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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內觀中心 
Dhamma Mutt! on the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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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露光芒的 Dhamma M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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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正式宣佈香港內

觀靜坐中心有限公司，已在2010年9月

向香港政府購買一幅地皮，用作香港內

觀的永久中心。 

尊敬的葛印卡老師將中心命名為
“Dhamma Mutt!”，即 Dhamma法的珍

珠。 

 
我們正公開 募新中心的中文名稱。請於 2011年 2月

28日前將新中心的中文名電郵到：
timothycenter-dhamma@yahoo.com.hk 

Dhamma Mutt! 的意思 

Dhamma 

Mutt! 明珠 

參與為新中心中文命名 

法，現象，心的對

象，自然，自然的法

則，解脫的法則(正

法)；此即覺者的教

導。 

尊敬的葛印卡老師為

每一間內觀中心命名

都以 Dhamma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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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非常感謝一些舊生的捐獻 
包括購買地皮及項目首階段的費用，而且他們還答應繼續支持完成

項目的工程費用。儘管如此，我們仍希望為所有舊生提供這個機

會，可以增加他們的布施波羅密 d!na p!ram"，及分享這個殊勝的
功德善事。 可以透過以下方法來贈與 的布施： 

4S&7  

 
將現金或支票存
入香港內觀靜坐
中心有限公司指
定戶口 

 

1A&7�
 

為美化園景、園
林工作、煮食工
作等，提供支援服

務。 

3V&7�
 
提供專業服務，例
如建築、工程、
園景、採購服務

等。 

“因為我們幫助其他人獲得解脫，成果也會幫助我們克服我們面對的困
難，移除通往我們解脫的所有阻礙” 
“在這片土地上，只要有一個人能通過靜修而獲得解脫，只要有一個人能
達成涅槃的修行，那還有什麼能比這有更大的欣喜？” 
“還有什麼能比這體驗到更高的愉悅？” 
“還有什麼能比這期待更偉大的幸福？” 

 “法的土地應該受到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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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的一年，我們與

漁農自然護理署及多個政府

部門繼續商討，對最初的建

議作出某些改動，包括將選

址由具有高生態價值的多品

種林木低地，移至大部分被

草叢及灌木覆蓋的較高斜

坡。 
按照離島地政處的建

議，我們於 2006年 7月向建
築署提交了由 Adapa Design 
Workshop 編訂的初步總體規
劃 ，就中心內部的道路、滅
火系統、房屋密度等問題向

建築署徵詢。建築署於 2006
年 9月 4日回覆我們，原則上
沒有異議，只不過就一些問

題提出建議，例如內部道路

的寬度及坡度、渠務預留地

的寬度及為殘疾人士提供無

障礙通道等。 
 
其後，地政處向我們

發出了就私人協約批地的特

別條款，經過數輪冗長而艱

辛的磋商，地政處最後於

2

2008年 6月將批地訂價為
HK$33,39萬。我們認為訂價
非常昂貴，而且政府並未考

慮內觀中心對社會的慈善貢

獻，所以我們立即向政府提

出上訴，要求下調地價。再

經過幾乎一年的磋商，地政

處於 2009年 6月將批地價下
調至 HK$25,13萬。雖然已有
相當程度的減幅，但信託人

及一些舊生，考慮到當時的

全球經濟環境，仍然認為訂

價過高，所以一致同意再次

上訴，並經由 Land Elite 
Surveyors Limited 顧問公司
提交申請。再經過了十四個

月的審閱，地政處於 2010年
8月 18日批出新地價為
HK$28,37萬，比 2009年的訂
價高大約 13%。顧問公司解
釋這是由於上訴期間，香港

樓價上升，而南大嶼山非豪

宅樓價已上升約 30%。如果
再次提出上訴，我們難以預

測未來一年樓價走勢，所以

只有無奈地接受了 HK$28,37

3

萬的地價。 
 

地皮位置  
地皮位於大嶼山南部

一個寧靜的山谷，面積大約

7,540平方米，距離香港國際
機場約 6公里，離最近的地
鐵站(東涌) 只有 5公里。 

 
地皮位於政府、機構

或其他社區用途的地帶，鄰

近有莫羅瑞華學校（原名東灣

學校，為適應有困難兒童提

供特殊教育服務）及紅十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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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保存了大自然的
優美環境，不僅是郊遊
好去處，而且還是修道
避靜的理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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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壁營。 
 
