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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梁德華主席應特首邀請出席對談節目

「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
	 本會梁德華主席於4月27日，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邀請，出席對談節目---「選委

界別分組面面觀」。訪談中，林鄭月娥特首對香港道教聯合會一直以來為道教信仰、中國傳

統文化、社會公益作出的貢獻予以認同，亦讚揚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成立以來，就香港事務一

同發聲，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人心。本會梁德華主席亦發表了對選舉改制的看法，認為選委

會由1,200人增至1,500人，體會到政府洞察民情，令選委會的代表性更強，更做到集思廣益

的效果。

	 上述節目已於5月3日下午6:30在香港電台第31台(電視)首播，市民大眾可到其網站及

youtube頻道上重溫相關片段。



	 「2021辛丑年香港道教日朝賀祝誕	暨	

文藝表演」原定於尖沙咀會堂舉行，擬邀請

國內外的友好單位齊賀道教日。惟因新冠疫

情關係，終改為於3月14日，在本會7、8樓

禮堂舉行。

	 當天早上9時，會屬蓬瀛仙館眾經生

齊集本會8樓演科誦經，祈福禮懺，誦讀清

微禮斗懺文。隨後，本會主席梁德華，副主

席陳國超、葉映均、侯永昌、黃成益、曾忠

南、余君慶連同理事、顧問、會屬道堂眾道

侶朝賀上供祝誕。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協調部陳澤濤副部長、李

永戰宗教處處長、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蘇仲平

理事長與及一眾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同寅亦有

蒞臨支持。

	 朝賀祝誕禮成後，眾人移步至本會7

樓欣賞文藝表演。首先，舉行簡單而隆重的

切金豬儀式。儀式過後，本會梁德華主席、

中聯辦協調部陳澤濤副部長、辛丑年道教日

籌委會執行主席兼本會副主席侯永昌道長先

後祝福及致辭。

	 隨後舉行開幕剪綵儀式，和連串精彩

絕倫的文藝表演，當中包括「香港道教聯合

會會屬學校校長會」為推廣道化教育，由林

廣輝校長、老師、校友一同領唱原創道教歌

曲，還有夏國璋龍獅團帶來的舞獅表演、羅

哲英師傅及弟子帶來的太極拳表演、儒釋道

功德同修會善音合唱團和香港道教聯合會道

教青年團道音合唱團的道曲獻唱等。活動更

設有幸運大抽獎環節，每位出席者獲派福袋

乙份，內有藥枕、福米，共享道祖寶誕喜

悅。

其他道教日系列活動︰

	 為與廣大市民同賀道祖寶誕，儒釋道

功德同修會贊助1800個藥枕，泓澄仙觀道

教青年團送贈1000支鴻福堂健康飲品，本

會送出18,000個口罩，公開派發給市民大

眾。本會副主席葉文均、黃成益、林赤有、

侯永昌、曾忠南以及一眾理事分別出席3月

23日在中區街坊福利會、西環街坊福利會、

摩星嶺街坊福利會、寶石事務促進會舉行，

3月24日於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深水埔街坊

福利會舉行的福品派發活動。

2021辛丑年香港道教日
朝賀祝誕 暨 文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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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副主席、理事、顧問朝賀上供祝誕

清微禮斗科儀

梁德華主席(左)與陳澤濤副部長(右)一同為獅頭點睛

陳澤濤副部長在抽獎環節中抽出幸運兒

本會梁德華主席、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協調部陳澤濤副部長、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蘇仲平理事長，
連同本會一眾副主席、顧問一同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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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響應環保，並豐富每期《會訊》內容，從2021年6月1日(第174期)起，《會訊》由原
來的雙月刊改為季刊，定於3月、6月、9月、12月出版。《會訊》電子版亦會定期上載至本
會網頁，並應個別所需郵寄給各會員及友好。
	 特此通告

《會訊》編輯委員會	謹啟
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

通告

 中國道教協會前會長上法下融任大宗師於2021年5月26日仙逝。
 任會長道高德重，畢生愛國愛教、培育後嗣，是道教界學道修行
的宗教領袖。任會長生平致力弘宣道法，扶持後學，熱心支持及協助
海外，香港、澳門及台灣道教事業，奉獻種種，實是中華道教的楷
模。今任會長功成圓滿，駕鶴歸真，名留後世，道範長存，香港道教
聯合會同寅緬懷至深。

【訃告】
中國道教協會任法融前會長仙逝

	 香港道教聯合會出版社自2010年起，每年與會屬道堂攜手組織「道教坊」，參加由香
港貿易發展局舉辦之香港書展，歷年來從不間斷，惟因疫情關係，去年書展無法舉行。
	 今年，本會將聯同會屬道堂蓬瀛仙館、儒釋道功德同修會、玉清別舘再度參展，展
期由2021年7月14日至20日。「道教坊」設置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3樓	心靈書區(3G-
F02)，攤位內敬備多類道教文化書籍，供市民大眾選購、取閱，並安排多位道長、專家學
者主持文藝講座及示範，誠邀各方同道、友好蒞臨支持。

