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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樹大地震救災善後報告 :
救災的前後點滴

評素食之一：「齋口不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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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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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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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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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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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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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冬天，我們第二次前往這所位於襄謙的黃泥

土學校。這次主要工作是派潑禦寒衣物給孩子。

專欄

生命燃點生命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
青海玉樹大地震

救災善後報告 (14)

救災的前後點滴(7)

  玉樹的一點一滴
一起走過的日子

生活在牧區的孩子 (2)
慧心、慧真

時間：2010年10月    地點：襄謙吉曲

生命提昇第20期 按此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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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去過一間學校探訪，想同孩子們玩一個水果的

遊戲，但他們講不出水果的名字，萍果是什麼樣子

也不知道。自那次之後，我們會買各種不同的水果

去學校做探訪。

對於生活在貧困地區的孩子，他們不知道什麼是 

I  phone，也沒有感受過聖誕節的歡樂…他們渴望

的是能吃飽，穿暖和有書讀。

許多牧區的孩子從小便要幫忙家裡做家務、放牛

羊。雖然生活壓在他們身上的擔子也不輕，但他

們很少抱怨。除了離別的傷感，幾乎沒有看見過

他們掉眼淚。那怕是失去了至親的孩子，他們也

總帶著堅強的笑容，他們是支撐許多人活下去的

希望與力量。

生命提昇第20期
13

按此到目錄



把氣球綁在鞋帶上，

看誰踩得快，踩得多。

出發前我們想預備一些物品與孩子遊

戲，可是在當時的災區，我們走遍了

大街小巷也找不到適合的用具，只買

到幾袋氣球和鐵線。創意力驚人的哥

哥(那次探訪的同行者)竟利用這些簡

單的材料創造了很多不同的遊戲，那

天除了孩子們玩得很投入外，我們也

同樣樂在其中。

生命提昇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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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快樂就是如此簡單，可以來自一根鐵線或

是一首兒歌。

生命提昇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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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空下，雖然我們經歷著不一樣的童年，但追尋的幸福與快樂是一樣的。生活在牧區的孩子條件雖

然艱苦，但他們臉上所流露的純真，也正好告訴我們，世界其實並不複雜。

遊戲結束，最後我們和孩子拍大合照的時侯，孩子突然跑到校門外，原來是老師叫他們到小河邊洗臉。

生命提昇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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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助表格：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為香港特區政府之認可慈善機構，所有捐款均可免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捐助「青海玉樹大地震的善後救援基金」共 _________ 元，

□	捐助任何的「救援基金」共 _________ 元，

□	直接存款／現金／支票 ___________

付款方法：

1）	 郵寄支票：支票抬頭請寫「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請連同捐助表格，寄回

本會會址，「香港柴灣常安街 77 號發達中心 4／ F」；或

2）	 直 接 存 款：請存入香港中國銀行「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戶口：

01239010068122，敬請將存款收條及填妥之捐助表格，傳真至本會號碼：（852）	

3157-1144，或者寄回本會。

收據將會以郵寄方式送呈捐助者的詳細地址

請讓我們在此，衷心的代表貧苦們，

向你們致以萬分的謝意。

青海玉樹大地震的善後籌款

生命提昇第20期 按此到目錄



專欄

身體健康

李宇銘中醫師

李宇銘中醫師，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先後獲得中醫學學士、

碩士學位。現於北京攻讀博士學位，熱愛中醫學，著有《中醫

不切西瓜》、《中醫學神》等書。現為慈善團體全仁中醫創辦

人，素食多年，崇尚簡樸生活，主張全人醫治。

歡迎讀者來信交流，電子郵箱是：leeyuming@ymail.com

評素食之一：

「齋口不齋心」？

現在有不少素食餐廳，是以仿葷、素肉作招徠，就是菜式完全可以做出肉類的質感與味道，只是原材料都是來自植

物。對於這種飲食的方式，一些非素食者會批評，這種素食是「齋口不齋心」（是廣東話方言），意思就是只是「素

在口中，心中不素」。 

    對於這種「齋口、齋心」的說法我認為是一種對素食的偏見。就算按這種思路，假如是享受肉食的味道卻又不吃

肉，這充其量可以倒過來說「齋心而不齋口」，吃「素肉」顯然不可叫做「齋口」吧，不管他心想不想吃，但是嘴還

是吃了。

    說素食者「齋口不齋心」，意思是批評他沒有嚴格遵守素食的要求，其實心裏還是想吃肉。對於這種質疑，是由

於非素食者還未體會到素食者的想法。

    首先說一下「齋」字是甚麼意思。在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說：「齋，戒潔也」，齋就是強調受戒，是為了身

心潔淨而不吃葷。齋與素意思基本相同，相對來說「吃素」就沒有「戒」的意思，更強調樸素簡單，說「吃齋」更加

有佛教的意味。

生命提昇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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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素食的定義來看，一般是指「不吃

肉」、「不殺生」，從這個角度來看，吃素

肉並無不可，對這定義並無抵觸；假若以筆

者前一篇《素食為何屬“情志養生”》的嚴

格觀點，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來看，由於五辛

類的蔥蒜等食物也算「葷菜」，那麼素食的

定義，應該是指「不心煩」的食物，假若吃

下這東西讓人心煩不安的，那就是「葷」。

可是，就算從這個角度來看，素肉雖然是「

模仿」葷菜，假若原材料沒有葷食成份，技

術還未高水準至模仿出這種「心煩」的作用

來，不是真正的葷食，也沒有違背素食的原

則。（這裡值得討論的，為何肉食讓人心

煩？這必然與“殺生”有關。）

    尤其是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完全沒有「齋口」或者「齋心」的說法，就算是嚴格素食者（Vegan，不吃奶蛋芝

士的素食者）吃素肉心安理得，這是因為他們認為只要不吃肉、不殺生，已經能夠達到保護動物的目的，吃素肉讓自

己多點食物的選擇，那又何妨？

    當然，這種質疑素食者的想法，其背後的思想是認為，素食者認為要守戒、清淨，為何心中還想吃這些類似肉食

的東西？對於這種想法，其實只是非素食者不明白素食者而已。這讓我想起禪宗的一個故事：

    兩位禪師一起上路，走到河邊的時候，見到一個美女無法過河。師兄就走過去，背上這個女人走涉水到對岸，過

河後放下了她，兩位禪師繼續上路。走了很長一段路以後，師弟一直悶不做聲，最後終於忍不住說了：「我們出家人

嚴守戒律，不能親女色，為何你這樣做？」然後師兄就回答：「這女人我早就放下了，為何你還一直未放下？」

    這個簡單故事，用在素食者吃「素肉」的情況也一樣。非素食者質疑素食者為何還未「放下」素肉，其實，素食

者心中對於素肉沒有眷戀，只不過是一種素食的食物而已。對於剛開始吃素的人來說，吃素肉可能是一種過度期的替

代品；但是對於長期素食的人來說，吃素肉不會引起他「想殺生」、「想吃真肉」的念頭，「齋口不齋心」只不過是

非素食者自己未能放下，於是對素食者的一種假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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