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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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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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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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叢書(一)
eBook Series No.1

「生命的延續–死後存在嗎？」：
現代生死科學資訊集
“The Life Beyond–Existence After 
Death?” : Information on Modern 
Scientific Studies of Life & Death

可於下列網址連結下載：

http:/ /www.l i feenl ightenment.org/
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
=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
42&catid=11&Itemid=32&lang=en

簡介

現時坊間廣泛被討論及湧現千萬個個案的「瀕死體

驗」例證，都很清楚地向人類啟示了一個重點，就是

「生命會在死後繼續存在」，以至「死後世界」與「

重獲生命的投胎」，都確實是存在的，而且曾經有人

類經歷過。

而最重要的訊息是，人類的「意識」，並未因死亡而消失，而是不斷的繼續存在着。這種「意識」的繼續存

在，也代表「生命」的仍然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及形態不同了，存在的環境不同了，感受也不同了。

由於「死亡」已經不再是以往人類的認知那樣，死後就甚麼也沒有，而是超越想像的充滿變數及危險。以往的「死

亡」，死者及其親友只需要應付「離別的傷痛、失去一切、病的痛苦、怕被人遺忘」等等問題，隨著大量湧現的「

瀕死體驗」例證、科學及醫學界的精英參與研究、符合科學鑑證條件的證據出現等等，都令大眾對認識「死亡」及

「死亡的過程」之廣度及深度增大了很多。

為了進一步提供一個能夠協助大眾，尋找及探究有關「現代生死科學」的不同平台，本會特別搜集了這些平台的資

料，並結集成為此一本「資訊集」，免費提供各界人士參考之用。

「生死教育系列」電子叢書
“Life and Death”E-Book Series

中英對照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Books

免費贈閱
Free for Distributio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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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ousands of cases on near-death experiences (NDE) have swarmed up and became a hot topic of public 
discussion in recent times. All of these scientific materials have clearly revealed a significant message to human 
beings: “life continues to exist after death”, and that the “world of after-death” and “reincarnation in the re-gaining 
of a new life” are really existing, and that there are human beings who have truly experienced them.

The most significant message is that a human “consciousness” does not simply vanish after death, but then it 
will continue to exist ceaselessly thereafter. This kind of continued existence of “consciousness” has implication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 after death. It is only a matter of differences in the way and mode of existence, the 
environment of existence, and the kind of sensation.

In this regard, “death” is no longer the same as what people used to think of -- that it would be all null after 
one passes away. Instead, it is a great change that is so full of variables and risks, which is way beyond our 
imagination. In the past, the deceased person and his/her relatives would merely have to deal with issues such 
as “the grief of departing, loss of belonging, suffering of sickness, anxiety of being abandoned”, etc. With a 
great deal of NDE cases as evidence, more experts from the scientific and medical fields have taken part in 
research studies, resulting in providing more evidence with scientific verifications. All of these have increased our 
knowledge on both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phenomena of “death” and the “dying process”.  

Our Association has collected various information and relevant data of different platforms on scientific studies of 
life and death in order to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Booklet on “Modern Scientific Studies of Life & Death” to the 
general public for free distribution.

電子叢書(二)
eBook Series No.2

生命手冊 (一) 之「臨終經驗–
給亡者護理人員的指引」

可於下列網址連結下載：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
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
=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
42&catid=11&Itemid=32&lang=en

簡介

療養院的護理人員和善終服務人士常說，他們感到一個

人在生命最後數周或數天，面對引起存活的議題、或有

關死亡和臨近死亡這類困難問題時，如何應對顯得準備

不足。

我們希望這本指引對你在「臨終關顧」方面能提供支

持，並幫助你對死亡過程有更深入的了解。但這本指引

並非企圖專斷、預測或決定死亡應是如何，亦非希望把

臨終作任何浪漫化。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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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叢書(三)
eBook Series No.3
Life Handbook 1 - End - of - Life 
Experiences: A Guide for Carers of 
the Dying

可於下列網址連結下載：

http:/ /www.l i feenl ightenment.org/
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
=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
42&catid=11&Itemid=32&lang=en

Introduction

Nursing home carers and hospice workers often say 
they feel ill-prepared to deal with existential issues, 
or difficult questions about death and dying, that 
may arise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and days of a 
person’s life.