「道教坊」再度參加香港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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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傳承數千載，道德以忠孝為
先。道教弘揚敬天法祖為信仰，每年農曆七
月中元節，為祖先故友，滅罪超幽以宣孝
道。為宣揚中華孝悌精神，香港道教聯合會
第21次理事會議決，由今年起每逢中元節舉
行法會荐祖，庶使陰安陽樂。

	 「香港道教聯合會	辛丑年中元法會」
謹定於8月27日至29日(農曆七月二十至
二十二日)在本會7、8樓禮堂舉行。法會三
晝誦經禮懺，薦祖超宗，備有附薦位、金榜
題名，供善信登記，歡迎致電本會查詢詳
情。

辛丑年中元法會

金榜題名 黃榜

中元法會上表儀式

龍牌位

【訃告】
中國道教協會任法融前會長仙逝



	 香港童軍總會劉彥樑總監、葉永成執行委員會主席、吳亞明副會長、吳家亮副香港

總監(活動與訓練)、何蘭生公共關係總監、羅紹衡青少年活動總監、寗基求副青少年活動

總監(活動)、邱誠武	童軍形象及合作伙伴關係專責小組主席、李思行總幹事於5月10日下

午到訪香港道教聯合會。本會梁德華主席，副主席林赤有、侯永昌、黃成益、余君慶、王

廣漢，總務部梁偉明主任，學務部湯修齊主任、梁贊榮副主任，陳國鏗總幹事，與一眾會

屬學校校長、老師出席會面。

	 香港童軍總會歷年來致力培養青少年德、智、體、群、美五育發展，與道教推崇的

中華美德同出一轍。會上，雙方就近年童軍發展、學校童軍現況展開深入交流，出席同寅

深受裨益，今後兩會將為培育青少年德育發展加強合作。

香港童軍總會劉彥樑總監與眾領導到訪本會

6

兩會代表就童軍發展暢快交流

香港童軍總會劉彥樑總監與本會梁德華主席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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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會主辦的「中國傳統文化之易學及道化教育講

座」向來反響不俗。3月25日	陸人龍教授主講《從歷史

長河看香港和香港人》、彭泓基博士主講《易經與人生

智慧︰以易經智慧剖析香港困境，何去何從？》，4月23

日	羅哲英師傅主講《秘傳武當太極拳	養生與自衛防身功

能簡介》、王廣漢道長主講《道德圖譜-可以這樣去看道

德？﹗》，5月7日	謝傳清道長主講《人神之別互相依》、

黃成益博士主講《易卦姓名學》，場場講座各有教化，吸

引不少觀前慕名而來。

	 《易經》智慧博大精深，歷史長河借古鑑今，道家

養生強身健體，神仙信仰撫慰人心。講座內容包含多個與

「道」相關的範疇，實在值得細心參詳。下半年的講座同

樣精彩，敬請密切留意，踴躍支持。

2021年中國傳統文化之易學及道化教育講座

彭泓基博士以易經智慧剖析香港困境

陸人龍教授帶領觀眾從歷史長河看香
港和香港人

謝傳清道長主講《人神之別互相依》

王廣漢道長講解《道德圖譜》黃成益博士導引易卦與姓名學的關係

羅哲英師傅示範太極養生功



	 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至今已逾一年多，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於4月20日透

過網上平台聯合發佈長約30多分鐘的影片，為全港市民送上至誠祝福。

	 影片題為「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祝福與禱告	–	互相扶持抗疫同心」。香港六宗教領

袖代表在影片中輪流為港人送上祝福，希望大家明白互相扶持的重要，艱難時刻更應當互

相包容團結，關注人心的善德、關注康復的照顧，對貧窮者的幫助。同時感謝為疫情辛勤

付出的人，特別是醫療人員的努力。

	 本會梁德華主席結伴副主席葉文均、余君慶、侯永昌，經懺部主任張麗珠，理事劉錦

華、蓬瀛仙館經懺部主任李秀文等一同為香港市民祈福，並代表道教呼籲香港市民及道教

信眾響應政府，大家同心協力，同舟共濟，致力防治疫情，注意自己個人健康，並積極接

種疫苗防禦，使整個社會盡快疫病消除，期望人人身體健康，世界及香港利泰平安，災殃

驅除，疫症不侵，百福並臻，千祥雲集。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祝福與禱告

互相扶持抗疫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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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梁德華主席帶領理事代表為香港市民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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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信善紫闕玄觀贊助，舉辦多年的道教日活動──「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暨道德經

書法比賽」原定3月舉行，惟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關係延期至五月舉行。為減低人群聚集風

險，相關獎項謹定於5月27日會屬中小幼學校聯合畢業禮當天頒發，並由屬校代表接受。今

年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的得獎學生共114名，分別來自38間道教主辦學校。書法比賽的得獎

者則共44名，由評判康一橋校長、會屬學校校長會主席梁贊榮博士評審甄選。本會同寅對信

善紫闕玄觀長期的獎學金贊助銘感五內。

辛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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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琪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石圍角) 幼稚園 何璦彤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石圍角) 幼稚園 温希文 第三名

2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富善邨) 幼稚園 池珮璇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富善邨) 幼稚園 鄭苡悠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富善邨) 幼稚園 何沛悠 第三名

3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東頭邨) 幼稚園 杜芷欣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東頭邨) 幼稚園 李秋瑩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東頭邨) 幼稚園 張智柔 第三名

