圖挑戰這種想法，他以敍述一

對父子的故事和展示他們彼此的互愛與關懷，嘗試說服

讀者，即使在最惡劣的時刻，在我們的內心深處，總會

有一絲的希望和人性的光輝，而人性最終是會穫勝的，

就像一場殘酷的戰爭最終也會結束一樣。因為在人類歷

史上最黑暗和最壞的日子，最終會成為過去,也會被人類

所克服。雖然＜長路＞所描述的悲慘世界，在小說終結

時還未能解脫，不過儘管如此，作者仍從字裏行間告訴

我們：無論如何，人類總是有希望的。例如，在那段講

述兒子想去拯救另一位在廢堆中流浪的飢餓男孩的對白

中，就能體會得到： 

子：我為那小男孩擔心。（流露了「慈愛的關懷」）

父：我知道，他會沒事的。（顯露了「祈盼與希

望」）

子：我們應該去幫他，爸爸。我們可以把他帶在一

起，我們可以帶他和他的狗走，那隻狗可以覓食的。（

展示了「互助的精神」，與「為達成"希望"而作出覓食

的"計劃" -- 狗可以協助覓食。）

父：我們做不到。（顯示出人性中的現實一面）

子：那我可以分我一半的食物給他。（突顯出「為

達成目標而立下的決心」）

父：閉嘴！我們不可以這樣做。（顯示出人性中決

絕的一面）

子 再 次 哭 了 ， 子 ： 那 個 小 男 孩 怎 辦 呢 ？

他 抽 泣 地 說 ： 那 個 小 男 孩 怎 辦 呢 ？ （ 8 6

頁 ） （ 充 份 顯 現 出 「 真 誠 的 關 愛 與 情 感 」 ）

這男孩的純真，那種樂於助人的善心和父子間的親

情，全都象徵着人性的各種希望。

1010



然而，有人會爭辯，若果沒有父親的保護，作為故

事中唯一希望的兒子是不會生存下來的。畢竟，故事中

的 "好人"只屬少數，而佔大多數的是那些噬食人類的異

族。在這種殘酷的局面下，"好人"死掉的速度遠遠超過"

壞人"，而最終剩下來的, 就只有那些 "壞人"。這種想法

雖然悲觀，卻言之有理。即使在我們現今的世界中，亦

經常會看到這種情況的出現。這意味着我們不應將人性

的希望視為理所當然。若果我們不盡力去珍惜及保護這

些人性的希望，它可能會變得黯淡，甚至消失。

正因為了解到這一點，為了將來的後代仍能享有前

人努力得來的「人性的希望」，我們應該採取行動去保

護這些「希望」。不然，我們的世界終有一天也可能變

成像＜長路＞小說中的世界一樣，所有人類只會以自身

的貪婪和慾望行事。換而言之，我們正處於一個十字路

口，決定應往哪條路前進：到底是一條令我們淪為只有

獸性本能的慾望之路；還是一條能帶給人類更多的希

望、更高理想和更光明的未來之路呢? 到底人類會走向

那一條路，取決於我們今天所做的事。

在現今的世界，我們有時真的會感覺到社會的道德

正在淪亡。在生活中,我們見到別人自私的行為；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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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中, 我們會看到可怕的罪行、國與國之間因戰爭而引