We hope this guide will provide support for you in 
end-of-life care, as well as helping you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ing process. What it’s not 
intended to do is dictate, predict or determine how 
death ‘should be’, not does it wish to romanticise the 
end of life in any way.

In addition, many of the dying find death frightening to contemplate, and may deny that their life is drawing to a 
close.

So, it is essential to respect the person’s individual needs, and be aware of the danger of imposing on them your 
own beliefs about death and dying.

Nevertheless, the dying process may be recognised by certain behaviour and language which differ from the 
ordinary.

Learning to recognise these things can help both the carer and the dying to ease the passage towards death.

再者，不少臨近命終者對死亡的恐懼至難以思辨，或者拒絕承認他們的生命己近尾聲。

因此，尊重個人需要基本上是必要的，並且警惕將個人對死亡及臨終的信仰強加諸他人的危險。	

然而，死亡過程可從異於平日的某些行為或言語判別。

學習認識這些事情能幫助護理人員及臨終者在步向死亡時有所舒緩。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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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叢書(四)
eBook Series No.4

生命手冊 (二)之「臨近命終–給亡
者親友的指引」

可於下列網址連結下載：

http:/ /www.l i feenl ightenment.org/
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
=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
42&catid=11&Itemid=32&lang=en

簡介

我們希望在您關切的摯愛臨近死亡的困難時刻時，	這

本小冊子能給您支持和方向。

死亡是激起人情緒的題目，	在現代的文化，	我們很少

有直接或個人體驗。	因此，	我們往往漠視或恐懼死亡

或步向死亡。	我們寧可逃避，	却不願接受死亡為我們

生命經驗中的一部份。

這指引是累積我們研究「臨終經驗」所得，	觀察在死亡過程中「身體、	情緒和靈性」方面的演變，	和作為親屬或朋

友對您可能造成的衝擊，	尤其是假若你之前從未有接觸瀕死人士的經驗。	(文中靈性是指有關尋找意義、	目標和希

望)

我們需如何應對死亡，	乃視乎我們與亡者關係的性質。	例如，	我們對兒童的死亡，	反應與對長者親人的死亡會頗不

同。	一位摯友的死亡對我們的影響或會大於一位近親。	對父母其中一位的死亡或會比另一位顯得更傷慟。

當知道何所預期，可減輕您們將目睹或體會死亡的任何畏懼，當您身邊的人臨近生命終結時，幫助您擔當正面和

支持者的角色。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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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佛學會」及「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受兩位作者(彼得芬域醫生及蘇碧妮)委托及授權，將其寫給病人親友的兩冊

指引，以中英文出版以饒益社會各界人士，免費贈閱。

Both the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and the Life Enlightenment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acknowledge the kind authorization, with a written permission, by the two authors to publish their above two booklet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for a wide circulati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for free distribution. 

電子叢書(五)
eBook Series No.5

Life Handbook 2 - Nearing The End of 
Life: A Guide for Relatives and Friends 
of the Dying

可於下列網址連結下載：

ht tp: / /www. l i feenl ightenment .org/
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
=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
42&catid=11&Itemid=32&lang=en

Introduction

We hope it will provide support and direction for you 
during the difficult times when someone you love and 
care for is dying.

Death is an emotive subject. In our modern culture 
most of us have little direct or personal experience 
of it. As a result, we can often be ignorant or afraid 
of death and dying. Rather than accepting it as part 
of our life experience, we can find ourselves running 
away.

