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
主辦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協辦

由「李嘉誠基金會」之「香港仁愛香港」
贊助

“意識”是否在死後仍然存在？
你想知道現今最尖端的科學研究嗎？
萬勿錯過本港開埠以來最具權威性的講座
「科學、生死、輪迴」講座系列之二及三

英語講座
「備有粵語/國語即時傳譯」

兩場講座題目完全不同，書
展期間購票可獲贈品乙份

「科學﹑生死﹑輪迴」講座系列之二：

瀕死體驗
講座日期：2011年10月9日（星期日）講座時間：2：00PM－6：00PM
主講嘉賓及題目：
1. 彼得．芬域醫生（Dr. Peter Fenwick）―意識與人腦是否一體？瀕死經驗有助解答此
問題嗎？
2. 雲諾武醫生（Dr. Pim van Lommel）― 非區限的意識：基於瀕死經驗的科學研究得出
的概念
3. 喀嚕臣教授（Professor Erlendur Haraldsson）― 死後生命的信仰與輪迴、及「死後生
命」的正反論證
講座地點：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N101（博覽道入
口）
講座入塲費：港幣$50，需要「即時傳譯」者附加港幣$30（備有粵語及國語即時
傳譯）

「科學﹑生死﹑輪迴」講座系列之三：

精神領域之科學研究
講座日期: 2011年10月15日 (星期六) 講座時間: 7:00 PM－10:30 PM
主講嘉賓及題目：
1. 彼得．芬域醫生(Dr. Peter Fenwick) ― 臨終經驗 - 靈性的觀點
2. 雲諾武醫生 (Dr. Pim van Lommel) ― 心臟病倖存者「非區限意識」的含意：近代對延
續意識的研究，將會如何影響對曾有瀕死體驗病者的治療？
3. 喀嚕臣教授 (Professor Erlendur Haraldsson) ― 臨終顯像：臨終時的幻覺經驗
講座地點：香港九龍灣展貿徑一號「國際展貿中心」三樓演講廳
講座入場費：港幣 $50，需要「即時傳譯」者附加港幣 $30 (備有粵語及國語即時傳
譯)
參加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購入場券
第一場：2011年10月9日（星期日）$50_________張，$80_________張，合
共________元
第二場：2011年10月15日（星期六）$50_________張，$80_________張，合
共________元
全部合共________元，直接存款/現金/支票______________
以下項目由本會填寫
報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入場券編號：A____________，B____________
付款方法：
1）郵寄支票：支票抬頭請寫「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 請連同參加表格， 寄回本會會址：「香港柴灣常安
街77號發達中心4/F」；或
2）直接存款：直接存款入香港匯豐銀行「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戶口 ﹕579-2-006529， 敬請將存款收條及
填妥之參加表格， 傳真至本會號碼：（852）3157-1144，或者寄回本會會址。
門票及收據將會以郵寄方式送呈訂座嘉賓的詳細地址。

查詢：請來電（852）2558-3680或電郵：info@dudjomba.org.hk
訂座之嘉賓可於本會網頁下載訂座表格， 於填寫後傳真或寄回本會，亦可致電本會索取傳真表格。
網址：http://www.dudjomba.org.hk

意識” 是否在死後仍然存在？
「科學﹑生死﹑輪迴」講座系列之二：瀕死體驗
「科學﹑生死﹑輪迴」講座系列之三：
精神領域之科學研究
內容簡介
本會於去年2010年曾主辦「科學﹑生死﹑輪迴」

凡此種種的有關之問題與疑惑，將會由三位具豐

系列講座之一，廣受各界人士歡迎，向隅者眾。今年更

富研究經驗的國際級權威給您介紹與解答，並有專業

欣幸地獲得「李嘉誠基金會」之“香港仁愛香港”慈善

的即時（同步）翻譯，將英語翻為粵語和普通話，以

活動的贊助，本會特別邀請得譽滿全球的三位著名專家

方便出席的聽眾們。

與學者前來本港，向全港市民介紹及分享他們在近代醫
學與科學界頂尖的研究成果，包括“意識＂與大腦的關
係，以及“意識＂是否在死後仍然存在等等之重要研究
領域，以使現代人更加能夠很科學化地去進一步了解與

