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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根 長 老 與 學 生 同 願 同 行

一份獎學金，一份關懷，承載着無數溫暖；一席感言，十方義工，成就了紹根長老慈善基金，

兩年間共有四十四位同學得到援助，鼓勵和肯定他們在逆境中奮發自強。

慈善基金緣起於紹根長老出家七十年來的一席感言 :「出家七十年，最能改善人的生活，唯一由教育做起。」

發願以來得到十方義工的鼎力支持，促成該基金的成立。

基金副主席李演政和註冊社工梁錦添更是一路扶持，

由零開始，從概念到成立，無論籌募資金、組織班底、上門家訪等都與紹根長老同願同行。

文：馮智誠、陳嘉瑄   圖：Steve Ng 、可人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簡介
	 創於 2015 年，致力推動社會善業，基金旨

在透過獎勵金鼓勵來自貧困家境、在逆境中

自我奮發、努力向上、並獲得學校認同的學

生。過去兩屆共有四十四位同學獲獎，由香

港佛教聯合會屬下十三所中學校長推薦，經

基金的「評審委員會」審定和確認後，以現

金津貼給予同學紓緩經濟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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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未來之本
紹根長老在訪問中一直強調教育，成立基金的目的也是希望在教育上盡

一分力，長老慈悲地說基金的緣起：「自己作為出家人，應當有兩條路要走，

第一條是上求佛道的路，另一條路就是利濟群生，兩條路必須要同步走，不

過，多數人走的都是上求佛道的路，並不是他們不走另一條路，正如『法不

孤起、仗緣方生』，利濟群生這條路不光是發心就能走，還需要許多因緣成

熟作為先決條件，缺一不可。總合來說，上要求佛道，下要化眾生，就是出

家修行者要走的路，也是自己應當要走的方向。」

長老憶起自己兒時接受教育的情況，「我在七歲的時候入學讀書，但過

了沒多久就爆發起戰爭，學校關閉了，自己亦要走難，後來也是斷斷續續的

接受教育，一直到和平之後兩個多月就出家。」正因為紹根長老多次與教育

無緣，才深深體會到教育的重要性，所以長老覺得「扶貧先扶本，教育要先

行」，無論在內地捐建希望學校或是這次的紹根長老慈善基金，長老依舊心繫

教育。

香港雖是富庶之地，但的確有不少學生依然生活在貧窮下，生活的困境

讓他們錯失不少機會，長老希望借基金提供的津貼讓這些學生生活能夠輕鬆

一點，盡可能發送更多溫暖，「對學生而言，生活的重擔輕一分，就可以投入

多一分精力在學業上。」

一席話的感動
與紹根長老同願同行的還有來自十方的義工，當中包括基金副主席李演

政以及註冊社工梁錦添，問到加入基金的機緣，李演政說是因為深受紹根長

老所講感動，覺得長老七十年間從來沒有放下過對教育的關注，熱誠有增無

減，這種魄力使他徹底佩服，因而決定成為基金的一分子。憶起當初基金初

成立時的情況，李演政笑道︰「過程中屢敗屢戰，由概念到成立、資金、義

工團隊、學校、學生等等都面對不少的問題。一路幸得紹根長老給予指引，

提供不少想法支援，又以佛法開

導，基金的方向亦開始清晰。」

李演政講解獎學金時特別強

調家訪，目的旨在跟學生進行面對

面交流，站在他們的角度去了解更

多。不過在家訪的過程中，同學未

必想提及自己的故事，幸得有多年

社工經驗的梁社工帶領義工團隊，

所以不會追問亦不會探討，以免有

反效果，就當作一個聆聽者去了解

他們。不少個案都看到同學在面對

逆境難題時依然自強不息，過程中

最深印象就是第一個家訪，三姐弟

就住在一間簡陋的鐵皮屋，父母長

期在內地工作，讀中五的姐姐就一

手包辦家中的大小事務，因為家用

是不定時寄回家的，所以三姐弟生

活都過得很艱苦。「儘管生活貧窮，

在他們身上卻看得出鬥志，這種精

神令整個義工團隊都為之動容，這

亦是我們想鼓勵的對象，他們散發

的正能量就是香港精神，一種力求

上進的精神。」

站在同學的角度
執業四十二年的社工梁錦添

是帶領義工團隊家訪的主心骨，他

強調家訪中有不少地方需要留意。

其中部分個案比較特殊，要有所避

諱，家庭成員、居住環境等都是團

隊特別需要留心的，例如曾經有同

