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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道祖寶誕朝賀
	 香港道教聯合會於8月19日上午11時，在8樓會址舉行「太上道祖寶誕」朝賀。本會梁
德華主席帶領3位會屬道堂弟子、陳國鏗總幹事和行政秘書處各幹事參與，一同慶祝太上道
祖寶誕。眾人遵照政府指引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俯伏案前，恭行上香、獻供禮，虔誠恭賀太
上道祖道德天尊誕辰，並上表祈求新冠肺炎早日息除，聖德覃敷，民安物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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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肆虐，為減低人群聚集、病毒傳播風險，原定於2020年3月
13日舉行的庚子年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暨道德經書法比賽頒獎禮決定取消。該活動由會屬道
堂信善紫闕玄觀贊助，用以支持舉辦多年的道教日文化活動。
				考慮到「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暨道德經書法比賽」對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意義，以及為免
一眾道教學校的莘莘學子失望，所以獎學金將直接發給39間道教學校，讓其自行頒發給一至
三名的獲獎學生，藉此鼓勵他們奮發勵進。
	 道德經書法比賽是為會屬10間中、小學而設的比賽，各校在停課前已分別進行校內
賽，並選出優秀作品提交給大會評審。今年很榮幸依舊邀請到書法功底深厚的康一橋校長、
曾建霖書法老師擔任大會評判，從云云優秀作品中挑選出中、小學不同組別的冠、亞、季和
2名優異的得獎作品。
	 庚子年「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的得獎名單如下︰

No 辦學團體 學校名稱 類別 得奬學生
1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石圍角) 幼稚園 賴懿嫣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石圍角) 幼稚園 湛芷昕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石圍角) 幼稚園 彭友亭 第三名

2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富善邨) 幼稚園 譚鈺菲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富善邨) 幼稚園 鄺羲然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富善邨) 幼稚園 池珮璇 第三名

3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東頭邨) 幼稚園 楊沛珊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東頭邨) 幼稚園 羅肇熙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東頭邨) 幼稚園 杜芷欣 第三名

庚子年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暨道德經書法比賽
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9 嗇色園 可瑞幼稚園 幼稚園 陳馨予 第一名

嗇色園 可瑞幼稚園 幼稚園 符寶丹 第二名

嗇色園 可瑞幼稚園 幼稚園 容泳喬 第三名

10 嗇色園 可立幼稚園 幼稚園 王凱鋒 第一名

嗇色園 可立幼稚園 幼稚園 王筱晴 第二名

嗇色園 可立幼稚園 幼稚園 李芷薇 第三名

11 嗇色園 可正幼稚園 幼稚園 林芷晴 第一名

嗇色園 可正幼稚園 幼稚園 王亦馨 第二名

嗇色園 可正幼稚園 幼稚園 簡綽曉 第三名

12 嗇色園 可愛幼兒園 幼稚園 沈樂兒 第一名

嗇色園 可愛幼兒園 幼稚園 戴悅頤 第二名

嗇色園 可愛幼兒園 幼稚園 李瀅 第三名

13 青松觀 青松湖景幼稚園 幼稚園 李子盈 第一名

青松觀 青松湖景幼稚園 幼稚園 吳家棋 第二名

青松觀 青松湖景幼稚園 幼稚園 魏莘雅 第三名

14 青松觀 青松興東幼稚園 幼稚園 張詠童 第一名

青松觀 青松興東幼稚園 幼稚園 卓浩銘 第二名

青松觀 青松興東幼稚園 幼稚園 利卓橋 第三名

15 蓬瀛仙館 太平幼稚園 幼稚園 鄧馨怡 第一名

蓬瀛仙館 太平幼稚園 幼稚園 麥寶宜 第二名

蓬瀛仙館 太平幼稚園 幼稚園 徐樂曦 第三名

16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學校 小學 Angbuhang Hejan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學校     小學 Hui Tsz Hong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學校  小學 Fatimath Zohra 第三名

4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平田邨) 幼稚園 彭浩銘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平田邨) 幼稚園 施鴻鋌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平田邨) 幼稚園 廖浠楠 第三名

