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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濟世 永惺涅槃
揚佛興善著書育人 世壽 91 歲功行圓滿

■永惺長老。

資料圖片 ■永惺長老早年向基層人士派發米糧。

網上圖片 ■永惺長老往自己創辦的菩提護理安老院探訪長者。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萬物有時，生死輪
迴。備受香港信眾愛戴的西方寺開山方丈永惺老和
尚昨日早上 8 時 07 分安詳圓寂，享壽 91 歲。其靈堂
昨晚 7 時起設於香港西方寺，供兩岸四地的佛門弟
子及廣大信眾悼念追思，起龕荼毗日期將另行通
告。永惺長老 12 歲出家，22 歲來港，立志開荒弘
法，多年來不僅著書立說，弘揚佛法，更先後創建
荃灣東林念佛堂、荃灣西方寺和菩提學會、虛雲和
尚紀念堂等弘法道場，還籌募善款開辦幼稚園、書
院、學院等廣育人才，將畢生精力獻予佛門事業。

香港佛教聯合會昨日公佈，該會榮譽會長、香港
菩提學會會長、香港西方寺開山、傳天台宗第

四十五代教觀總持上永下惺老和尚，功行圓滿，世
壽91歲，僧臘78載，戒臘73夏。老和尚示現無常，
住世緣盡而捨報，誠為佛門之悲，教界之痛。其行
事佛跡，難以詳述，惟祈老和尚以慈悲宏願，慈航
倒駕，乘願再來，廣度有情。

居港70載 創多座道場
永惺長老居於香港逾七十年，足印遍及五湖四
海，譽滿宗門，在海內外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他 1925 年出生於遼寧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俗
家姓劉，學名克勤，父母是虔誠佛教徒。12 歲時，
他依常修老和尚披剃出家，法名演霖，別字永惺，
從此開始了長達 79 年的僧侶生涯。
1948 年，永惺長老來港就讀華南學佛院，接受著
名「東北三老」倓虛、定西、樂果老和尚的教誨，
攻讀三藏教典，與近現代諸多高僧結下殊勝法緣。
3 年後畢業，永惺長老留港弘法，先後開創東林念
佛堂、香港菩提學會、香港西方寺等弘法道場，恢

■梁振英向釋永惺頒授銀紫荊星章。

復叢林古制，恪守百丈清規，傳揚佛法，普度眾
生。

深研佛法 著十數佛籍
他深研佛法，造詣深厚，1965 年創辦「菩提學
會」，編印《菩提叢書》，出版十數種佛學入門書
籍，接引初學佛者，更禮聘專業人士拜訪各大道
場，著作出版《香江梵宇》大型畫冊，保育香港寺
院文化。
永惺長老於 1966 年加入香港佛教聯合會，由第
六十一屆董事會起擔任榮譽會長。多年來，他念
念不忘振興佛教，光大佛法，積極參與籌劃香港
佛教的各項善業，如興建佛教醫院、創辦佛教學
校、爭取佛誕公眾假期、迎請佛陀舍利蒞港供奉
等，以其戒行精嚴，德才兼備，深受香港佛教四
眾同人擁戴。
1986 年，他創辦《菩提月刊》，傳播佛法義理、
生活應用、寺院介紹、高僧傳記、教界新聞等資
訊，至今已出版至第三百二十三期，備受海內外讀
者歡迎。長老好學、求知的精神是四眾弟子學習的

資料圖片

■2002年永惺長老弘法著作發行。 網上圖片

楷模。

永惺長老一直積極行善，四處奔走籌募善款，創
建彩輝邨菩提中英文幼稚園、慈正邨菩提幼稚園，
與洗塵法師合辦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又按照大學本
科制在西方寺創辦菩提佛學院、華夏書院和佛教華
夏中醫學院，更曾資助內地數十間希望學校，於家
鄉辦學興教等。

陳恒鑌倡公園頻換滅蠓黃紙
社會近日開始關注蠓患，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
鑌昨日到荃灣荃景圍遊樂場視察蠓患情況，並上載
有關相片到其 facebook 帳戶與市民分享。陳恒鑌發