4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平田邨) 幼稚園 林銳渢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平田邨) 幼稚園 蘇沚玥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平田邨) 幼稚園 陳婉琦 第三名

5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天逸邨) 幼稚園 林靖熙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天逸邨) 幼稚園 黎凱弦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幼稚園(天逸邨) 幼稚園 謝栢僑 第三名

6 香港道教聯合會 飛雁幼稚園 幼稚園 彭嘉朗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飛雁幼稚園 幼稚園 蕭嘉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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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峰 第一名

嗇色園 可仁幼稚園 幼稚園 梁穎琳 第二名

嗇色園 可仁幼稚園 幼稚園 李洪偉 第三名

「辛丑年道教日系列活動之

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暨道德經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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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青松觀 青松興東幼稚園 幼稚園 廖梓琪 第一名

青松觀 青松興東幼稚園 幼稚園 張梓揚 第二名

青松觀 青松興東幼稚園 幼稚園 楊賀淇 第三名

14 蓬瀛仙館 太平幼稚園 幼稚園 陶昱旻 第一名

蓬瀛仙館 太平幼稚園 幼稚園 周芷玥 第二名

蓬瀛仙館 太平幼稚園 幼稚園 林子涵 第三名

15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學校 小學 Chung Lap Ching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學校     小學 Liu Ho Wang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學校  小學 Liang Tsz Ki Abby 第三名

16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小學 黃皓祺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小學 鍾睿庭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小學 鍾僖迅 第三名

17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小學 郭欽瑩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小學 潘黃晴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小學 甄凱琳 第三名

18 香港道教聯合會 純陽小學 小學 張宇靖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純陽小學 小學 郭詩涵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純陽小學 小學 宋姿瑩 第三名

19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小學 甘浩林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小學 招欣彤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小學 林子棋 第三名

20 嗇色園 可信學校 小學 陳雨霏 第一名

嗇色園 可信學校 小學 林啟捷 第二名

嗇色園 可信學校 小學 黃愷蕎 第三名

8 嗇色園 可德幼稚園及可德幼兒中心 幼稚園 王晞桐 第一名

嗇色園 可德幼稚園及可德幼兒中心 幼稚園 鄭宇軒 第二名

嗇色園 可德幼稚園及可德幼兒中心 幼稚園 吳霈濠 第三名

9 嗇色園 可瑞幼稚園 幼稚園 周子淳 第一名

嗇色園 可瑞幼稚園 幼稚園 何沐雪 第二名

嗇色園 可瑞幼稚園 幼稚園 范雅言 第三名

10 嗇色園 可立幼稚園 幼稚園 黃思瑜 第一名

嗇色園 可立幼稚園 幼稚園 鄭芷怡 第二名

嗇色園 可立幼稚園 幼稚園 陳浩智 第三名

11 嗇色園 可正幼稚園 幼稚園 陳新元 第一名

嗇色園 可正幼稚園 幼稚園 楊智榮 第二名

嗇色園 可正幼稚園 幼稚園 梅家朗 第三名

12 嗇色園 可愛幼兒園 幼稚園 郝梓瑜 第一名

嗇色園 可愛幼兒園 幼稚園 梁皓祺 第二名

嗇色園 可愛幼兒園 幼稚園 賴梓埼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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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嗇色園 可銘學校 小學 曹流己 第一名

嗇色園 可銘學校 小學 梁嘉琪 第二名

嗇色園 可銘學校 小學 陳佳瀅 第三名

22 嗇色園 可立小學 小學 蘇熙晴 第一名

嗇色園 可立小學 小學 朱曉彤 第二名

嗇色園 可立小學 小學 鄉寶懿 第三名

23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小學 譚學賢 第一名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小學 周芊羽 第二名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小學 譚孝賢 第三名

24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山景) 小學 楊皓宇 第一名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山景) 小學 林漫晴 第二名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山景) 小學 黃妍熹 第三名

25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學 賈若曦 第一名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學 方俊杰 第二名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小學 小學 劉思睿 第三名

26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小學 陳子晴 第一名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小學 楊履裕 第二名

青松觀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小學 唐嘉孺 第三名

27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中學 蔡潔希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中學 顏子涵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中學 黃宗儀 第三名

28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中學 温學修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中學 卓鈞海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中學 劉繼日 第三名

29 香港道教聯合會 青松中學 中學 余凱霖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青松中學 中學 王印威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青松中學 中學 孫彗恩 第三名

30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中學 陳芷穎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中學 方得怡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中學 黃雨恩 第三名

31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中學 祝柏康 第一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中學 珍尼達 第二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中學 鄭政言 第三名

32 圓玄學院 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中學 何瑩穎 第一名

圓玄學院 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中學 林尉禎 第二名

圓玄學院 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中學 陳俊杰 第三名

33 嗇色園 可立中學 中學 林鎧盈 第一名

嗇色園 可立中學 中學 林楚玲 第二名

嗇色園 可立中學 中學 余俊華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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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嗇色園 可風中學 中學 賴卓瑤 第一名

