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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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的標誌
Logo of “Life Enlightenment Charity Foundation”

The two hands at the bottom of the 
emblem represent the mutual care and 
support of all human beings through our 
motto of “Life Lights Up Life”. The lamp 
of the lighting candle represents the 
enlightened human wisdom will be able to 
shine upon our human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and thus will lead to a better 
and brighter future. On top of that, at the 
two sides, the two persons are united and 
are joining hands together for a higher 
elevation upward towards the sky. This 
symbolizes that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pirit” of the whole humankind would be 
further elevated so as to evolve our human 
civilization to higher levels of progression 
and elevation, towards a more universal 
“harmonious and accommodative” global 
community.

網址：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 電字郵件：info@lifeenlighten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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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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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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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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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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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 i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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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任何宗教信仰的限制

很多人誤會，死後的善終服務――「四十九

天死後世界導航」服務，會否令「生命提昇醫

院」項目有「藏傳佛教」的宗教限制呢？答案是

毫無限制，因為「死後世界」是一種大自然的

存在環境之一，其演變規律不受任何宗教規範，

因此引導進入「死後世界」的人類、以至一切眾

生，如何在「死後世界」中得到保護及避開險

境，如何選擇前路，是一種普遍性的教育及基礎

知識，並不受制於任何宗教。因此「生命提昇醫

院」項目適合任何的人士及眾生，亦無礙任何人

士進行任何的宗教儀式，可以說是人類及眾生的

最佳救助站及庇護所，亦是「生命」得以順利「

提昇」的最佳協辦場地，於此深切祈願完善的「

生命提昇醫院」能夠盡快成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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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

為香港特區政府之認可慈善機構

根據稅務條例88，所有捐款均可免稅

      「生死教育」的推行

   各項慈善活動

        「生命提昇」醫院的創新服務與創建

均有賴你的捐助

捐助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公室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助項目：□ 所有慈善項目   □「生死教育」的推行、助印「生命提昇」雙月刊

 □ 「生命提昇」醫院創建基金    □ 無須鳴謝

捐助方法：□ 現金   □ 支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銀行，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直入戶口（存款收據傳真至31571144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 自動轉帳 (每月自動轉帳之銀碼：_________________，收據將於每年之4月初寄奉閣下之府上。有意

用自動轉帳形式捐助之善長仁翁，請致電本會2558 3680登記。)

捐款請填寫上列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寫「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寄回本會會址 , 香港柴灣常安街

77號發達中心4/F , 或者直接存款入香港匯豐銀行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戶口 ﹕809-523715-292 , 敬請將

存款收條及表格傳真至本會號碼﹕31571144 , 或者寄回本會。收據將會寄奉閣下之府上。

無限的感謝   無限的祝福
3

p3中文損表格+封底英文捐款表格.indd   3 18/8/2011   15:59:50



「 生命燃點生命」專攔： 
於青海玉樹大地震現場救傷扶危所引發的「生命意
義」(1)

慧心、慧真 17-20

「身體健康」專欄：
過敏性鼻炎結膜炎

眼科專科醫生 陳志明 21

「環球新聞與資訊」專欄：
(1) 港大皮膚細胞造萬能幹細胞《明報》2011年1月13日
(2) 「選擇安寧預約善終」陳榮基醫師談CPR的抉擇

22-28

香港 2011年3月
Hong Kong   Mar 2011

台灣 2011年4月
Taiwan  Apr 2011

生命提昇   Life Enlightenment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ISSN 2218-6530
出版人及版權擁有者：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Publisher & Copyright Owner : Life Enlightenment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地址：香港柴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4字樓	 Address : 4/F, Federal Centre, 77 Sheung On St., Chaiwan, HK.
電話 Tel : (852) 2558 3680 傳真 Fax : (852) 3157 1144
電郵	Email : info@lifeenlightenment.org 網址 URL :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

本刊內容每篇文章之文責自負。本刊文章內容純屬作者意見，並不代表本刊及
本會立場。本會有權拒絕或修改任何文章。
本刊受國際及地區版權法例保障，未經出版人書面充許，任何圖文不得全部或
局部轉載、翻譯或重印。
All Right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part or in whole, either in print or non-print 
format, or electronically, is possible only with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Foundation.

台灣總代理：大眾雨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5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72號 10樓
電話：(02) 3234-7887    	傳真：(02) 3234-3931
E-mail : ycmag@popularworld.com

Life Enlightenment
主編：羅美玲

Chief Editor : Law Mei Ling

本「基金會」之活動剪影
(1) 參訪台灣‧嘉義縣‧民雄鄉之「吳鳳科技大學」
(2) 羅美玲女士榮獲「2010中國經濟優秀人物」獎項
(3) 陳建強博士榮獲「中國公益大使」獎項
(4) 羅美玲女士榮獲「行業十大誠信傑出人物」獎項

新聞與資訊搜集組 29-36

Special Column on “Research Reports”: 
Children Who Speak of Memories of a Previous Life 
as a Buddhist Monk: Three New Cases (4) 

by Erlendur Haraldsson & 
Godwin Samararatne 37-40

The Project on the “Life Enlightenment
Hospital” 41-44

生命提昇

創刊於2010年9月 Inaugurated in Sept 2010

目 錄

生命是可以長養及提昇，我們嘗試令生命
更豐富及圓滿，以「生命燃點生命」

中文版：

送給天下兒女的一封信：
漫不經意的失落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行政
總裁　羅美玲 5-6

「研究報告」專欄：

有前世記憶為佛教僧人的兒童：三個新個案(四)

首席僧人的個案(3)

喀魯臣教授及葛榮沙瑪喇
呢著、芳慧中譯 7-11

「生死教育」專欄：
真實個案(3)：輪迴延續的創傷後壓力症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行政
總裁 羅美玲 12-16

p4目錄二HKNew.indd   4 18/8/2011   16:00:26



送給天下兒女的一封信3
漫不經意的失落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行政總裁

羅美玲

羅美玲女士簡介

羅美玲女士創立「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其著作、演講、出

版之多媒體光碟、書刊、及雜誌，現今已多達70餘款，更分別

擔任《蓮花海》及《生命提昇》雙月刊的總編輯，著重於淨化

人心與提升精神力量，創建和諧社會。其領導才能及創新能力

得到廣泛的認同，分別被授予“2009中國新經濟發展傑出人

物”、“2009年度中國企業創新優秀人物”、“2009年度中

國百名改革創新風雲人物”、「中國對外貿易理事會」理事、

「2010中國經濟優秀人物」獎項、「行業十大誠信傑出人物」

獎項等榮譽稱號，並獲特別邀請成為「中國國際經濟發展研究

中心」的“高級研究員”。

見它的形成起點，也看不見它的演變過程，甚至不知

道它組合了多少種類的挫敗。

當你愛的人對你說了一句刺耳或刺心的說話，你

忍着了；當你滿懷信心與希望的時候，被人撥了一頭

的冷水，但其實成敗尚是未知之數；當你無端被毫

不相識的人罵了幾句；當你被毫不尊重的拒絕，或者

被人任意的忽視；當你看不清前路，缺乏充足的信

心；當你孤單寂寞的時候，找不到任何合意的傾訴對

象；........................ 當這一切的一切，組合成分不清

條理的混合體時，你將墮入「漫不經意的失落網羅」

，無論如何都走不出它的迷陣。

我們的愛兒啊！你的心聲，也是新一代年青人的

心聲。心智尚未成熟的一代，沐浴在物質充裕的今

天，資訊爆棚，真假不分，卻又充滿着容易令人沉迷

的陷阱，其吸引力之大，幾乎已經吸盡了他們的一切

親愛的：
 

當我倆都以為您在我們悉心的培育下，必定是一

個充滿快樂的人時，竟然親耳聽聞一句令我倆都感

到驚愕的說話：「不知道為甚麼，我好像甚麼都擁有

了，但我的內心卻經常都有一種〝漫不經意的失落

感〞。我想知道原因。」

我們的愛兒啊！「漫不經意的失落感」之所以說

它是「不經意」，是因為它好像並不太刺激，也不重

要，卻又令人感到不知所措和迷惘。好像沒有甚麼大

不了，但又總是讓人鬱鬱不樂。因為「漫不經意的失

落感」通常都源自一些或一堆微細的挫敗，尤其是一

些毫不起眼的願望落空與不對勁。

由於它們太微細了，因此通常都會被忽略，也任

由它的累積。當累積到某一個「點」的時候，就會開

始令人有不快的感覺。這種「不經意」的形成，是因

為你無法了解是那一種挫敗引起你的不快，你既看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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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父母？