起的緊張，亦經常見到商業機構為求牟利不顧產品的質

量，甚至損害我們的生態環境與健康。我們看到在社會

裏有過度的物質主義和對商品的過多虛假需求。

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提醒了我們，華爾街一

小撮人的 "貪婪" 文化，已足以打跨我們大多數人，甚至

令全世界受損。經濟學甚至把人類定義為「利潤推動者

和理智的利益擴大者」。然而，人的本性豈是真的如此

呢？如果我們純粹以自身的利益及指望著金錢物質去行

事，那麽我們的生命將失去所有感覺及其依附的意義。

那麼，人類文明確實會變得非常無情及毫無意義。我們

必須通過長遠的教育，逐步改變我們那種以自私及金錢

為主導的文化。

除了長遠的教育外，還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我們從

今天就開始去做。我們可以把愛和關懷帶給別人，我們

亦可以成為更上進的人來以身作則地去改變別人。這

正因為以生命照亮生命，才能給予我們「希望」去繼續

存活。亦只有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溝通和交流，我們

才可以影響別人，使他們感受到生命的意義，並且能夠

慢慢地明白到，他們不應該以自私自利的方式及心態

做事。我們應該通過我們自己，通過信息通訊與技術 

（ICTs） 和大眾媒體，讓人們認識到朋友及家人，是可

以比金錢及物質帶給我們更多的快樂。

然而，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在艱難的時期裏，例如戰

爭時期，要無私地做事是很困難的。正如上文提到，大

多數人在這種情況下通常都會傾向選擇求生作為其首

要的考慮。不過，我相信即使在這樣的困難時期，我們

仍有方法和手段去平衡自己與他人的利益。在保護自己

的同時,又不致傷害別人。就像<長路>中的那對父子，

除非他們的生命受到威脅，他們是不想傷害他人的。所

以，除非在極端的情況下，例如當生存和道德互相排

斥，否則我們實在不應該放棄我們的「信念、道德原

則、和崇高的理想」。請不要忘記，即使生存和道德互

相排斥，在歷史上仍然有很多人選擇不放棄「信念、道

德原則、和崇高的理想」。

再者，為求生存所以做出不道德行為的這個論點，

是錯的，也不能藉此來證明現今商業世界的種種自私行

徑為有理據的，諸如一個“零和博奕＂（其信念是“不

是你嬴便是我輸，沒有其他的可能性＂）等理據，並不

合理，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並非處於生命受到威脅的惡

劣情况下，我們都有很多的選擇權。 

畢竟，事實上仍有一些 "好人" 會留下來的，正如<

長路>一書在結尾時所描述的。那些好人邀請了兒子加

入他們的家庭。此外，從這父子二人的身上，我們亦清

楚看到倫理的愛及關懷，這些都彰顯著人性的光輝。有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就是即使在生命中最艱難的時

候，人與人之間依然有着愛及親情。這表明我們作為人

類，確實可以為我們的信念和道理作出犧牲，去超越基

本生存的本能需要；我們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決定自己

不淪為「本能和慾望」的奴隸。

然而，我們確實需要提醒自己，在任何時候，我們

都必須要全力爭取以保護我們的希望和夢想，只要它們

仍存在於當今的社會裏，我們便要好好地珍惜它們，就

像那父親對兒子說："這正是好人要做的事，他們會一直

努力，不會放棄。＂（137頁）。

參考資料：Mc Carthy, Cormac. The Road.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6.

此專欄歡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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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新聞 
(World News)

(1) 全球「死亡品質」排名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714/8/j5p7.html

(法新社) 2010年7月14日 星期三 14:35

（法新社新加坡 14日電）一份今天公布的研究報告

顯示，儘管亞洲地區的生活水準日益提高，但是安寧護

理的水準卻沒有同步提升。

「經濟學人資訊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報告表示，隨著全球人口老化，安寧護理的需求增長，

政府和其他供應商必須和時間賽跑，以滿足這些需求。

根據新加坡慈善組織「連氏基金會」（ L i e n 

Foundation）委託的「死亡品質」（quality of death）

指數調查，台灣在全球40個受調國家裡排名第14，新加

坡排名18；甚至連經濟強權日本也僅排在第23。

印度的安寧照護最差，在40個國家當中墊底；中

國、馬來西亞、南韓也在倒數10名之列。烏干達、巴

西、墨西哥、俄羅斯、土耳其、葡萄和南非的表現同樣

不佳。

相較之下，照護最完善的是英國，之後依序是澳

洲、紐西蘭、愛爾蘭、奧地利、荷蘭、德國、加拿大和

美國。

報導表示：「『生活品質』是個常見詞彙... 但是『

死亡品質』又是另一回事了。」

「很少有國家，甚至是那些有先進健保制度的富裕

國家，會將安寧照護納入整體的健保政策。」

根據研究，專精於安寧照護的機構「不包含在國家的

納保系統裡」，止痛藥的供應「在多數國家都少得可憐。」

主要原因是擔心這些藥品遭到非法使用和交易，以

及醫護人員缺少施打的訓練。

另一項挑戰則是要克服人們對死亡的看法，以及文

化上的禁忌，才能藉此提昇安寧照護的服務。（譯者：

中央社戴雅真）

「經濟學人資訊社」有關「死亡品質」之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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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老年醫院成立關懷病房

