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生生不息 復返自然
　　　　　　　　　　　　　　

中國傳統宗教──道教，影響着世世代代的中國

人。道教對器官捐贈的態度，也是支持的。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指出，從道教的角

度出發，「精神」和「生命」都是循環不息的，既無

始、亦無終。人生於世的責任，是在生時勇於承擔，

面對死亡時，則要無所遺憾。既有生，也必有死；生

死循環，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必然的，軀體只是臭

皮囊而已。在這方面，道教的觀點和佛家可說是相近

的。

　

軀體解脫 復歸自然
梁德華說，道教是古老而傳統的信仰，但絕不封建；不單不封建，而且道教的信仰更

是「與時並進」。在道家的信仰中，在生時種福積善多，福報自多；而善惡之報，亦如影

隨形。一旦面對死亡，人就要解脫「名韁利鎖」；無論是皇孫或是庶民，都要面對死亡，

所謂「一旦無常萬事休」，沒有人可以留住生命。復歸自然之後，他日一旦重生，自然復

得所有，捐贈器官與道教的信仰並沒有衝突。

中國人講求落葉歸根，民風習俗亦不欲身體有所殘缺。因此，梁氏補充說，中國文化

裏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看法，這只是指在生時之事。若能把器官有意義地延續，

反而是盡善、盡孝的表現；而傳統信仰中「遺愛人間」的說法，認為若能把愛延續下去，

更是高尚情操的表現。事實上，在戒律（不論是《悼亡經》或是《勸孝篇》）中，也沒有

因無全屍而受罰的規定。

大愛善行 值得鼓勵
概而言之，從道教的信仰而言，能否重生，取決於生前的「道」與「德」，絕不會因

身體殘缺（如因器官捐贈）而不能重生。捐贈器官，反而替人累積了更多的功德，提升了

「善」；這種善行，是絕對值得鼓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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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衍生博愛 器官捐贈合宜

東方宗教不若西方的一神教，會有多位神仙出現；但即使在不同神仙信仰的典籍中，

我們都能夠發現，其中心信仰都離不開「忠」和「孝」，並由此衍生對人的博愛、對社會

國家的盡忠。宗教都鼓勵人們把這些核心價值，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由此可見，實踐大愛

的捐贈器官，無論在中華文化角度，或係道家信仰之中，都是合適的。



天主教：器官捐贈　無私付出
　　　　　　　　　　　　　

天主教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曾提及過

教會接受腦死亡的證實為死亡標準之

一，它有倫理確定性，亦沒有與教會

的人類學衝突，而且器官捐贈是一份

「關愛」的表達 
( 1 1 )

。因為：

1.生命是寶貴的，值得我們用方法
努力去保護；
2.別人的生命與我有關。教會視每
人為兄弟姊妹，故彼此該互相愛護
和關懷； 
3.教會認為人死後肉身是該捨棄的。

器官捐贈是利用可捨棄的肉身

或器官去保存別人的生命，去達至對

別人的愛護和關懷，那麼，為何仍有不少人不願意付諸行動？試看看下的《聖經》故事給

我們的啟示。

有一個法學士起來，試探耶穌說：「師傅，

我應當做什麼，才能獲得永生？」耶穌對他說：

「法律上記載了什麼﹖你是怎樣讀的？」他答

說：「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

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耶穌向他說：

「你答應的對，你這樣做，必得生活。」但是，

他願意顯示自己理直，又對耶穌說：「畢竟誰是

我的近人？」耶穌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

下來，到了耶里哥，遭遇了強盜；他們剝去他的

衣服，並加以擊傷，將他半死半活地丟下走了。

正巧有一個司祭在那條路上下來，看了看他，便

從旁邊走過去。又有一個肋未人，也是一樣；他

到了那裡，看了看，也從旁邊走過去。但有一

個撒馬黎雅人，路過他那裏，一看見就動了憐憫

的心，遂上前，在他的傷處注上油與酒，包紮好

了，又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到帶客店裏，

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兩個銀錢交給店主

說：請你小心看護他！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

回來時，必要補還你。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

那遭遇強盜者的近人呢﹖」那人答說：「是憐憫

他的那人。」耶穌遂給他說：「你去，也照樣做

吧！」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路加福音10: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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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聖經故事一開始便說有人跟耶穌討論永生的問題，耶穌引導他以《法律書》所

