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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破之後應有大立
─中共十八大寄言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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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韜晦

多年前，

所用」，現在新接任主席的習近平也說「權

會質素不斷下沉。美國如此，日本如此，台灣

我曾經為文指

為民所賦」，在表述上和西方民主的「主權

如此，歐洲如此，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出：「歷史正

在民」幾乎無異，所欠的似乎只是操作方

站在歷史之前，必須對人類過去的活動

給予中國一個

式。這說明了民主的確成為政治潮流，沒有

有所反省：無論是高舉平等的社會主義和強

機會。這個機

政府可以抗拒。真民主也好，假民主也好，

調自由的資本主義，無論是標榜維護人權的民

會不只是經濟

人人都想戴上這一頂帽子。

主和法治，也無論是增加生產力、刺激G D P

上的，也是政

問題是民主只是一種政制方式，一種產

上升的科技崇拜和引動人內心欲望、產品不斷

治上的、文化

生政府與國家領袖的機制，這和它的施政質

推陳出新的消費模式，都衍生了大量問題。人

上的。例如民

素、領袖人品沒有必然關係。只要懂得打選

再也不能安靜地過生活，你被逼投入面對所有

主制度，西方的先行者們已經走入困局，製

戰、懂得運用選舉謀略，懂得騙取選民信任，

人的戰鬥。霍布士 （T. Hobbes） 的「自然狀

造了一大堆內部和外部的問題，束手無策，

陳水扁可以上台，希特拉亦可以上台。到你發

態」，不想重見於今日，而且嚴重百倍。

我們還要盲目跟隨嗎？他們已經沒有回頭的

現被騙，已經傷痕纍纍了。這也就是為甚麼這

幾百年來（文藝復興之後），我們經

機會了，但我們還有。」 （見〈中國的民主

十多年我寫了大量文章，反覆強調光引進西方

從理性發展、知識發展、技術發展、市場發

之路〉等文，2004年）

的民主並不足夠。西方有西方的問題，中國有

展，到財富增加、擁有增加、爭鬥增加、管

時間過去已經快十年，可惜中國當局仍

中國的問題，連新加坡這樣小的國家，也有她

治條文增加、壓力增加、人與人的緊張增

未徹悟，世人仍未徹悟。中國的現代化之路

自己的問題，怎麼能用西式民主來一刀切？

加……結果人愈來愈恐懼，人的生命力愈來

步履蹣跚，千載一時的機會會很容易錯過。

（這一點你不能不佩服新加坡人的勇氣，

愈萎縮，愈來愈希望政府救濟、人愈來愈看

譬如中共這一次十八大代表會議，

就是堅持走自己

卸任的胡錦濤主席雖然一再強調「反貪反

的路，在民主和

腐」，說這個問題若搞不好，很可能「亡黨

社會穩定之間取

亡國」。這句話在十多年前，朱鎔基出任總

得平衡。） 我們

理時已提出過，而且說得慷慨激昂，大有

必須徹底明白：

不到自己的前景，更

幸福是不能以物質、財富來界定

不要說地球飽受

的。人是人，不是動物，不能只講本能欲
望的滿足。近代文明，就是因為偏向於本

傷害。
文明，究竟
是進步了還是退

「與貪官偕亡」之慨。結果如何？到朱鎔基

民主只是轉換權

能欲望的滿足，只重視經濟生活，只向外

任滿下台，貪風不但未有戢止，反而愈演愈

力的遊戲，對防

追求擁有，而且貪得無饜，還有把貪婪合

感，究竟是增加

烈。西方的觀察家認為：就是因為政權不開

止獨裁和以暴力

理化，視為自己的權利。這樣，人焉得

了還是少了？

放、不能實行民主政制、權力沒有制衡、沒

來獲取政權的方

有普選、人民沒有參與、黑箱作業、政府沒

式，也許有消極作

有認受性，所以必然導致腐敗，這是「結構

用，但對社會質素、人

性問題」；要治理，只有採取西方政制。但

的道德修養、精神生活的提升並無幫助，反而

人，不是動物，不能只講本能欲望的滿足。

中國政府早就表明：我們不會照搬西方的那

助長了人的私慾，社會變成了藏污納垢之所。

近代文明，就是因為偏向於本能欲望的滿

一套。這一次，胡錦濤也明言：「既不走封

歷史沒有進步，反而倒退，倒退到文明社會建

足，只重視經濟生活，只向外追求擁有，而

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立之時。所以關鍵不在建立機制；機制很有

且貪得無饜，還有把貪婪合理化，視為自己

那麼，走甚麼路？不回頭、不改革，原地踏

用，但不是建立理想社會、幸福社會的充要條

的權利。這樣，人焉得不死？順此而趨，社

步，行嗎？反映在「反貪反腐」的問題上，

件。更關鍵的是人，執行機制的人。如果他的

會焉得不亡？

雖然知道嚴重，但卻拿不出鮮明的辦法，只

心不光明，他的行為自私，多完善的機制也會

這是文化病、文明病、價值虛無病，對

能重覆「加強黨內紀律建設」、「堅持法律

被他利用，何況民主的直選很容易操縱。人人

症下藥，必須有新思維、新文化、新觀念，

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國」一類老話。這樣

都以為：民主代表自由、代表公平，其實還包

乃至新制度。誰能有此超越之思，高端之

在政治改革方面，就不可能有突破，充其量

藏私利。在民主的旗幟之下，人人都有權維護

想？

就是多打幾個貪污老虎，以顯示高層反貪反

自己的私利，最後必然導致利益的爭鬥。這和

我曾寄望於中國，因為她經歷過最嚴重

腐的決心。我所說的「歷史良機」，似乎無

其他甚麼制度都一樣，只要人心不乾淨，就會

的苦難，文化大革命後理應有徹底的反省。

人覺醒。惜哉！

爾虞我詐，機制只是工具。所不同者，或者令

大破之後有大立，這纔能掌握歷史發展的脈

也許，一個原因是：當今社會有太多人

人憂慮者，是民主還公開維護私利，最後社會

動。老子說：「死而不亡者壽」，則後於資

迷信西方價值，把自由、人權、民主，舉為

上的人一定以利相從，政治變成黨派利益的爭

本主義的是甚麼？後於西方民主的，是甚

最高理念，而不審問這些理念的來龍去脈及

奪。放眼天下，今天那個國家、那個政府不是

麼？

其實施條件，結果為勢所逼，全世界的政府

如此？把私利合理化，把黨派利益合理化，受

在國際舞台上，我們常常失去話語權，但

都不敢異議。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政府也認

傷害的是整體和下一代。我們發現所有走現代

我們若能說出是甚麼，那我們就有話語權，並

為他們所行的也是民主制度，至少與民主的

民主之路的國家與走在半途的發展中的國家，

影響世界。

理念不相背違。早幾年胡錦濤也說「權為民

都有同樣的苦惱：就是內部矛盾日益深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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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順此而趨，社會焉得不亡？