佛跡播四海 辦海外佛寺
他更將善業延伸至海外，創辦美國休斯頓玉佛
寺，波士頓千佛寺，馬來西亞普陀寺，並多次代表
香港佛教界出席「世界佛教大會」、「世界佛教僧
伽大會」，並主持天台宗傳法大典。「弘法利生功
無量，濟世度眾德千秋。」
2011 年，永惺長老獲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頒授
榮譽博士學位，2012 年獲特區政府授予銀紫荊星
章，表彰其「多年來熱心服務社會，表現卓越，尤
其致力弘揚佛法，備受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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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鑌的義工在公園逗留數分鐘，四肢已被咬
■陳恒鑌昨日到荃灣荃景圍遊樂場視察蠓患。 fb圖片 到又紅又腫。
fb圖片
現，政府相關部門在公園位置長期貼了黃紙來黏
蠓，但仍難以杜絕蠓患，他的義工在公園逗留數分
鐘，四肢便已被咬到又紅又腫，「如果叮到小朋
友，就真係唔知點算好，做父母一定心痛死！」
陳恒鑌指，蚊與蠓的特性有些不同，他建議的天
然蚊水含有尤加利精油，對蠓也有作用，「目前蠓
患嚴重，做多幾重防護可以萬無一失。」

他又認為，在這潮濕的季節，相關政府部門應該
「特事特辦」，需頻密更換黃紙才能保障居民免被
蠓患困擾。
香港蟲害管理學會主席陳澤森指，蠓可在泥土表
面、枯葉等較潮濕的地方滋生，但牠們很少在室內
咬人，因為牠們的飛行力較低。他表示，含有
DEET的蚊怕水可以驅蠓。

衛署
「傳染病資訊系統」
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的「傳染病資訊系統」昨日
全面啟用，系統簡化了傳染病呈報步驟，
連結各個現行的疾病監控系統組件，中心
表示將更有效掌握及分析傳染病在社區的
趨勢，有助遏止疾病的擴散。

50疾病統一資料庫聯網運作
根據法例，現時註冊醫生需向衛生
防護中心上報行醫時接觸的 50 種疾病
病情，而社區不同機構包括老人院及
幼兒園亦會報告不涉個人資料的疾病
情況，如院舍發燒人數。是次「傳染
病資訊系統」的成立，等同建立一個
統一的資料庫以收集不同持份者所遞
交的資料，而且系統經互聯網運作，
改變以往透過傳真傳遞資料及要經人
手將資料輸入電腦的情況，傳輸速度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對於永惺老
和尚圓寂深表哀悼，「永惺老和尚慈
悲為懷，畢生全力弘揚佛教，為西方
寺開山，創辦香港菩提學會，團結廣
大佛教信眾，積極推動香港佛教善
業，貢獻良多。我們永遠懷念他。」
署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對永惺老和尚圓寂表示深
切悼念，「永惺老和尚於 1966 年加入佛聯會，數十年
來積極參與各項慈善事業，包括創辦學校，對社會貢
獻良多。」
他指，佛聯會作為香港歷史悠久的慈善機構及辦學
團體之一，現時共營辦 13 所中學、7 所小學、7 所幼稚
園及 1 所幼兒園，強調培養學生成為才德兼備的良好
公民。
楊潤雄深信，佛聯會將秉持永惺老和尚慈悲為懷的
精神，繼續推動本港教育的長遠發展。 ■記者 文森

&

「飛書包」 迦南幼師被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市民近日經常
覺得「身痕痕」，原來是近 55 年來最潮濕的 4 月助
長蠓患滋生，鄰近台灣已出現大爆發，本港學校及
公園等地方都是重災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昨日出席一個場合時表示，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會
宣傳教育及製作資料分發給社區人士，增加市民對
蠓的認識，衛生署亦會在有需要時諮詢專家控制蟲
害的意見。
高永文表示，留意到最近不少家長苦於其小朋友
被蠓叮咬後引起的不適。蠓共有數十個品種，根據
現階段掌握到的資料，在香港已知的品種中，暫時
未有傳播嚴重傳染病或寄生蟲的記錄。
儘管如此，他指，受叮咬的人士或小朋友的皮膚會
出現痕癢及腫痛等反應，當局會透過社區及互聯網發放
資料，讓市民認識蠓咬的情況，以及可以如何處理。