（本資訊編輯時間：2010-5-21）

北京老年醫院是北京市第一家三級老年醫院，是市

基本醫療保險及工傷定點醫院。目前，北京老年醫院正

式成立了關懷病房，這是北京市三級醫院中的首家生命

關懷病房。

生命關懷或臨終關懷是指患有嚴重疾病主要是腫瘤

和非腫瘤的晚期患者，在3-6個月內要離開人世。面對疾

病和死亡的時候，通過舒緩治療或姑息治療等方法，採

取心理支持、對症治療、緩解疼痛、保護功能，在提高

生存品質前提下延長生命。生命關懷體現的是對人的尊

重，我們理解和尊重個人民族的習俗和宗教信仰，我們

病房多學科團隊成員從醫療、康復、護理和死亡照料全

方位的關心每一位患者和家屬，使病人能夠有尊嚴、無

痛苦、體面的離開人世。

心理干預、對症治療、軀體功能康復、中醫固本扶正，

努力提高患者生活品質。對患者和家屬進行死亡教育，

正視死亡，坦然面對人生。

醫院的專業護理隊伍通過ISO-9001管理體系認證。

在護理上提供基礎護理、生活護理、心理護理、營養

支持，全面提高看護品質。病房環境舒適，以帶獨立衛

生間的兩人間和單人特需病房為主，標準配有軟椅、電

視、衣櫃、微波爐熱飯等設施，從國外引進先進的洗浴

關懷醫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早期識別、積極評

估、控制疼痛和治療其他併發症狀，包括軀體的、心理

和信仰的困擾，來預防和緩解身心痛苦，從而改善面臨

威脅生命疾病的患者及其親屬的生活品質。治療上結合

設備，解決長期臥床患者的個人衛生，減少院內感染發

生。設立靜修室和善別室等，充滿慈愛和孝道文化，提

供人文精神的善終照護服務。 

目前的狀況是由於醫學觀念陳舊、治療手段欠缺、

過渡依賴藥物等原因，一般醫院不願收治此類病人，因

此重症晚期患者和家庭對關懷醫學有著迫切需求！北

京老年醫院關懷病房主要提供各類晚期疾病患者的姑息

治療和善終照護，收治範圍包括晚期腫瘤患者和一些存

在疾病進展、器官衰竭且沒有有效治療手段的非腫瘤患

者。例如：肺心病晚期、心衰晚期、腦血管疾病併發感

染、尿毒癥晚期、糖尿病晚期等。

北京老人醫院關懷病房內之沐浴設施

北京老人醫院關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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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年醫院關懷病房的成立是老年醫院發展的

一個里程碑，也是北京老年醫療服務體系建設的一個

組成部分。生命只有一次。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在我

國尚沒有安樂死的法律和法規的情況下，關懷病房尊重

生命、體現生命的尊嚴。減少痛苦、提高生存品質，不

僅體現我們重視人生過程，更體現我們對結束人生的理

解和關愛。這是醫學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我們也呼籲

全社會關注和支持這項偉大的事業。

	北京老年醫院第七病區關懷病房聯繫電話：

（010）62402846 

	醫保編碼：08154001

(３) 有關北京首家生命關懷病房在老年
醫院成立的新聞報導

	於2010年5月19日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臺」15:37分

左右的新聞報導http://search.cntv.cn/netall/index.sh

tml?qtext=%u5173%u6000%u75C5%u623F

	�於2010年5月19日在「北京電視臺」18:47分左右

的新聞報導【BTV北京 《新聞晚高峰》】北京老

年醫院是北京市第一家三級老年醫院，是北京市基

本醫療保險及工傷定點醫院。日前，北京老年醫院

正式成立了關懷病房，這是北京市三級醫院中的首

家生命關懷病房。http://tv.sohu.com/20100519/

n272221866.shtml

	北京老年醫院的有關的文字快訊：http://www.lnyy.

com.cn/news_content.asp?artcle_id=1845

北京老人醫院關懷病房病人衣服上有
「關懷」二字

北京老人醫院關懷病房

北京老人醫院關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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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5日，「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邀請兩位

主講嘉賓，於香港灣仔港灣道「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主

持一個大型的系列講座「科學、生死、輪迴」，第一會

的講題為：

(1)	 喀嚕臣教授，冰島大學心理學榮休教授（具備30餘

年有關輪廻之科學證據研究經驗，乃著名的殿堂級

學者)，講題為『輪廻的科學證據』(粵語翻譯)；

(2)	 李燕蕙教授，台灣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講題

為『善終，是要預備的』

講座內容涉及―

• 科學能否揭示生與死的奧秘?

