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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路向反思之二

適合年齡：12-18歲

霍韜晦

這十多年來，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可以有優質

是虛說，真正起作用的，其實是自由。民主賦自由以

民主嗎，在我們這個社會？民主無疑是大多數人的選

權利，並保障此權利，終而發展為「權利優先於善」

擇，但歷史多番實現的結果，無論是古希臘蘇格拉底

的說法；權利第一，價值第二。當代美國的自由主義

時期的雅典民主政制，還是近現代歐亞各國的民主

者，如羅爾斯（J. Rawls），即大力鼓吹這一看法，面

制度，都可以看出它並不保證社會逐步走向完善。反

對不同的衝突、矛盾，解決的辦法就是先把價值判斷

之，是整體質素逐步下降。誠然，社會質素下降是

懸空，然後依法律判決權益誰屬。這一觀點其實自

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但民主政制對此無力，則彰彰明

戰後已影響美國的司法界，在沈度爾（M. J. Sandel）

甚。

《民主之不滿》（Democracy's Discontent , 1996）一書

那麼，我們還要民主來幹甚麼？

中，列舉了好些案例，證明權利不只優先於善，而是

居此世紀之交、人類文明響起警號之際，我認為

不須考慮善。案件一旦涉及價值或善的觀念的爭執，

必須有超前性的思考。尤其是香港回歸，一國兩制，

我記得若干年前，美國曾發生一宗休班警員捉賊

打破困局，啟示未來，其意義絕非局限於香港一地。

的案件，該警員不但沒有獲得法庭嘉許，反而被認為

問題是：香港人有此慧解嗎？有此魄力嗎？

他當時正在休班，捉賊不是他的責任；也就是說，他

首先，我們為甚麼要民主？現代民主勝於希臘的

無權捉賊。權力優先於善，不只美國，加拿大亦然。

古典民主，不但在設計上突破了希臘的選民資格（即

據說加拿大人自願吸毒，官方也要尊重，不會直接勸

只有雅典公民，約佔當時全體人口的十分之一），

喻他，而只能在公眾地方展示戒毒資訊。工作人員不

達於全民普選，更重要的是這種普選制度體現了兩

可主動推薦，只能被動地介紹戒毒途徑。原來人有墮

大價值：自由和平等。這是現代民主之父洛克（John

落的權利（自由），旁人，包括政府，都沒有辦法。

Locke, 1632-1704）和法國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孟德斯鳩

人權觀念的泛濫，已危及當今社會。建基於人權

（Montesquieu, 1689-1755）等人的共同發現，也是法

的民主政制，對此只有屈從，毫無辦法，於此可見民

國大革命中最動人的口號中的兩個。洛克設想人類在

主政制的不足。社會質素的下降雖非由民主政制負

未有政府管轄，亦即未進入文明社會之前，是處於一

責，但民主政制對此不但無力挽救，反而為其提供了

種自然狀態（natural state）；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藏身之所。

在這樣的狀態中，沒有人可以剝奪別人的自由，也沒

有人認為這是現代性問題：自馬基雅維里

有人可以製造出不平等的關係。這也就是說，人人都

（Machiavelli, 1469-1527）起，政治就排除道德，民主

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此一觀念即成為後世人權

政治所宣揚的自由和平等，最終構成了一切人在權利

（human rights）和產權（property rights）的濫觴。為

上無差別而又自以為是的現代社會。一切都拉平：一

了保證人的自然權利不受侵害，所以有必要選託一些

切人平等、一切權利平等、一切選擇平等、一切價值

人來負責此事，這便是政府的產生。政府是我們選託

平等。正因為如此平等，所以人人自由，沒有高低之

出來的，所以主權永遠在民。孟德斯鳩發展了洛克的

分、沒有賢愚之別、沒有所謂好壞，也沒有所謂美

理論，提出政府的組織必須三權分立：行政、立法、

醜，價值全是個人選擇 1，亦有人預言人類最終將走

司法，互相制衡，使權力不可集中和濫用。現代民主

向成為一個「普世無差別之國」（the universal and

政制的格局至此形成。

homogeneous state，法人Kojeve語）。美國政治哲學

普選與分權，是民主政制的兩大基石。前者體現

家施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指出：現代性意

平等之人權，後者防止權力濫用。而個體之自由，則

味著人類危機，真正自由的人今天最緊迫的責任就是

涵薀在人權中，通過個體之選擇（投票）來展現之，

要全力對抗這種墮落的自由主義。2

於是平等和自由，即合而為一。所以，我們為甚麼要

問題至此已非常清楚：民主不具備提升人類社會

民主？就是因為民主能同時彰顯兩大價值，符合生命

質素的能力，決策訴諸群眾品味。但提升群眾品味卻

的深度要求。

無方，那怎麼辦？我相信只有在民主元素中加進價值

容我再說一遍：自由與平等，這是生命的深度要

元素，重新檢視民主政制的目的，它要實現甚麼價

求。洛克將之理解為自然狀態，太概念化了，也太外

值？還是它只是一個機制：在保護人的權利不受侵害

在化了，既不符合歷史，亦不了解生命，更不明白文

時又防止權力的濫用？如果民主只有消極意義而沒有

明向前發展之根；一味向外找尋，在現實環境的糾結

積極的嚮往，那麼它如何保證社會的質素不會向下

中想辦法，那只是以楔出楔，終無了期。我們必須明

沉？換言之，我們可以有優質民主嗎？當人使用自己

白：生命是靠價值來挺立的。此義唯有人類知之，因

的權利，也就是自己的自由的時候，可以有更高的理

為只有人類纔有思考能力，也只有人類纔會不斷地探

解，超乎自己利益的選擇嗎？古人追求精神之上升與

索自己的生存價值。民主不一定可以促進人類的思

現代之大眾口味可以結合嗎？

考，但可以提供自由探索的空間，從反面掃除成長的

1 有關「平面化」問題，請參閱作者《世紀之思》、《天地悠悠》、

障礙，這正是民主的好處。至於能否深入，則在乎其

《當代文化批判—一個東方人文學者的回應》等書，法住出版社。

由此可知，民主把平等和自由合而為一，平等只

地點：廣東肇慶高要巿
抱綠山莊

法律必須嚴守中立。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探索空間。處理得宜，前景廣闊；

人。

日期：
第16屆．2010/8/9-15
第17屆．2010/8/23-29

2 參看氏著《古典政治哲學中之自由主義》（The Liberalism of Classical

明日領袖鍛煉營

可以有優質民主嗎？

詳情請參閱第四頁

喜耀書屋
讀書人的書店

歡迎加入成為「喜耀書會」會員
享用全年折扣優惠
凡於香港任何一間「喜耀書屋」購書或
影音貨品滿港幣200元（折實後）
或報讀法住機構之任何課程，即可免費
申請成為「喜耀書會」會員

法住文化書院
研究院
課程優點
1.
2.
3.
4.
5.