This Guide – which draws on our research into end-of-life experiences – looks at the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progression of the dying process, and the impact this can have on you as relatives and friends, especially 
if you have never been with a dying person before. (Spirituality, within this context, is concerned with the search 
for meaning, purpose and hope).

How we respond to death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dying person. For instance, we will react 
quite differently to the death of a child than to the death of an elderly relative. We may be affected by the death of 
a close friend more than a close relative. We may grieve more acutely over the death of one parent than the other.

Knowing what to expect can lessen any dread of what you may see and experience, and can help you to play a 
positive and supporting role when someone close to you approaches the end of their life.

發行人及出版者： 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Life Enlightenment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Websites: http://www.dudjomba.com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
Emails: info@dudjomba.org.hk info@lifeenlightenment.org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A2010-01-18-13-34-42&catid=11&Itemid=32&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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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救災的前後點滴(9)

  玉樹的一點一滴
一起走過的日子

生活在牧區的孩子 (4)
慧心、慧真

記得我們初次上玉樹當小老師期間，曾經有位藏族朋友對
我們說“對於經歷過死裏逃生的孩子而言，重要的不是今
天上課學到什麼，書本的知識他們日後在學校不難學到…
而是給孩子一個“明天的希望”，重燃他們對生命的盼
望”。

	 	 她的說話一直印在我的腦海裹，每每想起，我都非常
感激她當時的提醒。

	 	 有時走在玉樹的大街上，看見公路兩旁的四川飯館，
擦身而過穿著漢服的年輕人，病了在診所裏打點滴的人
們…他們的傳統文化正逐漸流失。很多傳統石刻，繪畫
等，到了這一輩已很難傳承下去。我不禁問自己，我們對
玉樹的貢獻是好的影嚮多還是壞的影嚮多？有沒有間接或
直接加快這種流失的過程呢？

	 	 我的心，有點痛，痛是因為我知道這些發展所付出的
代價，將來的他們是很難彌補回來的。

生命提昇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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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雖然條件簡陋，但
孩子的學習風氣卻十分濃郁。教室總是傳
來朗朗的讀書聲。

	 	 在孩子面前，我們很少提及外面的世界。對於他們來
說，那是遙不可及的地方，中間存在的落差太大了。物質生
活帶來無盡的慾望，也是導致我們不快樂的原因。面對這些
單純，幼嫩的孩子，我不想他們過於嚮往外面物質的世界而
忽略了珍惜眼前已擁有的一切。藍藍的天空，新鮮的空氣…
擁有一顆知足的心，就擁有了美好的一切。

生命提昇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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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這麼年幼單純的孩子，我們都會特別小心和謹慎。我們不想好心做
壞事，用一粒糖換走了他們最珍貴的東西。

	 	 每一件事情或行為也有其正面和負面的影嚮，我們更應理智地找出中間
的平衡點，因為任何一邊，都需要我們去承擔其後果。

	 			“外面的人想進來，裏面的人想出去”。這是藏區近年很奇怪的現象。外
面的人想找回純樸的心靈；裏面的人期盼帶來生活的安穩，這看似是一個無
休止的循環…

	 	 到底甚麼才是孩子的出路呢？去或留？

	 	 留下來，生活依舊艱苦；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又是否留有他們存在的空
間呢？

	 	 社會好似都在關注他們，卻也好似沒有…

	 	 到玉樹重建好的那天，連接外面世界的道路修好了，但他們的出路又在
那裡呢？

	 	 孩子，前路雖然難行，但願你們永遠不要遺失當初的那份純真與熱誠。

生命提昇第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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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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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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素食系列：

怎麼證明人是素食動物？

對於素食的另一種爭論，在於人類是「素食動物」還是「雜食動物」？

	 	 其實，這本來是一個科學的問題，而且應該早有定論，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人類肯定是素食動物。

	 	 這是從人體的生理結構，與各種動物的生理結構作比較之後，所得出的結果。這些研究可多了！不想在

這裡贅述，有興趣者不妨看看這個網頁的前兩篇：「人類原本應該吃甚麼？」和「我們是雜食動物嗎？」	

(	網址：http://www.savetheplanet.org.cn/gb/veg/why/index.html		)