說的「你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愛自己」去回答這個

問題。於是話題又引伸到「誰是近人？」，於是耶穌便用了「慈善的撒瑪黎雅人」(路

10:25-37) 這個故事來解說。

故事說到有人在路上遇見強盜，被強盜搶去一切財物，並打至重傷，橫臥荒野。那

時，分別有三人走過，第三人「動了憐憫之心」，走上前，先替傷者處理及包紥傷口，然

後扶他坐上自己的「座架」，帶他離開那危險之地，到旅店照料他，還付錢囑咐人看顧

他，更承諾回頭再來探望他，並付上所需支出。

這樣的「大好人」在現實社會中似乎不可思議，但耶穌卻要說出，那樣的一顆「憐憫

心」就是關懷別人的最高指標，這樣的人可以視任何一位需要救援者為「近人」，他能從

心而發的，以不計較的慷慨大方，配以體恤及細心的行動去救助一位傷者。如此看來，可

知道耶穌對生命極為重視，不願意看到受傷的生命因得不到救援而殞落。

雖然故事的焦點在於那「憐憫人的人」如何救助別人，但文中也提到兩個人，他們看

了看傷者後淡然離開，當然我們相信，他人總有不救的原因，但這點也值得我們反思：當

見到別人生死存亡的一刻，有何原因可令我們卻步呢？那怕問題的核心在於自己對生命優

次的定位吧了。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曾以耶穌所說的「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
的愛情了」(若望福音15:13) 來勸導人去學習耶穌那樣愛人，耶穌愛人愛得徹底，徹底得

能為人犧牲性命。教宗訓勉信友，每一個生命都是天主賜給人的禮物，不論男女、老幼、

貧富、甚或健壯和體弱的，我們都要學習無私的付出，而器官捐贈就是其中一個行動，為

那些對生命失去希望的人帶來生存的希望和機會。

誠然，在《聖經》上不可能找到「器官移植」這樣的字句，因為那超乎了書寫《聖

經》的年代所能發生的事。然而，從耶穌的教導看到最頂峰的關懷，及近代教宗在這方面

的勸導，足可見天主教會對這事表達了正面的支持和鼓勵及對保護生命看得重要；但不會

過份推動，以免構成一種不必要的壓力。



佛教：萬物一體　成全他人
　　　　　　　　　　　　　

視萬物為一體的佛家，對器官捐贈的態度是

積極而正面的。香港佛教聯合會常務董事、港大

佛學研究中心創辦人衍空法師指出，佛家雖有不

同的流派，但根本的理念，均是認同奉獻、犧牲

的精神；而佛經中佛陀救虎、佛陀救鷹的故事，

亦在在說明佛家鼓勵犧牲自我、成全他人。由此

亦可見佛教對「器官捐贈」抱持正面態度。

佛陀捨身救虎

佛陀未成道前，原是王太子。後來，太子遇到一位大師，於是拋棄榮華富貴，與大師的其他弟子

在山中修道。在某個大雪天，大師和弟子發現山谷中有一隻剛生下七隻小虎的母虎，母虎用自己的體

溫替小虎取暖，不敢離開，以免小老虎凍死。然而，由於風雪太大、連續不斷，母虎又餓又冷，虛弱

得快要死了。大師看到這種情況，就問弟子：「你們誰能捨棄自己的身體，去救濟飢餓的老虎呢？」

太子於是決定捨棄身體，並希望累積的功德可以讓他盡快成佛，解救受痛苦煩惱的眾生。最後太子犧

牲了，而老虎得到一具菩薩的肉，母子都活了過來。

86.  佛教：萬物一體　成全他人

釋迦牟尼削肉餵鷹

釋迦牟尼佛往昔修行菩薩道的前身薩波達王，護念眾生、慈悲為眾，平日廣行布施善法，體察

民情。據經典記載，有一隻鴿子，為了躱避大鷹的追殺，逃到薩波達國王殿前，希望得到保護。薩波

達王問大鷹：「你需要什麼食物？只要放過鴿子，我一定盡力滿足你！」兇惡的大鷹卻只想吃熱騰騰

的肉。於是，薩波達王立即抽刀割下自己身上的一塊肉，交給老鷹以交換鴿子的性命。大鷹卻說國王

應該用秤子秤，看看兩者的重量是否相等。薩波達王依言為之，但在奇怪的秤子中，肉雖然不斷割下

來，直到差不多要割盡之時，仍然無法等同在秤子另一端鴿子的重量。最後，薩波達王決定使盡力

氣，以全身爬上秤盤，以換取鴿子的性命，此時兩端即時平衡。薩波達王因而頓悟布施眾生的真義，

身體亦馬上恢復原貌，真正圓滿了救護眾生的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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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由愛出發 眷澤人間
　　　　　　　　　　　　　