師資一流，陣容鼎盛
與生命結合，真正讀書
攻讀時間方便
專人指導確保學習質素
二年內即可完成碩士課程、
三年內即可完成博士課程

研究範圍廣泛，包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人文學、性情學
東西人文學者比較研究
儒家哲學研究
中、印佛學家哲學研究
道家哲學研究
宗教哲學研究
中國近現代哲學研究
中、西哲學比較研究
唐（君毅）學研究
其他哲學專題研究
中國史學專題研究

基本資格 持有認可學士學位即可申請
查詢詳情 請致電27608878袁尚華博士

Political Philosoph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書。

總部：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電話：852-27608878
傳真：852-27610825
網址：w w w.d b i.o r g.h k
電郵：d h a
法住文化中心、喜耀生命教育中心：九龍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四樓 電話：852-27609898
喜耀書屋：九龍城賈炳達道九龍城廣場L G07
新加坡分部：61 Kaki Bukit Avenue 1 #06-26 Shun Li Industrial Park S417943
電話：65-68421123
馬來西亞分部：20, Jalan Sutera Merah 2, Taman Sutera, 81200 Johor Bahru, Malaysia
電話：607-2890380

r m a@d b i.o r g.h k
電話：852-27181308
傳真：65-68421018
傳真：607-289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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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與
「80 後」（四）

活力

李錦招

民主、科學並非不佳，在今天社會要保持活力，
保持繁榮，尊重個人的生存空間尤其重要，這些都是

當代新儒家的價值世界

最低限度的要求（minimum requirements），但不

上世紀之初，當大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以

足以成長生命，更不足以提升社會的質素。我們應當如實了解西方文

西方觀念為標準，「重估一切價值」（尼采語）的

化的貢獻，但不能任其平面化的思維泛濫，以淹沒其他價值。（霍會

時候，當代新儒家提出「返本開新」，為的是守護

長 文 ， 刊 《法 燈 》 181 期， 1997年7月 ）

傳統文化的內在價值，其意義在於要扭轉時代對傳
統文化的誤解，要重新回到源頭，挖深文化的根來

按：民主、科學是現代社會公認的價值，不知何時開始甚至已被膜

確認其價值，以重建民族的自尊。他們爭取的是西

拜為「新神」，是否已成為另一種「迷信」？須知科學、民主都是

方用平等的眼光來看待東方文化，要求用平和的態

「外在」的東西，只能解決「最起碼」的問題。人類如果缺乏對生

度作東西之間的溝通。他們要求的，可以說是從被

命「內在」的反省，不認識人文價值、修養的值價，簡言之即「生

欺凌者的角度，爭取平等的對待，要求一種公平。

命成長」的價值，則一切「外在」的制度、技術文明，都只是無源

在一九五八年發表的文化宣言中，前輩老師們指出

之水、無根之樹，早晚枯塌。一切制度與技術都必須向人文世界回

中國文化的特質除了有異於西方文化以外，還是西

歸，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智慧。

方人為了整個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應該接受和學習
的。他們的理論建樹，儘管內容上各有所重，但皆
朝此同一方向進行。他們所重視的，是生命內部的
修養和性情的開發，與當代西方追求科學知識與理

學佛絮語（四十）

性制度的建立（包括民主制度、管理制度、法律制
度等），並非處於同一層次。

龔啟源

「80 後」的價值世界
到了「80後」的一代，世界已經經歷了無數變

瓶中鵝

動，一切價值觀念亦隨之而劇變。前數年湯馬斯．
佛里曼的《世界是平的》一書，或許能提供一些啟

佛教認為，人生之所以有煩惱，很多時候都是人自身心靈的局限，

示，他指出科技及全球化帶來衝擊，認為科技發展

或思維閉塞於自設的障礙所致。心靈世界本是廣大無邊、光明清淨

讓世界變平，人必須面對各個不同領域的新挑戰。

的，而客觀世界也是一動態的存在，可惜人總是因為自己的局限和偏

「80後」身處一個相對「平面」的世界，網絡世界

執，總是要從自身預取的角度，對客觀存在作出種種虛妄的分別與切

增加了人的自由度與空間，物質豐盛與各個先進社

割，及作出種種的不如實的判斷行為。

會提供的保護網讓他們減輕了生存壓力，他們的意

《景德傳燈錄》裡有一則著名的公案，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話說

義世界已變得與過去一切年代都不同，他們很早可

宣州刺史陸桓大夫往見南泉普願禪師，向他提出一個問題︰「有人在

擁有世界性視野，又可在行動上自由自主，容易擁

瓶裡養了一隻鵝，鵝漸漸長大了，再也無法走出這瓶，如果不得把瓶

有知識和專業技能，甚至可擁有懶惰的空間（流行

弄毀，又不得損傷裡面的鵝，大師怎樣令這鵝出來呢？」這時南泉禪

用語是“Hea”，意思是拖拉懶散，馬虎不認真）。

師喚道︰「大夫！」陸桓應了一聲。南泉說︰「出來了！」陸桓因而

從正面看，「80後」擁有前所未有的資源與自由，

有所悟。

可對世界作出貢獻，不再局限於一地一國，單一文

公案的深意當然還有層層深入體會的空間，但起碼可以明白這不

化；但從反面看，他們難於接受任何單一信念，必

是甚麼腦筋急轉彎遊戲，而是顯示人很容易掉進自己的思維習慣的局

須在全球化的大海中飄浮。飄浮的一代何時才找到

限裡，被眼前的東西牽著鼻子走，乃至陷入一困局中而不自知。正如

立足點？應該立足在哪裡？這是新一代逃避不了的

「瓶中鵝」本身就只不過是一種自己構作出來的預設，但我們就會被

迷惑。

這種預設框住，念頭順著這樣下去，思維就給套死了，結果跳不出
來，讀者在讀這公案時，念頭也可能一步步被當中的語言文字套住，

價值虛無如何打破？

就像那隻在瓶裡的鵝，給卡住了，進退不得！《金剛經》說「無住生
心」，而這正是有所住，本來活潑的心靈，停滯在我們自己給自己的

年青一代接受知識教育成長，善於理性思維，

障礙中！

對科技及抽象符號應用並不陌生，但這種能力對追
尋價值或意義作用不大。理性主義大師笛卡兒提出

無住心

「懷疑的方法」（Method of Doubt ），為的是求
真，但懷疑只能有助於知識的追尋，容易摧毁信念

因此，南泉禪師一聲呼喚，截斷了我們在死胡同裡（或在瓶裡）團

和價值。若「80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要重建價值

團轉的念頭。出來了！當我們的思維一剎那間從瓶裡出來，那鵝也從

世界，還是要求教於確立價值的方法。當代新儒家

瓶裡跑出來了！很神奇嗎？但其實沒甚麼！只是我們太不了解自己，

秉承傳統，提出體會的方法，體會生命的內在意義

太不了解我們理性思維的習慣和它給我們設下的陷阱，太不了解認知

正是「80後」缺乏，但又必須經歷和學習的過程。

對語言文字乃至抽象概念的執著，更不了解心靈世界那無限的寬廣和

體會不排斥理性，但體會必須超越理性，傳統字眼

創造。

是「用心」，但甚麼叫用心則是不易「理解」，光

故《六祖壇經》言「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作為禪宗修

是「理解」也不是用心。用心是專注、感受、行動

行的關鍵。客觀世界是一動態的存在，無獨立不變的實體意義。我們

和創造的結合，是年青一代必須掌握的智慧。透過

主觀的心靈亦要與之相應，勿被習慣性的思維牽著走，心靈活動停滯

用心體會，人才能對價值世界、意義世界有所掌

於對象或主觀的偏頗之上，生出種種虛妄的見解。

握，信念成為生命的內在部分，才能成為生命的立
足點，才能打破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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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性情文化的新亮點

喜耀書屋

─記「喜耀書屋」九龍城分店開幕

讀書人的書店

本刊記者
店子正式開張，好些站在門外好奇張望的
遊人，都紛紛步入書屋選購書籍，喜耀同
學也隨即熱情地招呼客人，一方面落力地
推介書籍，另一方面也簡介法住文化書院
的課程— 一些家長拿著暑期青少年及兒
童課程單張，甚感興趣，同學們也耐心地
講解。除大人外，小朋友也找到自己的心
頭好，其中一位小學生拿著《十萬個為
甚麼？》，讀得非常入神，嫲嫲見到自
霍會長主持剪綵儀式