嗇色園 可風中學 中學 梁嘉淇 第二名

嗇色園 可風中學 中學 曾珮欣 第三名

35 嗇色園 可道中學 中學 楊詠佟 第一名

嗇色園 可道中學 中學 陳淑貞 第二名

嗇色園 可道中學 中學 翁宝聰 第三名

36 嗇色園 可藝中學 中學 陳曉君 第一名

嗇色園 可藝中學 中學 蒙梅杏 第二名

嗇色園 可藝中學 中學 林齊煌 第三名

37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中學 余詠琪 第一名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中學 岑采妮 第二名

嗇色園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中學 廖愷琳 第三名

38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中學 中學 蘇詩雅 第一名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中學 中學 何諾旗 第二名

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中學 中學 張景晞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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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信善紫闕玄觀道德經書法比賽」的得獎名單如下︰

毛
筆
組

獎項 小三、小四組 小五、小六組

第1名
姓名︰陳浩灝  班別︰  4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姓名︰郭欽瑩  班別︰  6A
學校︰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第2名
姓名︰許冰冰  班別︰  4B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姓名︰邱莉之  班別︰  5A
學校︰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第3名
姓名︰朱詠悠  班別︰  4B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姓名︰梁梓琪  班別︰  HP6  
學校︰會屬雲泉學校

優異

姓名︰陳致平  班別︰  4A  
學校︰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姓名︰曾咏倪  班別︰  LY5  
學校︰會屬雲泉學校

姓名︰林靜怡  班別︰  4A  
學校︰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姓名︰馬滋琳  班別︰  6A 
學校︰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硬
筆
組

第1名
姓名︰許冰冰  班別︰  4B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姓名︰郭欽瑩  班別︰  6A     
學校︰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第2名
姓名︰林洛逸  班別︰  4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姓名︰楊詩蔓  班別︰  6C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第3名
姓名︰許子康   班別︰  CH4   
學校︰會屬雲泉學校

姓名︰張舒沂  班別︰  6B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優異

姓名︰林思婷  班別︰  4D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姓名︰趙珀朗  班別︰  5A  
學校︰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姓名︰黃彩瑩  班別︰  YW3   
學校︰會屬雲泉學校 

姓名︰蔡馨薇  班別︰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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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熙  班別︰  中二信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姓名︰黎芊婷  班別︰  中五孝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第2名
姓名︰李楚鳳  班別︰  3A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姓名︰黃  婷  班別︰  6D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第3名
姓名︰林健煒  班別︰  1B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姓名︰陳欣妍  班別︰  中五孝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優異

姓名︰高  穎  班別︰  1B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姓名︰林穎穎  班別︰  5D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姓名︰王子銘  班別︰  中一孝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姓名︰羅詠玟  班別︰  5B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硬
筆
組

第1名
姓名︰林子熙  班別︰  中二信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姓名︰黎芊婷  班別︰  中五孝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第2名
姓名︰王睿廷  班別︰  中二弟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姓名︰王浩斌  班別︰  4A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第3名
姓名︰王子銘  班別︰  中一孝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姓名︰張貫豪  班別︰  中六孝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優異

姓名︰陳紀彤  班別︰  1A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姓名︰鄭嘉嘉  班別︰  6A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姓名︰嚴政隆  班別︰  2C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姓名︰梁可盈  班別︰  6A
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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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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邱莉之

季軍
會屬雲泉學校
梁梓琪

優異獎
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馬滋琳

優異獎
會屬雲泉學校		曾咏倪

小三、小四毛筆組

亞軍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許冰冰

季軍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朱詠悠

優異獎
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林靜怡

優異獎
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陳致平

冠軍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陳浩灝

冠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林子熙

高中毛筆組

冠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黎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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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毛筆組

亞軍
會屬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李楚鳳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高		穎

季軍
會屬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林健煒

冠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林子熙

優異獎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王子銘

高中毛筆組

冠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黎芊婷

亞軍
會屬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黃		婷

季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陳欣妍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林穎穎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羅詠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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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許冰冰

小三、小四硬筆組

亞軍
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林洛逸

季軍
會屬雲泉學校
許子康

優異獎
會屬雲泉學校
黃彩瑩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林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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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楊詩蔓

季軍
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張舒沂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蔡馨薇

優異獎
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趙珀朗



小三、小四硬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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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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睿廷

季軍
鄧顯紀念中學
王子銘

優異獎
會屬青松中學
嚴政隆

優異獎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陳紀彤

冠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黎芊婷

高中硬筆組

亞軍
會屬青松中學
王浩斌

季軍
會屬鄧顯紀念中學

張貫豪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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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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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屬中小學校內賽花絮



會屬中小學校內賽花絮

	 會屬道堂嗇色園黃大仙祠時值創立一百周年紀慶，自去年起便著力籌建「財神宮」，
供奉「黑虎玄壇趙元帥」聖像，同時敬奉「招財使者」、「招寶天尊」、「納珍天尊」、
「利市仙宮」，合稱「五路財神」，祈香港經濟繁榮昌盛，百業興旺，市民財運亨通。
	 2021年4月26日，黑虎玄壇趙元帥寶誕當日，「財神宮」擇吉開幕，本會梁德華主
席，副主席陳國超、葉永成、葉映均、黃成益、鄧錦雄、侯永昌應邀出席盛典，並為財神金
身貼金，慶祝財神宮聖像崇升。