	 	 不少人會用一些中學的生物常識，造成人是雜食的動物的印象，例如說：人類有「犬齒」，證明人的牙齒可以用

來撕開肉類，當然這個誤會，比較一下自己的牙和小狗的犬齒就自然知道答案了；又例如說人類的盲腸退化了，就說

明人不是像兔子那樣吃素（兔子有很大的盲腸），但這只是證明了人類不是兔子那種吃草的素食動物，要知道素食動

物之中有很多種類，而人類是最接近靈長類動物的，有誰見過猩猩會趴在地上吃草？

	 	 不過持平一點的講，我覺得用生理結構去說明人類是素食動物，還有不足之處。例如以大熊貓為例子，熊貓的身

體結構是肉食動物，可是他後來「改吃素」了！變了喜歡吃竹子；又例如貓狗都是肉食動物，可是現在不少養貓狗的

生命提昇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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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將他們「改吃素」了，素食的貓狗非常潮流，他們也活得很健康。因此，單純用身體結構來說明人的飲食，還

是有不足之處。

	 	 在這裡，還想說一個我認為最刺激的方法，證明人類是素食動物！

 接受挑戰，來證明你是雜食者吧！

這方法我是從「加里尤樂夫斯基」的素食講座之中學習得來的，我覺得這個論證確實厲害，且人人可嘗試！假如你認

為自己是雜食或者是肉食動物，挑戰你做以下實驗，去證明自己的飲食方式，實驗的「三部曲」如下—

第一步，手捕：到公園去，嘗試發現一隻松鼠（找不到松鼠就找一隻麻雀吧），然後你要親手去抓住它，過程不可使

用任何工具、要追捕；

第二步，口殺：抓住以後，在松鼠還沒死之前，你就要用你的牙咬死他，咬的過程中要張開眼睛看著，要有一副很享

受的樣子；

第三步，全吃：你要一口一口的吃，且不可挑食，不可選擇只吃某些部份，要將皮毛、眼睛、內臟也全吃下去，流出

來的血要喝下不要浪費，咬破裝著糞便的腸子，骨頭吃不下也要咬碎慢慢吸啜，直至全部吃完為止。

	 	 當然，我相信這個世界上，只有極極極少數的人能夠完成這個「實驗」。大部份人就連第一步「抓到松鼠」已經

投降了，更莫說親口咬下去。

 人皆有惻隱之心？

這個論證，就像孟子的「孺子入井」的論證一樣，在《孟子•論四端》中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假如你見到別人的孩子快要掉下井裏面，你肯定會忍不住要去救他吧。這一

個哲學上有名的論證，用來說明人人皆有善心，自古傳誦，而上述吃松鼠實驗正有異曲同工之妙，證明了人的本性。

	 	 自然界裏的肉食或者雜食動物，他們對於鮮血、獵殺，都是毫不留情的，吃肉的動物確實是喜歡吃鮮肉，享受鮮

血淋淋場面。人類呢？假如肉類沒有經過煮熟，生吃牛肉雞肉豬肉，大部份人都頂不住了，更何況是用自己的口咬下

去？往後的都不用說了。

	 	 現在的人喜歡吃肉，其實不是真的喜歡殺動物，只不過誤將「肉」變成了一種「食品」，從而忘記了它的出

處—來自於有生命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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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地 址 : 香 港 柴 灣 常 安 街 77 號 發 達 中 心 4 字 樓
4th Floor, Federal Centre, 77 Sheung On Street, ChaiWan, Hong Kong

電話:   (852) 2558 3680 傳真:   (852) 3157 1144
網址 :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 電子郵件: info@lifeenlighten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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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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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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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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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
mailto:info%40lifeenlightenment.org?subject=
http://www.lifeenlightenmen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