己的孫兒那麼愛讀書，也高高興興的購

位處九龍城廣場的「喜耀書屋」分店

下來；另有一些中學生尋找有關中國文

在二○一○年七月十六日隆重開幕，標誌

化的書籍，同學隨即推介《霍韜晦講論

著「喜耀」的發展又再向前邁進一步。

語》……，短短一個上午，遊人如鯽，購

分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除了一貫熱賣

書的客人絡繹不絕，九龍城分店勢將成為

的文、史、哲專書外，還引入大量通識書

推動性情文化的新亮點。

九龍城店
地址︰香港九龍城賈炳達道
九龍城廣場LG07
營業時間︰11:00a.m.-9:00p.m.
電話︰2718 1308

新張優惠月

籍，包括社會與文化、自我與個人成長以

即日起至

至科學、科技與環境等類別，此外更有一

於九龍城店購買港、台版圖書一律

性情教育書籍專櫃，讀者不單能擴闊視

國內版圖書一律

野，也能好好地滋養心靈。

75折

85折

萬勿錯過！

喜耀同學用心推動，人客絡繹不絕

佐敦店

開幕當日，霍會長親率來賓進行開幕
儀式，之後就在正門舉行剪綵儀式，象徵
「喜耀」文化揭開新一頁。儀式完畢後，

8月15日，

書屋人流暢旺

地址︰香港九龍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四樓
電話︰2760 9898

法住機構新加坡分會

喜耀文化學會
新加坡
全新會址

喜耀文化學會成立六週年
暨

購置新會所籌款晚宴
謹定於
二○一○年九月五日（星期日）

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下午三時三十分

晚上七時三十分

正 式 開 幕

假座Orchid Country Club，
1 Orchid Club Road Singapore 769162，

誠邀各方同道友好出席，共慶盛事！

誠邀出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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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讀書人」的精神
─青少年教育的新希望

陳可勇

在本年七月舉辦的第十五屆「明日領

時，特向業師霍韜晦教授請示。霍教授提

嚴、母親平日太囉唆，覺得與父母距離日

袖鍛煉營」的營前家長會，不少家長在會

示我們：今年要向青少年講授「中國讀書

遠），公然主動跑往擁抱那時正在圍圈坐

上埋怨子女不聽教，他們覺得子女在上了

人」的成長故事，讓他們了解中國讀書人

在對面的母親，其母非常感動，母子倆互

中學之後，是變得非常快、非常急、簡直

是如何回答父母之愛、如何珍惜師長教育

相擁抱起來，那時坐在身旁的父親感動到

是失控了！他們對子女的憂慮和不滿，使

提攜之恩、如何立志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

流淚。當時，幾位青少年也分別主動往擁

家長會成為「吐苦水」大會！

丈夫，無懼困難與挑戰、如何堅守信念，

抱他們的父母。那場面令人非常感動。那

「我個仔完全不肯聽我的話，只是沉

樹立人格風範。

迷上網打機，我都不知如何教他！」一位
母親激動地說。

當我們在鍛煉營內，以嚴肅而認真的
態度，每天向學生先簡述中國讀書人如孔

「我個仔已經很久沒有和我們交談

子、郭子儀、范仲淹、宗澤、文天祥等人

了，他一放學，就把自己鎖在房間內，最

的生平故事，然後再引導學生思考我們可

近連吃飯也是自己獨個兒在房內吃的，我

以向他們學甚麼，最後還一同朗讀文天祥

們完全沒有辦法和他溝通！」一對中年父

的《正氣歌》。學生們都能夠安靜而專心

母擔憂地分享說。

學習。不單如此，他們還公開立志，表示

「我個女讀國際學校，成績不錯，且
活潑參與學校活動，但她在家甚麼也不

要改過和要積極學習。學生的改變是非常
明顯的。以下是一個具體例子。

學員愉快地唱性情歌曲

管，起床後被褥也不會執拾，也不會主動
關心弟弟。我們話她，她就話我們煩，我

母親公開分享說：「他很久沒有擁抱我

們都不知怎樣教她了！」一對非常關心女

了！」「我想親近他，他會彈開！」那父

兒成長的父母無奈地分享說。

親高興地說：「從未想過兒子會有如此大

「我個女今年讀中二，已無心向學，

之改變！」

只是會拍拖，甚麼也不管，我話她，開始

當我們完成七天之鍛煉後，青少年回

時她還會聽，但現在是完全不理會我了。

到香港與父母重遇，紛紛表示明年要再來

學校今年容許她重讀中二，但我怕她走上

接受鍛煉。其中更有兩位學生向我表示，

不讀書之路！」一位單親母親哭訴地說。

要馬上報名參加第十六屆之鍛煉。而父母

以上父母對子女之不滿和申訴，我在

學員精神奕奕的朗讀古人詩詞

歷屆「明日領袖鍛煉營」的營前家長會，
是常常聽到的。我作為團長和總教練是完

們都覺得子女的氣質有明顯改變，他們都
非常開心。

主動擁抱父母

當我們重講「中國讀書人」的精神，
配合我們的「性情教育」，我們發現學

全感受到現今父母之困難和挑戰。有見父
母教養子女之艱難與困惑；有感現今學生

在第五天鍛煉營晚上，十多位參加

生的改變是明顯的。這讓我們深信：只要

只是不停地被要求學習知識，成為「應

「親親營」的家長，聯袂出席我們的鍛煉

我們能夠深刻地展示「中國讀書人」的精

試」機器；有見現代青少年在網絡世界迷

活動。當我們在唱霍教授所作的「性情歌

神，青少年是會勇於改過，不再叛逆父

失方向，真假不分，我們在設計今年「明

曲」時，一位十四歲的男同學，（他在

母、不再沉迷上網打機，決心仿傚中國讀

日領袖鍛煉營」之課程內容和活動大綱

鍛煉營首兩天仍不時訴說父母管得他太

書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親親 營
全家一起度過一個開心又溫馨的假
期。透過種種活動，讓祖父母、父母、
兄弟姊妹、兒女、孫兒一同體會互相關
懷的親心；一同感受家人的心意和關
顧，家庭關係必會更融洽。

日期： 2010年8月13 - 15日
2010年8月27 - 29日
對象： 祖父母、夫妻、父母、子女、孫兒；歡
迎闔家參加
地點： 廣東肇慶抱綠山莊
費用： 成人$2,780；七歲以下$1,800
* 一家四口或以上可享八折優惠（以直系親屬計）
主辦： 喜耀生命教育中心
查詢： 2760 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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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書展遍港九
─記優良書展2010