會屬道堂嗇色園黃大仙祠新建財神宮開幕

助印金榜助印金榜
第157期會訊 蓬瀛仙館    第164期會訊 蓬瀛仙館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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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1期會訊 晨曦文化教育協會第162期會訊 省善真堂    第171期會訊 晨曦文化教育協會

【如各大道堂、友好贊助《會訊》，請致電2396 4881與本會職員聯絡。】【如各大道堂、友好贊助《會訊》，請致電2396 4881與本會職員聯絡。】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本會出席理事
「『道德光輝』中國道教
文化展覽—開幕典禮」

3月21日(日) 11:00 金蘭觀 理事：吳影喬、方培湘、
鄭寶花、丁澤堯

「財神宮開幕典禮」 4月26日(一) 10:30 嗇色園黃大仙
祠財神宮

梁德華主席；
副主席：陳國超、葉永成、
葉映均、鄧錦雄、黃成益、
林赤有、侯永昌、曾忠南、
羅清源；
李秀文道長

「屯門盆景蘭花 暨 防疫
資訊展覽2021—開幕典
禮」

5月7日(五) 11:00 屯門青松觀綜
合大樓地下禮
堂

副主席：葉映均、侯永昌；
陳國鏗總幹事

金蘭觀孚佑帝君呂純陽師
尊聖誕吉期

5月25日(二) 12:00 金蘭觀大殿

會屬道堂活動概覽

道堂資訊徵稿

 為方便廣大善信了解會屬道堂的最新動向，本會現誠邀各會屬道堂提供未來幾個月即
將舉行活動的資料，以便《會訊》刊登。。由於《會訊》逢季刊出版，請留意提供活動資
料的日期會否過時。
道堂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行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行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交資料方式︰電郵︰Ln.chan@hktaoist.org.hk
              郵寄︰香港九龍長沙灣青山道156號永基商業大廈8樓
      *如有垂詢，請致電2396 4881與陳麗雅小姐聯絡。

	 由會屬道堂青松觀主辦的「屯門盆景蘭花暨防疫資訊展覽2021」開幕典禮於5月7日上
午在屯門青松觀內順利舉行，本會葉映均副主席、侯永昌副主席、陳國鏗總幹事應邀出席。
典禮上，青松觀主席暨「屯門盆景蘭花暨防疫資訊展覽2021」籌備委員會主席黃健榮先生
MH、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農業)馬惠忠先生先後致辭，逐頒發獎項予盆景花卉、繪畫
寫生比賽的得獎者。開幕典禮圓滿結束後，嘉賓自由遊覽展區，觀賞花團錦簇的景緻。	
	 「屯門盆景蘭花暨防疫資訊展覽2021」於5月7至13日期間在觀內舉行。今年的展覽除
了展出盆景、蘭花和園藝佈置作品外，亦設有網上文化藝術講座，題目囊括中國書法、木
刻、種植至欣賞國蘭和洋蘭等，讓市民大眾對中華文化、花卉種類有更深的認識。同場還設
有介紹防疫資訊展覽。

會屬道堂青松觀主辦

「屯門盆景蘭花暨防疫資訊展覽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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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教育統籌委員會「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建議的培訓要求，本會特委託會屬
學校校長會於2021年1月及3月舉辦多個以「辦學團體為本」之校監、校董培訓課程，讓會
屬中小學校監和校董參加。
	 課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基礎課程，目的是讓會屬中小學校監、校董認識母會的
辦學抱負和使命，以及在校本管理下，校監、校董的素養、角色和職責。第二部分為選修
課程，目的是讓已完成基礎課程或對學校教育有基本認識的校監、校董進一步了解學校的
運作，人力資源和財務的管理，危機及投訴的處理，認識與學校管治的條例或規例等，從
而能為學校確立策略性發展和改進的方向，提升會屬學校的管理效能。
	 此外，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提升教師專業地位，教育局接納「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
組」有關教師專業階梯的建議，分別為新入職教師及在職教師提供不同的培訓要求，以及
優化符合教師晉升要求的培訓。所有教師，不論其級別和職務，於每三年周期內參與不少
於150小時(軟指標)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或活動。
	 本會一向重視會屬學校教師的專業發展，為配合教育局的教師專業發展需要，本會
特委託會屬學校校長會於2021年1月及3月舉辦多個以辦學團體為本之教師專業發展培訓課
程，讓會屬學校教師參加，以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

會屬學校校長會為本會舉辦
「校監/校董及教師專業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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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為本校創校第37年，縱使疫情未退，亦無阻大家對校慶的期待。學校把校慶活
動移師線上，舉辦連串網上校慶活動，包括：校慶問答比賽、“NLW	Got	Talent”	校慶
才藝比賽及幼稚園親子填色比賽。
	 學校為校慶問答比賽特製了「禮和校園導賞」及「禮和新氣象」兩輯短片，希望透過
活動，讓學生及家長可以更了解學校的全新面貌。而學校一直致力啟發學生在不同領域的
潛能，透過“NLW	Got	Talent”校慶才藝比賽，提供了平台讓學生發揮個人才藝，同學們
都十分踴躍參與，作品包括有樂器、舞蹈、魔術、手工藝等各式各樣的表演。而學校老師
亦都參與其中，以新穎的表演，例如：剪紙、單簧管、杯子舞等一同為學校送上祝福。
	 是次網上校慶活動反應熱烈，不單校內學生踴躍支持，連公眾人士也一同參與活動，
大家共同分享校慶喜悦。