5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天逸邨) 幼稚園 黃樂誠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天逸邨) 幼稚園 胡智彬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天逸邨) 幼稚園 黎凱弦 第三名

6 香港道教聯合會 飛雁幼稚園 幼稚園 洪穎怡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飛雁幼稚園 幼稚園 彭嘉朗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飛雁幼稚園 幼稚園 伍焯兒 第三名

7 嗇色園 可仁幼稚園 幼稚園 黃祺峰 第一名

嗇色園 可仁幼稚園 幼稚園 洪蘊暄 第二名

嗇色園 可仁幼稚園 幼稚園 Charlie Jane 第三名

8 嗇色園 可德幼稚園及可德幼兒中心 幼稚園 陳世晉 第一名

嗇色園 可德幼稚園及可德幼兒中心 幼稚園 陳芷瑤 第二名

嗇色園 可德幼稚園及可德幼兒中心 幼稚園 鍾妤芳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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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小學 張婷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小學 樊顥朗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小學 周士漫 第三名

18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小學 何睿晴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小學 郭欽瑩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小學 陳婭汐 第三名

19 香港道教聯合會 純陽小學 小學 謝珈晉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純陽小學 小學 張宇靖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純陽小學 小學 何泊斳 第三名

20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小學 李芷涓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小學 曾卓婷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小學 招欣彤 第三名

21 嗇色園 可信學校 小學 張恩禎 第一名

嗇色園 可信學校 小學 陳雨霏 第二名

嗇色園 可信學校 小學 林蔚欣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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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嗇色園 可銘學校 小學 任依蓓 第一名

嗇色園 可銘學校 小學 饒婭姍 第二名

嗇色園 可銘學校 小學 饒婭瑄 第三名

23 嗇色園 可立小學 小學 林彥攸 第一名

嗇色園 可立小學 小學 王婧慧 第二名

嗇色園 可立小學 小學 黃月渟 第三名

24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小學 鄧曉嵐 第一名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小學 黎珀言 第二名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小學 陳俊丞 第三名

25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山景) 小學 肖宇軒 第一名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山景) 小學 胡倩熙 第二名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山景) 小學 卓巧盈 第三名

26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學 雷安琪 第一名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學 張智恩 第二名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學 曾嘉晟 第三名

27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小學 鄭鴻熙 第一名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小學 陳展朗 第二名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小學 趙樂怡 第三名

28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中學 陳考榮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中學 黃  婷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中學 顏子涵 第三名

29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中學 胡勝淇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中學 霍愷寧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中學 張澤恆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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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嗇色園 可風中學 中學 李雋軒 第一名

嗇色園 可風中學 中學 李汶琪 第二名

嗇色園 可風中學 中學 呂宛渝 第三名

36 嗇色園 可道中學 中學 吳子茵 第一名

嗇色園 可道中學 中學 梁靜雯 第二名

嗇色園 可道中學 中學 陳淑貞 第三名

37 嗇色園 可藝中學 中學 潘偉森 第一名

嗇色園 可藝中學 中學 陳曉君 第二名

嗇色園 可藝中學 中學 蒙梅杏 第三名

38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中學 林鑫娜 第一名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中學 何泳妍 第二名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中學 田志雄 第三名

39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中學 中學 曾行健 第一名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中學 中學 蘇詩雅 第二名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中學 中學 陳俊宇 第三名

31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中學 郭  祺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中學 賴建深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中學 何志僖 第三名

32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中學 梁可盈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中學 李海妮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中學 甘雁星 第三名

33 圓玄學院 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中學 李君洛 第一名

圓玄學院 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中學 何莹穎 第二名

圓玄學院 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中學 劉詩欣 第三名

34 嗇色園 可立中學 中學 林培澤 第一名

嗇色園 可立中學 中學 吳頌銘 第二名

嗇色園 可立中學 中學 林子力 第三名

30 香港道教聯合會 青松中學 中學 馮銘昕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青松中學 中學 梁倩怡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青松中學 中學 王印威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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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信善紫闕玄觀道德經書法比賽」賽果如下︰