本刊記者

現今香港教育界中，無不為「通識」二字

堂中學及新會商會中學等，遍及全港各地區。

繫不同範疇，擴闊視野。

大傷腦筋。當人人都在談論「通識」之際，誰

書展期間，各校師生均躍踴選書。其中不少學

其中有一位學生，向我們表示想作當代社

人知道「通識」是甚麼一回事嗎？難道是「通

生，是為通識科作業尋找合適的材料而來，現

會文化的專題時，我們即為他推介《文明時代

識通通識」，把人打造成一部百科全書嗎？

場工作人員即為他們一一細心推介。

的暴力反思》、《未來民主路》及《神州六十

所謂「通識」教育，應是要培養人通透

年》三書，作為了解當代社會文化的最佳參考

的思維、高遠的識見，而「書」正是人類邁向

資料。各校老師選書時，均對該系列叢書深感

「通識」的資源。以「書」為橋樑，幫助我們

興趣，其中風采中學圖書館主任呂志剛老師，

面對挑戰、超過險阻、通向未來，知道一切難

覺得霍會長的《人生的平台》一書，無論對個

關都可以走過。然而現今不良刊物充斥，即使

人修養或是教導學生都十分有助益。

一年一年由官方舉辦的「香港書展」亦在所難

這次書展深得各校師生的正面肯定，不

免。喜耀書屋從去年開始，即奮起另闢蹊徑，

但有老師表示：「辦了這麼多次書展，今次的

創辦「優良書展」，旨在為廣大的愛書人，提

書是最好的。」亦有老師讚道：「這些才是

供內容健康的優良讀物。

書！」風采中學的曹啟樂校長更親臨會場參

優良書展吸引了大量學生選購優良書籍

觀，認為喜耀書屋的選書做到了「優良」的標

巡迴全港各地

除了在各間中學展覽外，六月二十四日至
二十五日，我們亦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的

今年書展主題為「通識教育」，已於六月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管理研討會2010」中

二十二至七月九日期間在本港各地巡迴舉行。

設有攤位展覽，展出霍會長的各種著作，讓社

展出書籍除包括通識科的六大領域：個人成

會人士亦得以接觸「通識」的學問。

準，均合有益的健康讀物，並表示日後將會繼
續支持。

長、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
及能源科技之外，另設四大項目：最佳通識讀

最佳通識讀物

物、生命教育、心靈勵志及青少年教育，以滿
足中學教師的需要。

是次書展以「通識教育」為主題，即透過

是次書展，首次以巡迴方式舉行，包括

探究各類議題，以提升知識基礎及社會觸覺。

風采中學、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聖公

喜耀書屋推出的「最佳通識讀物」系列叢書，

會聖匠中學、可藝中學、台山商會中學、孔聖

對個人、社會乃至世界均有重要意義，並能聯

風采中學的曹啟樂校長（左二）及
圖書館主任呂老師（左一）與喜耀書屋職員合照

喜耀合唱團
招募新團員

演唱 霍韜晦教授
的 性情之歌
寫盡人間之情
唱出天地之愛
在這寂寞荒涼的時代
猶如天籟，震撼你心

感受憂患之情

為甚麼
青山為甚麼白頭？

生活在這世界，

河水為甚麼斷流？

怎可以沒有煩憂？

生活在這世界，

何日登上高樓，

為甚麼那樣煩憂？

你要感 謝誰 ？

且看大地沉浮，

當你得生世上，

日子為甚麼如囚？

夕陽瞬間已逝，

當你得到成長，

情感為甚麼亂投？

為甚麼糾纏不休？

多少善緣存於天地，

生活在這世界，

夕陽瞬間已逝，

你要感謝誰？

為甚麼那樣煩憂？

為甚麼糾纏不休？

當你得遇知己，

生命好比蜉蝣，
人間竟似寇讎，

開發感激之情

當你得逢愛侶，

體會無盡之情

多少情緣存於天地，
你要感謝誰？

永遠都 是愛

歡迎對 性情之歌
有興趣人士參加
有意請電：
2760 9898（蘇小姐）查詢

當你經歷考驗，

星星，親切地閃耀；

當你超越險阻，

月亮，溫柔地光照。

多少助緣存於天地，

天地，從來都不拒絕，

你要感謝誰？

人間，永遠都是愛。

好歌如林
不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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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非常自我、非常孤獨、

在他的「性情統心」論，

編者按：由香港法住文化書院和香港中文大

非常封閉、非常逃避；一方面

唐先生是把「心」與「情」動

學哲學系等合辦的「中國哲學研究之新方

變得「上下不通」，沒有神聖

向— 中大哲學系創系六十周年紀念、唐君

的響往、沒有超越之信念、沒

從唐君毅先生之性情觀念到
霍韜晦先生的性情教育（上）

態地連在一起： 「自性情說

理想義：「性情」是理想之根源。

心，即首自心之與物感通時所

淵源義：「性情」根源自孔、孟至易傳、

30

中庸一路的性情觀念而來。「性情」哲學是與

毅百歲冥壽暨新亞書院六十周年院慶國際學

有絕對價值之追求。現代人已

術研討會」於去年五月十八日召開。其中法

淪落為「新野蠻人」，沒有真

住文化書院的陳可勇博士發表論文〈從唐君

實內涵，只懂維護個人一己之

論，唐先生是將性、情、心三

毅先生之性情觀念到霍韜晦先生的性情教

私，只會滿足個人一己之欲。

者是動態地通貫而為一：

育〉，指出霍教授不單在知識層次、理論層

結果，現代的夫婦關係亦在轉

次繼承唐先生，重申「性情大義」，更在教

變中，由昔日講終身之愛，

育實踐上以「喜耀教學法」開發學生性情，

重彼此互相支持，變得非常

讓人得生命成長，發揚「知行合一」的精

脆弱，彼此是「相互利用」，乃至動輒離異。

上學」一段中，他特別強調「性情」是其哲學

在此大實感之中樞，即有此性情之運轉於

情。情之有，固依於性之有。然性由情而

神。謹節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而家庭結構亦因此而崩解，更淪為「暴力場

之核心與「立根處」。既然「性情」是唐先生

吾人之內心，而此一運轉之涵義，如自其極而

見，亦由情而養。心又由性之見於情，乃

教育失敗與社會文化問題

表之態度、所生之情說心。」

陳可勇

再者，在他的「性情統心」

霍先生繼承唐先生的教育理想和「性情大義」，強調教育要提升人的生命質素，扭轉人的思維

超越義：「性情」使人超越自身之局限，
生起超越之宗教意識、宗教精神、宗教實踐。

傳統儒家思想一胍相承。
涵蓋義：「性情」涵蓋宇宙人生道德宗教
哲理。
無限義：「性情」是既內在於人心，亦是

人之性情，固依於能虛
靈能求充實之心，而為其性

可通向無窮之天地。
創造義：「性情」是旋乾轉坤之中樞。

唐君毅先生的教育事業

所」：虐妻、虐兒，與及屠殺親人已是司空見

的形而上思考的根源，那麼唐先生的「性情」

觀，即為一足旋乾坤之天樞，而使當然之天

能自見自覺其存在，由是而心之實在性乃

慣的社會現象。當社會充塞著「新野蠻人」，

觀念有何根據？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

命，皆成實然之德業者。然人於此恒只念其生

依於性情之實在性。心之主宰作用之能有

唐先生是一個有人格理想和文化理想的人。

命之力之微小，遂疑此天樞之運轉，足旋乾轉

實效性，則唯賴心有性為其內容，而顯見

故此，他像中國傳統的讀書人，終其一生投身

坤。於此人欲存其大信，即須知此性、此情、

此性於與物相感之情中。而心之主宰性，

教育事業。唐先生自1949年由國內到香港後，與

即依於心之有性為之宰，以定其所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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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張丕介等創辦新亞書院，並兼任教