˙ 科學能否揭示「生與死」的奧秘呢？
˙ 科學界就「生與死」的課題，有哪些可供參考之
證據呢？

分析「科學﹑生死﹑輪迴」之間的相互關係。
˙ 科學界就有關「臨床死亡」時之「意識」研究，
這次講座的課題中，包括有：「瀕死經驗、脫
體、臨終顯像」等等重要課題，均科學地指向死後生
命的可能性。凡對此等方面有興趣的人士，均可以在
不同之媒體上看到有關的資訊；然而，這些資料的真
確性和權威性實難以判斷。現在能有此難得的機會，
親身聆聽三位科學及醫學界之權威對此等課題的闡
釋，相信還是香港開埠以來的首次。一般人士尤其困
難地在公開場合聆聽到這些專題講座，因此實在是一

能否證實有「死後生命」之存在呢？
˙ 其他如：「瀕死體驗」、「脫體經驗」、「臨終
顯像」等不同的分析，又可否作為佐證呢？
˙ 「輪廻」與「前生記憶」的個案研究，又是否可
作為分析有否「死後生命」之另一科學佐證呢？

˙ 若你有興趣進一步了解以上的問題，那麼
你便不容錯過今次難得的機會了！

稀有難得的機緣，誠盼讀者諸君、與及對此方面有興
趣的人士，萬勿錯過。

本會現已邀請得三位國際知名及權威的專家學者來港
作出專題演講。

是次講座將討論下列一些問題:

主講嘉賓及講題簡介：
˙ 當腦功能停止時，「意識」仍然繼續活動，可能嗎 ？
那意味些甚麼呢？
˙ 當「意識」在腦部功能停頓後仍繼續活動，那在活
動的是甚麼呢? 是一般人俗稱的「靈魂」嗎?
˙ 民間傳說的「靈魂出竅」，即西方的「脫體」經驗
（Out-of-Body Experience），果有其事嗎? 那又意
味著些甚麼呢?
˙ 病人臨終前所見的顯像（Death-bed Vision），通常
是他們已去世的親友，那些親友是「鬼魂」? 抑或
只是病人的幻覺呢?

1.彼得．芬域醫生 （Dr. Peter Fenwick）
----- 劍橋大學文學士、劍橋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英國皇家精神科學院榮授院士