步了？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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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韜晦思想解讀
箴言解讀

中國的歷史機會
時代給了中國一個機會：當舉世疲累，所有民主的先

面的配合，西方現代文明大廈就是從這平臺上被建立起來。

行 者 已 經 焦 頭 爛 額 之 際 ， 我 們 是 不 是 還 要盲目追隨呢？他

但如中國文化所說，物極必反，歷史亦然。這五百年的

們 已 經 泥 足 深 陷 ， 我 們 還 要 陷 下 去 嗎 ？ 他們根本再無回頭

西方文明，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貢獻；它的核心理念，走到

的機會，但我們還有。
歷史，超越地說，有其理想，所以我們相信人間會愈
來 愈 好 。 但 現 實 地 說 ， 則 是 鑒 往 知 來 ； 正如翻過一座又一

今天，不但已經無力解決今天人類的困局，而且已經開始腐
爛：工具理性淪早已為慾望理性，技術文明成了商業的傀
儡，社會建制變成為既得利益者服務，「自由」的花紙包裝
著貪婪與自私，蠶蝕著社會的平等和公義……。

座的山，並不等如到達目的地，但至少我們能翻過。
（霍韜晦教授文，原刊《法燈》263期，二○○四年

關鍵是「人」，「人」是一切社會文化活動之核心，但
西方文化對「人」，除了承認其現實性並滿足它以外，根本
毫無辦法。從學術上講，觀乎西方近代之自然主義、心理主

五月十日）

義、意志主義、存在主義到當代的後現代主義，就可思過
半； 人，已被徹底肢解了。

按：
廿一世紀的中國，正從過去一百五十多年來被外國蹂

於此人類危難之秋，正值中國重新堀起、走向世界的歷

躪、侵略、戰亂、政治運動……的苦難中逐步走出，三十年

史時刻，中國可以走出一條新的自強之路，一方面吸取西方

改革開放的成果舉世矚目，中國的GDP今已躍升全球第二，

文明之長，以法治重整社會秩序、以技術文明促進生產力、

據說不出二十年定可超越美國居全球之首……。而與此同

以寬容開放的精神讓老百姓可以發揮自身的創造力嗎？中國

時，正值西方的整體衰落：君不見西方社會、學校之淫亂、

可不必再仰人鼻息、不再盲目跟風，而重建其國格、國體，

殘暴之事之令人咋舌；美國在政治上的霸權主義、單邊主

凝聚國民的精神、乃至普天下中國人的心，進而拭除諸國對

義、強盜行為、恃強淩弱為世人之所不齒；歐、美泡沫經濟

中國發展的疑慮，真的令「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子

之接二連三爆破，金融欺詐之被連番揭穿，貨幣政策之自私

路〉）嗎？文化比政治、比現實要悠久得多；中國更可以把她

自利、害人害己……，全世界都有反對聲音，指摘其不負責

深厚的傳統文化智慧貢獻給世界嗎？

任，但卻只能忍氣吞聲，任其擺布。這些亂象，正是西方文

這才是新一屆國家領導人的真正使命。

化沒落之兆，只是諸國礙於西方現實之餘勢，仍無法不屈從

時代已交給了中國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你，懂得把握
嗎？

其霸權之淫威而已。
這條西方文化的發達之路，從五百年前文藝復興開始：
從生命層面說，人離開了上帝，回到自己的自我世界、慾望

袁尚華博士

世界之中，人的工具理性被喚醒了；從技術層面說，工業革

中國哲學博士，專攻中、西哲學、佛學、宗教哲學、

命令生產力飛躍，財富被大量累積；從制度層面說，社會政

思維學，現任法住文化書院教務長

治之標舉人權、自由、民主等觀念，以保護人之私產；幾方

性情學解讀

性情心和性情
孟子以性情心直證人之性善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心性之學，唐君毅先生在《中國哲學

也不應斤斤計較利益得失，人應該有對廣大眾心的同情、悲

原論》論孟子的性情心時指出：孟子言性善，即本於其言

情，產生動力去幫助關懷別人，有性情的人會有志氣，有勇

心。其心乃一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為仁義禮

氣，有毅力。這種種對性情內涵的形容，事實上是有針對性

智之德性所根之心。唐先生提出這心是涵情之心，孟子是就

的，針對的便是現代人的心病，正如孟子針對古人本心的存

人自我與其他人物的直接的心之感應上指證，此心即一性

亡問題，宋明儒針對當時人心的私欲障蔽問題，霍師要針對

善而涵情的性情心。他論證的方式，是從人心的直接感應上

的，是當代文化影響下的人心問題，這種問題可歸納成為幾

說，並沒有像後世宋明儒者將天理人欲對立，或通過善善惡

個要點：現代人太偏向工具理性之用而變得無情，因此要多

惡的反省而論證人的性善。唐先生的思考指出：論證的方法

提感激與珍惜；現代人受了權利主義、個人主義的毒害，變

不同，不一定是後世儒者思考比孟子更精密而優於他，後世

得自我保護、封閉、計較，所以要提倡無私、付出、體諒別

所對治的問題是人欲、意氣、意見、氣質之蔽，而古人心病

人、關懷別人；當代人習慣了外向思維，只懂責怪別人，向

較簡單，無需諸多曲折，先秦與宋明儒嚮往成聖的目標一

世界索取東西，完全不看自己，故此需要重提自我反省、自

致，但人心則大有不同，病有不同，故此用藥的方法也有不

我認識；現代人在知識教育下沒有鍛煉精神，所以心靈脆

同。唐先生研究指出，宋明儒偏重於是非之心，對惻隱、辭

弱，經不起挫折，所以要重提勇氣的培養、立志的學問、對

讓、羞惡之心實有所忽略，故唐先生學問特別重視性情，以

心的鍛煉。

補宋明儒所論之不足。

霍師以性情一詞從根上承繼了孟子的性情心，不再作分
析性的解說，是希望以一簡易的概念讓人回歸孟子欲彰顯的

以性情對應時代問題
霍師從唐先生學問中得到啟發，提出性情之教，他這個

本心、直心，亦即孔子之仁，希望大家不再墮入理性分析、
繁瑣思考之路，願大家心領神會，藥到病除！

提法，不再是為論證人性善，不再是為人性論立論、找根
據，而是直接對治當代的問題。他沒有為性情下過詳細而專
業的學術定義，但卻廣泛地運用性情一詞作隨機點化。當他
形容人的情性時常常包括：人應有感激之心，人應懂得珍
惜，要有珍惜之情，人應該無私付出，人應該有體諒之心，