當「現代文化已經偏向技術、偏向物質、偏向
3

書中，唐先生明言他的觀念是根源「儒家自
8

教育改革又改革是現代社會普遍現象。教

擁有、偏向消費」 ，現代社會那能不百病叢

育改革失敗亦是客觀事實。教育改革失敗是因

生，危機處處，風險不止；現代教育制度那能

之性情之概念，乃其人心觀之核心。」而這根

此天樞，此天命，在一切人之心，及其在一切

為教育已淪為配合市場發展的工具。在「知

不扭曲，問題百出，現代人那能不惶恐終日，

源自孔、孟至易傳、中庸一路的「性情」是善

人之心，亦吾心之所知；又須知此性情、天

識型經濟社會」，主宰教育發展的是「市場價

壓力日益增加，精神日漸委縮。

孔、孟至易傳、中庸一路」 ，且指出：「儒家

的：「在中國之孔、孟、易傳、中庸中，則即

值」。而市場價值的特質是：重視管理效率，

眼見當代社會文化問題百出，現代教育淪

強調經濟效益，重量不重質。這些特質都被視

為市場的工具，唐先生及霍先生，先後力排眾

為「合理性」的。於是，辦學「市場化」、教

議，探本究源，條理出現代教育之問題所在。

育「商品化」、求學「分數化」成為今日教育

唐先生指出「性情」是文化哲學宗教道德教育

的特色。 這種教育現象充分顯示當今教育之

之立根處，而教育宗旨應有兩方面：一是人格

扭曲，而教育的扭曲是與兩個重要社會文化現

理想；一是文化理想。簡而言之，教育是要引

象有關的。其一是現代社會經歷現代化；其

導學生生起理想、建立理想。而霍先生則立足

二是現代社會經歷與傳統割裂化。現代化是

於唐先生的「性情大義」，進一步指出教育要

西方先進社會的特徵。根據二十世紀德國社

讓「性情復位」，「教育要回歸生命」，「讀

會 思 想 家 韋 伯 （ M a x We b e r ） 指 出 ， 現 代 化 社

書要長養性情」。他明確指出教育要先「確立
4

樞、天命之泉原之實無窮而不息。

務長、哲學系主任等職。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

20

就人之自然生命活動，以發現一崇高之道德價
9

唐先生的「性情統心」論，是強調性情之

立，唐先生受聘為該校首任文學院院長和哲學講

「情」是 「並非被動之情，而為依於內在之

座教授，1967年任新亞研究所所長。唐先生一生

32

值，而主人性之善。」 而這善的人性不是死寂

性，而自發自動之情。」

唐先生所言性情之

努力教書育人，用心提攜後學，最後因勞瘁而壽

的、也不單具虛靈明覺性，而更是具有感通之

情，只是情之一種是「依於『超越個體之自然

終於新亞研究所所長任上，可見他為教育下一代

性的，而這感通之性是可以使人通向自己、通

生命，而與物相感通，並求成己成物之心性』

的努力與付出。一如往哲，唐先生是以他的生命

向他人、通向天地、通向一切人物。這誠如唐

而生者。」這種性情之「情」是「表現心性之

來印證他所講的人格理想和文化理想。他為教

先生所言，「此性亦即通於一切人物之所以生

不自限性、無限性、超越性、涵蓋性與主宰性

育、為新亞可謂仁至義盡。然而，在唐先生還在

之性。」

10

之情」。

除此之外，依據唐先生，此善性是

33

新亞的時候，他已深感新亞精神已衰退了， 他

唐先生的「性情統心」論之特色，是把

具「有客觀性與宇宙性」，是「與生俱生」，
11

這根源自孔、孟至易傳、中庸一路的「性

為了維護新亞精

本」，心的活動是源於「性情」而有，心的實

唐君毅先生

會是一個經歷「世界解咒」（disenchantment

知識與人生何者為本，何者為末的立場」 ，

情」觀念有何內涵？根根據唐先生，「性情」

of the world） 的社會。現代社會自解咒

認清本末關係才是化解當今教育危機的不二法

具有「憤悱、惻怛、惻隱、肫肫其仁」之內涵

12

在中國思想史、哲學史上，曾出現過

（disenchantment）以來，人不再相信昔日的

門。唐先生及霍先生兩位不單在理上指出「性

。而這「惻隱、憤悱、惻怛、肫肫」之內涵是

「性」 、「情」 、「心」 ，三者關係之討

21

22

在性與實效性亦是本於「性情」：
23

儒家之性情之概念，乃其人心觀之核

24

心。有性情而心有內容，心有實在性與實

神話，亦不再接受往日的終極價值。人不再視

情」是教育之基礎，更繼承中國讀書人的承擔

人本具有之生命本質，更是「依於內在之性，

昔日的「價值理性」 （value rationality）為

精神，先後興辦學校，使人的「性情」有機會

而自發自動之情」

，是「運轉於吾人之內

性、情、心，三者當然有很多深入的討論 。

效性。亦即有性情而人心之知、心之神，

神聖、為必然。人認為有關人生的終極目標與

得到開發，志氣得到長養，生命得到成長。

心」的。而要了解這「運轉於吾人之內心」的

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唐先生曾系

與心之志氣，有其實在性與實效性。心之

意義課題，不應再如過往公開地被討論，而是

「性情」，不能只從哲學名相中入，而是要回

統地探討性、情、心，三者關係，他把「性

知物，由於接物。而心之接物，初只是與

留給個人自己做選擇。結果，人現今所重視的

到人自身的心情有「欲斷之而不能斷，欲止之

情」，歸「為中國人心觀之中心之問題」來進

物之感通。由是而反省所感通之物之形相

「理性」只具有「工具」意義。而「工具理

35

「心」歸於「性情」，強調「性情為心之

是「可稱為天性或天命之性」 。

13

對學生之希望是越來越少。

而不能止，遮之而不受遮，蔽之而不受蔽，忍

論 。唐先生作為當代大儒、大哲學家，他對
25

行探討，

26

並提出「性情統心」

27

論來把性、

關係等乃有知。心之神思與想像，固可無

1953年新亞書院歡送首屆畢業生，

性」（i n s t r u m e n t a l r a t i o n a l i t y）所關心的只是

之而忍不住處見得。」

從唐先生此處重「不

情、心三者統貫為一之關係。在他的「性情統

乎不運。然性情之好惡哀樂所不及，亦非

第三排左四為唐君毅先生

工具問題、方法問題、計算問題、知識運用等

忍」之心情來看，可見唐先生的「性情」觀念

心」論，唐先生指出其所指的「性」是具有普

神思想像之所運。心之志氣固可無所不求

神、守護教育理想，唐先生是受了許多痛苦，經

是根源自傳統儒家之重行動、重感受、重體

遍性、無限性、涵蓋性、主宰性之理，而其所

充塞瀰淪，然若不依於性情之不容己，則

歷很多人事矛盾、衝突，「直如處煉獄」 ，但

會、重知行合一而發展出：「一即知即行，將

指的「情」則是運於特殊之事：

志氣之膨脹，將空枵而無實，亦終歸於銷

他仍堅信「人性底層之善之存在」 ，永不對人

問題。
近百年來之社會文化思潮亦步亦趨地跟著
西方走，西方人所講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馬