為人父母的，也總會有迷失的時刻，也總是希望有人殷切的指導，更何況是自己的兒女呢？願

天下父母，都能為自己的子女，送上一封鼓勵、開啟智慧的信。即使無法做到，也應該送上一番無

盡的關心愛語，認同他們的感受。

這種綿綿愛意，必可救出迷失在混亂中的脆弱心靈，一切的挫敗、失落、與不快樂，都在扶持

中轉化成智慧，互補缺憾與不足，令子女成功走上生命的提昇路向，也在不經意之中，醫好了父母

深層的莫名不快。

愛意無盡、幸福亦無盡！

為子女以至別人伸出扶持之手，這份誠意與真愛的感染，

也將會為你自己帶來精神與生命的提昇！

精力、思緒。要走出如此的迷陣，又豈會是一件容易

的事呢？

刺激官感的網絡遊戲、千奇百怪的色情世界、真

假難分的交友網絡、高速流轉的萬變訊息、不用負責

的任意批評與欺凌，令精神與心靈皆空洞，從未承受

過真正痛苦、貧困、戰亂的一代，經不起任何輕微的

挫折。

稍微的挫折，已經足以令他們退縮在可以隱藏身

份的網絡空間，逃避現實，繼續麻醉自己的心靈。虛

擬的現實，令新一代更難與真正的現實互相銜接。經

常浮游在「現實與虛擬」兩種世界的後果，會令精神

狀態更容易陷於「焦慮不安、迷惑紛亂、不知所措、

情緒失控」的狀態。

我們的心愛寶貝兒女啊，脆弱的一代，需要認清他

們的內心世界，調理混亂不堪的思緒，而並非不斷的追

逐潮流、沉迷網絡及官感的刺激、逃避現實的殘酷。

不斷的追逐潮流會令人迷失，被人牽着鼻子走，

形成過度在意他人的態度及看法，因此承受不起別人

的一言半語與忽視。沉迷網絡及官感的刺激會令人陷

於極端的角落，無法忍受沉悶、自視過度、脫離現

實，削弱自我控制的能力，因此更容易招至挫敗的來

臨。逃避現實的殘酷會令人遇難即退，自信心低落，

無法培育處事解困的能力。

我們的心愛寶貝兒女啊，你知道嗎？這一切的一

切，逐漸形成大大小小「挫敗」的出現。這些「挫

敗」不斷地埋藏在我們的「潛意識」裏，扭結成無法

解開的「死結」。

這些「死結」令人即使身處舒適的環境，仍然會

從心底裏突然冒出莫明其妙的不快與不安，一種「漫

不經意的失落感」悠然地出現了。你要知道原因嗎？

請先從「認清自己的內心世界」開始，抽絲剝繭地條

理思緒，安撫每一分不穩的情緒，放下無謂的執著，

學習感受已經擁有的一切，感恩於已經存在的幸福。

我們的心愛寶貝兒女啊，忽視處理自己的內心，

等於忽視一切的智慧，也等於迷失自我。因為最終極

的智慧，是生起於內心的，即使從外在吸取智慧，仍

需內心的認同，才可成為運用自如的真正自身智慧。

既然「漫不經意的失落感」來自內心，要了解它，當

然也要「從心開始」。

您明白您父母對您的殷殷誘導與奉獻嗎？如果感

受到，就不要再迷失在「漫不經意的失落感」了，請

相信我們，亦請相信您自己！快樂已為嘗試了解自己

內心的您，悠然地凝聚了，您知道嗎？

 

深愛你的 
爸爸與媽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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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欄
研究報告

首席僧人敦名達 ‧ 班打那 ‧ 那拿也奇
(DUMINDA BANDARA RATNAYAKE) 

的個案

當敦名達年約三歲時，便開始講述與間迪城 (Kandy) 中亞芝利也

寺院 (Asgiriya) 內，一位首席僧人 (chief-monk) 有關的生平，並經常

表示渴望到訪該寺院。亞芝利也寺院是斯里蘭卡的其中一間大寺院，

該寺的僧人與另一間瑪華達寺 (Malvatta) 的僧侶，共同分享守衛聖牙

廟 (Temple of the Tooth)的特權。聖牙廟是一所著名的「小乘上座部」

(Theravada) 佛教朝聖廟宇 (Seneviratne, 1978) 。

敦名達出生於 1984 年 6 月 16 日，雙親是錫蘭族 (Sinhalese) 的

佛教徒，三名兒子中他排行第二。敦名達與母親一起居住於外祖父母

的農場內，他的外祖父母是霍旦利也 (Thurdeniya) 的小地主，該處是

離開間迪城 (Kandy) 約 16 里路程的山區農村。

喀魯臣教授及葛榮沙瑪喇呢著 

芳慧中譯

前文提要

敦名達在寺廟內

有前世記憶為佛教僧人的兒童：三個新個案 (4)

首席僧人的個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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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名達小童時期探訪亞芝利也
寺院時攝，當時他好像很熟習宗
教方式地一直走向佛塔 (stupa) 
去繞塔禮拜。」

敦名達

8

敦名達顯示了一些跟他年紀與眾不同的行為特

徵。在 1987 年 10 月，敦名達的母親在其外祖父母陪

同下，帶了他到亞芝利也寺院 (Asgiriya)。有一位新聞

記者在「島報」(Island 報章 ) 得悉這宗個案後也到場

採訪。

對於我們做調查研究的人來說，敦名達的自我

表述比他出訪亞芝利也寺院 (Asgiriya) 更為重要，因

為要可靠地去重整已發生的事是很困難的，而敦名

達卻重覆訴說他的表白超過兩年之久。

經過多番的追查及不同僧人的證供，最後發現只

有一位僧人，同時『擁有一輛紅色 ( 或啡色 ) 的車、

因心臟病發而死亡、擁有一部唱機、位列「主持僧

人」(Mahanayaka) 』，他就是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最後的數個驗證條件是：

究竟宮利巴那在生前有否教導過其他僧侶呢？有否傳

道呢 ? 是否擁有一隻大象呢？

目錄 3

1921 年至 1975 年，在亞芝利也寺院 (Asgiriya) 出任院長 (Abbots) 的名單：

姓名 年份 汽車 死因 收音機 傳道 大象

Gumepana 1921-29 有，紅 / 啡色 突發心臟病 唱機 經常 一隻 (?)

Mullegna 1929-47 無 癱瘓 無 以傳道出名 無

Yatawatte 1947-66 無 癱瘓 無 無 一隻

Udugama 1966-70 不詳 老年 無 無 無

Godmunne 1970-75 有 , 白色平治 心臟病 無 無 無

結論 (2)

每 一 位「 主 持 僧 人 」(Mahanayaka) 都 要 教

學 徒 僧 的， 所 以 用 這 點 去 區 別 是 否 敦 名 達 所 陳

述 的 人， 作 用 不 大。 但 究 竟 哪 位「 主 持 僧 人 」

(Mahanayaka) 是要傳道的呢 ? 據尊貴的霍那登利也

(Ven. Thoradeniya Piyaratana) 所知，尊貴的門利加

瑪 (Ven. Mullegama) 是以傳道出名的，而尊貴的宮利

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亦 有 做

些 傳 道 的 工 作。 至 於

尊貴的也打華提 (Ven. 

Yatavatte)， 尊 貴 的 喲

嘟加瑪 (Ven.Udugama)

及尊貴的高門里 (Ven. 