李錦招博士
中國哲學博士，專攻中國近現代哲學、
近現代思想史，現任法住文化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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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幼同遊馬鞍山！
─ 2012 年法住機構秋季步行籌款報導

文︰本刊記者

2012年法住機構的「秋季步行籌款」活
動，選址「馬鞍山郊野公園」舉行。十一月
四日的早上八時許，三百多位參加者經已整
裝待發，齊集港鐵九龍塘站旁準備上車，出
發前往目的地了。

步步向前，文化重光
挑戰組近百位健兒，紛紛抵達起步點：
波蘿輋。大家稍稍做過熱身運動後，便在起
步點上蓄勢待發。今年挑戰組的起步儀式由
袁尚華博士主持，聽起步槍聲一響，各健兒
立即爭先出發。

2012年法住機構秋季步行籌款中，挑戰組在波蘿輋準備起步前的大合照

之後，同樂組參加者陸續到達「馬鞍山
郊野公園」。一如往年，同樂組的起步儀式

歡天喜地，溫馨和樂

由霍會長主持，大家在起步點前，先聽霍會
長對大家的勉勵︰「在一年一度、風和日麗

旅程開始後，沿途安排了一些遊戲節
目，無論大人、孩子都玩得不亦樂乎。

的日子，大家來到馬鞍山郊野公園。這地方

約一小時路程後，同樂組魚貫抵達終

很優美，同時陽光普照，象微我們的事業如

點。一進場內，立即收到工作人員熱情送上

陽光一樣普照大地。

的水果，讓參加者立即消暑解渴。

之後又安排了分組遊戲，讓全場的參加
者分別入組，進行競技項目。大家都積極投
入，希望為自己小組創出佳績。
最後，霍會長頒發各項賽事的獎項後，
大家便依依不捨地陸逐上車回程了。

今年的秋季步行，喜耀小西灣幼稚園亦
一同參與！完成路程的孩子，在這偌大的遊
戲區內與家長一起玩耍，場面十分溫馨。

企業團隊，支持文化教育
此外，今次更有商業機構組隊參與，例
如新達化工派出三隊，積極推動企業團隊，
支持文化教育。

陣陣飄香，惹人垂涎

挑戰組的冠軍隊伍，接受霍會長的頒獎

中午時分，六個美食攤檔亦已準備就緒
同樂組起步前，霍會長正在勉勵大家

「一年一度的步行籌款，實際上是凝聚
了大家，讓大家有機會在此聚會、分享，一

了。當各檔主將美食的包裝打開，食品包括

挑戰組

豉油雞脾、雞翼、煎墨魚丸、煎餃子等等的

冠軍：朱鈺威、呂國榮、呂嘉洛

香味立即散發出來。當大家聞到陣陣飄香，

亞軍：新達化工Ａ隊

無不垂涎欲滴，立即把各攤檔都圍得水泄不

季軍：謝斌、謝卓茵、謝承軒

通。

起吃東西，一起走上高峰。法住的事業有賴
大家的努力，每人的一小步，累積便是一大

勇猛精進組

美食組
一同唱和，分組競賽

最具創意大獎：六六無窮，善款陸續來

步。步行籌款就是一人一小步，累積成法住

中午過後，挑戰組的參加者亦陸續抵達

的一大步；再推廣下去，就是我們所從事的

了。在大家享用過午餐後，大會首先安排喜

最美味大獎：桃李滿門

性情教育、文化事業向前走一大步！」

耀合唱團獻唱多首歌曲，帶起了全場氣氛。

最上鏡大獎：出心出力又出錢，謝謝愛心俏檔主

最熱情組合獎：喜耀綿綿

法住文化講座：後美國大選及十八大會議的國金形勢
美國總統大選中奧巴馬得到連任，同

是這兩個主義相爭。……奧巴馬上場後，

出香港的聯繫匯率問題。針對黃先生的觀

時中國十八大亦剛剛落幕，新班子亦已誕

不管誰人接任財長來繼續他的凱恩斯主

點，陳博士認為：「始終要留意一點：人

生。這兩件大事，對世界金融有重大影

義，我都看不見出路。我認為透過減稅，

民幣不是全世界接受的貨幣，港元若貿然

響。因此在十一月十三日的法住文化講座

美國的經濟尚可以有一線生機。」

放棄與美元掛勾，而與人民幣掛勾是不可

人民幣變成國際貨幣，便不需要港元

與人民幣掛勾，問題才會迎刃而解；但細

能的。除非人民幣變成國際貨幣，然後再

中，著名經濟金融分析師黃溢華先生，即
以「後美國大選及十八大會議的國金形
勢」為題，為來賓作出分析。

美國：低稅率 vs 增加政府開支
除黃溢華先生外，今次更邀得陳寶明
博士一同分析。陳博士是悉尼大學經濟財

討論的過程中，陳博士再指出：「美

心一想，人民幣若成為國際貨幣，那還需

國的科技先進，生產力仍然很強，但政策

要使用港元嗎？到時，聯繫匯率的問題亦

上不肯固本培元，而是逼外國借錢、買債

不存在了。」

券，及要求外國財幣貶值。」
而美國與中國的互動上，黃先生即帶

預告：法住文化講座「漫天風雨待黎明」將於
2013年2月至4月期間舉行，詳情留意公布！

務博士，在多家大銀行中服務過，目前仍
活躍於金融界中。他們兩位對當前世局的
探討，在現場引起不少回應。
陳博士指出：「在經濟圈中認為，美
國目前是兩大勢力的鬥爭：一是列根主
義，主張以低稅率來刺激生產力；另一是
凱恩斯主義，主張透過增加政府開支去制
造就業機會。而民主黨與共和黨相爭，就