• 前生記憶是否可信?

• 何謂「善終(好死)」?

• 死後是否會輪迴?

• 輪迴是否合乎科學?

• 如何提昇生命的精神進化?

(1)

兩位教授與兩位翻譯於

台上(一) 
The Two Professors 

with Two Translators at 
Their Sides (1)

喀魯臣教授與李燕蕙教授(一)
Prof. Lee & Prof. Haraldsson (1) 

基金會之創始人陳建強博士向喀魯臣

教授致送紀念品

The Presentation of Souvenir to Prof. 
Haraldsson by Founder Dr.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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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嚕臣教授簡介

喀嚕臣博士乃冰島大學心理學榮休教授，他積極致

力 “靈異” 和 “超越人格” 等課題的研究，並於權威

科學學報上，發表百篇以上學術論文及研究報告。自上

世紀之八十年代後期，他在斯里蘭伽及黎巴嫩，對聲稱

有前生記憶之兒童，廣泛地調查近一百個個案，作出的

心理研究。

他的研究課題圍繞著：那些宣稱有前生之記憶者，

是否可以被證實或否定？這些個案研究能否經得起徹底

的審核？又如何地去解釋呢？而那些宣稱有前生記憶之

兒童，會否與其他之兒童在心理上有所不同呢？

這方面的研究，喀嚕臣教授曾與美國維珍尼亞大學

醫學院之史提芬遜教授，作全面及通力合作。而史提芬

遜教授更是這方面研究之權威表表者，曾於多個國家進

行前生記憶之研究達數十年之久。

喀嚕臣教授有五本書籍著作並已翻譯成多種文字，

其普為人知悉者包括與加里士.奧西斯基於大量臨終病

人目睹景像的研究而合著的“臨終時刻”，這是一部有

關“臨終顯像”的罕有著作。

另一部為“奇蹟作標誌”，內容是有關印度“神

人”薩非亞.世.巴巴所聲稱的奇蹟現象的詳盡研究。  

此外，他亦對民間有關遇見亡者、鬼物、幻象等

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進一步的資料，請參閱網址http://

www.hi.is/~erlendur/

喀魯臣教授之演講情況(一)
The Talk by Prof. Haraldsson (1)

兩位教授與兩位翻譯於台上(二) 
The Two Professors with Two Translators at 

Their Sides (2)

講座後集體合照

Group Photo with Honored Guests

會友林嘉欣小姐演奏古箏

Our Member Miss K.Y. Lam Playing the 
guzheng 

喀嚕臣教授

Prof. Harald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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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蕙教簡介

李燕蕙教授任教於台灣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現為該

系副教授。李教授從事多方面的生死學相關領域的研

究：海德格哲學、詮釋學、創造性夢工作、心理劇、敘

事治療、敘事研究、心理輔導與諮商、佛教禪修與靈性

療育等。在過去五年，李教授參與了台灣國科會研究計

畫，並進行了兩項海德格的治療哲學之研究。

李教授於2002年畢業於德國弗萊堡大學，並獲取哲

學博士學位。另外，在德國時，李教授亦曾在日間護老

中心工作一年，並於一吸毒者的康復治療中心帶領了6

週的心理劇工作坊。

在心理實務工作領域方面，李教授多次獲邀到各類

教育、醫療與宗教機構進行哲學、夢、生死學與心理諮

商為主題的演講，並帶領至少50場身心靈工作坊，基

於「生死關懷」的動力，嘗試創造融合心理治療、生死

學、哲學、禪修的身心靈工作。進一步的資料，請參閱

李教授的網址 http://www.lifeanddeath.net/professors/

yhlee/On 5 May 2010, the Life Enlightenment Charity 

Snapshots
              of Activities

兩位教授與單位領導合照

The Two Professors with the Organizers

講座前之台上安排

Stage Before the Event

喀魯臣教授之演講情況(三) 
The Talk by Prof. Haraldsson (3)

李燕蕙教授之講座(三)
The Talk by Prof. Lee (3)

答問時間

The Q & A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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