地皮位於輕微的斜坡

上，擁有獨特的寧靜環境，遠

離煩擾的市區，保存了大自然

的林地、山谷及小溪，而環

繞著它的四周是著名的鳳凰

山。 
 

交通設施  
就近的東涌市鎮提供

了完善的交通網絡，包括地

鐵、巴士及的士，無論是前往

香港國際機場、新界、市

區、甚至中國內地，都非常

方便。 
 

初步總體規劃  
建議的中心大致上可

以分為兩個主要範圍：靜修

區域(Dhamma Area) 及一般
區域(General Area) 。 

 
此外，還有一個補給

區域(Ancillary Area) ，為中
心提供支援服務，位置遠離

兩個主要區域，避免打擾學

員。 
 
靜修區域  
靜修區域包括靜坐區

域、男女生飯堂及男女生步

行區域。靜坐區域內分為靜

坐大廳、小型靜坐禮堂、導

師宿舍、單人房間及男女生

宿舍。靜坐區域為學員提供

5

一個隔離地方，儘可能免除

任何突然或持續的騷擾，讓

學員可以恰當地學習、練習

內觀的靜坐方法，並得到進

步。按照初步規劃，靜修區

域位於地皮的中心位置，以提

供更多的緩沖，阻隔外界的

騷擾。 
 
學員必須於整個課程

期間(一日、三日、十日、二
十日、三十日、四十五日或

更長的時期) 逗留在靜修區域
內，除學員之外，只有導師

及法工，可以進入靜修區

域。在課程期間，靜修區域

6

內會清楚分隔為男女生範

圍。 
 

一般區域  
行政大樓、廚房及

法工宿舍，全都位於一般

區域內。 
 
補給區域  
補給區域的設施，包

括中心經理宿舍、停車

場、污水處理設備及水電

表房。 
 

 

T>BC�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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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現時已進入詳細構思及土地研究的階

段，管理委員會已經邀請一些顧問公司參與投

標合約，以便向屋宇署申請批准設計及開展工

程。我們預期於 2010年 11月簽訂顧問合約，
地皮將於年底前批出，而根據條款，我們必須

於批地後四十八個月內完成工程。 
 
 

 

項目最新進展�

願正法在香港穩固地建立，照耀這顆東方之珠。 
願一切眾生快樂！ 

 

財政狀況  
整個項目的費用，扣除地價後大約為 HK$3,700萬，包括設計費

用、工程費用、監督費用等。項目首階段的費用大約為 HK$1,700
萬，,<�XD:K82?W�(*!HP9XL �������� N�

+)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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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布施 Dhammad!na 
以下是葛印卡老師於1976年1月15日，在印度拉加斯坦(Rajasthan)首府齋浦

爾(Jaipur)Dhamma Thali 內觀中心成立時的演說。 
 
法Dhamma的體驗勝過所有其他體驗。其他體驗無法消解貪愛，只會增長貪愛。只有

法Dhamma的體驗能夠止息所有貪愛、消解貪愛；因此，它是最好的。 

法Dhamma的布施勝過所有其他布施dāna。世俗布施dāna的施與以滿足一個人的需

求，雖然有益，但只是暫時、有限的利益。但是法Dhamma的施與能帶來宏大、無限的利

益。由於這個布施dāna，人們可以由一切的痛苦和束縛解脫出來，這種自由是永恆的。因

此法的布施比其他任何布施dāna都更加偉大。 

 法的布施是以傳法Dhamma來進行，而我們以任何方式來幫助法Dhamma的傳

播，都是法布施dhammadāna。因此，幫助成立、組織和維持靜修中心，當法工服務或為

其他的需求提供幫助，全部都是法布施dhammadāna，法布施比所有其他布施dāna都更

加殊勝。 

如果我們贈與食物，接受者會得到充飢。而大自然的法則，也就是法Dhamma，就會

回報我們，使我們免於飢餓。這是我們的利益。同樣地，我們所贈與的其他世俗布施

dāna，也會得到同一性質的成果，它們會帶來世俗的利益。 

當我們幫助一個人脫離貪愛、瞋恨及癡昧時，成果將很不一樣，因為這種布施dāna非

比尋常。法的布施是超越世俗的，所以成果也是超越世俗。這種布施dāna會幫助我們解脫

所有世俗的束縛。 

當我們協助達成這個偉大的目標時，我們提供什麼樣的幫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

意志。我們要以法Dhamma的意志來贈與，要有這樣的想法：「我有這個技能，這個能力，

這個資源。為了他人的幸福，我應該貢獻出來。願人們能有真正的幸福。不管其他布施

dāna能帶來什麼幸福，比較起來，這種布施dāna所帶來的幸福是無限的。沒有比這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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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方法，來善用我的能力，我的資源，我的財富。」當我們以這樣的法Dhamma意志來作