會屬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網上校慶活動 共享校慶喜悦

學
生
多
才
多
藝
，
以
不
同
表
演
祝
賀
校
慶
。

「校慶幼稚園親子填色比賽」獲獎作品。

高校長為「NLW Got Talent 校慶才藝比賽」得
獎同學頒發獎狀及禮物。

一眾教師以不同才藝為學校致賀。



	 不少學校受疫情影響，取消了慶祝新年的活動，令新年氣氛淡薄，本校希望與同學
一起送舊迎新，為同學送上祝福。學校在二月九日當天，舉辦直播「團團圓圓慶新年」活
動，全校師生和家長共同迎接新一年。

特色節目賀新春
	 在「團團圓圓慶新年」活動中，老師製作卡通影片「賀年食品知多少」，介紹各種
賀年食品的寓意，又加入問答環節，同學說出「好意頭」的話來認識春節食品的特色。此
外，學校更特意安排英語外籍老師穿著中國傳統服飾來拍攝「農曆新年傳統習俗」，內容
幽默惹笑，同學在了解傳統習俗的同時，還學會它的英語表達，讓學習變得更有趣味。

五彩湯圓慶團圓
	 相信各位在網上經常都能看到烹飪的教學影片，但有否想過自己學校的校長及老師
竟會化身主播，教大家製作湯圓呢？梁俊傑校長及老師拍攝「湯圓齊齊搓」節目，教同學
製作五彩湯圓，並認識湯圓的寓意，過程中趣味盎然，同學及家長皆笑逐顏開，一掃疫情
帶來的冷清。
	 疫情的確為師生帶來了新挑戰，學校善用網上媒介，與同學一起迎接農曆新年，把
新年氣氛和祝福送到家中，讓師生同樂，喜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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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屬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師生直播迎新 團團圓圓慶新年

賀年食品知多少？

學生穿著華服慶新年。 猜猜六種賀年食品的寓意。

介紹賀年糕點。外籍英語老師也拜年。Let's guess……

傳統節日的文化習俗。

梁校長和老師化身主播。 老師搓湯圓。 湯圓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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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俗語說“食得是
福”但對痛風患者而言，避開
飲食陷阱才能免除苦痛。中醫
師指出不少人認為素食嘌呤量
必然較低，卻不知豆腐、冬
菇、蔬菜，與牛肉等肉食同是
中嘌呤食物。有風濕醫生指，
不乏病人認為“魚肉比紅肉”
嘌呤低，因而不戒口，甚至一
日三餐狂食魚，致痛風結石卡
住膝關節，雙腳一度不能彎
曲。
吃魚素食都出事

要解決痛風問題，首要從改善
食開始，嘌呤除可在體內自
行合成，亦可經食物攝取，而
且於常人認為「素食必定低嘌
呤」的想法相異，不論是動物
性或植物性食物都含有嘌呤，
而魚類、豆腐、豆漿、冬菇的
嘌呤量，原來與羊肉、牛肉相
若。
黃豆與豬肝、牛肝、同屬

高嘌呤

不少人知道貝殼類、海鮮，如
蠔、青口、及內臟類如豬肝、
牛肝都屬高嘌呤食物，卻不知
黃豆原來亦是「同類」，其他
豆類如紅豆、綠豆、黑豆亦是
中嘌呤食物。
	 現時國際上未有統一的
嘌呤日均建議攝取量，僅日
本有建議每人每日從膳食攝取
嘌呤應少於400毫克。痛風患
者若採用低嘌呤飲食，一般有

助降低血液中尿酸水平，惟仍
要多元化飲食才能避免營養不
良，故建議患者間中仍可吃中
嘌呤食物，但高嘌呤食物要可
免則免。
有患者餐餐食魚，膝痛企

唔直

	 痛風出現涉及遺傳和飲
食因素，部分人身體代謝能力
高，即使多吃亦未必會出現尿
酸結晶，而一般患者在改吃素
菜後病情都有改善，雖然蔬菜
亦含嘌吟，但平均比肉食低，
只要慎選食物，多數可改善痛
風現況。
	 但是最多人誤會是魚肉
較紅肉低嘌呤，殊不知正正相
反，曾有40-50歲患者本身經
營魚檔，出現痛風後戒吃肉，
一日三餐都吃魚，煲魚湯飲，
結果尿酸結晶愈來愈大，卡住
膝關節，令他痛到不能企直，
亦不能彎曲雙腿。
	 因魚類不易吃滯，患者
不自覺會「全條魚食哂」，變
相攝取量較紅肉更高，令尿酸
問題加劇。老火湯亦是另一陷
阱。因肉類經長時間烹煮後，
嘌呤會釋放至湯水中，更易為
人體攝取。
痛風年輕化，30多歲已發

病

	 近年痛風患者有年輕化
情況，由過去的50-60歲，提

早至30多歲發病，於港人飲
食生活愈超豐足，不無關係，
但太年輕的患者，例如︰20
多歲發病人士，則多屬遺傳因
素，例如父母均有痛風等。
	 醫師指，一般痛風問題
可通過飲食控制改善，惟若尿
酸結晶「發大」致關節變形，
即使服藥亦難再令手腳復常。
食物嘌呤量及食物種類

