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善良，在於有顆利益眾生之心

清末學者陳鏡伊編著的《道德叢書》中

有則故事：「新安盧世澤，立心仁厚，見

道上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曰：『老幼

病瞽，月黑夜暗，遇之何堪？』年六十七

病卒，至冥司，見一紫袍者曰：『此人舉

步心存方便，當延壽二紀。』並命折桂花

二枝授之，曰：『此汝除瓦石之報也。』

醒更益相勸勉。壽九十有一，二子同登甲

第。」

眾人疑惑不解，請教中峰和尚。中峰和

尚回答說：「心裏想着對他人有益處的，

這就是善；心裏只想對自己有益處的，這

就是惡。如果心裏想着是幫助他人，助益

他人，即使是打人、罵人，這也是善；如

果心裏只想着對自己有利益，即使對他人

再恭敬，再有禮貌，這也是惡。所以說，

人行善事，是出於公義，利益他人，這種

公心就是真善；人行善事，目的是為了自

己，這種包藏私利的善就是假善。所以人

發心利益他人的善，是真善；做表面形

式、實則利益自己的善，是假善；不帶有

個人目的的善，是真善，帶有個人目的的

善，是假善。這些真善和假善的區別，需

要在具體實例中甄別判斷。

在這則故事中，中峰和尚給我們指出了

一條如何分辨真善和假善的標準，那就是

看發心。如果發心是利益他人而不帶有個

人目的是善，就是真善；如果發心是為了

個人目的，無論表面上做了多大的善，那

也只是假善。

善行無大小，關鍵在於要時時存有一顆

利益眾生之心。《東嶽大帝寶訓》云：

「天地無私，神明監察。不為享祭而降

福，不為失禮而降禍。凡人有勢不可使

盡，有福不可享盡，貧窮不可欺盡。此三

者，乃天地循環，周而復始。故一日行

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

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

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

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至善至柔，綿綿密

密，細微時潤物細無聲，然而天下河流匯

聚，就形成了廣袤無垠、波瀾壯闊的大

海。這就是善良的力量。真正的善良，不

僅是一個善舉，更是一種修養；不僅是一

種美德，更是一種信仰。如果這個世界人

人爭做善事，爭做善人，世界必然更加美

好，更加和平、昌盛。

真正的善良，最珍貴、最偉大的地方在

於其無私。《了凡四訓》曾舉例說：「譬

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

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

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

千劫之罪。」意思是說：就好像善人用錢

財救濟別人，心裏只想着幫助別人，沒想

過自己會有什麼報答，被幫助的人也不知

道救濟自己的是什麼人，中間的過程也不

會在意用什麼救濟，救濟了多少，這種善

行就是「三輪體空」（指布施時住於空

觀，不執着能施、所施及施物三輪），就

是「一心清淨」，即使只是救濟一斗米也

能種出無限的福氣，一文錢也能消除千劫

的罪孽。

善良是人與生俱來的天性。真正的善良，

至真、至誠、至情、至性，絕不摻雜任何的

私慾企圖和功利之心，真正的善良，只是善

良天性的真誠流露。《道德經》云：「善行

無轍迹，善言無瑕謫。」真正發善心、行善

事的人，行善事不留姓名，不着痕迹。真正

用心幫助他人，勸慰他人，說出的話容易讓

人接受，沒有瑕疵。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

《菜根譚》中有句話：「有心為善難如

願，無心施德功滿天」。

中峰和尚回答說：「普通人不能清理掉

內心的世俗狹隘見識，慧心慧眼還沒有打

開，所以把善的當成惡的，把惡的當成善

的，這樣的事情常常發生。他們對自己顛

倒了是非善惡，渾然不覺，不以為憾，所

以才會去抱怨上天的善惡報應有所偏

差。」

眾人說：「善就是善，惡就是惡，怎麼

可能會弄顛倒呢？」中峰和尚便讓他們試

着舉出善和惡的情形。有人說，罵人、打

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峰和尚說未

必。有人說，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清

白是善。中峰和尚說未必。眾人七嘴八舌

地列舉了很多善和惡的情形，中峰和尚都

搖頭說未必。

《了凡四訓》第三篇《積善之方》中有

則故事：

元代時有幾個讀書人，去拜謁中峰和

尚，問道：「佛家說善惡報應，如影隨

形，但現在有人很善良，但是子孫不興

旺；有人很兇惡，但是家門很興盛，佛家

的善惡因果論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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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香港社區組
織協會與兒童權利關注會昨日公布一項調查結果
顯示，近八成曾確診新冠病毒的基層兒童，懷疑
出現新冠肺炎的後遺症(俗稱 「長新冠」)，其中有
50.8%兒童有 「腦霧」，影響記憶力及注意力，其
次是極度疲勞、失眠等。社協促請當局參考世衛
建議，制訂全面應對 「長新冠」政策，評估受影
響人口及治療需要等。