出布施dāna，我們也是正在為自己的進程鋪路。我們在靜坐、修行時碰上的任何困難，都

是我們自己過去業習的結果。當我們幫助其他人獲得解脫，成果也會幫助我們克服我們面對

的困難，通往我們解脫的阻礙都會被移除。 

在這片土地上，只要有一個人在關房或洞穴靜修而獲得解脫，只要有一個人的修

行能達至涅槃，那麼，在這片土地上，還有什麼能比這有更大的欣喜？還能造就比這

還要偉大的幸福？ 

這片土地將會受到崇敬。當靜修中心開始建造時，工程會為這裡看得見及看不見的眾生

帶來苦困，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項工程是以善良的意志、法的意志 dhammadhatu為

出發點。那麼，這片土地就會受到崇敬，所有居住在這片土地的眾生都會受到崇敬；他們都

會快樂。 

這裡將發生有建設性、有利益的好事。人們在這裡工作時，都必須對所有看得見及看不

見的眾生產生善念。我們不應該故意殺害任何眾生，或令他們受苦。 

我們的意志是「為了眾生的利益，眾生的福祉」。如果不覺地引起苦難，願那些受苦的

眾生能分享我們的功德，我們的善行，我們所累積的法Dhamma。願他們都快樂。 

要確定這裡的一切工程都是本著這樣的善念、純淨的心來完成。這片土地是純淨的，在

這裡的靜修者是純淨的，他們的心是純淨的；捐獻的金錢是純淨的。成果也將是純淨的；一

定會是純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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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的布施 
 

 提供金錢上的捐獻，用以創立及維持靜修中心，讓法Dhamma的純淨波動支持靜修

者，這是很偉大的法布施Dhammadāna。在十日課程中，葛印卡老師說到了給孤獨長者

（Anāthapi ika）的故事。給孤獨長者是佛陀時代的一位富翁，本名是須達多（Sudatta），

但是大家稱他為給孤獨，因為他非常慷慨地布施。 

在「給孤獨」（Anāthapi ika）的稱號中，anātha的意思是很窮困的人，pi ika的意

思是贈與食物的人。因為他贈與飢餓的人那麼多食物，所以得到這個稱號。他住在舍衛城

（ rāvastī），是當時印度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但是他的業務遍布全國，甚至擴展到不同的國

家。他有一個規定：凡是他有分公司的地方，不能有人挨餓，所有人都要被贈與食物。然而當

時他還不知道法Dhamma。 

有一天他接觸到了佛陀，也就是說，他接觸到了內觀Vipassana、接觸到了法

Dhamma。練習內觀後，他純淨了自己的心，初步經驗到涅槃nibbāna。他首次經驗到超越

身心的實相，整個人完全改變了。 

布施的目的不是要自我膨脹，而是要削減自我，銷溶自我。現在他想到：「我所得到的這麼

多金錢，是因為過去的善業在現今結果，所以必須用來利益他人。我是在家居士，當然必須用

金錢來維持自己及所有依靠我的人的生計。但是其餘的錢必須用來利益他人，增進他人的福

祉。」他現在明白了這個道理。 

究竟什麼才是真的對他人有益呢？我把食物贈與飢餓的人，這是善事，我應該這樣做。但

是第二天，這個人還是會飢餓。我把水贈與口渴的人，但過了一會兒，他還是會口渴。我把藥

贈與生病的人，但是他可能還會感染其他疾病，或舊病復發。我可以把衣服贈與光著身的人，

但過些時間，衣服會磨損，他還是沒有衣服穿。我並沒有幫助他人解脫所有的痛苦。如果他們

得到法Dhamma，如果他們得到美妙的內觀Vipassana方法，那麼，他們就可以解脫所有的

痛苦！他們可以從痛苦中完全解脫，從生生世世的痛苦解脫出來。法Dhamma應該傳授給所

有受苦的眾生。與各種物質的布施dāna相比，這種布施dāna是最重要的。法的布施是最崇高

的布施dāna。 

給孤獨長者去找當時住在王舍城（Rajgiri）的佛陀。他對佛陀敬禮，並問道：「世尊，你何

不來舍衛城（ rāvastī）？那裡住了很多人，不管貧富，全都是痛苦的人。如果你在那裡有靜修

中心，很多人會受益。世尊，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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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微笑，於是他知道佛

陀同意了。給孤獨長者回家尋

找地方建造靜修中心，讓佛陀

可以傳授法Dhamma給眾

人。靜修中心不應該在市中

心，那裡過於吵鬧及有太多打

擾。也不應該太偏遠，這樣人

們就難以去到。要尋找一個適

合的地方，安靜而又不會距離

城市太遠；這時，他看到了一

片園林。那裡非常安靜，非常

寧靜，很適合靜坐。他問道：

「這個園林是誰的？」 

後來他知道園林的主人是

祇陀太子（Prince Jeta），於

是他走去跟太子說：「先生，

我想買你的園林。」但是太子

很生氣地回答：「我不想賣我

的園林，那是我消遣娛樂的地

方，我不會賣掉它。」 

「求求你，先生，我必須

買這個園林，任何價錢都可

以。」 

為了擺脫給孤獨長者，太

子說：「你知道這片土地值多

少錢嗎？你必須用金幣鋪滿整

塊土地，這就是它的價格。」 

「那就成交了，我會把這

片土地舖滿金幣。」於是他帶

來了好幾車的金幣，開始舖在

地上。

成交了!... 在毘盧（Bhārhut）的淺浮雕像記錄了購

買祇陀林（Jetavana）的事跡 

鳴謝： rāvastī,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56 封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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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太子看到給孤獨長者所做的事，就說：「你瘋了嗎？沒有土地值這麼多的錢。你在幹什