學因為家中情況無法讓義工到訪，

團隊就決定改為到就近的茶餐廳進

行面談。在每一次家訪之前，都需

要大量資料讓團隊了解，這方面有

賴學校支援，令家訪團隊作好事前

準備，首要條件就是盡量站在同學

的角度給予他們鼓勵和關心。

梁社工又講到基金並不抱「施

比受更有福」這種態度。「不單止

是自己去幫助人，同時亦要對方接

受，所以我十分強調這不是施捨，

是要持一種慈悲心，站在對方的角

度，讓同學明白到這一份心意。」這

並不單指物質上，更大程度上是一

份關懷，由校長、學校、紹根長老

慈善基金以及十方義工合共組成的

一份關懷，讓同學們明白到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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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路、學業路上並不孤單。

這兩年間面對不同的同學，梁

社工在分享自己的經驗時提到少數

族裔的學生，「他們對答如流，了解

更多後，發覺他們在認字和寫作上	,	

面對極大的問題，令他們難以找工

作。不少義工都希望可以進一步去

協助他們，指導他們學習。」	

讓我們伴你同行
提到基金未來的發展，梁社工

和李演政不約而同地說：「與同學一

起共同成長。」兩位都覺得同學們當

下的困難雖然得以紓緩，但他們要

走的路依然長遠，單是物質上的支

援並不足夠，同學更需要的是同路

人。李演政分享︰「過程中，不少

同學都跟義工們成為好友，相當接

近亦師亦友計劃，我不時都有跟同

學們相約聚餐，不需要多做什麼，

就簡單的談天說笑，所以不少同學

都願意稱我一聲『叔公』。」

梁社工接着說︰「未來希望

做到持續與同學保持聯絡，在同學

深信能為家人帶來幸福
從眼鏡框後看到她的一雙充滿朝氣的大眼睛，談話間總是笑容可掬，但當提及母

親，美寧眼眶即泛淚了。「知道媽媽為養大我們，日夜辛勤工作，在長期勞損下，雙腳

經常痛入心坎，我只能努力讀書，考上學費較低的公營大學，然後向政府借錢繳交學

費，減輕媽媽的負擔。」來自單親家庭的她，有兩名姐姐，其中一位是孖生姐姐，三人

小時候已和媽媽分隔中港兩地。「媽媽很堅強，一個人隻身到香港謀生，但找到的工作

都是需要大量體力勞動，每月拿了薪水又要趕回內地，照顧我們

三姊妹。」

高中才移居香港的她，初時與母親及二姐三人同擠在大澳

一間小小的鐵皮屋，大姊因超齡未能申請到港，留在內地繼續升

學。現時三人已遷往石屎樓房的劏房，而姐姐已大學畢業，繼續

留在內地工作，美寧媽媽因為身體狀況轉差，唯有在大澳擺賣小

食維生。「我和孖生姐姐明年要考文憑試了，學業上的開支相繼

增加。未獲基金資助前，每逢周末我都要到食肆做兼職樓面，賺

取書簿交通費，紹根長老慈善基金的幫助正好解燃眉之急，我可

爭取時間好好溫習。」

除提供書簿津貼，在申請過程中，基金義工會為學生進行家

訪，以了解其家庭狀況和需要。「義工分享了很多人生經驗，原

來他們在學生時代生活都很艱難，有些更要到工廠工作，為改善

生活而奮鬥，他們的堅毅和信念，讓我深信將來我也可以像他們

一樣有能力為家人帶來幸福。」美寧堅定地點頭道，通紅的兩眼

再現光彩。究竟幸福是什麼﹖也許是在人生挫折中遇上好人好事。

「我們不開心，是因為我們捉緊的事情太多了，一直不肯放手，只要放下去面對，

便不再恐懼，身上的包袱自然輕了，這是我從學佛裏得知的道理。雖然我的家庭經濟狀

況不理想，但我們一向生活簡樸，物質上足夠就可以；讀書方面，專心上課，好好做筆

記，就不用額外花錢補習，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將身上的一個個包袱卸下，讓自己變得輕

鬆起來。現時我只希望媽媽可以多些休息，不必再那麼操勞。」問她可有夢想，她即興

奮道﹕「我渴望能成為廣播員，因為我喜愛與人溝通和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且我很喜歡

自己的聲音，但礙於我是新移民，粵語咬字不純正，我曾懷疑自己能否達成這個理想，

但無論如何，我仍會繼續努力改善發音，我相信只要我肯努力嘗試，夢想會跟我敲門。」

的成長路上定必會有其他困難，所

謂及時一針省九針，我們不能替同

學完全解決問題，但起碼可以在骨

節眼上提供我們所能做到的。就如

同行計劃一樣，與同學一起守望相

助，這是我們希望做到的願景。」

	