調查在今年8月至9月進行，以網上問卷方式，
向120名曾確診新冠病毒的基層學童及他們的家長
了解有否後遺症等情況。調查發現，77.5%受訪學
童表示出現 「長新冠」，最多兒童面對 「腦霧」
(50.8%)，其次是極度疲勞(31.7%)、失眠(28.3%)、
極度疲倦(26.7%)、食慾不振(25.8%)、咳嗽(23.3%)
等。調查又顯示，約三成半學童出現四項或以上
「長新冠」徵狀。71.7%受訪兒童說，沒有問診了

解是否患有 「長新冠」。
研究亦發現懷疑出現 「長新冠」症狀的學童

中，約兩成八兒童康復後出現失眠，部分人說感
到疲倦、食慾不振及咳嗽。也有兩成三的學童表
示難以集中精神學習，約兩成表示學習時專注力
減低。有受訪家長表示，會因應子女的新冠後遺
症，額外花錢安排補習，增加經濟負擔。

社協倡設「長新冠診所」
社協建議政府設立 「長新冠診所」，為患有

「長新冠」學童提供醫療津貼及功課輔導等。協
會亦促請當局參考世衛建議，制訂全面應對 「長
新冠」政策，評估受影響人口及治療需要等；並
制定措施鼓勵兒童接種新冠疫苗，例如可免費或
以折扣優惠取得表演節目門票、使用游泳池等公
共運動設施。

秉持「精準抗疫」等原則
陳國基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指，在決定調整任何防控

措施前，必定審慎平衡各方因素，包括市民健康和香港
整體經濟利益，致力管控疫情不反彈，希望在復常路上
「不走回頭路」。他表示，明白商界對放寬防疫政策抱

有很大期望，但必須審慎平衡風險，強調政府絕不 「躺
平」，會繼續秉持 「科學為本」和 「精準抗疫」的原
則，在合適的時候推出合適的措施，穩中求進。

陳國基續說， 「0+3」安排運作大致順暢，令香港
可以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維護民生活動和香港競爭
力，盡量給予社會最大動能和經濟活力，各項國際賽
事、活動、音樂會等亦得以相繼舉行，讓香港重振國
際形象和提升國際競爭力。

另外，美國食藥局及歐洲藥管局早前批准授權使用
輝瑞藥廠與 BioNTech（復星）研發新冠病毒 「二價
疫苗」作為加強劑。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確認，已收
到復星針對Omicron BA.4及BA.5變異病毒株 「二價
疫苗」加強劑的認可申請，會爭取盡快供港。

藥劑師學會籲打第四針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表示，雖然二代新

冠疫苗會對BA.2.75及BA.2.75.2有效用，但目前未肯
定二代疫苗供港時間及供應量。他又說，疫情有機會
再於冬季出現爆發，而第三針疫苗效用一般只維持六
個月，認為公眾不要等待，建議18歲以上人士接種第
四針疫苗。

醫 管 局 行 政 總 裁 高 拔 陞 就 指 ， 國 際 數 據 顯 示

BA.2.75危重比例與BA.5差不多，但BA.2.75.2有免疫
逃逸的情況，傳染性或較高；而本港疫情至9月初的
高峰回落以來，單日確診個案在3000至4000多宗之
間橫行，輸入個案亦有輕微上升。

醫管局已準備應對流感
高拔陞續指，本港過去兩年未有大規模感染流感的

情況，市民今年流感抵抗力或會較差，醫管局已安排
病床作出應變。他說，過往經驗顯示，流感高峰會在
1至3月出現，求診數字會在農曆新年後增多；至於
對公立醫院服務的影響，他則指要視乎接種率和調整
防疫措施的影響，但他留意到入院病人的新冠疫苗接
種的情況有改善。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新增確診包括4562宗本地
個案、328宗輸入個案。院舍方面，三間安老院舍有
四名院友及一名職員確診、另有三間殘疾人士院舍有
四名院友確診。學校方面，有兩間學校共兩班需要停
課一周。另增三名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至今，本港
共錄得10005宗陽性死亡個案。

此外，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昨日表示，一名職員
快測呈陽性，該職員為行政長官辦公室傳訊秘書，工
作時有佩戴口罩及遵守有關防疫措施，最近無外遊紀
錄，最近一次上班日期為10月7日。行政長官李家超
有進行快測，結果為陰性。

陳國基強調須平衡經濟與風險

「0+3」安排目前最恰當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

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平穩。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強調，入境檢疫 「0+3」 是目前
最恰當安排，在抗疫路上必須審慎平衡

風險，否則疫情一旦反彈，將是得不償失。另外，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
日公布，本港新增4890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三名患者離世。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荃灣油麻磡路過

渡性房屋項目 「喜盈」預期將於2023年第二季落成。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日表示，本月會展出示範單位予
有興趣申請居民參觀，並聯同房居民促請政府將過
渡性房屋納入房屋政策，並夥拍及資助非牟利團體提
供社會服務，以協助住戶早日脫離貧窮困境。