Godmunne) ( 但後者是

沒有車的 ) ，他是死於

癱瘓而非心臟病。

在斯里蘭卡，僧侶

用的扇子是屬於每一位

僧人的私人物品，但只

有要傳道的僧人才會用

扇子，亦只有一部分僧

人需要傳道。至於敦名

達所重視的持著扇來背

誦經段，則在正式佈道

會開始時才會做的。

 敦名達提及過有一

隻大象，尊貴的霍那登

利也 (Ven. Thoradeniya 

P i y a r a t a n a ) 不 肯

定 尊 貴 的 宮 利 巴 那

( V e n .  G u n n e p a n a 

Saranankara) 有沒有，

但他卻肯定尊貴的也打

華 提 (Ven. Yatavatte)

養 了 一 隻。 詩 打 拿 文

先 生 (Sedaraman) 的

證 據 再 一 次 提 供 有 用

的資料。據他說，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的 大 弟 子， 尊 貴 的 宮 欄 欄 打 (Ven 

Gunananda) 曾經捉了一隻大象，並把它帶往宮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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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男孩名叫敦名達，年約
三歲時，便開始講述前生

他前生曾教導一些學徒僧侶

他講述自己前生為一位首席僧人

生命提昇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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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Gunnpana) 村， 那 兒 是 尊 貴 的 宮 利 巴 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的出生地，他並且在當地

寺院居住過，亦經常到訪該村。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對這頭大象很感興趣，但

它在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去世前不久死掉了。

依此證據，我們可以推斷有兩位「主持僧人」

(Mahanayaka) 曾經擁有大象或對大象有興趣，他們

是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和尊貴的也打華提 (Ven. Yatavatte) ，後者是沒有汽

車，死於癱瘓及不用去傳道。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再一次成為最有可能是敦

名達所表述的人。再者，亞芝利也寺院 (Asgiriya) 亦

養了幾隻大象以供節日慶祝之用。

詩打拿文先生 (Sedaraman) 沒有向我們透露太多

關於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的性格，只知道他經常對人溫文有禮、慈祥和友善，

亦非常冷靜，從不表現激動。他出生於貧窮家庭，

得到俗教徒 (lay-people) 的愛戴。尊貴的霍那登利也

(Ven. Thoradeniya Piyaratana) 也認識尊貴的宮利巴

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並記得他是一位

品行極之端正及嚴守規則的僧人。

在目錄 3 列出的五項主要表述中，只有一位「主

持僧人」(Mahanayaka) ，尊貴的

宮 利 巴 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脗 合 了 所 有 五

項。三位「尊貴的門利加瑪

(Ven. Mullegama) 、尊貴的

也 打 華 提 (Ven. Yatavatte) 

、 和 尊 貴 的 高 門 里 (Ven. 

Godmunne) 」 只 符 合 一 項，

其餘一位尊貴的喲嘟加瑪 (Ven.

Udugama) 未能脗合任何表述。

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無 疑 地 是 敦 名 達

(Duminda) 陳述的人。

敦名達的表述被「污染」的可能影響

對於那些聲稱有前生記憶的兒童，當周遭的人開

始相信某人就是他的前生，他的表述將會因對此人的

認識而被影響。我們調查這類個案的一個主要困難，

便是要在該兒童還未被這些先入為主的認知所「污染」

之前，取得他的表白。

我們還需要分辨那些才是該兒童原本的表述，而

並非由他或其周遭的人後來所加添或更改的描述。就

這個案而言，敦名達 (Duminda) 的表述被「污染」的

可能性較一般情況少，原因是那位新聞記者最初做的

調查研究比較粗略，而被他認為是敦名達 (Duminda)

前生的僧人，僅在很少程度下脗合敦名達 (Duminda)

的陳述。

P7-P11研究報告.indd   9 18/8/2011   16:01:45



他經常取「一件袍服和一把
僧人用的扇子」作玩具

他前生因胸口痛而倒下

被送往醫院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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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名 達 (Duminda) 一 家 從 未 認 識 這 位 僧 人

的家人或朋友，亦沒有興趣知道那些疑是敦名達

(Duminda) 所表述的人物詳情。譬如，當我們問敦名

達 (Duminda) 的外祖父，那位僧人是他認為可能是

敦名達 (Duminda) 的前生，他說不知道。對敦名達

(Duminda) 一家來說，知道敦名達 (Duminda) 曾在亞

芝利也寺院 (Asgiriya) 當僧人已經是足夠了。

就是每天早上五時都會有一位僧人在斯里蘭卡的電台

誦唸經段，而敦名達 (Duminda) 是一位早起床的人，

他可能有聽過。

但這未必可以全部釋疑，據喀嚕臣教授 (E.H.) 的

首位翻譯冷那先知 (Ranasinghe) 先生所說，他的同齡

孫兒們有時也會早起床的，但他們從未學到任何經段，

他也未聽聞過在他的家族內或任何地方，有兒童學懂

有可能玷污敦名達 (Duminda) 所表述的，大都

是涉及一般僧侶的假定性或理想化的特徵。敦名達

(Duminda) 在農村居住，他可能在路上曾遇過一些僧

人，目睹他們怎樣穿上及收摺袍衣。但最令人費解的

是，他以三歲之齡便懂得以巴利文 (Pali，不是他的錫

蘭族 (Sinhalese) 母語 ) 清晰及準確地背誦經段，還有

他是以僧侶持扇子的方式去唸誦。

我們曾就敦名達 (Duminda) 怎樣去學到這些經段

展開查探，他的外祖母是懂得大部份的經段的，但她

否認曾教過敦名達 (Duminda)。另一個正常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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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3 歲時一直想要一塊布料圍著
他的肩膀，就像僧侶披僧袍一樣

生命提昇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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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嚕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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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巴利文 (Pali)這種「死語言」去唸誦經段。儘管如此，

我們還是未能証實敦名達 (Duminda) 是知曉每一個巴

利文 (Pali) 文字的意思。

在敦名達 (Duminda) 的個案中，我們在一個三

歲或四歲的小孩身上發現很多不尋常的行為特徵，而

這些特點卻符合僧侶們一般性的行為舉止，特別是與

「主持僧人」(Mahanayaka) ：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的生平相符。

還有，我們從那些認識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的證人所收集來

的證據，皆顯示了敦名達 (Duminda) 所陳

述的，大部份都與尊貴的宮利巴那 (Ven. 

Gunnepana Saranankara)

的生平脗合，而他正是

在 1921 至 1929 年 期

間，出任亞芝利也寺院

(Asgiriya)的首席僧人。

......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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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輪廻」的記憶而引至之 

「創傷後壓力症」

歡迎大家繼續閱讀「生死教育」系列的介紹，上兩期的個案，

很清楚地向人類啟示了一個重點，就是「死後世界」與「重獲生命

的投胎」，確實是存在的，而且曾經有人類經歷過。若果大家有細

心留意上兩期的個案，會發現有幾個重點，對人類的生命提昇有非

常重要的影響。

第一個重點，喀嚕臣教授重複地提及，個案中的主角都不約而

同地指出，在人死後至投生前的階段，會身處一種幽暗的環境。

第二個重點，喀嚕臣教授提及，能夠記憶前生往事的個案，主

角大都是前生因意外或被謀殺而傷重死亡的人，由於死時太過辛

苦，至投生後，身體上仍然保留前生死亡時的痕跡，稱為「胎記」

，而且在精神上持續受到上一生死時的痛苦所影響。

第三個重點，在個案中的主角，發現自己死後是浮在半空中

的，而且周圍有很多和他一樣的人，在死後都浮在半空中。

5歲時的狄露西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行政總裁

羅美玲

真實個案(3)：

   輪迴延續的創傷後壓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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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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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阿貝帕拉報導了狄露西的個案