黃溢華先生與陳寶明博士一同分析國金形勢

兩位嘉賓對當前世局的探討，引起現場不少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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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講座之四

死︰死之恐懼與
死之超升
（四）

再進一步，對死者的哀悼與紀念，就不止舉

早學習，不要把麻煩或未了的責任給後人，照顧

的支持下兩人一起踏上旅途，按照清單上的事情

行葬禮，還要定期紀念，祭祀。曾子說：「慎終

瀕死者的心理，如何得回生命的尊嚴，宗教、文

一項一項去做：高空跳傘、瘋狂賽車、探訪金字

追遠，民德歸厚矣！」通過這樣的活動，使死者

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藝術等不同科際如

塔、泰姬陵、長城……結果得到許多意外的回

的形象和人格重新在我們的心靈上展現出來，一

何參與對死亡的討論，發揮作用以協助人生過最

應，包括修補了其中一人與女兒的裂痕。是不是

再感受，幽明的隔別得到相通，人的性情得到安

後一關。這些都是死亡學的課題，隨著現代人的

很有意思？也許太戲劇性，但至少使他們的人生

頓，則死者雖死猶生。所以古人認為祭祀是鬼神

心靈愈來愈空虛，有愈來愈被重視之勢。東方人

再無遺憾。

之會。人死後，「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禮

因為比較重視情，往往曲就病者、危者、瀕死者

另一個例子：蘋果電腦的創辦人喬布斯，

記》〈祭義〉），所以「鬼」是「歸」的意思，

的心意，不忍逆其旨。從結果上看，這樣做往往

十七歲時，不知從哪裡學到一句話：「假如每天

而「神」本是「氣」，可以升揚，所以「神」

無功，反而增加麻煩，甚至因此而付代價。所以

都是自己的最後一天，終有一天是會如此。」

是 「 伸 」 的 意 思 。 人 生 前 ， 形 氣 一 體 ； 死後 ，

如何看待死亡？情與理如何兼顧？非自己有一番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禮記》〈郊特

洗煉不可。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從此他每天都在鏡

牲〉），兩者分散。直到後人
祭祀，分開了的魂魄，亦即鬼
神，纔重新會合，與子孫相感
應，由此可見祭祀的重要。孔子
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論語》〈八佾〉）人必須先

編者按：法住機構在去年三月起主辦一連
四講的「生老病死」講座。消息傳出，門票迅

料極其講究。這些巨木，都是生於深山窮谷之

實這一關，在眾人的注視下，為了面子，往往耗

有此心，先盡己誠，纔能打破幽

中，經數月方能運至墓地。為了使死者在地下也

盡資財，甚至借貸，背了一身債，就太悲哀了。

明之隔，而生起一種感動。情不

有舒適的空間，墓室都很寬敞，裡內的陪葬物品

輕重不分，是非不明，人世間是會有許多顛

應有盡有。如以長沙馬王堆漢墓為例，便藏有大

倒的。流風所及，民間更有董永「賣身葬父」的

會冒起，何只「十倫」？根本全

量米糧、水果、瓜菜、牛羊馬狗、雞鴨鷓鴣，又

故事，成為二十四孝之一。若出於性情，不忍父

幅都是性情的湧現。

有羮肴美酒，非只一端。此外，更有守墓人或陵

親暴屍於野，為蟲蟻所害，必須歛葬，這道理人

人間的可貴，就是這一份

官，負責管理，按時致祭，所具食品，如生前一

人無異辭；但一定要厚葬，甚至賣身以換取別人

情：人情、親情、愛情、友情、

另一則故事同時見於〈檀弓〉：齊國有一

樣。以孝為名，其實是權勢的炫耀，愈求這些虛

的稱譽，哪有必要呢？過分，就變成矯情了。盡

思念之情、追慕之情、哀戚之

位大夫叫陳子車，客死於衛國。他的妻子和家宰

榮，反映出他們的內心愈空洞，愈要用物質來掩

心，不在形式。

情、愛惡之情、尊重之情、勇決

（管家）商量以活人殉葬。或許這是陳子車平日

蓋。這就是忌諱，形成面子文化。中國徒然擁有

流露過的意願，因為他一直生病，需要人侍奉，

一種優秀的歷史文化，但人卻過不了現實的一

死後自然希望繼續有人侍奉他。他的妻子和管家

關。很矛盾！

速售罄，講座期間仍有不少來賓到來等待後補
席位。本講〈死之恐懼與死之超升〉為第四
講，謹節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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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德永在，人間的種種倫理都

“

子前面問自己：「如果今天是
我的最後一天，我有甚麼事情

當死亡來臨，你就看到自己的一生。你走

過的路不能改變，現在已經到終站了，你要下

變某些東西。也許，喬布斯給
自己的壓力太大了，讓他每天
都變得神經兮兮，每天都要完

車了。這是結果。至於何以有此結果？那已經

成些甚麼。但這樣的壓力，並

由旅途決定。這是你選的路：你學過甚麼？做

時間賽跑，做出與人不同的產

過甚麼？走過甚麼？你取得過甚麼？付出過甚
麼？現在點滴歸宗。沒有爭拗，不須討論，由
生至死，自然而然。

之情、付出之情、回報之情、

4. 生命終結的哀悼

要做？」他的答案就是他要改

”

貫徹之情、成全之情……。人在生時，被現實綑

由於死亡首先是自己的事，最終還得自己過

非每人都能承受得起。他要與
品，不惜壓縮他的人生。正
如毛澤東的詞：「一萬年太
久，只爭朝夕」，這種鬥爭精
神並非一般人能夠具備。在死
亡的關卡下，時間的壓力同時
出現。原來生存是由死亡界定
的，死亡則是由時間界定的，