高嘌呤︰豬肝、牛肝、貝殼
類、海鮮、黃豆、啤酒等。
中嘌呤︰羊肉、牛肉、冬菇、
金針菇、果仁、花生、豆腐、
豆漿、紅豆等。
低嘌呤︰葡萄乾、龍眼乾、蔬
菜等。
	 現提供二款預防「痛風
症及尿酸過多」驗方以供日常
保健之用。
1.	 車前子	八錢入袋
	 金錢草	三錢		大北茋	六錢
	 金狗脊	五錢		甘草	三錢
	 杜			仲		三錢		元胡	三錢
水5碗煲存1碗，潘渣4碗煲存
1碗。飯後一小時服用(6劑為
壹療程)。如痛風發作，手腳
紅腫均可服用。
2.	 杜仲	五錢			丹				參	三錢			
	 巴戟	三錢			怀牛膝	三錢
	 田七	二錢			金狗脊	五錢			
	 元胡	二錢
合豬展煲湯服用(3劑為壹療
程)。
水8碗煲存2碗。

痛風症年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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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如有疑問，建議諮詢註冊中醫師。



其九：往來！升降！順逆！

往來！升降！順逆！乃為爻例十三法則之九。在易經六十四卦，每一卦六爻重卦之
中，均有此往來！升降！順逆之法則，舉例列表說明如下。

	 易例：立爻生卦之法則，由下而上為逆，由上而下為順。

	 凡由下而至上者，不論其為任何卦，或任何陰爻仰或陽爻，統謂之往，或謂之
來，歸納為往為來，統而謂之為逆，三者同一義理，見上列卦表，大義躍然！
 
	 凡由上而至下者，不論其為任何卦，或任何陰爻抑或陽爻，統謂之來，或謂之
降，歸納為來為降，統而謂之為順。三者同一義理，見上列卦表，大義躍然！

	 爻例之往來，另有一種之解析，統而言之，在易例之中，未來者，統歸於乾，
乾為資始。已往者，統歸於坤，坤為資生。乾象為天，坤象為地。天地乃資始資生萬
物之大旨也。因此，遂稱乾為來卦，坤為往卦。後有反此易例者，改稱乾為往卦，坤
為來卦。乃使初學易者，則反而無所適從！緣此兩者，不同之立例，蓋因漢宋兩代易
學家之觀點不同，乃有一正一反之立例，則有門戶派系之關鍵，故其立論各有殊異，
真有公說公理，婆說婆理之感慨！由是衍演，遂形成漢宋兩代易學之一大洪溝，可謂
倍增治易者之志趣矣。

	 爻例之升降，另有一種之解析，則概見於乾坤六爻之交變，在下一章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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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漫談（二十）下
黃成益博士

第一頁 

易經漫談（十八） - 黃成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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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與道家》

	 諸子百家，經過數千年歷史長河的考驗，儒釋道三家終而成為中華文化的三大支柱，塑
造了炎黃子孫的民族特性。	儒家文世，佛道補世。	佛家主張離苦得樂，涅槃彼岸，萬事歸空，
較少涉及入世之事。		儒家與道家則在歷史上不同的朝代，對國家的管治，都曾有過舉足輕重的
地位。	漢高祖劉邦得天下後，人民經過數百年的戰亂，民不聊生，迫切需要休養生息，因此以
道家無為而治作為治國綱領。其後國家逐漸富足，至漢武帝時，胸懷壯志，勵精圖治，重用董
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定儒為正統。其後歷代因時濟宜，儒道選用、外儒內法、剛柔並
濟，成為中華文化治國的傳統智慧。	

	 儒釋道三家始自不同的源頭，但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相互取長補短，融匯轉化，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其中的思維概念，早已深入民心，成為生活和中國人性格的一部分，百姓日
用而不知。且讓我們在這裡探討一下，儒道兩家的思想特徵，作一個簡單的比較，讓我們的概
念更為清晰。南懷瑾先生曾說過：「儒家猶如糧食店，是人生的精神糧食；道家就好像一家藥
店，一旦生病，失去精神寄託、社會衰敗時最適合。	」一個人的價值觀決定他對生活的態度，
進而影響他的行為。	論語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生在世，應對自己的思想與行為有更
深的認識，這樣會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錯誤。

儒家與道家的特質
	 儒家主張入世，樂觀進取，較剛性。重視社會秩序和人際和諧，強調建功立業，治國平天
下；道家則主張超世，審時度勢，可出可入，消極退避，柔性，崇尚個人自由和獨立至自存，
醉心於自然山水，悠遊於天地間。儒家從人際關係來尋求人的個體價值，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
諧關係（倫理），主張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主誠敬。道家則從擺脫人際關係來尋求人的個體
價值，倡導長生久視，自保其身，是以非常重視養生之道，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	