喀嚕臣教授尋求石廟主持的協助

丹布拉石廟的主持

第四個重點，死亡至投生，普遍大約要經歷1-3年

左右。特殊的個案會經歷4-10年左右，甚至更長的年

期。

在分析上述四個重點之前，會先讓大家再了解多

一個由喀嚕臣教授親自研究的個案。這個個案描述一

位少女，經常害怕見到水，有一種無法形容的精神痛

苦和恐懼，經常纏擾着她。這名少女出生在斯里蘭

卡，名叫狄露西 (Dilukshi) 。

狄露西自小就經常向人透露，她前生名叫西洛

米，死於淹死。她可以很詳細地憶述自己的前生事

蹟，因此成為喀嚕臣教授的研究對像。喀嚕臣教授對

她及其家人進行心理測試，發現狄露西患有「創傷後

壓力症」。

喀嚕臣教授跟據狄露西的詳細描述，嘗試為她追

查前生的生活地點和親人，以求證狄露西的描述，是

否真確。這個個案的特點是事實真相的揭露，追查的

過程，以至最後結果，喀嚕臣教授都全程參與及論

證，成為一個極為客觀、具有充足證據、與及極具真

實性的個案。

個案的具體內容：

在斯里蘭卡，大多數的輪廻個案都發生在佛教家

庭。這裡大多數的人口是佛教徒，比例是三分之二，

但喀嚕臣教授在基督教徒中也發現一些輪廻個案，甚

至回教徒中也有一些，因此在斯里蘭卡，所有主要宗

教族群都有輪廻的個案。

在回憶前世的記憶中，狄露西提及到丹布拉石

廟。為了進一步解開狄露西身世之謎，喀嚕臣教授決

定對她的訴說採取訪查行動，拜訪丹布拉石廟裡的住

持。喀嚕臣教授想進行調查，看看當地死亡的女孩

中，有沒有人符合狄露西的描述。但很遺憾地，丹布

拉石廟住持表示並不認識符合狄露西記憶的家庭，因

此他把喀嚕臣教授轉介到當地的報社尋找協助。

故事就這麼繼續下去，住持的一個朋友是記者，

名字叫阿貝帕拉。他任職的報紙在全國都有發行。他

聽說這個個案後，決定採訪狄露西和她的父母，瞭解

有關她對前世的描述。阿貝帕拉表示這個案很特殊，

在過去三十多年來，他研究過這類故事，遇見過各種

議論前世的人，但狄露西是千中取一的特例，對記者

而言，這是一個很棒的報導。

當狄露西的前世記憶個案在報紙上刊出後，引起

了極大迴響。文中提到狄露西認為自己曾住在丹布拉

石廟附近，而狄露西神秘的回憶和她記得的驚人細節

吸引了讀者。最後喀嚕臣教授能找到符合狄露西前世

記憶的人嗎？很多讀者都期盼着。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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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登數星期後，狄露西一家收到一封信。郵

差把當天的信交給狄露西的父親時，他訝異地發現其

中一封來自丹布拉。他在那邊並沒有親朋好友，當他

翻開了信件後，信中的內容令他呆住了。這封信是一

位名叫拉那湯加的人寄來的，他住在丹布拉。他提到

河流和步橋，他的女兒名叫西洛米，死的方式和狄露

西常說的一樣，證實許多狄露西的陳述，還說想見

她。在那封信之後，狄露西今生的母親終於相信狄露

西的陳述，答應和狄露西一起去見拉那湯加。

一位名叫拉那湯加的人在信中說想見狄露西

狄露西今生的父母別無選擇，因為女兒決心要見

她相信是真正家人的人。狄露西威脅說如果不帶她

去，就要離家出走。這封信最後說服了狄露西的父

母。他們要帶她去她認為自己死去的地方。

他們帶著狄露西坐六小時的車去丹布拉。接近丹

布拉時，狄露西開始認得地標，她甚至開始指點司機

前往她前世家庭住的房子。到達目的地後，狄露西終

於和前世的父母及家人見面了。這次會面十分感人，

相當真情流露。

對喀嚕臣教

授而言，這是見

證兩世交錯的珍

貴機會。在斯里

蘭卡所有的個案

中，只有大約三

分一個案的說

法，能找到符合

的前世家庭或死

者，所以像狄露

西這樣真實的個案是非常罕見的。

喀嚕臣教授見證兩世交錯的

珍貴機會

狄露西指點司機如何前往前世的家

當狄露西回到前世家庭，與前世的家人見面後，

她的個性有很大的轉變。她變得沒那麼害羞，和這個

家庭相處似乎更自在，她的轉變令人感到震驚，難道

狄露西真的是這個小女孩西洛米的投胎轉世嗎？這些

疑團正逐一解開。

西洛米的父母表示，他們的女兒是個很聽話的孩

子，出門一定會交待去哪裡，而且總是帶著弟妹出門

狄露西與前世父親拉那湯加見面

相片中的小女孩是狄露西的前世西洛米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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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露西前世西洛米的家

游泳或玩耍。有一天，她很晚都沒有回家，父母到處

去找她，結果在水裡發現她的屍體，父母見到女兒死

了，就昏了過去。事隔多年後，在機緣巧合下，狄露

西來到這裡，她認得誰是她的前世父母，她也認得自

己以前的東西，還有附近的鄰居，這些都讓她相信，

自己就是西洛米的投胎轉世。而狄露西見到前世父母

和弟妹時，顯得十分快樂，感覺好像經過很久之後終

於回到家了。

狄露西與喀嚕臣教授到附近散步

狄露西來到岩石時就感到害怕

狄露西過去描述中提及的步橋

在傍晚時分，狄露西帶喀嚕臣教授去散步，欣賞

前世家鄉的景色。當他們走到大岩石附近時，狄露西

向喀嚕臣教授指出，當自己還是西洛米時，經常在那

裡玩耍。那是一塊半平坦的岩石。正如她過去的描

述，小河上的步橋也存在，這裡便是西洛米掉進水裡

的地點。當狄露西來到這個特定的地點之後，變得很

害怕和驚恐，她告訴喀嚕臣教授，她記得前世就是在

這條河中淹死，臨死前的情境歷歷在目。經過輪廻轉

世後，昔日的小女孩西洛米，已經重生成為眼前的狄

露西，她的個案亦成為研究輪廻轉世的重要案例。

喀嚕臣教授全程跟進和參與狄露西的個案，他認

為這個案當中是有真實之處，因為狄露西對這些事件

有真實的印象，而這些印象和想法，很早以前就跟著

她，某程度上甚至持續到現在。據喀嚕臣教授和同僚

所蒐集的資料顯示，他們比較狄露西的說法和西洛米

的一生後，發現十二個極度吻合的相同點。

喀嚕臣教授和同僚一共發現大約二十項相同點，

其中十二項非常符合，而且相當特定。如果要證實「

狄露西前世的母親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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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是存在的話，這個研究足以提供部分的科學證

據。喀嚕臣教授認為，輪迴轉世確有其可能，這些個

案的前世回憶有其真實之處，可作為支持輪迴強而有

力的例證理論。

必須妥善處理前生的痛苦

這個個案是一個非常明顯、證據充足、與及在全

程監察下完成的「輪廻」個案。由發現前生的家族開

始，以至出事地點，都完全與輪廻者狄露西所描述的

情况吻合。喀嚕臣教授全程都有跟進，可以作為一名

有力的證人。而狄露西的精神狀況是正常的，可以詳

細引述細節，而成長過程亦是健康的，但卻患有「創

傷後壓力症」。

因此喀嚕臣教授在檢查及分析後，認為這些恐懼

與創傷是來自狄露西的前生。由於狄露西死於被淹

死，因而今生非常懼怕水，並且因此患上「創傷後壓

力症」。這個個案顯示上一世的痛苦，若果未能適當

處理，確實會延續及遺禍於下一世。狄露西的個案，

就是一種強力的證據。

狄露西在年幼時與全家人合照

喀嚕臣與狄露西前世今生的家人一同會面

年幼時的狄露西在家中

在了解這些個案的真實內容之後，我們可以很清

楚地明白，「死後世界」與「再次投生」確實是存在

的，與及「輪迴」亦確實是一種危險的旅程，也是一

種挑戰。為甚麼呢？

因為喀嚕臣教授亦提及一些個案，這些個案顯示

有一些高僧，即使終生進行精神提昇的訓練，結果仍

然難以避免在死後再次投生，甚至在今生亦無法重回

前生的修行狀況。

你會很驚訝地發現，原來「輪迴」這種危險旅程

的挑戰，並非你我一般想像的如此簡單。因此究竟在

生前，應該接受甚麼教育與訓練，才足以應付「死

亡」與「投生」的挑戰呢？應該在生前做好甚麼準

備，方才有機會令「下一期的生命」進入提昇的軌

道，向上不斷進化，而並非退化至更差的狀況呢？

這些個案的意義，啟發了一個重點，這個重點就

是我們今生的人生目標，不應該只放眼在金錢或者物

質的追求之上，而是應該切切實實地提昇在生時的精

神狀態，為死亡之後的下一場危險旅程作適當及充份

的準備。

究竟要作甚麼適當及充份的準備呢？有沒有類似

的真實個案可以提供一點證據或者啟示，讓現代的人

類可以借鏡呢？上述四個重點的分析及答案，又是怎

樣的呢？

我們在一系列的「生死教育」系列裏面，將會陸

續與大家一起探討。祝願大家可以尋找到真正的「生

命意義與真諦」，下一期再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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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心、慧真著

專欄

生命燃點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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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自己的感覺與理想

2010年 4月 14日，當人們還沉醉於努力賺錢或努力

實現夢想的時侯，在青海，有一個名叫玉樹縣結古鎮的地

方，發生了 7.1級的強烈地震 ........