毛
筆
組

獎項 小三、小四組 小五、小六組

第1名
姓名︰曾咏倪  班別︰ MH4
學校︰會屬雲泉學校

姓名︰郭欽瑩  班別︰ 5A 
學校︰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第2名
姓名︰翁洪彬  班別︰ LC4
學校︰會屬雲泉學校

姓名︰文峻彥  班別︰ 5C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

第3名
姓名︰金珈娜  班別︰ MH4
學校︰會屬雲泉學校

姓名︰黃熒熒  班別︰ 6A  
學校︰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優異

姓名︰高心瀅  班別︰ 4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姓名︰梁梓琪  班別︰ HY5 
學校︰會屬雲泉學校   

姓名︰趙珀朗  班別︰4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姓名︰梁東毅  班別︰ CP6 
學校︰會屬雲泉學校     

硬
筆
組

第1名
姓名︰陳寶怡  班別︰ 3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姓名︰郭欽瑩  班別︰ 5A 
學校︰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第2名
姓名︰余安琪  班別︰ 3D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姓名︰張舒沂  班別︰ 5B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第3名
姓名︰趙珀朗  班別︰ 4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姓名︰何穎深  班別︰ 6A 
學校︰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優異

姓名︰陳瑜琪  班別︰ 4B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姓名︰董湲湲  班別︰ 6C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姓名︰陳鈞浩  班別︰ MH4 
學校︰會屬雲泉學校  

姓名︰謝裕盈  班別︰ 6B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毛
筆
組

獎項 初中組 高中組

第1名
姓名︰王睿廷  班別︰中一禮 
學校︰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姓名︰林穎穎  班別︰4D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第2名
姓名︰林子熙  班別︰中一禮 
學校︰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姓名︰黎芊婷  班別︰中四孝 
學校︰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第3名
姓名︰李楚鳳  班別︰2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姓名︰陳欣妍  班別︰中四孝 
學校︰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優異

姓名︰張凱迪  班別︰中一孝 
學校︰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姓名︰鄭嘉嘉  班別︰5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姓名︰許穎恩  班別︰3E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姓名︰吳  濤  班別︰中六禮 
學校︰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硬
筆
組

第1名
姓名︰林子熙  班別︰中一禮 
學校︰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姓名︰黎芊婷  班別︰中四孝 
學校︰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第2名
姓名︰張齡之  班別︰中一孝 
學校︰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姓名︰張貫豪  班別︰中五孝 
學校︰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第3名
姓名︰王印權  班別︰3D 
學校︰會屬青松中學   

姓名︰梁可盈  班別︰5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優異

姓名︰王浩斌  班別︰3D 
學校︰會屬青松中學  

姓名︰鄭嘉嘉  班別︰5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姓名︰徐佩琪  班別︰3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姓名︰楊芷薇  班別︰5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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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郭欽瑩

小五、小六毛筆組

亞軍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文峻彥

季軍
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黃熒熒

優異獎
會屬雲泉學校		梁梓琪

優異獎
會屬雲泉學校		梁東毅

冠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王睿廷

高中毛筆組

冠軍
會屬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林穎穎

冠軍
會屬雲泉學校		曾咏倪

小三、小四毛筆組

亞軍
會屬雲泉學校		翁洪彬

季軍
會屬雲泉學校		金珈娜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趙珀朗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高心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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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毛筆組

亞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林子熙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許穎茵

季軍
會屬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李楚鳳

冠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王睿廷

優異獎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張凱迪

高中毛筆組

冠軍
會屬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林穎穎

亞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黎芊婷

季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陳欣妍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鄭嘉嘉

優異獎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吳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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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陳寶怡

小三、小四硬筆組

亞軍
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余安琪

季軍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趙珀朗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陳瑜琪

優異獎
會屬雲泉學校
陳鈞浩

冠軍
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郭欽瑩

小五、小六硬筆組

亞軍
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張舒沂

季軍
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何穎深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謝裕盈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董湲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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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小四硬筆組