芬域醫生之專業領域非常廣泛，包括精神病學、

能的。因此如証實病人當時有感受到這些經驗是重要

神經精神病學、腦內、外科、頭、腦及脊髓疾病及創

的。假如這是真的，那麼便意味我們的意識是獨立於腦

傷，睡眠紊亂，尤精於腦癎症。他對腦功能與意識間

部，而這些對神經科學將有廣泛的含義。AWARE（在

的關係具有長期及廣泛的研究。

復甦時覺知）計劃是要測試這些報導，到底是否真實。

芬域醫生曾任多家醫療及學術機構要職，長期

在英國、法國、奧地利和美國，好些醫院的急救

任英國摩斯里醫院神經精神科顧問醫生、並曾為英國

區內都有一些上載資料的咭片放近天花板處。每家醫

牛津威傑夫醫院精神科高級講師及神經精神科顧問醫

院放置超過六十張咭，期望當有病人心臟病發而出現

生、倫敦英皇學院精神科高級講師。

脫體時，剛好在這些有咭片的區域內。其後會訪問心
臟病發的當事人，是否有脫體的出現。

目前他是英國布洛姆醫院神經生理學榮譽臨床
顧問醫生、及英國修咸頓大學精神科榮譽高級講師。

假若有的話，描述當中發生了什麼。每位當事人

近十年來，他每年都有數月時間在日本一神經科學實

會收到一份問卷調查，以決定他們瀕死體驗的性質，

驗室從事腦磁圖的研究。他並在英國、荷蘭及日本等

有否發生脫體？特別是他們期間看到了什麼？從中分

地進行龐大的善終服務計劃。他並為「科學與醫學網

析所收集的資料。由於此項目的重要性，在研究完成

絡」的主席及「綜合醫學基金」研究委員會主席。

之前，不會透露結果。此研究項目已經引致要重新規
劃心臟病發時量度腦部活動的方法，及心臟病發時當

芬域醫生對「瀕死經驗及死亡過程」有長期的研

急性腦缺氧要檢驗腦部的活動。

究，分析個案超過三百宗，別具獨到的心得。他著作
等身，已發表於學術刊物的論文逾240篇及另有六本專

這項研究提出了意識的本質的問題，並介紹更廣

門著作，在專業界內公認為英國主要的「瀕死經驗臨

闊狀態的意識的例子。探索涉及的腦部活動機制，因

床研究」權威。

而帶出不同的意識模式，這些都 是超逾了單純機械式
的腦部功能。

2011年10月9日(星期日)主講題目：

意識與人腦是否一體？瀕死經驗有助
解答此問題嗎？
傳聞瀕死體驗出現時，瀕死者訴說他們離開了自
己的身體，對週遭發生的事，清楚了然，或遊走到醫

不少人士匯報在瀕死體驗後，他們的角色或變為
治療者、或成為治癒者。並會回顧相關之証據。
2011年10月15日（星期六）主講題目：

臨終經驗 - 靈性的觀點

院其他病房，並覆述那裏發生的事情。於是，開展了
一組的研究，調查這些現象。他們將一些咭片或數字

體認靈性方面的需要是「臨終關顧」重要的一

放在某些地點，而當事人離開其身體，應可看見。這

環。我們從舒緩醫療團隊、善終及護養院護理人員處

些研究將會在今次舉辦的演講中詳述。

的研究中，分別証實臨終經驗的具體內容，特別在生
命最後的數天，不論對亡者或其家人，均有涉及蘊含

為了作進一步的研究，山攀尼亞醫生（Dr.Sam

靈性方面的元素，而且並非罕見。除了正式的研究材

Parnia）及其團隊自2008年開始，在聯合國主導下進

料外，還有不少來自美國方面的電視廣播、電台廣

行了AWARE（在復甦時覺知）計劃。該項計劃之目的

播，和英國方面的文字媒體得來的故事傳聞。

是試圖瞭解：「當死亡開始時，發生了甚麼事情」、
是否有証據顯示腦和意識是可以分離的？到目前已清

這些經歷包括亡者目睹已逝世的親人的鮮明景

楚知道曾經心臟病發的病人約有10% 經歷瀕死體驗，

象，並訴說前來帶亡者上路。這些在亡者死前數天或

其中約有三份之一有脫體的經驗。

數小時出現的「臨終顯像」，通常是在意識清晰狀態
下出現的。這些“訪客＂通常是已逝世的親人或摰友，

當心臟病發而出現脫體時，病人的腦部是沒有功

好像和亡者同處一真實空間，亡者並會定睛凝視某處及

作出一些評述。有時當事人已口不能言，但經常面部

瀕死體驗」的病例，數達五百多宗。

表現出看見一些熟悉的事物，或能感知某些事物的
出現，（這些對亡者）起了肯定和舒緩的作用。偶或

在1988年，雲諾武醫生成立了麥卡華基金會，

可看見靈體或天使，但這些在英國是罕見的。在十分罕

為國際瀕死研究學會在荷蘭的的分支。自2001年，雲

有的情形下，同在房間的其他人士亦能看見這些形象。

諾武醫生與一些同工在著名的醫學期刊“刺針”上發
表了他們在荷蘭的研究，並論著了一些有關「瀕死經

「臨終顯像」“一致性＂的情況亦時有所聞。