從報導上看見大部分的民房於一瞬間被夷為平地，倒塌

嚴重，而且死傷無數。那一刻才驚覺死亡如此接近，隨時隨

地徘徊在每一個人的身邊。下一秒， 自己或者身邊的人就

可能“不在”了。

看見災區的消息，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不知道為甚麼，我的

心情很低落，我的心竟然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的痛苦。那種感覺，很

難忘，就像是發生在我的身上， 親身經歷過一樣。

我不明白為甚麼會這樣，但這些慘劇令我的悲傷久久揮之不去，

甚至影響到我的工作，無法集中，也無法做好。我站在原地，不停

地問自己：「為甚麼我還在這裡？為甚麼我不衝去災場救他們？為

於青海玉樹大地震現場

     救傷扶危所引發的「生命意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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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我還在壓抑自己

的想法？人為甚麼常

常有這麼多的顧慮。我

很想突破自己的圍場，

無形的框框。為甚麼我

就不能堅持我認為對

的事？這樣就是生存

嗎？如果是這樣，我覺

得很沒意思。

不快樂的感覺維持

了一個多星期，一向都不理會甚麼八掛新聞的我，自

動自覺地買報紙，關心最新的災區情况。那幾天雖然

身在香港，心卻飛了去青海。每次見到報導上令人難

過的最新消息，看見圖片上徬徨無助的災民，那一雙

雙絕望的眼神，我彷佛看見了多年前的自己。

香港的服務、物資、福

利都極為充足，如此幸福的

港人， 有甚麼事可以做呢？

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比幫助生

命更有意義。而且能幫忙已

經是自己的福氣，所以我不

想再找藉口了，我決定去青

海玉樹做義工，追求我認為

對的事。

就算明知不自量力、就

算自己的力量有多麼的微薄，但我仍然很想去安慰那

些「一夜間一無所有、空蕩蕩的心靈」。災難過後，

在精神上的煎熬，往往最令人生不如死。就算往後有

更好的條件，也無法彌補他們內心的傷痛。我多麼的

希望能帶上一點點的溫暖，令他們有重拾生活的希望。

無論我可以幫助多少個生命，那怕就算只能幫助

三、四個生命，我也覺得不枉此行了。生命是最珍貴

的，他們都是有父、有母的，不應該用「可以幫到的

人這麼少，都無法全部幫啦 !你救得幾多個呢？」等

等的藉口，不應該用數量來衡量生命的價值。難道只

有一個，就不應該去救嗎 ?就不值得幫嗎 ?就可以忽

略嗎 ?如果那個等候被幫的人是自己，答案會不會就

不一樣呢 ?

所以我沒有理會朋友的勸諭，決定了，不想再

令自己後悔了。想做就去做， 我已經錯過了一次。

汶川地震時，其實我已經很想去幫忙， 結果沒有成

行，令我一直耿耿於懷。我同自己說，再也不能錯

失第二次了。

當我的姊姊知道我這個想法後，為了我的安全，

為了打消我這個念頭，我們不知為此吵架多少遍。我

知道她一定會千方百計的阻止我。但我的決心並沒有

那一刻，觸動了我的心，我深深明白那一種痛苦。

只要試過絕望、痛苦、無助、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

感覺，便無法無動於衷。不知有多少次，想立刻飛過

去青海，但都被我的理智壓住了。我很討厭這個還在

掙扎、不斷遲疑的自己。很討厭那個只去想，卻不付

諸行動、袖手旁觀的自己。如果人活著在世上，無法

忠於自己的感覺，那個跟本就不算是自己，那還算是

活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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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動搖。為了免除任何

的阻力，我決定先斬後奏。

2010 年 4 月 17 日，

我獨自往火車站買了一張

單程硬座的火車票前往青

海西寧。當火車票拿在我的

手上時，我才意識到何謂

「真實無比的一刻」。我告

訴自己：「我終於做到了，

戰勝了自己。」

4月 22號就要起程了，雖然還不知道怎樣向母親

交待，姊姊仍在一直反對，我卻是一意孤行。我決定

臨上火車前，才向母親交待。我怕現在說了，我就去

不成了。而當務之急， 就是返回公司，辭掉工作。

由細到大，我都很怕見到屍體、很怕鬼、很怕好

黑的地方、也很怕見到血，而且心裡面還一直感到不

安，一直感到恐懼。畢竟這是我第一次前往災區現場，

而且是第一次離開姊姊。

一個人走到這麼遠，要考慮的因數實在太多

了。交通、物資、金錢、安全等各方

面，有很多問題要詳細地計劃，有很

多環境因素要仔細地思考。太多的思

考，令到我的頭都漲了，但同時我很

清楚，有些時候也不能顧慮太多了。

因為顧慮太多只會阻礙一切，既然我

甚麼也控制不了，我決定將一切都豁

出去。就見機行事吧！我只能這樣

想，趁這個機會磨練一下自己。

當我正在忙碌地執拾個人的物品，

還有籌備派發的物資時，我的一意孤行

令我的姊姊改變了初衷，願意與

我一起同行。我不知道是甚麼原

因令她改變，是出於擔心還是甚

麼呢？我不知道。但她這樣做，

令我大大減少了之前的不安與恐

懼。我真的非常開心。

我們立刻往火車站買票，為

了節省更多的金錢以購買物資，

她和我一樣都沒有預算坐飛機，

只買了火車最平的坐票前去。但倒霉的是，連硬坐的

車票也賣光了，只能挑選臥鋪或沒有坐位的企位。經

商量後，我們寧願辛苦些，也想將錢更多的用在災民

的身上，就買了一張站票。我承諾會陪姊姊站着到青

海西寧。

回到家後，我們暗地裡收拾厚重的毛衣和日用品

等。4月 21號，回到在廣州養老的外婆家裡，用了大

半天的時間去藥品批發公司買了一些醫療用品，和帶

給災區孩子的糖果、食物等。到了晚上深夜，我們都

想向家人交待事件，但卻欲言又止。我們都沒有勇氣

把真相說出來，深怕家人反對和擔心，尤其是年邁的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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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害怕她會