冠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林子熙

初中硬筆組

亞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張齡之

季軍
會屬青松中學
王印權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徐佩琪

優異獎
會屬青松中學
王浩斌

冠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黎芊婷

高中硬筆組

亞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張貫豪

季軍
會屬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梁可盈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鄭嘉嘉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楊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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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屬中小學校內賽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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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捐出30萬港元
支持醫管局前線醫護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肆虐，確診個案不斷攀升。隨著疫情日趨嚴重，各界急需
口罩防疫。前線醫謢人員在艱難時刻緊守崗位，對抗疫毒，專業精神令人深感敬佩。為支援
前線醫護人員，香港道教聯合會於2020年3月25日舉行的第廿七屆理事會第十二次會議正式
通過議決，從3月15日「祈禱驅瘟除疫消災解厄祈福法會」募捐所得，撥出30萬港元，捐贈
予醫院管理局，為前線醫護人員購置防疫物資，在艱難時刻，聊表心意，共同抗疫。
	 近日，本會收到醫院管理局來函，感謝本會仝人的關懷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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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五月十八日為教祖張道陵天師寶誕，會屬道堂泓澄仙觀一如以往舉行祝賀天師誕
活動。當日新曆2020年7月8日，邀請嘉賓、道長出席上香獻供朝賀誦經儀式，本會梁德華主
席及副主席黃成益、林赤有、侯永昌、曾忠南、羅清源、黃任賢，理事梁偉明、陳漢昭、陳
宗武、歐振成、夏中建、鄭寶花等一同出席盛會，酬謝神恩庇佑道教興旺！
	 朝賀後，一同移步至北角富港酒家共聚福宴，筵開八席，吉慶滿堂。晚宴還備有「道
教知識有獎問答」、「大抽獎」等精彩環節，每位出席嘉賓可獲贈福袋乙個，可謂喜悦連
連，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圓滿結束。

會屬道堂泓澄仙觀
祝賀教祖張道陵祖天師寶誕1986周年誌慶

泓澄仙觀葉映均主席致辭	

本會梁德華主席與泓澄仙觀仝人合影

福宴上，出席嘉賓舉杯暢飲

上香禮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本會出席理事
泓澄仙觀賀祖天師寶誕 7 月 8 日

(三)
18:00 泓澄仙觀 梁德華主席：

副主席：黃成益、林赤有、
侯永昌、曾忠南、羅清源、
黃任賢；
理 事：梁偉明、陳漢昭、
陳宗武、歐振成、夏中建、
鄭寶花；

萬德至善社為盧維幹道長
舉行功德法事

7月1 2日
(日)

10:00 萬德至善社 梁德華主席；
何惠明理事；
陳國鏗總幹事

會屬道堂活動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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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梁德華主席與泓澄仙觀仝人合影

1 5
1 5

助印金榜
第157期會訊 蓬瀛仙館   第164期會訊 蓬瀛仙館

第158期會訊 圓玄學院   第165期會訊 通善壇

第159期會訊 儒釋道功德同修會 第166期會訊 信善紫闕玄觀

第160期會訊 聖公壇    第167期會訊 道福山祠

第161期會訊 泓澄仙觀   第170期會訊 金發印刷廠

第162期會訊 省善真堂

*如各大道堂、友好贊助《會訊》，請致電2396 4881與本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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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

令人行妨。

	 每個人心中都有慾望，適當地滿足慾望，能夠令人們得到享受和快樂，但過份的追求

慾望，則會帶來不幸和災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正正是解釋這個道理。過度地去享

受色彩、聲音、飲食，聲色犬馬，無節制地追求享受，結果只會變得視覺遲鈍、聽覺不靈、

味覺喪失，狠狠地損害了自己。譬如內地有一名女子總是覺得自己的樣貌不夠完美，為了討

好別人，為了對美的追求，於是她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臉部整容，結果整容過度，令她的臉

部變得扭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後遺症。不知足、不節制、過度追求慾望，只會給自己帶來