驗」的論文及專著的部份章節。在2007年，他發表

當亡者去世時，身旁的人有時亦會感覺到“訪客＂到

了他的荷文新作《無盡的意識–從科學角度探討瀕死

臨。此種“一致性＂視乎當事人的精神狀態。假若當事

經驗》，一年內售出十二萬，成為荷蘭當年的暢銷

人是清醒的，匯報通常有“示現＂的感覺、或逼人的衝

書，之後該書被翻譯成英文及法文。

動感，驅使他們要付諸行動。較少遇到是聽到音聲或有
觸覺，更稀有的是看到影像。假若當事人在睡覺，則夢

在過去數年，雲諾武醫生不斷地在全球各地

境出現“一致性＂，聽到復雜的，出現亡者的影像，並

作學術演講有關「瀕死經驗」及意識和腦功能的關

感覺有訊息傳來說他們都無恙，當事人不必擔心。

係。在2005年，他獲得國際瀕死研究學會頒發「布
嚕士•桂臣研究獎」。在2006年，印度總統鴨都•

照顧亡者的人士亦有報導，當逝世的一刻，他

卡林博士在新德里舉行的「世界臨床及預防心臟病

們或會看到遺體環繞?光明，有霧狀物離開遺體，或

學」會議上頒授雲諾武醫生「終身成就獎」，以表

在室內有強烈愛的感覺。其他在逝世時出現的現象，

揚他的貢献。

例如：時鐘停止、機械部份失靈、警鐘誤鳴、電視關
閉、和動物反常行為。照顧亡者的人員亦透露，亡者

2011年10月9日(星期日)主講題目：

經常祈望和解，最重要的是與家人的和解。

非區限的意識：基於瀕死體驗的科學
研究得出的概念

在我們回顧與前瞻研究有關照顧人員的經驗中，
超過90%認為這些現象是超個人經驗，少於10%認為

研究異常是了解正常的最好方法

由於幻想，少於30%認為是藥物引致，幾乎所有的報

威廉．占士

告（85%）認為（瀕死體驗）可令亡者深度舒緩，
及有助亡者安然而逝，假若家屬有幸目睹這些現像，
會有助撫慰家屬的哀傷。

根據我們目前的醫學概念，心臟病發時，循環和
呼吸因而停止，意識不可能有感知作用。但心臟病發
時，正當命懸一線而腦部沒有功能活動的期間，卻被

因此，這些研究對「死後意識繼續存在」的學
說有清楚的顯示。

事後發現在病人的報告中有「拓展意識」（enhanced
consciousness）的存在，而這種情況的出現正正是
與目前的醫學知識產生矛盾的。

2.雲諾武醫生 (（Dr. Pim van Lommel)（
近世已有數個理論嘗試去解釋一般之所謂「瀕死
體驗」。要建立一個能普及解釋「瀕死體驗」的成因
和內容，其難處在於它的復雜性，因為在不同的情況
下，皆能感知「瀕死體驗」的產生。例如：在腦部因
心臟病發而受重創之情況下，以至在腦部似乎仍然有
正常功能的狀態。在四項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裡，被發
現在562名心臟病倖存者當中，分別有11%至18%病
雲諾武醫生為心臟專科醫生，服務於荷蘭

人報告曾經歷過「瀕死體驗」。在這些研究中，從生

Rijnstate醫院。在26年的行醫期間發表了多篇心臟病

理、心理、藥理、或地域等範疇及因素，皆無法解釋

學的論文。自1986年起開始研究因心臟病發而經歷「

這些經驗的成因和內容。

自從發表了數宗心臟病發倖存者「瀕死體驗」的

代社會所遺忘的跨文化知識。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

研究，其結果和結論都有極度驚人而相似的結果及結

當中，這種經驗通常有不同的名稱，例如：異像、或神

論。因而這種「瀕死體驗」的現象，已再不可能地將

秘的、宗教的、或開悟的經驗。在對「死亡」紛紜多端

之摒出科學門外，而置之不理。這是真確的經驗，而

的認識中，除了我們自己，一個恒常跨越時間和跨越文

不能簡單地委之於幻想、恐懼死亡、幻覺、精神病 、

化的意義，便是一個個體的本質，它能獨立地存在於肉

藥物影響、或缺氧等等因素。而當事人顯然在心臟病

體之外，通常被稱作「靈魂」。近代「瀕死體驗」的研

發的數分鐘內，因經歷了「瀕死體驗」，從而永久性

究，將會成為考察「意識」在肉體死後，仍然繼續存在

地改變了其對死亡的態度。

的可能性之新思維的來源。

現時大多數的醫生、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們，對「
大腦與意識」的關係所持「唯物」的觀點，局限了他們
對這現象的正確了解。因此要討論建立新的假設，實在
是一個科學的挑戰，以便可以嘗試解說有清晰及「拓展