因此而食不安、睡

不好，所以我們只

說到西寧做義工，

地方很安全， 並沒

有告知他們，我們

所去的地方是重災

區青海玉樹。告知

情况後，他們卻鬆

了一口氣。原來家

人都察覺到我們在家執拾行李的舉動，還以為我們會

像半年前一樣，離開香港一個月往外面流浪。知道原

來是去做義工之後， 他們沒有反對，甚至表示支持。

這令我們感到很驚訝，同時也令我們鬆了一口氣。

外婆漏夜執拾一些自己還沒穿過的保暖綿衣，要捐給

災民。還有以往我們買給她，她當寶貝的藥油也捐給

災民，直至幾個大袋都塞不下了，她才罷休。那天，

我們一起談心直至零晨兩三點。

隔天早上六

點起牀，只睡了

片刻的我們，一

早起牀就吃到外

婆 親 自 煮 的 早

餐，原來她比我

們睡得還少。看

著蒼老和瘦削的

她，霎時間我們真的很感動和感到心痛。有一個感覺，

怕回來後就再見不到她了。

外婆的早餐，在我的印象中是既熟悉又久違了的

一種味道。目送我們離開後，她才真正得到休息。帶

著那份溫暖和感動，在前往廣州車站的路上，天下著

傾盆大雨。直至下車，雨還是洶湧的倒下來。用行李

車推著幾大袋衣服的我們，只能有心無力地任由雨水

打到自己的面上、眼睛上，也沒有手去抹。

全身濕透的我們，拖着沉重的行李，只能冒著大

雨龜速地走往原本只需要十多分鐘的路程。太多、太

重的行李往往令細小的拉車失去平衡而造成反車。每

行一小步，行李又跌一跌。雖然路程很短，卻走了大

約四十五分鐘。我們並沒有怨

言，能及時趕上火車，我們就已

經很滿足了。

在火車上，幾乎所有人都向

我們行注目禮。全身滴水的我

們，連同重到根本兩個女孩子無

法拖運的行李，令他們不禁呆望

我們。太狼狽了，這是我一生都

無法遺忘的一幕。幸好遇上善心

的乘客，幫我們把行李抬上行李櫃上，才真正的鬆了

一口氣。

由於姊姊只買到站票，並沒有坐的位置，於是我

把自己的硬坐位置也讓出去了。好心的鐵路人員聽見

我們要去青海做義工，就送給我們一個黑色垃圾袋，

兩姐妹就在廁所旁邊的吸煙區找了個位置，鋪上垃圾

袋蓆地而坐。我們都覺得非常幸運，出門也能遇到這

麼多的熱心人幫忙。

在火車上的三十多個小時，坐在地板上的我們，

屁股早已開花了。只有去到距離西寧車程還有約三、

四小時的蘭州，下車的人多了，我們才真正有一張屬

於自己坐的座位。在火車上，我們倆姐妹都有一個共

識，無論在上面的環境有多艱辛、多惡劣，可以幫上

忙的，我們都會盡量留駐久一點。如果沒有工作，幫

不上忙的，就一定要離開，絕不能成為災民的負擔，

也不能帶給災區上面的人任何的麻煩。

距離玉樹的路

越來越近了，已經

早有心理準備，一

切都將會困難重

重，我們已經有最

壞的打算。但無論

發生甚麼事情，我

們都會用平常心去

面對。

我們並沒有高漲的情緒，有的，只是一份再

平靜不過的心情，去迎接未知的未來。 22-04-

2010..................(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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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明
眼科專科醫生

過敏性鼻炎
           結膜炎

1) 結膜水腫。

2) 眼臉腫。

患者亦可能有以下個人及家族病歷：

1) 濕疹。

2) 哮喘。

3) 過敏性鼻炎。

治療方面：

1) 避免接觸「過敏原」

　 首先，應盡可能清除「過敏原」，

以免引起過敏反應，可考慮以下治療

策略：

a) 避免接觸動物皮毛。

b) 不要鋪地氈。

c) 購置空調及空氣清新機。

2) 可使用人工淚液沖去「過敏原」。

3) 使用局部藥物，如抗組織胺或肥大細胞穩定劑眼

藥水，可舒緩症狀。 

21

專欄

身體健康

「結膜」是一層透明的薄

黏膜，覆蓋著眼臉後部及鞏膜

前部，並於角膜邊緣與角膜上

皮相延續。

當空氣中的過敏原，如花

粉等接觸到「結膜」，與附著

於肥大細胞的免疫球蛋白E抗體結合時，就會釋放出細

胞內的化學介質，如組織胺等，並會引起過敏病徵及

症狀。

「過敏性鼻炎結膜炎」是最常見的過敏性結膜炎

症形態。「過敏性鼻炎結膜炎」有以下兩種類形：

1) 季節性過敏性鼻炎結膜炎

花粉為最常見的「過敏原」，常於春夏季發作。

2) 常年性過敏性鼻炎結膜炎

塵蟎，動物皮毛為常見的「過敏原」，症狀可長

時間持續存在。

常見的症狀為

眼部癢感，並且眼

睛微紅及流淚。常

伴隨過敏性鼻炎症

狀，如打噴嚏及流

鼻水，亦可能有下

列病徵：

p21過敏性鼻炎結膜炎.indd   21 18/8/2011   16:09:36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內科學系蒙民偉基
金教授（心臟學）謝鴻發教授表示，港大
以全新方法製造人工誘導萬能幹細胞，有
助了解疾病的演變及發展嶄新的療法。

港大醫學院研究人員在幹細胞研究上取得突

破，利用人的皮膚細胞製造出人工誘導萬能幹細

胞。

港大表示，研究人員更將這些人工誘導萬能幹

細胞轉化成多種人類器官細胞及組織，以研究幹細

胞治療，醫治可導致長者截肢的嚴重肢體缺血等疾

病，以及了解包括早年衰老症候群等引致兒童急速

衰老的遺傳疾病。研究人員在過程中毋須使用動物

的生物成分。

港大指出，這些技術會進一步應用至更普遍的

疾病研究，如神經退化疾病和心臟衰竭等，了解這

些疾病的發展，有助發展幹細胞治療等醫治人類疾

病的嶄新療法。

(1)港大皮膚細胞造萬能幹細胞
(明報)2011年1月13日 星期四 18:35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10113/4/m7j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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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人類幹細胞具有治療作用，但製

造幹細胞的過程必須依賴動物生物成分來支持細胞

生長，例如加入老鼠活細胞或動物血清，除了會帶

來動物及人類基因交換的危機，亦存在道德爭議。

香港大學最新研究，以一種酵素抑制劑取代動物成

分，擺脫了傳統限制，成為全球首間製造出沒有動

物基因的人類「萬能幹細胞」的實驗室，相信兩三

年後可在臨床層面應用。

病毒基因培植 用於人體或致癌

不過，目前的新方法仍有缺陷，負責研究的香

港大學內科學系臨床教授蕭頌華解釋，由於新培植

香港大學醫學院謝鴻發教授表示，這些以皮膚

細胞製造的人工誘導萬能幹細胞為研究人員提供了

無限量的人類細

胞來源，而毋須

從病人的不同器

官組織中抽取，

讓科學家及醫生

更容易研究這些

細胞的更生，以

及疾病的演變過

程，更可直接在

細胞培養碟上以

這些細胞試藥。

可 以 預 計 ， 這

些技術在不久將來可幫助醫生進一步了解疾病的發

展，為發展嶄新的治療方案帶來重要啟示，亦為幹

細胞臨床應用帶來新希望。

人工誘導萬能幹細胞像胚胎幹細胞一樣，可轉

化為人體不同種類的細胞。由於人工誘導萬能幹細

胞跟捐贈者擁有相同的基

因成分，因此不存在排斥

問題，同時亦免卻了人類

胚胎幹細胞所帶來的道德

爭議問題。

港大表示，儘管這些

研究突破令幹細胞研究向

臨床應用邁進了一大步，

科學家仍需解決一些難

題，包括涉及病毒的基因

轉移技術等。港大研究團

隊正建立一個針對具體疾病的人工萬能幹細胞資料

庫，以便了解、對治和預防不同疾病。

純人類萬能幹細胞誕生

港大全球首創　擺脫動物基因
(明報)2011年1月14日 星期五 05:05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10113/4/m7r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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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會以病毒基因作為載體，刺激細胞重組，故潛

在細胞病變風險，應用在人體後或會致癌。蕭說﹕

「距離幹細胞應用在人體層面，仍有一段很長的

路，我們未來會集中研究如何解決病毒基因問題，

以及簡化生產幹細胞的程序。」

日本2007年首次透過人類的皮膚組織，在實

驗室製造出「人工誘導萬能幹細胞」（下稱「萬能

幹細胞」），但技術必須依賴動物生物成分來支持

生長，故會把老鼠細胞或豬的血清加進人類細胞之

內，換言之，接受幹細胞的人體有可能接收了動物

的遺傳基因，或感染動物疾病，導致人類免疫系統

出現排斥，故一直無法把這種「萬能幹細胞」臨床

應用於人體。

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兩年來不斷嘗試多種方

法希望打破舊方法的局限，結果發現一種酵素抑制

劑，可取代細胞內的動物成分，成為全球首間實驗

室製造出完全沒有動物基因的「萬能幹細胞」，適

用於人體各器官及組織，包括可以分化成為肝細

胞、心臟細胞、神經細胞等。

可望改善腳部壞死 減截肢風險

為試驗「萬能幹細胞」效用，研究團隊把約20

隻老鼠的左腳紮起，待左腳因「無血到」而壞死，

再移植「萬能幹細胞」內一種細胞，結果老鼠的血

管能恢復七成的血流量，較傳統骨髓移植只能恢復

三成的血流量，效果更為顯著。香港大學醫學院內

科學系及眼科研究所助理教授連祺周表示，相信治

療有效改善因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吸煙出

現血管阻塞令腳部壞死的病人，減少截肢風險。

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教授（心臟學）謝鴻發

認為，技術日後有望應用在更普遍的疾病，包括神

經退化疾病和心臟衰竭等，目前正建立逾10種疾病

的「萬能幹細胞」資料庫，希望技術能在兩至三年

後應用在臨床測試。

負責是次研究的香港大
學李嘉誠醫學院研究人
員：（左起）內科學系
高級技術主任黎永漢先
生、內科學系臨床助理
教授蕭頌華醫生、內科
學系蒙民偉基金教授（
心臟學）謝鴻發教授及
內科學系及眼科研究所
助理教授連祺周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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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是最好的禮物。善終，是最美的祝福。」
僧醫會董事長陳榮基醫師在擔任「蓮花基金會」董事長十五年來，一直陪伴