社協介紹， 「喜盈」單位的人均居住面積不少於七
平方米居住空間，更將部分未完成適合置放組合屋的
土地規劃為共用休憩空間，讓區內鄰近市民及項目租
戶均享受到充足戶外空間進行休閒及體育活動。由於
過渡性房屋項目每個單位不論面積的資助成本只劃一
為55萬元， 「喜盈」最終只能提供小單位為主，盡量
滿足荃灣區一至兩人家庭需要，佔比分別為18.5%及
25.5%。

社協倡納過渡屋入長策
社協建議，當局將過渡性房屋納入長遠房屋策略與

定位為扶貧策略的一部分，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在項
目設置基本社會配套、設施和人手。由房委會和房協
協助工程進展以提速提量回應當區居民訴求，應按地
區及公屋輪候人士需求來增加大家庭單位的供應以及
放鬆限制，容許更多申請公屋已一年的長者申請過渡
性房屋，並容讓營運機構按需要延長部分租戶之租
期。

此外，房屋局亦應持續檢討及改善租務管制，令私
人市場增加可負擔又安全穩定的居所，同時制訂 「告
別房」時間表、逐步取締不適切居所並繼續增建出
租公屋，以回應基層人士長中短期住屋需要。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新界西南立法會
議員陳穎欣位於荃灣川龍街、大窩口和青衣的辦
事處昨日開幕，並舉行聯合開幕儀式。保安局局長鄧
炳強、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兼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議員、
中聯辦社會工作部副部長周蔚等到場擔任主禮嘉賓。

鄧炳強到場道賀時表示，之前曾受邀與陳穎欣拍攝
《欣睇香港》，他十分欣賞穎欣在 「黑暴」期間拍片
敢言、實幹擔當，並多次在聯合國說好香港故事，而
他亦有收看其頻道。麥美娟表示自己服務地區近 30
年，加入政府後，換了崗位，但依然心繫社區，冀盼
團結一心，與各區民政事務處、各區議會、地區人士
更好地服務市民。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讚揚陳穎欣是工聯新一代能幹敢

言的議員，工聯會在全港開設
更 多 辦 事 處 ， 既 致 力 培 訓 青
年，亦擴展工聯會服務勞工基
層的初心。

冀團結青年推動發展
陳穎欣表示，荃灣川龍街、

大窩口和青衣辦事處是她
出任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後首
三個開幕的議辦，她期望議員
辦事處開幕後可團結青年們推
動社會發展和青年發展，同時承諾會與團隊成員堅守
不忘初心，敢於擔當的宗旨，在議會內外和網絡平台
繼續奮進努力，不會辜負市民期望與重託。

據介紹，陳穎欣團隊成員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子穎，
荃灣區議員葛兆源、社區主任劉美璐，以及社區幹事
陳安妮、孔潤生、彭熠銘和李偉樂。

調查揭確診兒童八成現後遺症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工聯會地區服務
處聯同九龍各區民政事務處昨日舉辦《不忘初心 繼往
開來》—— 「感動人物頒獎典禮」，對地區服務處成
立30周年來，在不同崗位默默耕耘、無私奉獻的10位
感動人物頒發榮譽證書。

出席主禮嘉賓有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民政事務總署
署長張趙凱渝，中聯辦社工部副部長周蔚、九龍工作
部副部長李文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
秋北，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楊永杰、鄧飛和陳凱欣，
以及多名政府部門官員和社團領袖等嘉賓，共同見證
盛況。

鄧炳強致辭表示，值此香港回歸25周年及工聯會地
區成立30周年，是次感動人物頒獎禮能讓青年人學習
榜樣，樹立正確人生觀和價值觀，在 「一國兩制」獨
特優勢和中央全力支持下，香港將會進一步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與國家共同發展進步，創造更大輝煌。

張趙凱渝表示，喜見各位感動人物發揚了其奮鬥的
精神，當中有不少克服重重困難和考驗後，仍堅定不
移地發揮所長。吳秋北表示，工聯會地區服務處自
1992年成立以來，覆蓋港九新界18區，一直緊密聯繫
服務會員坊眾，為市民工友排憂解難。

是次 「感動人物」得獎名單包括：工聯會榮譽會長
林淑儀、陳婉嫻，以及李崇智、譚鳳賢、簡焯柱、林
艷芳、鄭景銓、曹越華、司徒豪賢、鄧巧彤。

過渡屋「喜盈」本月
將展出示範單位

地區服務處成立30年
工聯會表揚「感動人物」

社協過渡性房屋 「喜盈」 料來年落成。

社協公布長新冠對貧窮兒童學習及生活影響問卷調查報告結果。

陳穎欣三議辦聯合開幕

工聯會陳穎欣立法會議辦舉行聯合開幕儀式。 記者 馮瀚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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