2011年10月15日(星期六)主講題目：

心臟病倖存者「非區限意識」的含
意：近代對延續意識的研究，將會如
何影響對曾有瀕死體驗病者的治療？

意識」的存在，並附有如下功能之可能性: 帶有記憶、
自我身份的認同、認知能力、情緒，可從外及上方透視

雲諾武醫生是歐洲著名的心臟專科醫生，他是第

那無生命的身體，並能與其他人士和逝去親朋的意識作

一個採用全面及系統性地研究瀕死體驗的醫療專業人

出互相之聯繫，能立刻和同時(非區限性) 回顧某人的過

士。在執業期間，他因眾多心臟病發而經歷瀕死的倖

去之生命、與及預示其將來，而不需通過我們傳統與身

存病人向他訴說經驗而感到震驚。他的科學訓練和傳

體相連的「時、空」概念與範疇，所有「過去、現在、

統智慧告訴他，當循環和呼吸停止後，不可能再感知

未來」之事件均可同時存在，甚或能夠解說「意識」返

意識。因此，他很難接受這些病人的說法。然而，他

回身體的經驗。這些假設，確實是科學的挑戰，但卻是

覺得對此現象不作調查，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因此，

眾多「瀕死體驗者」們的親身體驗!

他安排了一組具醫學訓練的人員，在醫院內受控的情
況下作出調查。在逾二十年間，他系統地對背景廣泛

基於近世具有前瞻性的「瀕死體驗」研究所得出

的心臟病發倖存者，研究他們的瀕死體驗。他得到的

的展望，與及近世「神經生理學」在心臟病發之際、

報告是一致的，當心臟病發時同時「意識清晰、有完

與及於腦部功能正常活動之時所得出的新發現與洞察

全認知功能、情緒、自我身份及有時並有孩提時的記

力，加上來自於「量子力學」的概念，我們自然而然

憶」，他們甚至(非觸覺地)從已無生命的身體透視外

地會得出如下的結論：「意識」不會只是區限於某些

邊，並超越了物理的時空世界。

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這被稱為「非區限性」。我們有
很好的理由去假設「意識」不會經常與我們腦部的活