這正是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的主題。在時間的

葬禮本來就是為了哀悼一個生命的離去，

縛，有許多責任、利益糾纏，情被壓抑；直到當

關，恐懼、逃避、掩蓋，有甚麼用？反而顯得自

就自以為明白他的心意，要成全他。陳子車的弟

從這一角度看，忌諱不只是理的掩蓋，也

原出於情，而非只是順應習俗要求，將之變為一

事人死後，現實的綑縛解開，再無顧忌，情便純

己窩囊。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反過來

弟陳子亢（或即孔子弟子陳亢）知道了，提出反

是情的扭曲。親友離世，本來這是一個讓我們認

個向別人或社會交代的形式。順形式而趨，這在

粹了。人可以很公平地、很自然地率性而行：敬

也可以說是「未知死，焉知生？」把死亡放在人

對，說：如果兄長死後還要人服侍，有誰比得上

識生命、感受生命、深入生命的機會，葬禮有深

本質上已異化了，只有回歸禮之本原，纔知道禮

是敬、愛是愛、念是念、哀是哀。義出乎心，理

生的旅程表上，你就知道為甚麼海德格說：人生

是的，當死亡來臨，你就看到自己的一生。

他的妻子和管家？所以要殉葬的話，不如以他們

刻性、嚴肅性、超越性、神聖性，若將之變為排

亦不可少。孔子在世時，即發揮此義，他自己學

出乎情。孔子為甚麼那麼重視孝道，中國文化為

是「向死的存在」。你必須正視，作出反應，否

你走過的路不能改變，現在已經到終站了，你要

兩人來殉葬。此語一出，沒有人再敢堅持。

場，就失去意義了。

禮，亦囑兒子學禮：「不學禮，無以立」。他要

甚麼那麼重視祭祀？乃至形成一種孝文化？正是

則那一天到來，一切已來不及。你如何看待死，

下車了。這是結果。至於何以有此結果？那已經

在道德敗壞的社會重建禮樂，用心是很深遠的。

因為中國人重視情，面對死者，面對祖先，心不

即決定你如何看待生。反過來，你如何看待生，

由旅途決定。這是你選的路：你學過甚麼？做過

容已。

也就知道如何死。生是機會，但這個機會其實是

甚麼？走過甚麼？你取得過甚麼？付出過甚麼？

情與理，其實就是私情和公義。為了滿足自

壓力之下，你會慌亂嗎？你會不知所措嗎？

四、慷慨捐生與從容就義

己的私欲而犧牲別人，當然不合理。這個理不是

在《禮記》一書中，我們看到很多孔子有

抽象的理，而是人心性情的普遍化，然後為我們

關禮的言論，尤其喪禮、祭禮，更是詳盡，配合

不過，最好的紀念不止在於定期祭祀，乃

死亡給予的，正因為死亡在前，你纔珍惜生。所

現在點滴歸宗。沒有爭拗，不須討論，由生至

的理性所認識，於是稱之為「義」。用現代語言

當時的倫理社會，宗法秩序，設計出各種禮儀規

至有子嗣繼承香燈，這些都不免著眼於迹。更有

以，你把死亡看作是人間無可奈何的悲劇，還是

死，自然而然。

說，就是合理的行為，或合乎道德的行為。禮就

定，如喪服、喪具、喪期、祭法、設奠、立廟、

意義的做法是繼承。《中庸》云：「夫孝者，善

一種最後的自由？若能從死亡中看到自己的創

這是因果，但並非有一個神秘力量來控制的

是以這個為準，所以禮必有義。陳乾昔的兒子沒

樂舞……還有出席者的的身份不同，其要遵守的

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能夠把死者或祖

造，你還會猶豫不決嗎？你知道自己該做甚麼

因果。這也是自然，如是因即有如是果的自然。

有聽從父親之命以兩侍婢殉葬，就是因為他知道

禮儀亦不同，各方面都力求規範，成為一種教

先的心願予以實現、完成，纔是最有意義的事。

嗎？尤其是，當你知道自己將死，生命還餘下多

一切都是你自己；你如何生，即如何死。

父親的要求不合理。若以愚孝行之，反而會陷父

化。所以說：「祭者，教之本也」（《禮記》

為甚麼？因為能接上死者或祖先的心，使之莫有

少時間時，你會安排倒數的日子怎樣過嗎？

親於「不義」。陳子亢的例子亦然。

〈祭統〉）；若詳細說，則有「十倫」，如「君

遺憾。「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有一套電影，《玩轉身前事》（The Bucket