聖經並沒正面提及「器官捐贈」這課題。然而，由

基督的信仰出發，對器官捐贈這種滿有愛心、無私助人的

行為，也是抱持正面的態度。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總幹事陸幸泉牧師說，人的身

體是神所賜予的。基於愛，神按祂的形象，造出我們的身

體。因此，我們應該極為珍愛、好好地保護及運用身體。

注重身體的健康，身體在良好狀態下才可表現良好行為，

從人的一言一行可以體現基督的精神及大愛。哥林多前書

有這樣的記載：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

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

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

身子上榮耀神。」
（林前六:19-20）

此外，聖經中也提及：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十一:25） 

血肉之軀會隨着年月而衰退，死後更會朽壞；然而，基督徒相信，只有屬靈的身體，

才能承受神的國、得享復活：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

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
（林前十五:50）

由上可見，寄居塵世的血肉之軀，在基督信仰裏不能承受神的國。人的軀體，是會敗

壞的；只有復活的、屬靈的身體，才是不會朽壞的，才能進入天國。

因此，在去世前捐贈器官給有需要的人，不過是把會朽壞的血肉之軀捐贈，遺愛人

間，不會影響復活及進入天國。從另一角度看，捐贈器官是百分百無私的助人行為，正好

彰顯出基督愛人的精神；把器官捐贈予有需要的人、救助別人生命，惠及受贈者及其家

人，更是助人、愛人的善舉。這種活出基督的善行，愛澤人間，亦能得為神喜悅。



孔教：愛護自己 踐行仁義
　　　　　　　　　　　　　

秉承孔子遺訓、影響着億萬中國人的孔

教，對器官捐贈的態度是怎樣的？

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博士指出，孔

教認同「器官捐贈」的理念。因為孔教的核

心價值，就是「仁」與「義」；仁者愛人，

義者利人，愛人者必定採取利人的舉措，而

「器官捐贈」有利於他人的生命健康與生命

維持。此外，儒家也認為，仁義的價值高於

生命的價值，有「殺身成仁」、「捨生取

義」之說。身體器官的價值低於生命的價

值，如果連生命都可以奉獻，捐獻器官就應

當被鼓勵。

 中國人一般皆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想法。然而，這和「器官捐贈」的理念

其實沒有衝突。《孝經》中載述的孔子名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

始也。」這個觀念確實是中國人普遍認同的觀念。湯恩佳指出，「毀傷」主要是指四種情

況：

第一種是指自己對身體的自殘行為；

第二種是沒有安全意識而導致自己身體的傷害；

第三種是指與人爭鬥而導致身體損傷；

第四種是指因犯罪而導致肉刑。

這幾種情況下損傷自己的身體，就是不孝的行為，是儒教所反對的。與此相反，器官

捐贈是「利人」的行為，故並不屬於上述的損傷，也沒有不孝的成份。

另一方面，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

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禮記‧祭義篇》也

說： 「戰陣無勇，非孝也」。儒家採取中庸之道，為了踐行仁義之道，身體可以受損，甚

至可以犧牲自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孔教是認同「器官捐贈」理念的。

 

總括而言，湯恩佳指出，年輕學子應該愛護自己的身體，這是孝道的要求。要有安全

意識，不要做危險的遊戲，不能打架鬥毆，更不能自殘，也不能違法犯罪。此外，年輕人

也應該認同「器官捐贈」這一理念，支持「器官捐贈」這一行為。一個人的生命被判定為

「腦死亡」之後，如果自己的器官能夠讓他人繼續活下去，這便是仁義的實踐。

88.  孔教：愛護自己　踐行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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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真主喜愛行善的人
　　　　　　　　　　　　　

對 於 伊 斯 蘭 徒 來 說 ， 由 真 神 啟 示

而 成 書 的 《 古 蘭 經 》 ， 是 他 們 行 事 的

依據。《古蘭經》制訂了宗教禮儀、規

定穆斯林的義務，並對飲食、婚姻、借

貸、財産繼承以及道德規範等，都作了

原則規定，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被視産

伊斯蘭教法的主要來源。那麼，《古蘭

經》對器官捐贈可有甚麼指示？

在 《 古 蘭 經 》 成 書 的 年 代 ， 當 然

未 有 「 器 官 移 植 」 或 「 器 官 捐 贈 」 的

概念；人們只能從經書的教訓中，了解

伊斯蘭對「器官捐贈」的態度。一般相

信，人體器官的移植與捐贈，在伊斯蘭

中原則上被認為是允許的。據《古蘭經》記載，真主會喜愛行善的人：

「你們當為主道而施捨，你們不要自投於滅亡。你們應

當行善；真主的確喜愛行善的人。」
（古蘭 2 : 195）

捐贈器官是包含無比愛心的善行，故相信會得到真主的喜悅。對病重垂危的人來說，

如果是形勢急迫，慈愛的真主亦會憐憫軟弱的人類；接受器官捐贈，亦不會因此而獲罪：

「他只禁戒你們吃自死物、血液、豬肉、以及誦非真主

之名而宰的動物；凡為勢所迫，非出自願，且不過份的人，

（雖吃禁物），毫無罪過。因為真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

的。」
 （古蘭 2 : 173）

不過，不少伊斯蘭學者亦認為，器官的捐贈也是有條件限制的，需根據實際情況、斟

酌判斷。例如，如果因為需要器官而侵損他人身體，便非真主所允許：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不要借詐術而侵蝕別人的財產，