在2001年，他與研究的同工在“刺針”上發表了

動功能同步進行：「拓展意識」有時能夠離開身體而

研究成果。這是首篇以嚴謹累積的科學方法研究瀕死

能夠感知不同事物的。因而我會得出如下的結論：腦

體驗，挑戰了神經學的根本，並在國際醫學界中，引起

部極可能有引發、而非產生體驗「意識」的功能。在

了轟動。在四個研究中，共有562位心臟病發倖存者，

這種見解下，我們的「意識」是無始亦無終的。

其中有11%至18%的病人報稱曾有瀕死經歷。而該等
研究顯示，這些經驗的成因和內容不能歸咎於生理、

看來發現單獨一個不尋常的例証，因難以通過廣

心理、藥物或人口等因素的影響。基於這些研究，雲

被接受的概念和思想之所能解釋，故未能夠給科學帶來

諾武斷言大多數醫生或神經學家普遍的觀點:「大腦」

有任何根本性的改變。若在科學上能成立「意識」的

全部涵蓋「意識」，並不能解釋這觀察得來的現象。

「非區限性」、而是普遍存在於一切處的現象，這樣

因為有理由假設我們的意識並非經常與腦功能活動一

的觀點將會有助於人類去重新認識「意識和大腦」之間

致，「拓展意識」有時能離開身體而有感知。

的關係，因為它將會質疑在科學上採取純「唯物性的範
paradigm)。再者，「瀕死體驗」亦

這些「瀕死體驗」的科學研究結論，對昏迷或垂

是個人之親身感受地去重新發現這個年代久遠、已被現

死病人的照顧，安樂死及從尚有心跳和體?，但己診

式」(materialistic

斷腦部死亡的垂死病人身上摘除器官作移植等，在實

現存主要的、經驗上的論據是甚麼呢？主流的

踐上會有牽連。而各類之醫護工作者、與臨終病人及

科學觀認為「意識」是完完全全依存於「大腦」的條

其家屬，對可能在已昏迷、或醫學上之「臨床死亡」

件。下列範圍的研究顯示這種觀念需要修改。

時，甚至死後所出現的異常經驗知所警覺，被顯示出
會有所裨益的。

臨終顯像：有時可從臨終的人士那裡觀察到他們與死
後真實存在的事物接觸。

3.喀嚕臣教授 (Professor Erlendur Haraldsson)
瀕死體驗：從一些教學醫院處進行數項「瀕死體驗」
喀嚕臣教授任教於冰

研究後，此課題便更為觸目。

島大學心理學系逾四分之一
世紀，並曾擔任維珍尼亞大

遇見亡者：在歐洲每四人中便有一人有此種經驗。

學客座教授，美國加州超個
人心理學院兼任研究員、及

輪迴的記憶：很多發生在兒童身上的個案已被証實，

德國弗萊堡心理學院研究教

有些兒童且有恐懼症及胎記，與他們所稱述前生的死

授。

亡情境有關。
喀嚕臣教授研究範疇廣泛，包括：通靈經驗及民

俗信仰、超自然能力、臨終顯象、亡靈鬼物等，他在

靈媒溝通：特別在十九與二十世紀，顯示頗有趣的發
現。

輪迴方面的研究尤其舉世著名，是西方學者在這方面
的先驅。他曾在斯里蘭卡、印度、黎巴嫩等地，對一

用科學和實際的方法在上述領域的研究，從而

些宣稱能「回憶前生事蹟」的小孩作研究，廣泛地調

得出的結果，將於實驗論據的基礎上建議有「死後生

查近一百宗個案，並發表逾百多篇論文及五部專著，

命」的存在。

他是近世研究輪迴的殿堂級權威。喀嚕臣教授長期與
美國維珍尼亞大學醫學院之史提芬遜教授，及心理學

而在講座的稍後部份，將講述最近一則有憑據的

巨擘加里士‧奧西斯博士合作研究。並與奧西斯博士

研究個案。案例發生在哥本哈根和雷克雅未克，與發

合著的《死亡時刻》，是一部有關“臨終顯像＂的罕

生在瑞典一著名的舊案例相類似。

有著作，已翻成12種文字出版。喀嚕臣教授歷年來受
邀在世界各地作學術演講，總達逾百餘場，廣受學術

2011年10月15日(星期六)主講題目：

界重視及一般社會大眾歡迎。

臨終顯像：臨終時的幻覺經驗

2011年10月9日(星期日)主講題目：

死後生命的信仰與輪迴、及死後生命
之正反論證

自古以來，皆有傳言目睹重病者在臨終前不久有
幻覺經驗。奧西斯及喀?臣曾進行大型的研究，比較美
國和印度兩地的個案。兩地雖然宗教和文化不同，但
皆証明皆有此觀察。在兩地有超過400位醫生和護士，

對死後生命和輪迴的觀點，在人類的認知中有頗

報稱病人臨終前向他們訴說，看見已逝去的親人或似

大的岐異。「斷滅論者」認為死後一了百了, 「不可知

天使的人物，這些人物告訴亡者，他們的目的為要接

論者」認為不可能知道死後生命會否延續，「永生論

走亡者。自此之後，臨終病人們便「準備好上路」(離

者」認為死後將永遠存在於死後世界，「輪迴論者」

去)，因而他們感覺得非常良好。這些事情的發生，是

認為我們將投生在一新的身體。這些信仰有多普遍

與病人的醫療狀況，又或與那些會引致幻覺的種種因

呢？調查顯示跨國界與跨宗教間有差異，但並不一定

素，均無任何關係。那麼，這些病人是否對等待他們

與每個國族的主流宗教教義吻合。

的來生會有驚鴻一瞥呢?