但若是非自然的死亡，如殤者、夭者、溺者、傷

由此可知，禮雖然以情為本，但這個情絕

臣之義」、「父子之倫」、「貴賤之等」、「親

陸游一生愛國，臨死念念不忘光復河山，臨死叫

List），主角知道自己患了絕症，只餘下一年壽

病死者、意外死者，也如此嗎？特別是一些自願

非私情，而是性情，人人皆具，而且可以彼此相

疏之殺」、「爵賞之施」、「夫婦之別」、「長

兒子謹記，有一日大願得成，勿忘稟告。這是陸

命，他決定好好地滿足自己。他先列出一張清

選擇死亡的人，可以不死而冒險犯難至死的人，

通。所謂人心的普遍性就是從這個地方說的，初

幼之序」……等等。及至民間，數千年慢慢推移

游的理想，也是家族的使命、國人的使命。身為

單，寫下自己一直想而又無暇去做的事情，例如

也如此嗎？

步不必經理性論證。孟子與告子辯論，指出仁義

演變的結果，亦成為一套習俗。例如臨終徙鋪、

讀書人，陸游自當有其歷史的承擔。民族命運之

他想去看的奇蹟與遺蹟。他寫好後，不顧家人反

都是從內起，而非告子所理解的「仁內義外」。

沐浴更衣、招魂、飯含、發喪、守靈、戴孝、入

外，更有其文化的延綿。張載說：「為往聖繼絕

對，與一位萍水相逢，同樣患絕症的朋友，在他

一般人總以為合理與不合理的事由客觀條件決

殮、出殯、安靈、封土、做七、守孝、除靈、定

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不只是一家一族的承

定，則禮義問題完全是制度問題、客觀規範問

時祭祀……等等，非常繁瑣。現代人生活和工作

擔，而是整個民族的生與死，整個人類歷史文化

題。如貴族死後須否妻妾殉葬？即依規矩（習

都很繁忙，很少人能明白其中細節，所以執行起

的生與死。

「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圖：孟子像）

來需要專人指導。隨著社會改變，這一套風俗自

總之，紀念先人之意義十分深遠。哀悼不能

性情而來。不要說春秋時代已廢止活人殉葬之

也許，主張厚葬的人會引孟子的一句話：

然會趨向簡化。祭禮之所以如此繁瑣，根據我們

止於哀傷，應該化為承擔；接過先人的棒子，成

禮，有人要保留此野蠻風俗也一定被唾棄。文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又

上文所說，其本意是盡人情、盡生者之心，亦即

全其心願，成全其理想；一代一代，化為震動人

明，是以人的道德自覺為進步的標準的；至少，

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離婁〉），來證

通過這些細節來表示對死者的哀悼、珍惜。這是

心的歷史景像。後有覽者，必然聞風而起，投入

在中國文化是如此。

明儒家也贊成把葬禮辦得風光一些，但孟子的上

我們最後一次向死者致意，還有甚麼保留？能付

參與，以生命作見證。

不過，能作到這一步太難。中國的先賢雖

文是「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

出的都會付出，所以不厭其煩，也不要讓自己因

能知之，但活在現實世界的人受現實壓力，常居

於人心」，不過，「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

禮不足而悔恨。

於恐懼之中，便產生很多忌諱。如出身低，怕被

之，吾何為獨不然？」意思是若經濟條件允許，

季札掛劍、伯牙碎琴，我想這兩個歷史故

人瞧不起；貧窮，怕受人白眼；讀書少，怕沒有

葬禮是可以講究的。言下之意，若條件不允許，

事可以充分代表人間的生死情誼。前者代表承

資格參與交際……所以很多人都學會掩飾自己、

那就不必強充門面。畢竟，禮之本在情。

諾，後者代表知音。當生死隔絕，唯一能顯示

俗）解決。如此即不明制度的設立是依人的內心

有人認為：自然死亡，壽終正寢者是如此；

在某一程度上，我認為都是如此。區分只在
死者是否自覺。（未完）

這就是歷史精神的形成。人類能得以不死，
實 有 賴 其 傳 統文 化 能 繼 續 發 揮 作 用 。 一 切 均 可
改，生命亦可死，唯有文化不能死。若文化死
亡，生命便無所依止了。

包裝自己，或投靠名門來抬高自己。所謂趨炎附

關於此義，《論語》、《禮記》其實說得

有一種不變的價值、超越生死的，就是情，就是

勢，結果形成勢利社會、虛假社會、沽名釣譽的

十分清楚。如《禮記》〈檀弓〉篇記子游問喪

信，就是誠，就是義。試想：若人死，一切關係

死亡是人生的大限。由於恐懼，使我們不

社會。反映在喪禮的問題上，大家都要把喪禮辦

具。孔子說：「稱家之有亡」，意思是看家中有

都解除，一切承諾都勾消，那麼季札的劍就可以

敢正視死亡，於是改為逃避，不敢接觸，甚至不

得非常風光、非常體面，甚至競相豪華。帝皇之

無（亡）財力而定。跟著又說：「毋過禮。苟亡

留為自用，伯牙之琴亦可售給別人。但誰會這樣

敢談及死亡這一回事，於是轉出忌諱心，加以掩

墓室固不必說，即使一般貴族、士大夫階層，也

矣，歛首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

思考？除非是很現實的人。看重現實價值必然沉

蓋。但掩蓋得了嗎？從客觀事實上說，生即有

極盡耗費之能事。如棺椁，有三重四重，外塗黑

哉 ？」 若 無 財 力 ， 只 要 把 屍 體 包 好 ， 便 可 以 下

沒於現實，再也看不到有些東西可以超越眼前利

死，如何掩蓋？所以西方人主張要理性地對待，

漆，內以朱油，再繪以種種彩圖，而且棺木之木

葬。別人哪裡能非議呢？但人往往就是過不了現

益，永遠發光。

認識人會死這個事實，及早準備，及早安排，及

5. 小結：我們如何面對死亡？

人生再無遺憾。（圖：《玩轉生前事》刻照）

第 六 版

二○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現在才只是開始！
─首屆馬來西亞「喜耀生命」初階課程報導
今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一日，首屆馬來西

第一屆的馬來西亞喜耀生命初階課程

文︰周懷熙

紛紛表示，能夠在馬來西亞學到中華文化的

在這次初階課程中，除來自香港的導

精髓，真是何其幸運，「這課程實在是所有

等待多年，喜耀生命初階課程終於在

師班底外，更有賴多位來自新加坡的同學，

華人都應該學習的！」，這便是「喜耀」了！

新山開辦，並得霍韜晦教授親臨主持此項課

特意到來支援擔任少師。因為人才是課程中

誠如霍教授所說：「法住雖然三十周

程，南方大學學院協辦，大家心中都非常感

最重要的一環，如果沒有新加坡同學們的參

年，不過現在才只是開始！」中華文化的復

動。

與，這一屆的初階課程將很難辦得成。

興，並不是在我們這一代人就能夠見證得到

亞喜耀生命初階課程圓滿完成了！

會所擴建工作

第一屆的馬來西亞喜耀生命初階課程，

的。亦如馬來西亞有幸能開辦喜耀生命初階

一共有五十三位同學順利結業。他們雖然來

課程，也只是一個開端。日後我們更要好好

三個月前，馬來西亞喜耀文化學會得悉

自各行各業、不同背景，但在霍教授的教導

學習維護及守著我們的文化，珍惜身邊的助

即將開辦首屆「喜耀生命」的安排時，會內

下，都一一得到了成長的喜悅，課後大家都

緣、善緣與情緣，並將之弘揚開來！

的各位理事都雀躍不已，商量著首先要解決
上課場地的問題。由於會所三樓的講堂空間
有限，不足以容納五十位學員及導少師，因
此決定將擴建三樓。
擴建過程中，許多同學自願晚間到學會
值班，而主事的余德良理事，更每天到來監
督進度。有賴大家的付出與貢獻，終於能在
兩個月內趕工完成，讓課程能如期開辦。
與此同時，我們得到五福城市發展商
（Tanah Sutera Development Sdn. Bhd.）慷慨
撥捐馬幣100,000元，作為是次此擴建的主要
經費；另外又得馬來西亞喜耀文化學會會長
馬英耀先生、Linkway Capital Sdn. Bhd. 等的
捐助，學會才有足夠的經費，來完成擴建會
所的所需開支，特此致謝。