不可挽回的傷害。

	 而「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也是談及到這個道理。若一個人總是過度地縱情玩樂，

必然會令到心智狂蕩、神不守舍，最後務必被慾望反噬，自損其身。商朝的時候，紂王日日

只顧玩樂，根據《史記》的記載，商紂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

長夜之飲」，只顧個人玩樂，民不聊生仍然縱情聲色，於是最後於牧野被周武王擊敗，於鹿

台自焚而死。

	 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就是要告誡人們不應過度追求物質，物質有限而慾望無

限，無盡的追逐只會令人行傷德敗，身敗名裂。在如今物質橫流的社會上，人們眼前一片燈

紅酒綠，名牌珠寶，他們被自己的慾望引誘著，一步步在慾望編織的羅網中迷失，直至萬劫

不復。例如廣東有一名高中學生，他認識了一幫社會上的不良青年，他們讓這名高中生去做

一些違法犯罪的事，並給予他大量的金錢。在金錢誘惑的驅使下，他一步步被推上了犯罪的

路。最終，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身敗名裂，前途一片灰暗。可見，過度追求金錢富貴，容

易使人道德敗壞，走上歪路，從而前途盡失。

	 我認為，生而為人，必然會有慾望，例如生存的慾望，進食的慾望等。但是被無盡的

慾望遮蔽雙眼，就像一隻驢只顧眼前的胡蘿蔔而看不見不遠處的懸崖，最終只會葬身於黑暗

之中，身死而不知悔。所以我們應該學會適當控制自己的慾望，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任。

《道德經》讀後感
學校：會屬青松中學

作者：余凱霖
班別：5C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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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玄一中近年積極推動科技教育及STEM課程發展，師生們於學界公開比賽中多次取
得優秀成績，包括「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科技領域）」、「優秀STEM學校」、「國際
傑出電子教學獎」、「創意思維世界賽2019	Ranatra	Fusca	Creativity	Award（創意大
獎）」外，亦曾獲邀參加不少本地及境外的大型STEM盛事外，向外界展示及分享本校師生
在創科方面的成果。
	 本校三位中四級學生（陳銓英、陳芷琪及黃嘉輝）及三位「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科
技領域）」得獎者李彬老師、郭俊廷老師及簡偉鴻校長獲香港電台普通話台邀請，於6月27
日接受節目「新人類、大世界」的直播訪問，與幾位電台節目主持人分享學校近年在推動師
生於創科與STEM方面的發展及教學心得。
	 三位同學亦談及他們在校內學習STEM課程的感受，同時亦分享他們獲邀代表香港，
與其他學校師生一同前往台灣參加「台北創客嘉年華	Maker	Faire」的點滴。同學們均表
示，能夠帶同自己設計的STEM作品到境外參與國際性活動是難得的一次寶貴經驗，不再只
是在校內學習而是走到更遠的地方研習學問，與不同國籍的人士溝通交流，充份拓闊自己的
國際視野，增廣見聞。
	 訪問後師生們在節目主持的帶領下了解直播室的裝置及電台工作，同學們對於能夠獲
邀到港台參與節目感到雀躍興奮，在訪問過程中表現出色，對答如流，非常感謝得到是次學
習機會，分享學習上的成果。

圓玄一中接受港台訪問
會屬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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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照顧學生學習需要，讓小一學生能輕鬆愉快地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及上課模式，本校

在八月五日至七日一連三天舉辦「想賞你‧夢飛翔」準小一網上課堂。每天提供兩節不同學

科的Zoom網上課堂，有外籍英語老師帶領的趣味故事課，有科學及視藝結合的STEAM體驗

課，亦有透過情境教學，增強學生對節奏的協調性及創作力的體育課及音樂課等等，希望透

過益智、新穎的互動學習活動及遊戲，提升學生創意、思考及解難能力。

	 另外，本校老師針對課堂需要，創作出不同學習教材，同時考慮到疫情仍然嚴峻，為

保障學生及家長健康，避免人羣聚集，學校採取快遞方式，讓學生安在家中，便能取得學習

教材，有關教材除了讓學生在網課中參與課堂活動之用，更可用作延伸學習，在家中與家人

進行親子互動學習。

	 是次多元化的網上課堂活動深受學生及家長歡迎，同時大獲好評，課堂活動不但能讓

學生在「疫」境下持續學習，而且提高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想賞你‧夢飛翔」準小一網上課堂
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老師一起示範自創的「禮和部首歌」。 學生十分投入課堂活動，跟着老師一起做動作。