【書展攤位提供講座入場券銷售】攤位No.3G-F35

「書本簽名會」
「科學、生死、輪迴」講座系列之二：瀕死體驗
同場加設由作者主持的「書本簽名會」
本會於去年2010年曾主辦「科學、生

三位嘉賓講者均有著書立說著作等。書

死、輪迴」系列講座之一，廣受各界人士

本一經出版便洛陽紙貴一再加印或翻成多種

歡迎向隅者眾。今年更欣幸地獲得「李嘉誠

文字。因此趁他們來港演講之機舉行作品簽

基金會」之“香港仁愛香港”慈善活動的贊

名會，參加講座的聽眾到時可請他們各自為

助，本會特別邀請得譽滿全球的三位著名專

所購書本簽名留念。其中兩位嘉賓講者分別

家與學者前來本港出席「科學、生死、輪

推介以下兩部作品，讀者可於購買講座門券

迴」系列講座之二，向全港市民介紹及分享

時一併訂購書本，書本將於講座現場分發給

他們在近代醫學與科學界頂尖的研究成果，

讀者，到時「憑書本收據取書」。

包括“意識＂與大腦的關係，以及“意識＂
是否在死後仍然存在等等之重要研究領域，
以使現代人更加能夠很科學化地去進一步瞭
解與分析「科學、生死、輪迴」之間的相互
關係。

日期：2011年10月9日 （星期日）
講座時間：2:00pm -- 6:00pm
簽書會時間：6:00pm
地點：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會議室N101（博覽道入口）
講座入場費：港幣$50，需要「即時傳譯」者
附加港幣$30（備有粵語及國
語即時傳譯）
簽書會費用：參加講座人士可免費入場；如
要講者為書本簽名留念，則需
在訂購入場券時一併向本會訂
購所需書本。

(書本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書本簽名會 書藉推介(1)
《意識超越生命 – 瀕死體驗之科學》
(Consciousness Beyond Life : The Science of
the Near-Death Experience) (英語版)
作者：雲諾武醫生

該文在國際上引起了關注，因為它是第一篇以嚴謹

價目：港幣$150.00

的科學方法研究此現象。而本書是首本英文著作，
深刻地將研究的結果和理論展示出來。

作者雲諾武醫生為心臟專
科醫生，他經常遇到病人向他

本書提供了科學証據，

訴說心臟病發時，所經歷瀕死

指出瀕死體驗是真確的經

的體驗。他覺得作為一名科學

驗、深刻的經驗，大部份的

家，將如是多的病人的體驗報

病人的性格都因此經歷有永

告置之不理，是不負責任的。

久的改變。作者認為，目前

他因而設計了研究方案，在可

大部份醫生，哲學家和心理

操控的環境下，在一組醫院

學家，對腦部和意識兩者的

內，配置了經受訓練的醫護人員作調研。

認識，都持有狹隘的態度。
此書指出意識不是常依從腦

在逾二十年間，雲諾武醫生系統地調研了多例

部活動，更重要的是，意識

的瀕死經驗心臟病倖存者。2001年，在著名醫學雜

能獨立於肉身外而有明確的感知。本書荷文版在歐

誌《刺針》上，發表了他的瀕死經驗的研究報告。

洲已售出逾十二萬伍仟冊，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書本簽名會 書藉推介(2)
《死亡時刻：死後生命存在的證據之新發現》
(At the Hour of Death: A New Look at Evidence
for Life After Death) (英語版)
作者：奧西斯博士、喀嚕臣教授
價目：港幣$160.00
本書與眾多有 關 瀕 死 經 驗
的著作不同，它基於堅實的資
料，經慎密的科學分析後，直指
死後生命的可能性。
作者提出令人信服的據
論，當死亡臨近時，所需的支
援，死者需要關愛的溫暖和理解，靈性方面的舒緩，

藥物以控制病徵。但對死亡時即將出現情況的認知，
是對死者支援不可或缺的一環。本書是面臨死亡者及
輔導人員的簡易指南。
本書的價值在於詳實的
資訊而是非哲學性的。它帶出
親歷者第一身的感受，死亡的
神秘是真實而不可避免的，但
令絕望與憂傷的亡者及親屬，
翻開死亡的外衣而觸動了存在
最深層核心的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