五福城代表陳高興先生（右三），移交馬幣100,000元支票給喜耀文化學會會長馬英耀先生（左三），
南方大學學院祝家華教授（左二）亦有出席見證

第一屆馬來西亞「喜耀生命」初階學員感受
何心慈

葉苑和

南方大學學院規劃與認證處高級執行員、

工程經理

兼職講師
上這個課程有很大的啓發，有時候現

課程中領悟到我們要學懂珍惜當下。

代人就是太過忙碌，很久沒有去跟內心

自己很多時候就是將東西放一邊，這是

對話，就慢慢麻木了，原來很多時候答

我對待事情的態度，上了這個課程，無

案就在眼前，只是我們沒有去發現。然後

形中讓自己有很大的感受，才發現很多事

這個課程幫助我們找到內心的自己，原來被封閉很久很久。這個課

情沒有去珍惜、解決，過了後就回不了頭，人生是沒有彩排的，這

程是幫我們找回自己的本質，原本應該真誠對待彼此，不過身處

個是課程的重點。夫妻方面就是要珍惜當下，比較會在乎對方的感

的環境，已經變成不是自己的自己，透過這個課程，我找回了自

受，這個課程拉近了太太的關係。

己。這個世界只要真誠待人，這個世界總是美好的！這個課程對我

課程完了，回到我的公司，事情有馬上去解決，就是針對當

有改變，讓我的心靈有成長，懂得更堅強面對自己的人生。而且這

下，做起事情來就特別順暢。在思考方面，不會因一件事情的耽擱

個課程，只要用心上課，用心跟上師、導師、少師們配合，一定會

而影響了全局的判斷。以前會拖拉，把東西擱到一邊，不過現在肯

學到很多東西！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課程沒有宗教色彩！

面對，就會有力量！

馬來西亞喜耀生命初階第一屆大合照（大家舉起「1」字，表示這是馬來西亞第一屆初階，大家都引以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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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性情女子的思與行─ 斯華文集序
斯華是才女。但若僅欣賞其才，便不足
以知其人。