老師為準小一學生準備了豐富的學習教材。 學生專心聆聽老師講解，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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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半年來新冠肺炎蔓延全球，正當香港的疫情稍有緩和跡象，隨即引來第三波爆發，單日新
增個案多達一百多宗，感染地區更遍布全港。肺炎病毒無處不在，至今亦未有治療的疫苗，抗疫除了
做好個人衛生外，原來擁有良好體質也有助減低感染新冠肺炎的機率。那麼到底甚麼體質的人屬於高
危一族？
1.吸煙人士
	 近日新增個案中，有吸煙人士和朋友在吸煙的短短十分鐘內，即雙雙染上新冠肺炎，吸煙時除
下口罩之際會增加飛沬傳播風險，尤其新冠病毒的傳染力非常高，無症狀感染者身上或帶有很高的病
毒數量，即使除下口罩幾分鐘，也有很大機會受到感染。
		吸煙會令肺功能下降，容易導致呼吸系統感染，包括新冠肺炎病毒，因此吸煙患者染上新冠肺炎後
的嚴重程度和死亡率比一般患者高，尤其是年長吸煙人士，故強烈建議吸煙人士儘快戒煙。
2.長者與長期病患者
	 六十歲以上的長者，以及長期病患者，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腎病、慢性肺病(包括哮喘和
慢性急性肺病)及各類癌症病人，身體抵抗力比平常人低，也是新冠肺炎的高危群組，現時的藥物只
能緩和病情，其餘則要靠自身免疫力抵抗，故兩者感染新冠肺炎後產生併發症和其嚴重程度較平常人
高。
3.糖尿病患者及肥胖人士
	 最近不少專家表示糖尿病會增加染上新冠肺炎的風險，比一般人更容易導致重症，內分泌及糖
尿病。患者免疫力低，長期處於高血糖狀態，影響免疫系統和白血球功能，故較易受病毒感染。與
此同時，新冠病毒會破壞胰臟功能，使染疫糖尿病者無法分泌胰島素，導致(酮酸中毒)令病情越超嚴
重。肥胖和糖尿病息息相關，肥胖患者死於新冠肺炎的機會較一般患者高出四成。
4.痰濕體質人士
	 從中醫角度而言，新冠肺炎屬於(濕邪疫毒)根據新冠肺炎的病邪性質和臨床表現分析，指出肺
氣虧虛，脾虛不運所致的痰濕體質的人較容易感染新冠肺炎。所謂痰濕體質，是(脾失健運，肺失肅
降)所致，即擁有較差的消化和呼吸功能，導致免疫力下降，易受病邪感染，新冠肺炎主要是經口鼻
傳播，而當病邪侵犯人體，第一個遭殃的就是肺部。痰濕體質的人一旦染病，痰濕加重，症狀會更加
明顯，容易向重症和危重症發展。
	 要改善體質並不難，建議可從起居飲食做起，痰濕體質的人應保持居住環境乾爽，多曬太陽，
少涼冷氣，藉以增加體內陽氣，有利於散濕氣，飲食方面，提議應減少進食肥膩，過甜的食物及少飲
酒和冰凍飲料，多吃新鮮蔬果，更可適當選擇具有健脾，袪濕，化痰的食物，如生薑、辣椒、洋葱、
銀杏、枇杷、大棗、白蘿蔔、馬蹄、紫菜、海蜇、山藥、白扁豆、薏苡仁、赤小豆等。配合適量運
動，早睡早起，自然能提升免疫力，抵抗新冠肺炎。
《現介紹-茶水以供預防新冠病毒》
(金銀花雪梨茶)以金銀花、菊花、生甘草及雪梨煲成，其中金銀花功效清熱解毒、抗菌。菊花有疏風
清熱、解毒，雪梨則有生津止渴、除煩、潤肺止咳作用，亦能解毒的甘草一同煲味道相當清，能當水
作為日常餸料，對抗肺炎不錯，材料(2-3人份量)金銀花2錢、菊花2錢、生甘草1錢，雪梨2個。
做法︰1、雪梨洗淨，去芯及切件，金銀花、野菊花、生甘草浸水，洗淨備用。
						2、煲滾適量水，放入金銀花、野菊花、生甘草及雪梨件煲約30分鐘左右隔去金銀花、野菊花、
生甘草渣，可飲茶食雪梨。
祝︰大家出入平安，身體健康﹗
註︰以上資料只屬個人專業意見，僅供參考。