惟借雙方同意的交易而獲得的除外。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

是憐恤你們的。」
（古蘭 4 : 29）



這是說，「雙方同意」是當中的最高原則。據香港回教信託基金會總會前主席

（Former Chairman of 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he Islamic Community Fund of 

Hong Kong）謝克明（Hameed Jalal）說，據他的了解，穆斯林如要作出器官捐贈，一般

有三個原則要遵守，就是：

1. 捐贈者出於自願；

2. 捐贈行為不能對捐贈者造成傷害；以及

3. 沒有商業和金錢利益牽涉其內。

而遺體捐贈的原則方面，則要視乎捐贈者生前的意願；須有利於受贈病人；以及充分

與捐贈者家屬溝通。

在上述原則之下，真主會為人們安排最好的事物：

「真主要你們便利，不要你們困難，以便你們補足所缺

的日數，以便你們讚頌真主引導你們的恩德，以便你們感謝

他。」 
 (古蘭 2 : 185 )

由此可見，伊斯蘭對器官捐贈的態度是十分正面的。事實上，近年不少信奉伊斯蘭的

國家（如沙地阿拉伯），開始成立慈善機構鼓勵器官捐贈，成績斐然。這種得到真主喜悅

的善行，日後在伊斯蘭世界相信會更形蓬勃，令更多人重獲新生。

90.  伊斯蘭教：真主喜愛行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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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向來被視為「實際」的民族，多只顧念現世的生活，對死後的世界不甚了了。

知識分子解釋這種現象，多會用《論語．先進》篇的說法：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躱先進第十一》

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評斷，說明了中國人專注現世

的態度。死後的世界，多想無益；倒不如想想現世如何改善生活。這種想法，二千年來深

深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然而，恰恰是這種態度，令中國人面對死亡時、或面對親屬離世時，往往有措手不及

的感覺。「死亡」是華人社會忌諱的名詞，似乎越少觸及就越好；越少談，就似乎越能夠

趨吉避凶。因此，當親屬突然離世、要決定是否把親人器官捐出濟助他人時，香港人就似

乎不大懂得如何抉擇。先聖賢如果活在今天，對器官捐贈這種行為，會抱持甚麼態度？其

實，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著作中，找到答案。

仁 ── 仁愛之心、關愛之心
「仁」，可說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簡單而言，仁，就是對他人的關愛、親善之心。

孔子學生樊遲，曾就「仁」是甚麼，兩次詢問孔子：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論語．顏淵》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論語．子路》

樊遲問甚麼是「仁」。孔子有一次回答得很直接，就是「愛人」；另一處就解釋得更

詳細，就是「日常起居要態度端莊恭敬，執行工作要敬慎認真，與人交往要忠心誠懇。即

使面對蠻夷或未經開化的人，也不可背棄（這信念）。」

愛人，即對於他人的關愛；要設身處地愛護他人，要由內而外的推己及人，並且不懷

私利、不求報答地愛護他人。這種態度，與器官捐贈的精神，是不謀而合的。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也曾說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論語．里仁》 「仁」

的具體表現，即為「忠」和「恕」。宋代朱熹在《四書集注》中的批注，就是：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論語集注》

忠，就是盡心、盡力；恕，就是推己及人。仁者愛人，首先就要學會「恕」。《論

語．公冶長》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自

己不願意別人這樣對待我，我也不這樣對待他人，這就是儒家之道。恕，也就是「將心比

心」，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子貢曾問孔子：

躱「有一言而可以産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衞靈公》

這也是說，只要能設身處地、推己及人，那麼面臨「器官捐贈」的抉擇時，任何人都

會曉得怎樣選擇。

儒家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也曾闡述孔子所說「人皆有之」的仁心：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

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認為，一個人看到小孩掉到井裏，一定想要去救他。他的動機，不是為了通過這

件事而結交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朋友、鄰里中取得好名聲，不是因為孩子的哭叫而使

自己不得安寧。這種不加思索、不加任何考慮去救人的行為，就是惻隱之心，也就是蘊藏

於人類內心深處的「仁」，也就是對他人的關愛。依照孟子的說法，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

種對他人施以援手的善心。由此可見，器官捐贈這種出於善心的愛人行為，在先聖賢的眼

中，也是值得鼓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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