14

沉。故性情為心之本。

其內心所知所感之在上之理想，求實現於外之
15

克思主義、權利主義、資本主義、消費主義、

性情。」

故此，要了解唐先生的「性情」觀

性即普遍之理，而情運於特殊之事。

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我們也跟著講；西方人

念，不能光靠西方文化所重的認知理性進路，

故真依性生情，則普遍特殊交融，而見全

所推崇的專業教育、技能教育、知識教育，我

而是要回到中國文化重行動、重感受、重反

量之情之為成就具體之世界者，亦見人之

16

們也是亦步亦趨地跟著推行。結果，現今社會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

宏觀而言，我們身處的時代，是一個如尼
采所宣佈「上帝已死」，乃至如福柯所宣稱

唐君毅先生之「性情形上學」

根源義：「性情」是「心」、「情」活動

得到深化，由觀念層次轉化為實踐層次；他的教

「惻隱、憤悱、惻怛、肫肫」之內涵，且是

復為無對。因心性之同為無對，而不同於

「理想之原始的根」，是「對有價意義之事物

西方哲學有純知的理性之矛盾辯證之問

礎。

題。

28

主宰義：「性情」不是受外在決定的，而

唐先生是把「心」、「情」皆收歸於

忌 ， 引 致 現 代 社 會 出 現 「 誠 信 」 （ Tr u s t ） 危

「性情」的哲人，這誠如霍先生所言：「大家

情」，人於是可以追求理想，生起信念，實踐

「性」，且常把「心」、「情」二者連在一起

機。現代人視真理為「權力之玩弄」，乃至只

都說唐先生有很高的智慧，也有很好的學問，

道德，超升生命，乃至追求宗教歸宿： 「孔

是「權益之計」。真理不單變得不確定，特別

所有這些都有一個起點，那就是他的性情。」

5

子之仁心，即有此性情之心。佛之慈悲心，耶

在網絡虛擬世界，真理只是虛構之代名詞。現

唐先生本人亦自述他自少年時代起就對自己的

穌之愛心，在根柢上，亦為此物事。」

根據

今號稱「文明」與「進步」的社會，變成一個

「性情」有真實的體驗，而他的整個哲學體系

唐先生，「性情」之所以能夠成為道德與宗教

「被圍困的社會」，四周都是充滿依「工具理

的建造也是立根於他在三十歲之前對「性情」

17

之基礎，是因為「性情」具有「由形上以澈
18

的。

調的職業教育、技能教育、知識教育，並不能
開發人的「性情」，亦不能長養人的志氣，更
不能成長人的生命。他於是繼承乃師唐先生的
教育理想和「性情大義」，強調教育要提升人

觀，而涵蓋他人與外物與其內之一客觀性

的概念，而是內在於人的生命，是人可以感受

的生命質素，扭轉人的思維，培養人才，「性

的或宇宙性的心情。因而能具此心情之自

之、體會之。

情教育」、生命教育、人格教育，才是第一

通」特性。還有，不只宗教心靈、道德心靈是

生命，而為一精神生命或宇宙生命之直接

範，加上興訟之風大盛，使人失去自由、失去

僅僅從外在客觀分析的進路、純思辨的進路或

依於人的「性情」而有，依據唐先生，人的哲

呈現。此心情中所包含之道德價值與善，

創造。結果，我們的世界成為「濁世」，現代

純批判的進路。事實上，唐先生自己亦明言一

學思維，亦是起於人之「性情」：「人之形上

亦即屬於此心情之自身，而見此心情之為

人變得只有現實利益之爭取，沒有價值意義之

切形上學之思考，是誠如他自言「始於性情，

19

善，見此心情之為依一內在之善性之主宰

尋求，沒有理想之建立，沒有精神之生活。

終於性情」 。在唐先生晚年所寫的哲學巨著

不單如此，根據唐先生，「性情」是如天樞一

《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中，書末「性情形而

樣，具旋乾轉坤的能力：

微觀而言，現代人一方面變成「內外隔

霍先生是時代的先知。他深知現代人所強

吾人之心情，乃一超越於我個體之主

窒息；處處都是風險計算，處處都是危機防

學思維，須還隸屬於吾人當下此心之性情。」

霍韜晦先生之「性情學」

實在義：「性情」不是一個哲學思維構建

其哲學體系時，是本其內在悱惻之情，而不是

7

會自動自覺，去惡行善，追求理想。

而言之：

真實的體會 。唐先生的哲學體系特色是他鑄造

的打通上下內外的「感

能動義：「性情」不是死寂不動的，而是
光明義：「性情」是善的、是嚮往光明

性」而發展的組織、制度、條文、程式，使人

形下，由內以澈外」

育文化理想，亦由霍先生一一落實。

是自我主宰的。

立理想，尋求意義，樹立信念，這是孔孟儒

6

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但他的之「性情」觀

之源頭，亦是道德實踐和宗教超越精神之基

學的人性論。唐先生深信，因為人具有「性

1

想的核心，是且具有如下之哲學意義：

雖然唐先生已遠去多年，儘管新亞精神亦已遠離

明「性」之無限性、涵蓋性、主宰性，而

在當代新儒家中，唐先生是公認最具有

有理想、沒有信念、沒有信守，只有懷疑與猜

綜上所述，「性情」是唐先生整個哲學思

38

念在其入室弟子霍韜晦先生的努力奮鬥創造下，

之愛慕之情」，是「信念的根源」。人能夠建

「人已死」的虛無時代。生活在其中的人，沒

失望。這顯示「唐先生就是一個很有性情的人，
有情、有願、有心、有愛、有力、有行動。」

性之為生動活潑之具體之理。此皆所以說

再者，唐先生所重的「性情」，不單具有

次與微觀層次而言之。

37

內在義：「性情」是內在於人的生命。

省、重體會的進路 。

文化教育，皆問題百出。這些問題可分宏觀層

34

36

實效義：本著「性情」，人可以生起信

然生命，亦即包含一超自然個體之意義之

而生者。

29

念、生起理想。
感通義：本著「性情」，人可感通天地人
我。

義，客觀知識傳授是第二義。於是，他自八十
年代初期至今，一直開辦對應生命的「全方
位」、「多層次」的「性情教育」課程。而霍
先生所創辦的「性情教育」是立足於唐先生的

普遍義：「性情」是如孔子言「仁」、孟

「性情大義」和基於其所標舉的「性情學」。

子言「心」、王陽明言「良知」一樣，是具有

（未完）（編按︰篇幅所限，註釋從略；如欲詳

普遍意義的。

閱，可寄回郵信封至本出版社索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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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八月一日

7:00pm-11:00pm

留位請電 2760 9898

星期六

2:30pm-11:00pm

費用全免

星期日

1:00pm-7:00pm
香港區

第129期：10年8月4-8日
第130期：10年10月6-10日
地點： 九龍總部
學費： 港幣$5,800（凡於開課前一個月的
25號或之前成功報名，可獲95折優待）
查詢： （852）2760 9898 蘇小姐
備註： 報名前，請先詳閱「入學須知」
新加坡區
第69期：10年9月8-12日
第70期：10年11月17-21日
地點：新加坡東亞人文研究所
查詢：（65）6273 3326

不管你經歷多少風雨、踏過多少荊棘、受過多少委曲，

讓你的生命更美好

一連五天
星期三至五

在這裡你可以重新找回信心。

喜耀生命教育中心
九龍佐敦道 23 號新寶廣場 4 樓

不要埋怨社會，不要怪責市場，不要恐懼挑戰，不要害怕競爭，
最重要的要從內裡生出力量。
為克服障礙而設、為生命成長而設、為家庭幸福而設、為事業發展而設、
為社會和諧而設。
與別不同的課程，毫無神秘，但卻有神奇效果。

2010 年 8 月 21 日（六）下午 8:00

，包括醫生、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教師、企業家、公務

喜耀生命課程分享會

性情學創始者 生命教育大師
二十年經驗 弟子何止三千

成功個案逾千

霍韜晦教授

員、推銷員、主婦 ……
（請參閱本會出版之《喜耀禪話》（八冊）、《喜耀心程》
（四冊）、《性情文化》雜誌）

主持：

本機構設有嚴格之監督與課後跟進服務，
絕非一般課程可比

二十年來，只此一家

本機構最長壽之

國際課程

喜耀生命

「喜耀生命」新加坡區第 68 屆初階畢業同學回應
張小清

李美莉

不再小器、計較、

The course have

懂得放下過去，珍惜身邊

enlightened me that now I

人。我的心也開放了，更懂

know myself more, found my

得體諒媽媽。

path and have a cleaar view or
vision on what I want in my life

張紹燕

and from now how do I live my

更加了解自己，知

life.