新冠肺炎四大高危人士免疫力低易中招
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

南方醫科大學香港校友會
創會會長

註冊中醫師羅清源 醫學博士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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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漫談（二十）下
黃成益博士

	 其五：三才爻位
	 三才爻位，乃為爻例十三法則之五。三才爻位乃不用分別陰爻抑或陽爻，只論其
位而分配三才。何謂三才？天、地、人，謂之三才。三才爻位之法則有三，分別舉例說
明如下。

	 法例之一，見上列卦表。若以三爻組成為一卦者，此三爻不用論其陰爻抑或陽
爻。其上爻之位居上故為天，天在上也。中爻之位居中故為人，人在中也。下爻之位居
下，地在下也。人乃處於天之下立於地之上，故三才爻位而人居中，上列舉例卦表，天
地人之大義躍然，可謂暸如指掌矣。
	 法例之二，見上列卦表。若以六爻組成為一卦者，此六爻不用論其陰爻抑或陽
爻。以六爻而定三才之位者，初爻之位則處於地之下，二爻之位則處於地之上，乃統稱
為地位！三爻之位則處於人中之下，四爻之位則處於人中之上，乃統稱為人位！五爻之
位則處於天之下，上爻之位則處於天之上，乃統稱為天位！
	 綜而言之，五爻與上爻統稱為天位者，其大義乃取天在上也。初爻與大義乃取人
在中也，蓋謂人處於天地之中間也。

	 法例之三，見上列卦表。若以六爻組成為一卦者，此六爻不用論其陰爻抑或陽
爻。以六爻而定三才之位者，依照往古解析三才爻位，時至于今，已歷七千五百餘年悠
久之歷史，仍然契合當今科學太空之定理！可知我國上古聖人之智慧，乃超乎時間與空
間，千秋景仰！永遠垂範於人間世！萬古常存！
	 上列卦表，初爻之位則為天之下，上爻之位則為天之上，統稱為天位。二爻之位
則為人之下，五爻之位則為人之上，統稱為人位。三爻之位則為地之下，四爻之位則為
地之上，統稱為地位。



	 初爻與上爻統稱為天位者，其大義乃取天包乎外也。三爻與四爻統稱為地位者，
其大義乃取地處乎內也。二爻與五爻統稱為人位者，其大義乃取人居乎中也。蓋謂人
居天地之中，亦契合人乃頂天立地之定律也。
	 綜而言之，從上所列三項法例卦表，而定三才爻位，引而申之，則為三才之道
也。三才之道，分別解析如下。
三才之道 
	 繫辭下傳第十章：「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
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統而析之，若用三爻組成而為一卦者，則三爻之中，乃具備三才。此章以天道，
人道，地道，為三才之次序。然而，三爻之小成卦，實不足以盡三才之道，故須用
兩卦兼之而有六爻，然後三才之道，廣大悉備，妙用無窮！故謂「兼三爻而兩之故
六。」由是則用六爻來分配三才之道，故謂「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原夫
三才之道，時刻皆在變動之中，因此，乃用六爻來表達變動之機，故謂「道有變動，
故曰爻。」易例秘旨：「陽尊而陰卑，陽貴而陰賤。」六爻則有品物之分別，故有尊
卑貴賤之差異，其分別處則在於陰物與陽物，六爻之等級則能概而括之，故謂「爻有
等，故曰物。」然而，盈天地之間唯萬物，人！亦萬物之一，萬物者，不外乎陰物與
陽物相雜於天地之間，相因相成，則文明由是而生，故謂「物相雜，故曰文。」文不
當者，乃謂六位來居之陰爻陽爻，有當位及位不當，吉凶由是而生，故謂「文不當，
故吉凶生焉。」爰再列卦表，明示大義如下。