	 儒家重視倫理實踐，卻疏於哲理論證。	道家則精於哲理思辨而流於寂滅空虛，被稱為
「宗羅百代，廣博精微。」儒家處世，積極正面、肯定現實社會和人生的價值，常常奔走救
世，追求自己的理想價值目的。	通過對仁義道德的倡導，表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願望，
目的是立德、立功、立言，內聖而後外王，一心繫於廟堂，致志參政做官，學而優則仕，壞抱
著救世精神，克己復禮，期望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相對地，道家比較負面、消極和否定，常常揭露現實社會的罪惡，追尋人生諸多的煩惱，
為自己的存在尋找理由，平衡身心關係，抒發對理想的嚮往。通過知雄守雌、主靜貴柔來設立
安身立命之道。鄙夷萬物、鄙薄功名、笑傲王侯。	齊是非、齊萬物，遊乎塵埃之外。喜避世、
遊世、超世，故鐘情於山林，淡化當官心裡。常察覺人類智巧的危機，故「行不言之教、處無
為之事」，不為權貴所羈絆，氣志孤傲，自命清高。感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上篇，待續）

彭泓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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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和壇 利幽法會 六月廿一至廿七日 2021年 7月 30日至 8月 5日 屯門青山村 163號 2461 6261 

竹林仙館 中元法會水陸超幽 六月廿九日至七月初三日 2021年 8月 7日至 10日 九龍長沙灣東沙島街 157至 167号六樓 2361 6820 

翠柏仙洞 
翠柏中元法會 

七月初一至七月初五日 2021年 8月 8日至 12日 九龍 洗衣街 137號 國際大廈 17樓 A及 B室 2394 0098 

飛雁洞佛道社 
中元（盂蘭）水陸超渡法會 

七月初一至七月初七日 2021年 8月 8日至 14日 九龍大角咀塘尾道 205至 207號唐美大廈 13樓 2343 6690 

竹隱長春洞 修建盂蘭勝會 七月初四至初七，(初八水幽) 2021年 8月 11日至 15日 九龍旺角花園街 186-190號八樓 2394 9442 

道教青雲觀 中元盂蘭法會 七月初四至初七 2021年 8月 11日至 14日 九龍彌敦道 311號康僑大廈九樓 AB座 2384 2727 

同善佛道社 中元盂蘭法會 七月初五至初八日 2021年 8月 12日至 15日 九龍旺角通菜街十九號五樓 2735 8782 

信善壇 
盂蘭醮會 

七月初五至初八日 2021年 8月 12日至 15日 九樓孝心堂 2387 9334 

圓玄學院 
圓玄學院啟建 

辛丑年盂蘭法會 
七月初六至十二日 2021年 8月 13日至 19日 新界荃灣三叠潭圓玄學院 2492 2220 

通善壇 通善壇啟建中元法會 七月初六至初十日 2021年 8月 13至 17日 中環威靈頓街 75號至 77號(通善壇宗教部) 2544 7091 

道福山祠 辛丑年中元法會 七月初六至初八 2021年 8月 13日至 15日 新界 沙田 上禾輋 183號 2602 6161 

清揚觀 中元法會 七月初六至初八 2021年 8月 13日至 15日 屯門藍地 新慶村 319號清揚觀 9274 8927 

雲鶴山房 中元盂蘭法會 七月初七至初十日 2021年 8月 14日至 17日 
香港筲箕灣望隆街 1號 

合隆工廠大廈一字樓 B座 
2561 5143 

純陽呂祖仙壇 中元五天超度法會 七月十一至十五日 2021年 8月 18日至 22日 油麻地新填地街 167號三樓 2374 0763 

蓬瀛仙館 中元法會 七月十一至十五日 2021年 8月 18日至 21日 蓬瀛仙館︰香港新界粉嶺百和路 66號 2676 8660 

雲泉仙館 中元法會 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 2021年 8月 19日至 22日 新界 打鼓嶺 坪輋 2674 2194 

泓澄仙觀 辛丑年中元法會 七月十三至十五日 2021年 8月 20日至 22日 香港北角英皇道 657號東祥工廠大廈 C座七樓 2811 2771 

金蘭觀 紫霞施澤法會 七月十三日 2021年 8月 20日 新界元朗唐人新村 240號 2476 4759 

愿誠園 盂蘭法會 七月十四日 2021年 8月 21日 深水埗北河街 165號大利樓 8樓 2992 0283 

玄之緣顯善聖壇 中元(盂蘭)法會 七月十四至十五日 2021年 8月 21日至 22日 香港筲箕灣道 68號西灣河中心 3樓 B室 2886 2991 

清善壇 
中元盂蘭法會 

七月十四日 2021年 8月 21日 沙田火炭山尾街 43-47號環球工業中心 601-602室 2566 5273 

省善真堂 中元法會 七月十五至十八日 2021年 8月 22日至 25日 九龍九龍塘律倫街七至八號省善真堂 2336 1578 

香港龍泉宮 
中元法會 

七月十五日 2021年 8月 22日 香港北角書局街 23號美輪大廈 1字樓 F室 
6366 2566/ 

3566 6565 

仁楓洞佛道社 中元法會 七月十八至廿二日 2021年 8月 25至 29日 荃灣眾安街 116號二樓 
2492 2002/ 

6532 7088 

坤德堂 中元法會 七月十九日 2021年 8月 26日 九龍觀塘康利道 23號南康大廈 A2,2樓 2389 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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