道自己的缺點，會從這點著
手改過。我的人生得到重
生。

戴依茵

這課程讓我放開了

懷抱，心裡沒有那麼緊繃
把逝去了的「熱

了，也讓我知道現在開始，

情」找回來，對待人與事也

一切不開心的都已過去，要

章麗紅
耐心了。
曾志強

I feel like a chang ed person, ver y

陳薈芩

曾經作繭自縛，現在破繭而出。

determind and spirited to do my job.
自己打開了心，願意接受別人批

走出自我，看到了固步自封的自

讓我找回人生的方向，重新調整自

己的人生。

評，也不會那麼衝動了，整個人輕鬆了。
思考加強了，想法都不一樣了，清

楚以後該怎麼做，整個人醒了，輕鬆多了。

孫偉克

有很大的明白和體會，人生目標更

明確，學習有了新方向。
林天河

陳奕材

曾慶寶
己。

李玉琴
陳世漢

重新再來。

大合照

I see myself as a more confident man

and believe greater in myself to contribute back

黃愛驊

to society than ever before.

重新活出自己，讓我從心裡感動與感激！

走出自己的枷鎖，找回自己的心，

法住機構．文化書院．文化中心
喜耀生命教育中心

2010 年 秋季課 程
１０月１１日開課
生命成長，不離修養，專業以外，還須讀書
報名︰法住文化中心 ◎ 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4樓（港鐵佐敦站 A 出口，由白加士街入） 電話：2760 9898
喜耀書屋 ◎九龍城賈炳達道九龍城廣場LG07  電話：2718 1308 網址：www.dccs.edu.hk

詳情請參閱
最新課程手冊
即將出版
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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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懂的妻子
人物︰ 清雲，虔誠的基督徒，從事會計。結
婚十多年，有兩個兒子，近年婚姻出
現危機。

霍韜晦
李彩嫻

手續，這件事便不了了之。

開示
記錄

清雲︰ 上師，在這數天的活動中，我有很大

上師︰ 看來你丈夫也不想去面對你們之間的

的收穫。我覺得自己多年來被壓抑的

問題，他一方面放不下與你多年的感

情感終於得到釋放，我終於走出了我

情，一方面也不願意離開第三者的懷

的童年陰影，終於放下了婚姻失敗的

清雲︰ 上師，不知道是否因為我不懂做人，

抱，唯有採取逃避的態度。不過，正

痛苦。還以為自己一向很堅強、很能

前半生很不如意，我真的希望能夠去

因為他拿不定主意，你要有心理準

幹，原來以往我只會用理性去解決問

改善自己的缺點。

備，要是第三者向他施加壓力，他很

題，從不懂用心去感受，變成了一個

可能會硬起心腸，跟你一刀兩斷。現

只會做事的機器。《聖經》說︰「你

在你的處境比較被動，不是你單方

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

面想挽救，便能挽救。造成今天的局

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作為一個

面，只能怪你當初沒有危機意識。你

虔誠的基督徒，我多年來都不明白這

問自己，是否以為大家是老夫老妻

句話的含義，但現在我已完全明白。

了，便甚少去關心丈夫？雙方缺乏交

上師︰ 現在你明白自己的婚姻出現問題，自

流，以致感情愈來愈淡？你丈夫不甘
於平淡，想尋找新刺激，結果受不住
誘惑，泥足深陷。

己也有責任嗎？
清雲︰ 我明白了！以後我要繼續再學習如何
用心。
上師︰ 清雲，暫時不要計較婚姻的裂痕能否
修補，最重要是你肯改正自己，找到
未來的方向。人要清醒，你纔知道自

上師︰ 你有甚麼不愉快的經歷？

己該做甚麼。

清雲︰ 我 三 歲 時 ， 父 母 已 離 異 ； 自 己 的 婚

清雲︰ 我 知 道 了 ！ 我 會 重 新 學 習 。 謝 謝 上

姻，不幸也出現問題，唯一安慰的是

師！

兩個兒子跟我的感情很好。

（節錄自霍教授主持的禪修開示）

上師︰ 你和丈夫一向的關係是怎樣的？何時
察覺有危機？
清雲︰ 我 們 小 時 候 已 認 識 ， 可 說 是 青 梅 竹
馬。可能就是因為彼此太熟悉了，所

清雲︰ 上師，情況的確如你所說的，我自己

以一向沒有甚麼危機感。五年前，丈

不錯要負很大責任。可能因為從小到

夫突然向我提出離婚，那時我纔知

大，我要獨自面對很多困難。為了解

道，他有了第三者。我沒有答允跟他

決問題，我只顧效率，生活上的細節

離婚，但此後我們已分居。

不夠細心。

上師︰ 你是否還想挽救這段婚姻？

上師︰ 清雲，你要學如何用心。好好投入這

清雲︰ 我心底裡的確不想離婚，但她跟第三

數天的鍛煉，你將會得到啟發！

者已同居多年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辦！不過，既然他沒有再催我辦離婚

生命教育實錄

（最後一天）

開示

霍韜晦

定價︰每冊港幣42元

「生命教育實錄」不講理論、不講知識，只講對應；峰
迴路轉，解開心結，使人自信。所有故事都是真實個案，有
智慧的讀者自可從中獲得啟發。
本系列設有兩性篇、家庭篇、教師篇、專業人篇、企業
人篇、社會人篇及失道人篇。

家庭篇（I）、（II）、（III）
兩性篇（I）、（II）
《愛不是追討》、《真情可通》 《愛是付出》
《最重要是心通》
《愛是成全》

新書
社會人篇（III）
《紮深生命的根》

社會人篇（I）、（II）
企業人篇（I）、（II）
《長養志氣，改變命運》
《管理的心法》
《不死的心》
《真正的企業家》

專業人篇（I）、（II）
《更高的價值》
《不作半邊人》

失道人篇（I）
《生命的價值在於見證》
教師篇（I）
《記得自己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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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粵西學校成長小故事
編者按：喜耀粵西學校創校十年，多
年來積極推動性情教育，成果卓越，
不少學生在性情教育的薰陶下，健康
成長。現輯錄三位學生的文章，讓大
家分享他們的成長小故事。