及準確度都大大增加。
系統也支援調查人員在偶發性個案及
疫情爆發時，進行不同階段的流行病學
調查研究及評估，並讓調查人員即時獲
得醫院管理局內臨床及化驗室資料，改
善流行病學調查的效率。
中心指，系統也會定時向資料提供機
構作出回應，有助適時及準確地互通有
關監察及控制傳染病的資訊和情報，讓
各有關機構能按風險情況所需，作出適
當安排。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系統
啟動儀式時表示，在啟動了傳染病資訊系
統後，中心可把不同來源的數據更快地整
合，系統亦讓衛生防護中心可更快地直接
從網絡獲取一些已呈報傳染病病人的資
料，例如化驗報告。這對傳染病防控例如 ■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介紹「傳染病資訊系
展開接觸追蹤等工作有莫大幫助。
統」。
莊禮傑 攝

網上圖片

劉江華楊潤雄表哀悼懷念

善行善施 建幼園興學校

濕熱天爆蠓患 企數分鐘兩腿腫

■永惺長老與覺光長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網上近日瘋傳 3
名幼稚園老師向幼童「飛書包」片段，大批網民口
誅筆伐，指責片中老師做壞榜樣，教壞學生。肇事
的旺角富榮花園迦南幼稚園在知悉事件後表明會嚴
懲，事件昨日交由校董會商討後，決定即時解僱 3
名涉事老師。
旺角富榮花園迦南幼稚園有教師在課室內多次向
幼童拋擲書包，要孩子自己收拾。有幼童險些被擊
傷頭部，過程被家長用手機攝錄，並於前日在網上
公開。該幼稚園前日主動發通告承認事件，表示深
感抱歉，又批評片中老師對待幼兒的態度，承諾會
對相關老師作出嚴厲處分。
校方昨日發出通告，指事件經校董會討論後，決
定即時解僱該 3 名涉事的老師。通告重申，對事件
深感抱歉，又指，將會調配對幼兒園學生及課程有
相關經驗的老師接任。
有網民聞訊大呼暢快，「品德都無點教小朋友低
（抵）炒！」「呢間幼稚園算好啦，肯承擔責任炒
人。」但有網民就認為 3 人「罪不至死」，又質疑
校方匆忙炒人只為「祭旗」，平息民憤，要求校方
應全面檢討學校工作程序，「校長主任都有責
任」、「唔信你地（哋）學校不嬲唔知（飛書包行
為）」，「佢地（哋）係慣性咁做，校方無可能依
（）家至知！」

監管自然療法 政府有指引
近日有報道指本港有美容機構提供治

4BZ 療或自稱有自然療法，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昨出席一個活動時表示，衛生
署對規管自然療法有清晰指引，監管工
作會由市民健康安全出發，以界定有風
險的醫療程序，相關程序只可以由醫護人員或獲授權者進
行，否則有可能構成無牌行醫。
高永文指，衛生署會恒常監察在市面上的廣告，觀察這些廣
告有否違反《不良廣告（醫藥）條例》，例如向市民聲稱可專
門治療癌症。他又指，若廣告顯示有機會由非註冊醫護人員對
病人施行醫療程序，當局亦會跟進及調查有否無牌行醫情況，
並在有需要時聯同警方執法。

高永文：草擬加強法例監管社區醫療
高永文透露，政府正草擬法例以加強衛生署對社區醫療設施
的監管，他指，現有法例主要是監管私家醫院及診所，但在科
技發展下，愈來愈多醫療程序在私人醫療機構進行，因此新法
例將規定所有提供有風險程序醫療的私人機構，必須獲衛生署
發牌才可經營，另外亦會加強罰則。
■記者 莊禮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