佛教徒在為善終做準備，積極推動「安寧療護」和「預立DNR意願書」，鼓勵臨

命終人「以拒絕臨終急救(心肺復甦術，簡稱CPR)預約善終」。

圖中站立者是陳榮基醫師，而圖左是趙可式醫師，兩位
醫師乃是台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重要推手。

積極面對病痛，末期選擇安寧

「善終」是眾多佛教徒最大心願，陳醫師說明：「佛教徒認為如果諸事已做，所

願已滿，自知時至，能夠從容安排、交代後事、告別親友，再加上能沒有痛苦、壽終

正寢，在親友的念佛聲中，安詳往生極樂淨土，就是善終。」

「善終」來自於生平的修行和準備。「身安則道隆」，佛法主張要有健康身體，

修行路才能走得長遠。所以陳醫師首先提醒法師，要積極看待身體病痛：「有的出家

人覺得病是他的業，業報受得苦，下輩子會更好；但修行不一定要痛苦，如果把病

(2)〝選擇安寧預約善終〞―
             陳榮基醫師談CPR的抉擇

採訪撰文／徐鳳慈　

照片提供／陳榮基醫師（前台大醫院副院長）

(文章原載於台灣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出版之《僧伽醫護》期刊第59期之32-34頁，於2010年2

月5日刊出。本雙月刊現得到陳榮基醫師、台灣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及徐鳳慈女士的授權轉載

此文，本刊在此特表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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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好，更有精神力氣修行弘道，在這一世能多做一些

事、多幫助一些人，會更有意義。」他感慨許多出家

人不喜歡看醫師，或只

看中醫，因此有些病痛

沒好好治療。他建議法

師身體不舒服，應聽從

醫師指導進行醫治。

陳醫師表示有的病

雖治不好，但可以獲得

控制，例如高血壓、

心臟病、糖尿病等慢性

病，但病入膏肓的末期

病人要面對的是「疾病

無法治癒，死亡無法避

免」。他建議病重的法

師自己覺得好不了、醫師也無法醫治，這時應開誠布

公和醫師討論，詢問是否已到末期無法治癒？可否用

安寧療護減少痛苦，幫忙繼續修行念佛？

面對死亡的態度和往生方式，因為醫學進步而產

生很大轉變。陳醫師解釋：「從前人一旦呼吸停止，

迅速心跳停止，即刻死亡；而且大多由家人陪伴，在

家中安詳往生。死亡被視為生死輪迴或正常生命周期

的一部分，人們大多能接受此自然死亡的事實。」

CPR不適合末期臨終病人

從一九六零年代發明心肺復甦術（英文是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簡稱CPR），加上

不斷發展的高科技醫學，延長人類壽命，陳醫師強

調：「這卻使醫療提供者，尤其是醫師，產生了與

上帝爭命的妄想，或自以為可與死神抗衡，以致醫

療人員、甚至病人及家

屬，因此對存活抱最後一

線希望。」同時我國醫療

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醫

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

立即依其設備予以救治或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不得

無故拖延。」

於是越來越多的人在

醫院臨終前，幾乎都要經

過急救團隊的心臟按摩或

電擊、氣管內管充氣、心

內或靜脈注射藥物等驚

心動魄的心肺復甦術循環操作。陳醫師指出，家屬不

忍放棄希望，醫師也不敢違反第四十三條醫療法的規

定，結果徒留生死兩憾！

陳醫師解釋，「CPR本來是為了搶救急性心肺終

止（心跳或呼吸停止）的病人，例如溺水、觸電、車

禍或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有時CPR會將病人成功救

回；但有時只救回心跳，未能救回呼吸和意識，病人

就永久昏迷，成為生不如死的植物人狀態。」

後來CPR急救對象被無限擴大，陳醫師強調「其

實末期病人不適合在臨終時用CPR急救」，像是慢性

逐漸衰敗的病人（如末期失智症、運動神經元萎縮末

期、植物人、或是心、肺、肝、腎或腦功能嚴重衰竭

等）或惡疾臨終病人（如末期癌症、愛滋病）。

心肺復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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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醫師的反對理由是：「因為末期病人在呼吸衰

竭臨終時，沒有人能用CPR救回，只有在受盡CPR折

磨之後死亡。有的人暫時救回心跳，但救不回肺和腦

的功能，病人被插上氣管插管（CPR的一部分)，接上

人工呼吸器，多承受幾個小時或幾天的痛苦，直到心

跳停止才能解脫。」

還有令病人痛苦和家屬心碎的一面，陳醫師說很

多末期病人，尤其是癌末病人，往往骨質疏鬆或肋骨

已有癌細胞侵襲，CPR的壓胸動作，可能壓斷幾根肋

骨；有的因為治癌副作用，容易流血，急救中可能又

敲斷幾顆牙齒，引發大量出血，讓病人和家屬都身心

受創。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保障CPR選擇權

身為虔誠佛教徒的陳醫師，更是不贊成末期病人

臨終使用CPR，「因為很多佛教徒不但希望能安詳往

生，更希望彌留時身體不要受到搬動或刺激，能夠在

親友念佛聲中蒙佛接引，蓮生淨土。此時若再施予心

肺復甦術折磨，將是罪大惡極行為，徒令死者含恨，

而生者抱憾。」

不適當的CPR也是資源浪費，陳醫師說：「除了

延長病人的痛苦及干擾病人的安詳往生外，實在沒有

甚麼醫療意義，反而更造成醫療成本及社會資源浪

費。」

行醫四十五年的神經內科權威陳榮基醫師，為了

協助臨命終人和家屬尋求身、心、社會、靈性安適與

自在，他和有心人積極推動，終於在民國八十九年促

成立法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陳醫師指出：「這條例讓安寧醫療工作得到法律的

加持和保護，同時賦予每個人在臨終時，得以選擇拒絕

痛苦且已無醫療意義的CPR的權利，也就是說，每個人

可以在臨終時要求不做CPR（Do Not Resuscitate，即

DNR）」。

「很多人誤會安寧是放棄，其實它是在幫助末期

病人放下」，陳醫師說明條例中的重要定義，保障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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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醫師表示，病人在就診時，如果確認病人已經

符合安寧緩和醫護條例的「末期病人」狀態，醫師可

根據病人健保IC卡裡註記同意「不施予心肺復甦術的

意願」(即選擇DNR意願)，遵照病人意願，不再施予

CPR，讓病人安詳往生。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其實類似外國的「自然

死條例」。陳醫師表示醫界現在已形成共識，認為末

期病人，不應施予CPR，而應接受病人DNR要求，回

歸自然死，讓其得以安詳往生。

在面對死亡過程中，CPR的抉擇是項重要生命

課題，經過陳醫師的指引提示，佛教徒如有生平

的修行準備，再善用法律的加持，將不難達成善

終心願。

圖為陳榮基醫師宣導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個人的「善終權」。「安寧緩和醫療」是指為減輕或