願你們以苦痛作為動力
	訪談尾聲，紹根長老不忘勉勵

大家	︰「人生都會面對各種困難，

俗語有句『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

人』，人要吃過苦，方能成長。貧與

富，每個年代的年輕人都必然要遇

到，但要知道手上所得並非容易，

所以我們需要磨練。問題出現時，

大家都能夠選擇治標還是治本，只

不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問題是

不會消失的。願大家能夠以磨練以

苦痛化作發奮向上的動力。」

與
四
位
中
學
生
同
夢
同
行 

「我想做廣播員，可是我廣東話不純正，但我會努力練習」、「我想做電影導演」、「我

想背着背包，拍攝旅遊節目」、「我想從事文藝工作，當教師也不錯。」與年輕人談夢想，

是最樂此不疲的事，彷彿自己也變年輕，跟她們一起追夢，即使生活有多艱難仍不失希

望和夢想，是最難能可貴的事。今天，因為紹根長老慈善基金的善緣，讓四位來自兩所

佛教中學的女生相聚半天，一起細說自己悲喜交集的成長故事。

佛
教
筏
可
紀
念
中
學—

美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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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那年，我成績很差，已經重讀了一次

中一，如果仍想繼續讀下去，校方要求我第二次重

讀，我實在不願再浪費青春讀第三次中一了，我

要升上中二，但當時已沒有中學肯收留我。」回想

當年，爽朗的泳霖立刻收起

青澀的笑容。湊巧，她母親

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認識到她

現時就讀的佛教筏可紀念中

學。「我還記得和父母初到

這所中學面試，我跟面試老

師說起自己的往事，身旁的

媽媽也哭起來，之前的經歷

實在令人很難受……」

「我四歲才開始講話。」

很難想像說話甚有條理的她

有過此狀況。「我一直都不

知原因，父母本來想帶我去

見言語治療師，但經濟情況

不許可。我自小就不擅長表

達自己，是一個很害羞的人，在學校多數孤獨地瑟

縮一角，沒有朋友，直至高小，我才開始有社交生

活。但升上中學後，人變得反叛，經常與朋友流

連快餐店，很晚才回家，我讀的是英文中學，但我

的英文能力只能說不能寫，成績大不如前。」她跟

媽媽一直為功課學業問題而爭吵，雙方關係僵持不

下。

不久，泳霖察覺到媽媽的情緒變化很大，原

來媽媽不知不覺間患上了躁鬱症。「我媽媽有情緒

病，好大程度是因我而起，如今我仍對她感到虧

欠。」泳霖低頭不語，淚珠從她面頰悄悄滾下來。

「媽媽除了要為我的學業和叛逆勞氣，其實那時她

其中一位近親被監禁了，我不清楚真正原因，好像

與借貸有關。那位親人對我很好，不時親手製作玩

具逗我和表妹，但我知他經常問外婆借錢。」有家

「小時候每當經過畫室，看到跟我同齡的小朋

友能夠上畫班，我都感到很羨慕，因為我也很喜歡

繪畫，但一家五口只有任職司機的父親獨力擔起，

家庭經濟狀況難以讓我上興趣班。記得小五那年，

我有位插班同學，畫畫得很美，原來他媽媽早已安

排藝術老師教他繪畫。我自覺藝術天分也不俗，但

卻沒有發展的機會，我只能心酸和無奈，但我知道

繼續抱怨是無補於事的。」笑容帶點含蓄和腼腆的雪

嵐，從她校服上的顏料痕跡，可知她對藝術的鍾情

程度有多深。	

「我覺得痛苦會帶來成長，所以我頗能接受

和面對痛苦。」她一直積極爭取繪畫的機會，比如

參加不同的繪畫比賽，稍後更與老師合作舉辦師生

畫展，除了畫畫，她亦愛文學寫作，也獲過不少獎

項。「反而隨心、用心、平常心和保持初心去做，

即使資源有限，最終總有意外收穫。」她笑言自己不

是很勤奮的人，但卻是一個勇往直前的人，所以她

從未想過放棄自己的夢想。四位女生中，雪嵐說話

的語調和言詞是最堅定的一個，她那份堅毅，讓人

聯想到不倒翁，不論跌倒多少次，總會倏地站起來。

「這個慈善基金讓我懂得感恩，這是我們經

常忽略的。它與一般獎學金不同，不是以學生成績

高低來給予基金，而是以他們的實際需要，比起成

績，他們更重視學生的品德及學習的動力。有了基

金的資助，我可以購買更多參考書和視覺藝術課程

的畫具，其實油畫的材料費都頗昂貴呢。」雪嵐指在

申請基金的過程中，多了機會向陌生人分享自己的