麼？」 

給孤獨長者回答：「我沒有瘋。這片土地將會非常有價值，佛陀將會來這裡傳授美妙的法

Dhamma。我的所有財富都比不上一個人獲得法Dhamma、獲得內觀Vipassana的方法，從

而脫離痛苦。我知道不只一個，而是成千上萬的人將會受益。」 

太子被他的誠意打動，說：「很好，不足的金幣就算是我的捐獻。這片土地是你的了。」 

在這片土地上，給孤獨長者建造了一個靜修中心，可以容納一萬人生活，讓他們靜修，學

習法Dhamma。 

他的意願是服務他人。他在學到法Dhamma之前就開始布施dāna，現在他的布施是幫助

更多的人得到法的利益。他的贈與，不是自我膨脹，而是銷融自我，服務他人。 

後來，由於過去的某些業，這位百萬富翁有一段時間失去了所有的財富。當他很富有時，

每天早晚都會到中心靜坐。身為在家居士，他知道：「我不應該空手而來，我必須為靜修者奉

獻一些東西。」所以每次他來的時候，都會帶些東西給靜修者。現在他貧窮了，沒有東西可

帶。然後他想到，他的屋子後面有一個小花園，積聚了來自印度不同地方很肥沃的土壤。於是

他兩手捧著土壤，來到中心，把土壤放在一棵樹下，說：「願這棵樹成長，願有人在樹蔭下得

到法Dhamma，願有人可以在樹蔭下靜修。」 

不管是一把土壤或數百萬金幣的贈與，都沒有差別；意志才是最重要的。經過一段時間，

給孤獨長者又獲得了財富，開始像以前一樣奉獻。但他明白：「不管我贈與什麼，數量並不重

要。我必須保持法Dhamma的意志：我為了他人的利益而贈與，為了他人的福祉，而不期待

任何回報。」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有限公司 
Hong Kong Vipassana Meditation Centre Ltd 

 
(依據香港稅務條例規範,豁免課稅之非營利性組織)  

(Non-profit making organization exempted from tax 
under section 88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Postal address: GPO Box 5185, Hong Kong  

Tel: 2671 7031 Fax: 8147 3312  
Email: info@hk.dhamma.org  

Website: www.hk.dhamma.org 
 
我願意捐款給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有限公司 : 
I would like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Hong Kong Vipassana Meditation Centre Ltd :  

  以購買東灣土地及興建新中心 
  For purchase of lan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posed Centre at Tung Wan 
  以作課程及日常營運經費  
  For course and operating expenses  
 
姓名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Phone No. 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 Addres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形式 Donation:  

  一 次 過 捐 款  One-off Donation   HK$ _______________ 

   月 捐 款  Monthly contribution of  HK$ _______________ 

 

超過港幣100 元之捐款在香港是可以銷稅的,請選擇本中心簽發收據之形式。  
Donations of over HK$ 100 are tax-deductible in Hong Kong.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if you 
wish / or 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receipts. 
  六個月 Bi-annually   年 Annually   不需要 Not Necessary 

捐款承諾書 
DANA 

PLEDGE 

捐款請填妥 捐款承諾書 寄回本中心  
Please print clearly using BLOCK LETTERS and return to following address 
• 地址 Address:香港郵政總局信箱5185 號 / Postal address: GPO Box 5185, Hong Kong 

 

查詢 Enquiry : Eva Kwok 郭小姐    TEL: 9155-7688   EMAIL: evakwok2006@yahoo.com.hk 

捐款 法 Payment method: 
 
 直接轉帳 / By direct transfer ： 

! 恆生銀行 (024) / Hang Seng Bank (024) (Swift code: HASEHKHH)  
! 帳戶 / Account No. : 228 261715 883  
! 受款人 / Beneficiary: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有限公司  
! Beneficiary : Hong Kong Vipassana Meditation Centre Ltd  

 

 支票匯票 / By sending a cheque or money order ： 

! 抬頭: 香港內觀靜坐中心有限公司 
! Payable to : Hong Kong Vipassana Meditation Centre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