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安寧醫

療照護，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末期病人」指罹患

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

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心肺復甦術 (CPR)」指對臨終、瀕死或無生命

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

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或其

他救治行為。

陳醫師強調：「醫師不必執著過去搶救到底的精

神，錯以為未能救回病人是失敗的醫療。其實絕症病

人的死亡，並非醫療的失敗，未能協助病人安詳往

生，才是醫療的失敗。」

簽署DNR回歸自然死

為了避免臨終時，已失去意識或無能力簽署DNR

意願書，陳醫師建議每個人最好在健康或輕病時就簽

署「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或「預立不施行

心肺復甦術意願書」(就是預立DNR意願書)，簽署時

應有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最好找配

偶及子女做見證人。

上述意願書可在醫院索取，或到台灣安寧照顧協

會www.tho.org.tw 和蓮花基金會 www.lotus.org.tw  網

站下載使用（也提供家屬填寫的同意書)。把簽署好的

意願書正本寄到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台北縣25160淡水

鎮民生路45號)，協會再將資料轉給健保局登錄在健保

IC卡。病人將來在醫院有需要時，醫護人員在健保IC

卡基本資料的「器官捐贈及安寧緩和醫療註記欄」，

就可以看到相關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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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與吳鳳科技大

學師生合照

（一）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於2010年6月中旬到台灣參觀訪問

並與多個學術、醫療界、安寧及志願團體等作深入交流

了解當地在「生死教育」與「安寧療護」等各種服務之發展情況

2010年6月21日

由於「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本基金會”) 致力發展生死教育及善終等全面關顧服

務，而台灣於近十多年來在「生死教育」與「安寧緩和療護」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等各種服務已建立卓著成績，故此，「本基金會」成員一行九人，於六月中旬到台灣進行

參觀訪問，並與多個學術、醫療界、安寧及志願團體等作出了深入之交流，了解現時台灣

在「生死教育」與「安寧療護」等各種服務之發展情況。「本基金會」對台灣各界於此次

能撥冗接見，並分享其寶貴的經驗深表謝意。由今期開始，「本基金會」將會於《生命提

昇》雙月刊，分別介紹及刊登有關今次之參訪情况，以餉讀者。

訪台時間 ：2010.06.16—2010.06.22

交流目標

(一) 認識生死學、生死教育、臨終關懷相關之組織與人員。

(二) 針對台灣安寧療護制度、設施、人員配置之全面瞭解。

(三) 民間團體推動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的不同做法與交流。

(四) 對於台灣生死教育推動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五) 台灣之宗教界於安寧療護中所扮演的角色情況。

(六) 討論與建立未來互相合作的可能性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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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行政政總裁羅美玲女士與紀教授暢談

以下為本基金會訪問部分學術團體之有關介紹與報

導：

(三)	參訪台灣‧嘉義縣‧民雄鄉之
「吳鳳科技大學」

其網址為：http://www.wfc.edu.tw/~wufeng/

「吳鳳科技大學」簡介

「吳鳳科技大學」之前身是由創辦人彭文鴻女士

及其夫婿李國棟先生於民國46年（即1957年）草創，

至民國54（即1965年）年奉准立案招生。「吳鳳科技

大學」是以學生為主體，依據教育部相關法令辦學。

創校至今，堅守其校之教育目標：秉持「敦品勵學、

服務人群」的校訓，以「增進就業技能、健全社會組

織」為創校宗旨，配合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培育技術

人才，先後經歷「商專時期」、「工專時期」、「工

商專時期」。

「本基金會」今次特別拜訪了紀教授，並聽取其

教益如下：

生命的價值何在？意義何在？怎樣才能活出精彩

的人生？隨著社會急速的經濟發展，在物質富裕的今

天，年輕一代如何抓緊社會發展所給予的機遇，如何

發掘自我價值、潛能？如何可以讓年輕人明白生命所

賦予的意義與真諦？

同時，紀教授亦提到二十一世紀之六個特色，分

別是：

(1) 這是個資訊化的時代。受到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

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學習方式和教育方式都

有極大的改變。

(2) 這是個服務業的時代。民國八十九年（即2000

年），台灣之服務業已佔全職場的54%，未來預

期還會更高，服務業的品質也更受重視。

紀潔芳教授簡介

紀潔芳教授現為台灣嘉義吳鳳科技大學「生命教

育」教授、台灣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計劃」共同

主持人、台灣教育部「生命教育諮詢委員會」第五屆

委員。並曾於2004年，榮獲加拿大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ersonal Meaning 協會頒發〈生命教育〉

之終身成就獎。紀教授善於使用多媒體及童繪本等有

趣的方法，深入淺出介紹了「生命教育」的價值與教

學方法，特別對「生死教育」教學方法、教學資源運

用、與及教學活動的設計等極有心得。

吳鳳科技大學的牌匾

紀教授正在開示得

興致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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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是個全贏的時代。未來的競爭，不再是只分輸

贏。就如信用卡普及，結果是銀行獲利、商家賺

錢、顧客滿意、聯名的學校也有校務基金的挹注。

(4) 這是個高科技的時代。三高、三低和二易的時

代。高科技、高市場佔有率、高附加價值併稱三

高；低成本、低污染、低能源耗損等三低；產品

使用容易、維護容易。

服務教育、生態教育及生死教育，主要是探討「人與

自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及人與宇宙的和

諧關係」。而其中之「生死教育」更是「生命教育」

之重要單元，主要是探討及配合各專業的領域，如醫

學、社會學、宗教學或心理學等之生死觀、探討生命

意義、落實於自殺防治、生命倫理、臨終關懷、喪葬

文化、與及悲傷輔導等等範疇。紀教授並著力地呼籲

社會大眾：這些課題應該引起社會及教育界的關注，

要在樹的源頭澆水，以便年輕一代能夠對生命的價值 

“盤根結葉”，將來社會才可以取得全面、長遠及和

諧的發展！

紀教授正在向基金會成員詳細介紹「生命教

育」課程內容

本基金會成員正在觀看有關「生命教育」的影片

紀教授正在帶引基金會成員參與課程內容

(5) 這是個全球化的時代。地球村的趨勢使得各國文

化不再是自己的資產；它是屬於全人類共有的。

(6) 這是個自由化的時代。多元化是這個時代的特

徵。

而在推動「生命教育」的時代意義內涵廣泛，包

括：如何在逆境中深信自創命運的能力體驗，教育及

培養學生創造力的重要性，有關生命價值的澄清、意

義的探索、和提昇承擔挫折能力等方面都被涵蓋，因

而在青少年之價值觀有所改變的今天，尤顯得其意義

重大。紀教授並且指出，每一個人之未來前途是自己

掌握的，青少年要把握機遇，要以自己堅強的意志、

和無比的毅力去克服困難，積極面對人生，以「生命

引領生命」，活出精彩人生！

紀教授更加指出，「生命教育」之內涵，包括要

「關愛自己、關愛他人、關愛大自然」。有關之教學

單元應該包括有：品格教育、倫理教育、安全教育、

身處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要儲備自我超越的能

量，要從關心健康做起。至於心內能量的涵蘊要從求

學、讀書、聽演講、與及宗教的薰陶着手。靈性的提

升是將心比心，以歡喜，情願做，做別人的貴人，對

生死的洞達有助於靈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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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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的標誌
Logo of “Life Enlightenment Charity Foundation”

The two hands at the bottom of the 
emblem represent the mutual care and 
support of all human beings through our 
motto of “Life Lights Up Life”. The lamp 
of the lighting candle represents the 
enlightened human wisdom will be able to 
shine upon our human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and thus will lead to a better 
and brighter future. On top of that, at the 
two sides, the two persons are united and 
are joining hands together for a higher 
elevation upward towards the sky. This 
symbolizes that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pirit” of the whole humankind would be 
further elevated so as to evolve our human 
civilization to higher levels of progression 
and elevation, towards a more universal 
“harmonious and accommodative” global 
community.

網址：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 電字郵件：info@lifeenlighten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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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安寧預約善終」– 陳榮基醫師談
CPR的抉擇
輪迴延續的創傷後壓力症
過敏性鼻炎結膜炎
台灣「吳鳳科技大學」
漫不經意的失落
於青海玉樹大地震現場救傷扶危所引發的
「生命意義」(1)
Children Who Speak of Memories of a 

Previous Life as a Buddhist Monk: 

Three New Cases (4)

The Project on the “Life Enlightenment 

Hos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