我為環保出力

上移植了青草。這時候，鄰居們見了，也

心裡想：這不是我最喜歡的作文書嗎？我

紛紛來幫忙，有的還把自己家裏漂亮的花

接過書，興奮地翻閱，剛才的煩惱一掃而

苗獻上。經過我們的一番努力，芒果樹下

光。

好不熱鬧，既植了青草，也栽了花兒，好
一番美麗的景象！

不知不覺，天已經黑了，我們得回家
了。我依依不捨地把書還給小江。回到家

現在每當我看到這片綠茵茵的草地和

後，我費盡三寸不爛之舌，央求爸爸給我

美麗的花兒時，我都會感到無比自豪。我

買小江那本作文書。爸爸終於答允了，可

立定志向，將來我還要為環保做更多貢

是，我們幾乎找遍了羅定的所有書店，也

獻！

沒有找到。

我家旁邊有一顆高大的芒果樹，芒果

楊子緯 （小五）

樹下有一片綠茵茵的草地，草地上有好些
美麗的花兒。說起這片草地，還有一段小

諾言

故事呢！
一直以來，鄰居們總會習慣地在芒果

一天早上，媽媽上班前對我說：「小

樹下扔垃圾，芒果樹下因而總會有一大堆

玉，你要把作業完成了，才能玩電腦，知

臭氣沖天的垃圾，蒼蠅滿天飛。我們實

道嗎？」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媽媽。我

在受不了垃圾的臭味。於是，我和爸爸來

心裡想我一定會做到，平時媽媽那麼信任

到芒果樹前清理垃圾。看著這些髒兮兮的

我，我一定不會令她失望。

垃圾，天生愛乾淨的我最初不敢下手，但

當我專心地做作業，突然電話鈴響

當我看見爸爸獨自埋頭苦幹時，我便感到

了。「小玉，我是小廖，快上網玩遊戲

有點愧疚，不得不跟他一起動手清理。好

吧！我正等著你呢！」電話傳來小廖焦急

楊子緯（右）與爸爸合照

羅明鋒

的聲音。「好啊！不過，我答應過媽媽做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問小江：「那

完作業後，才可以玩電腦！」我無奈地

本書在哪兒買的？怎麼我找不到？」「那

說。「你怕甚麼？只是玩一個小時。快來

是我舅舅從深圳給我寄回來的。幹甚

玩吧！我已等了許久。」她又說。小廖那

麼？」「我想買那本書，你能不能請你舅

麼熱情，我無法婉拒，於是我真的開始玩

舅替我買一本？」小江想了片刻，便說：

網上遊戲。

「好，我舅舅明天回來，我請他順便把書

可是，我玩了不夠一分鐘，老師的話

買回來吧！」「太謝謝你了！」我興奮極

便在我的腦海裏浮現— 「要信守諾言，

了。第三天中午，小江果然來了，手上拿

答應過別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而我

著那本書。他把書塞給我，還開玩笑地

答應過媽媽的事情，自己卻辦不到。想到

說：「『大人』吩咐的事，『卑職』已辦

這裡，我很慚愧，毫不猶豫地關了電腦。

好！請『大人』過目。」我看見這本書

我致電小廖：「哎！小廖，對不起！我不

後，像得了一件無價之寶般高興，激動得

可以陪你玩，因為我答應過媽媽，完成作

好幾天也睡不著覺。

不容易，我們終於合力把垃圾清理乾淨，

業後才可以玩電腦。」「好吧！再見！」

這天，我第四次翻開了那本作文書。

我還親手做了一個木牌，上面寫著：「請

小廖欣然接受我的決定，於是，我又專心

這次，我突然注意到平時不易察覺的地

不要亂丟垃圾！」然後把木牌插在芒果樹

地繼續做未完成的作業。

方︰書的扉頁還有一張白紙，像是被膠水

旁。第二天下午，滿懷希望的我來到芒果

糊上。我小心地揭開一看，頓時愣住了。

樹一看，竟然又有垃圾了，蒼蠅依舊滿天

那頁紙上分明寫著小江的簽名，不過已不

飛。我做的木牌也不翼而飛了！真氣人！

清晰，顯然經過了精心的塗抹。

我氣沖沖地跑回家，把看見的情況告

手上的書，忽覺千斤重，上面壓著朋

訴爸爸。爸爸說：「生氣有甚麼用？我們

友那濃濃的情啊！友情，原來不需要豪言

還是另想辦法吧！」爸爸的話令我靜心

壯語，不需要轟天動地，只需要用一顆無

下來。突然，我靈機一觸，想出了一個辦

私的心，去諒解朋友、幫助朋友。小江，

法。我把這個辦法告訴爸爸，他聽了後，

謝謝你！你不僅把書讓了給我，還教了我

非常支持我。

如何對待朋友。我會向你學習，將心比
心，真誠無私地對待朋友。

羅明鋒 （中三）
李婉玉（左）與姨媽合照
經過這件事，我緊記著答應了別人的
事，一定要做得到。

李婉玉 （小六）
友情
楊子緯的圖畫︰齊來保護環境！

天灰濛濛的，街道上也冷清清，只有
寥寥幾個行人。

於是，我開始實行我的計劃：我用自

考試又沒考好，我漫無目的地在街上

己的零用錢買了很多嫰綠的青草。一天，

踱步。這時，我竟然碰到了好友小江。他

我和爸爸再次去清除垃圾；當這個地方變

看見我垂頭喪氣，便說：「你怎麼了？為

得乾乾淨淨後，我用鐵鏟把芒果樹下的土

甚麼垂頭喪氣？來，看看這個！」他隨即

地翻了一遍。最後，我們小心翼翼的在地

給我遞來一本書，我一看，欣喜莫名。我

羅明鋒（左）與朋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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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韜晦性情歌曲紀念集

即將出版
敬請留意

演繹生命深情

唱出天地之愛

「霍韜晦性情歌曲音樂會」
邀得著名女高音費明儀女士登台
演唱，並由陳能濟先生擔任編曲
及指揮，實為香港音樂史上前所
未有。大會為此特別出版《「霍
韜晦性情歌曲」紀念集》一書，
以紀念這次盛事。
本書不但收錄了霍教授過去
有關「性情歌曲」之文章，更為
每首歌的深意作出引導性的詮
釋，使讀者能透入歌詞中廣大深
厚、難於言喻的情的世界，從而
可了解生命之真、性情之美、天

地之善，並對自身生命成長有所
啟迪。書中輔以費明儀女士、陳
能濟先生、阿鏜先生、陳永華先
生等等參演者之感受與分享，讓
讀者能從不同角度深入性情歌曲
的內涵。
特刊附送之DVD，以專業攝
製技術拍攝，並採用多聲軌收音
及專業混音，以保留珍貴歷史時
刻，極具珍藏價值。凡欲深入性
情歌曲之美、一睹費明儀女士演
唱之風采，絕對不容錯過！

法住出版社‧最新推介

維摩經

緊 握 時 代 脈 動

《 法燈 》 訂閱表格

開 發 敏 銳 思 維
中心人物，闡揚大乘菩薩的

姓名 / 機構：
電話：

歡迎隨時上網下載最新《法燈》

地址：

w w w.dbi .org. h k

實踐道及在家信徒應行的宗教
德目。內容生動有趣，發人深

導論

霍 韜 晦 講 佛國品

本經以在家居士維摩為

省，聽之可增進智慧。
定價︰港幣120元

（上）

最新 CD，數碼剪輯
經典重現，快將推出

《 法 燈 》網 上 電 子 版 > > >

電郵：
請在適用處加上
本港訂戶：

12期：港幣130元
24期：港幣240元

（除香港外，其他地區一律為海外訂戶）
海外訂戶：

功 德 錄
10年6月21日 ~ 10年7月20日

12期：美金36元（或港幣220元）
24期：美金62元（或港幣410元）

法住出版社：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電話：（852）2760

喜耀書屋：佐敦店 ◎ 香港九龍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4樓
九龍城店 ◎ 香港九龍城賈炳達道九龍城廣場 LG07

8878

電話：（852）2760
電話：（852）2718

9898

1308

經銷處：喜耀書屋‧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中華書局‧樂文書店‧天地圖書‧新華書城‧教協田園‧田園

劃線支票抬頭請書：「法住機構」
“ The Dharmasthiti Group”
表格請擲回：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捐 款
經會仝人

$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