說卦傳論三才
	 說卦傳第二章：「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爻而成
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統而析之，易例：「凡言陰與陽，統歸納於天之道。凡言柔剛，統歸納於地之
道。凡言仁與義，統歸納於人之道。」三才之道既然建立，因此，遂以陰陽，柔剛，
仁義，來表達三才之至理，故易經六十四卦，綜言六爻六位，則分陰位與陽位，乃迭
用柔剛之大義也。道家性命雙修之道，緣起於本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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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淺談》下

（2）元神識神、魂與魄
	 「自然曰道，道無名相，	一性而已，一元神而已。」人在出世之前，靈魂來自宇宙的精華，
這即是所謂的「一靈真性」，或曰先天太一之「真性」（元神），而當這種「真性」一旦進入人
體，便判然二分，成為魂魄。「魂」為「陽氣」，「魄」為「陰神」。「魂」為可以游離於人體之
外的精氣。「魄」為依附於人體而存在的精氣。
魂、魄和無意識
	 而「魄」之所以為陰，是因為它一進入人體後就與「識神」糾合成一體，變為「沉濁之
氣」，居於世俗的人心中，成了人七情六慾和種種慾望的主宰，並且在與元神的關係中佔據主導地
位，對其採取役使和排擠的態度，雖然它原本也是來自太極，但一旦進入肉體凡胎，便失去了先前
的神聖，而完全變成了一種世俗的、肉體的存在。「魂」，則從未絲毫喪失其超驗本質，即便在人
體中，也是虛無飄渺、無從體驗的。
（3）養生與醫學
	 「養生」是指保養身體延年益壽，主要有：
	（a）「養神」--	指心理的精神狀態，包含了神、魂、意、志、思、慮、智等活動，正常操作個體
精神情志的變化，避免七情六欲過度放縱，傷害到五臟六腑，導致疾病或暴亡。
	（b）「養形」，主要是指生理的身體狀態，包含了氣血、骨髓、經絡、臟腑、津液等生化規律，
強健機體的功能與作用，重視日常生活的起居攝養，去疾養身，獲得健康長壽。主張「神形相依」
與「形為神舍」，形神並重，認為人體與宇宙是同構相應，形神是一體而成的,	是一個相當重視現
世肉體生命的宗教，發展出使人健康長壽的實踐體系。
（c）人體三寶的精氣神學說：
	 所謂「精」就是構成人體與維持生命活動的精微物質，包括精、血、津液等。
「氣」是一種極微小與動態的精微物質，構成與維持人體的生命活動，對精、血、津液等具有新陳
代謝與相互轉化的功能。而「神」就是人體生命活動的總稱，包括思想感情與意識活動。
（4）導引術與氣功
	 「導引術」是指導氣與身體，是一種將吐納、調息與按摩、體操等結合起來的肢體運動，講
究的是以動養形的形體修持方法。如五禽戲、八段錦等，皆是體育與醫療的修養工夫。疏導人體經
絡氣血，是治病健身的首要方法，強調能通氣血、調陰陽、治百病，又與按摩、針灸等結合起來，
擴大其治病祛疾的功效。與行氣結合，形成了特殊的呼吸運動，對人體的臟腑與經絡進行精神鍛
煉，是一種以呼吸運動為主的健身與治病的養生方法。食氣、胎息、采外呼吸法，鍛煉呼吸、內氣
等。強調依自然節候與時辰變化來吞食大自然的精氣，用此改善人體內在的環境系統。氣功是源自
於中國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的理論，認為人自身是一個完整的小天地或小宇宙，都是由「氣」所構
成的，人與天地有著先天和諧的關係，可以經由身心的特殊鍛煉，人與宇宙天地合而為一，就可以
長生不死，通天下一氣，開發出人體精氣神的超越性存在。
（5）存思
	 「存思」是早期道教修煉內功的一。認為人體五臟六腑皆有神作為主宰，這些神會出遊在外未返回
體內，導致組織器官失去功能而產生疾病。存思功法就是透過靜坐冥想，讓神明回歸體內，繼續溝通大小
宇宙，吸取四時五行之氣。

彭泓基博士
寫於眾生受苦、疫情肆虐中的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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