故事，少了膽怯，多了份自信，「我記得有人說過一

句話﹕『追求卓越，成功自然來』，當你很喜歡某

事情，你自然會與該事件連上關係，所以我會繼續

孜孜不倦爭取提升自己畫技和寫作水平的機會。將

來想做的事情很多，我希望從事文藝推廣、教育或

慈善工作。」

人受牢獄之苦，對整個家庭的影響確實很大。「我

知道媽媽時常躲在洗手間哭，全家充斥着負面情緒

和壓力。」不只如此，那位親人因借貸時上報了泳

霖家的地址，之後陸續有人追債，上門滋擾沒完沒

了。最終，她外婆和媽媽一同替他背上債務，此事

成為她媽媽另一壓力來源。

「基金可津貼我購買教科書和練習，我相信

這樣會稍為減輕父母的負擔，因為他們還要照顧我

的弟弟。」十五歲的泳霖，年紀輕輕已很懂事，怪

不得常言挫折就是成長的捷徑。自入住了大澳筏可

中學的宿舍，她逢周末才回家，少了機會與母親有

正面衝突，雙方空間大了，她笑指彼此的感情反而

有所改善﹕「當然媽媽也覺察到我的轉變。」至於

學業，由於部分教學內容在從前的中學修讀過，因

此整體成績進步了不少，信心逐漸回復，也找到自

己的夢想，就是要成為電影導演。「我本身是一個

愛天馬行空的人，自小已被舞台劇所吸引，尤其幕

後的黑衣人。現時我也有參與學校的舞台劇後台支

援工作。但我發現電影比舞台劇更能細緻描述和呈

現故事，而且電影後期製作可加入更豐富的特效，

所以我希望朝着電影夢出發。」訪問中，從她的一

言一語，確實找到點點電影導演的氣質，或許源於

她動聽的說故事技巧。「我爸爸曾在日本讀佛學，

因此我從小常聽到『緣分』兩個字，緣分讓我入讀

筏可中學，一切猶如從新開始。在學校我接觸到舞

台劇，在後台工作時，有機會與非華語學生合作，

溝通多了，意外地連帶英文也進步了。其實每個人

都有包袱，視乎你選擇正面還是悲觀地面對。」

從雪嵐的油畫作品，可見她非凡的繪
畫天分及對藝術的鍾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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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挫折當是成長捷徑 不會放棄追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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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能減輕家人負擔
「夢想有很多，我有想過帶

着背包四周遊歷，拍攝深度旅遊

節目，既可遨遊天地又可賺取生

活費，但這個想法太離地了，所

以只是一個夢。我不想離開我的

家人，我的父母同是建築工人，

而他們所賺取的血汗錢都很微

薄，所以我將來要找一份踏實的

工作，減輕他們的負擔。我希望

升上大學，修讀會計，因有了一

個專業，收入較高和穩定。」明年

考文憑試的思敏一臉認真地道。

來自肇慶的她，小五時移居香

港。「現時我跟父母和三個姐姐同

住深水埗劏房，環境頗狹窄，大

姊正修讀會計，差不多畢業了，

結語
感恩四位女生真誠的分享，要年輕人向陌生人講述自己的喜

與悲絕不容易，面對困境再積極尋找方法去克服，難度更

高。她們的勇氣和堅持令我想起聖嚴法師的智慧語錄其中一

句：「人生有些波折，才能有些成長，所以不論順逆，凡是

成長成功的助緣，都應該心存感激。」四個獨特的青蔥故事

正好是佛法智慧的體驗，或許讓迷茫中的成年人能有所領悟

和反思。

另外兩位姐姐已在職。」她柔柔的微

笑道﹕「父母雖然收入不高，仍節

衣縮食供我去補習，所以獲得基金

可稍為舒緩他倆的壓力。」

在六年佛學的熏陶下，面對逆

景，思敏有此體會﹕「人生是無常

的，一切變化不定，逆境可算是一

種讓自己磨練和成長的緣分。遇上

困難，收起埋怨，努力改變自己的

狀況，難關總會跨得過，因為逆景

不會永恆存在，將來一定會變得更

好。就正如我一直都想學小提琴，但

現時實在負擔不起，我唯有選擇其他

較便宜的樂器，好像中國笛子、小

結他，奏出來的樂曲都很動聽。我

不會停下來抱怨自己的不足，反而

會努力尋求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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