棘；又為中軍，策應四方。俠女之形象逐步成

版社編輯部同仁結集，再由袁尚華君編定，

熟，並傳遍遐邇。

彙成六冊；讀之即可知斯華之思想與行事，
何以動人如是之深。

人難得。世上有才者甚多，以才顯，以

然斯華並非只有勇，臨危可以授命，其

才名，以才欺世，以才自高，比比皆是。彼等

內心更有柔情，善體人意。她帶領團隊、凝聚

書成待刊，諸子請序於余。余忝為其

於俗世雖能動一時之聽，但活在自己世界，終

同道、學生，真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任何

師，又為其長，二十餘年，知之深，惜之切。

其生亦不過是過眼雲煙，剎那光輝罷了。

困難、任何阻逆到她那裡，片言即解。我也不

斯華之逝，余如斷雙臂。但人可逝，情不可

才之外，更重要的是情︰有性情、有人情、

知道斯華何以有此本事？有此威信？總之，她

逝，斯華對法住事業及歷史文化之大情尤不可

有深情、有大情，有歷史文化之情，然後有無

是一柱擎天。法住事業過去二十多年的逆勢開

逝，方今危難之秋，無人對中國文化之情有如

盡的救度眾生的悲憫之情，如此方能解開自

拓，若無斯華，是不可能有此成果的。但同時

斯華者。人心渙散，何日凝聚？唯有寄望於讀

己，入於人心，而動於千古，化為行動，即見其

我也知道︰法住的艱難，腐蝕了她的青春。

斯華書者，知所領悟。

堅毅之人格與無怨無悔的付出，感人至深！

一個任何人看了都會覺得心痛的女子，

斯華就是這樣的一個性情女子。她在隨

一個性情、人品近乎完美的女子，在她的能力

我讀書、隨我做事之前，憑自學，已打下了極

正要進一步發揮、成長的時候，癌魔卻奪去了

好的文學根基，對傳統文化有一種發自內心的

她性命！臨危，她對同門說︰「老師在，我不

嚮往。喜歡讀書，入圖書館，每忘其飯；至書

可以死！」不可以死而竟死，這不只使和她相

店，站立終日而忘其勞。讀大學時，已寫出一

濡以沫的夫婿袁尚華博士悲痛欲絕，法住同人

手感情極深厚、而思想極純正的文字。方之大

如喪考妣，我也擲筆久之，問天無語。
柱崩樑壞，連同前一年我妻子李泓之

川，句句注入的不是眼前景象，而是深藏於背

逝，法住幾乎一蹶不振。幸同仁堅守，更有新

後的歷史情懷。她寫古代人物，筆尖總是帶著

人加入，始逐步穩定。回想斯華之付出，捨己

敬虔。以此來看現實，現實的人當然距離太

忘身，任勞任怨，法住當有所作，當有所紀。

遠。斯華說︰她寧願看山。這說明了她內心的

但無論作甚麼，紀甚麼，亦不能使其復生，再

高潔，與不肯妥協的性格。她的夢想我知道︰

聞其笑語，痛哉！無已，唯有將其愛護法住之

就是要回歸書本所說的世界，如孔孟所說的人

心，守護師門之志，公之天下，使人間正氣，

格世界和性情世界。因為她認為︰這才是人當

永久流傳。

者乎？

2012年秋日
霍韜晦序於香江法住之室

《黎斯華文集》（共六卷）

即將出版

家，可謂別樹一格。她的遊記、筆下的故國山

噫！斯華不可復得矣，斯華之志有繼之

知其人，便要讀其書。斯華之才識與未

有的生存之道。
斯華參與法住工作之後，即認定此為其

遂之志，即盡在其文章中。余知其文章初無

終身事業，義無反顧。她知道法住的理想與其

計劃，但應事、應理、應人而寫，體例未盡

卷一︰未磨之劍

平生之志向相合。她曾把自己比喻為一把未磨

嚴格，但卻是斯華學習中國文化，實踐性情

卷二︰我的成長

之劍，知道自己很需要在實踐中磨煉。不過，

之教之心得，一言半語，都非常珍貴。其論

芸芸眾生、茫茫世界，何處更有實踐理想之道

人生、論粵劇中之常情、論儒與佛、論史，

卷三︰人生愛語

場？唯有法住，逆流而上，以大無畏，作獅子

均有獨到之見，不畏權威，不隨流俗，大部

之吼。斯華遂自請為前鋒，揮其慧劍，披荊斬

份尚未正式出版。今連其少作，先由法住出

萬物錯過！

卷四︰粵劇常情
卷五︰儒佛融通
卷六︰史學精神

新加坡的成功和還需要甚麼？
─ 霍韜晦教授講座報導
二○一二年初，新加坡李顯龍總理在國

當代大小國家無不受經

會提出「要進行全國大對話」，和人民一起

濟危機影響之際，新加

探討規劃未來二十年新加坡的願景。

坡卻創造了一個奇跡。

而首場回應政府大對話號召，由民間團

他總結新加坡的成功有

體東亞人文研究所及新加坡南洋孔教會以聯

十大因素：廉潔、務

辦的「『我們的新加坡』還需要什麽？」講

實、法治、領導人高瞻

座，便於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在新加坡中華總

遠矚、政府用人唯才，

商會嘉庚堂中盛大舉行。

人民勤懇守法……。其

文：黃治樂

中固然吸收了西方文

首場回應號召的民間講座

化中的民主、開放、平

該場講座特別邀請了霍韜晦教授，以及

等、自由、包容等觀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退休教授暨知名作家王

念，同時也對華人的生

永炳教授主講，並由新加坡華文學習研究院

活習慣、做人處事的基

院長蔡志禮博士擔任講座主席。當天出席的

本觀念、家庭倫理的中國傳統文化等等進行

來賓人數超過五百人，包括了新加坡教育部

吸收，而能做到儒家政治管治理念中的「足

兼律政部高級政務次長沈穎女士，及新加坡

食，足兵，民信之矣」。

霍韜晦會長在講座中，提出要重建道德生活、開發人的性情以面對人類文化
的挑戰（左：另一講者王永炳教授 中：蔡志禮博士 右：霍韜晦教授）

貪欲永無止境，須賴修養功夫
在最後的問答時間中，一位現場來賓問
及為何新加坡採用了「高薪養廉」的政策，

然而，霍教授亦提出了一些問題讓大

仍然有高官涉及貪污醜聞呢？霍會長即指

首先展開演講的是王永炳教授，回顧了

家思考，讓大家發現到當今的權利文化、物

出：「光有高薪還不足夠，因為人的貪欲可

新加坡立國四十七年來幾個教育政策，王教

質文化及福利文化等等，其實會造成內耗矛

以無止境地膨脹，如果沒有道德修養的文化

授最後指出新加坡需要的，其實是回歸傳統

盾，並因而付出極大的代價，所以必須要有

教育的話，即使再高的薪酬，還是不能達到

文化，從傳統文化裏汲取智慧來解決目前所

警惕心。他更進一步指出「大對話」其實應

養廉的效果。」

面對的問題。那是新加坡本已有之的，只是

該擴大到和西方文化、當代主流文化對話，

講座後一眾嘉賓包括政府重要官員都驚

徹底反省當代文化的不足，提供新觀念，開

訝霍教授居然這樣深刻的了解新加坡！隨後

創新政制。但新加坡人能有這樣的識見和氣

霍教授和另外兩位學者，還接受了新加坡958

魄嗎？霍教授最後毫不客氣的提出質詢，希

電台的訪問，再次對講座內容作出總結。

望新加坡人能再進一步。

（訪問片段即將上載Youtube，敬請留意）

文教界人士，場面非常熱烈。

長期被忽略了。

新加坡雖小，仍可有所貢獻！
之後是霍教授的演講，他首先提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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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
「喜耀生命」主題分享會

● 霍韜晦教授最新著作
《生老病死》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人生下來，似

時間︰3:00-5:00pm
地點：喜耀生命教育中心（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四樓）
費用：全免 查詢：2760 9898 網上報名︰www.dbi.org.hk

乎就是要解決生死問題。當你面臨死亡，財
富、名聲、地位、權力，全都變得不重要。
這幾個階段，都是人生所必經，即使你多麼

● 12月22至28日
初心禪

成功，多麼富有也不能閃避。但誰能透入
生、老、病、死的奧秘？誰能正視它們的來
臨？誰能識得其中的深意？

主持︰霍韜晦教授
地點︰中國廣東肇慶抱綠山莊
查詢︰2760 9898(蘇小姐/香港) 或 (65)6842 1123(蘇小姐)

在生命的重要時刻，人必須有智慧。本
書即為在現實中為生活所困而不忘生命之智
慧者而寫。

● 12月30日
覺醒的力量──
法住機構「喜耀生命」第22屆高階同學為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舉行慈善籌款晚會

定價︰每冊港幣108元

其他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六樓「展貿廳三」
購票及查詢︰2760 8878
基金網址︰www.xiyaofund.org.hk

● 逢星期日
法住經會：《勝鬘經》
《勝鬘經》乃佛教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系統的重要經典，上承《法華經》
眾生同歸佛乘之教，透視此混濁世界的本質，開示眾生自我超升之道，及如
來藏思想之微妙深義，確立學佛者最深的動力根源。經典主角勝鬘夫人，以
女居士身份主持說法而獲佛陀印可，前無古人，使經典散發無盡魅力。在中

精選課程

國佛教傳統，《勝鬘經》具有重要地位，魏晉、隋唐多位名師，均曾作釋，
惜近代佛教衰落，認識本經者稀，誠難無憾。
為慈愍眾生，當代著名佛學家、法住機構創辦人霍韜晦教授，於80及90

● 12月12-16日
「喜耀生命」第144屆

年代即曾講解本經，甘露兩施，錄音遠傳海外，聞者歎未曾有。今由袁尚華
博士重宣妙法，切勿錯過！

時間：7:00pm ~ 11:00pm （星期三至五）
2:30pm ~ 11:00pm （星期六）
1:00pm ~ 7:00pm （星期日）
地點：法住機構總部 （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查詢：2760 9898（蘇小姐）

● 2013年1月9-13日
「喜耀生命」新加坡區第82屆
查詢：(65) 6842 1223 (蘇小姐/譚小姐)

網址︰www.xiyaoculture.org

● 2013年3月13-17日
「喜耀生命」馬來西亞區第2屆
查詢：(607) 289 0380 (周先生/蘇小姐)

講者：袁尚華博士 時間：10:30am
地點：法住文化中心（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四樓）
查詢︰2760 9898（免費參加，歡迎有緣）

法住機構．文化書院．文化中心．喜耀生命教育中心

2013年 始、春季課 程
１月１４日始季開課
生命成長，不離修養，專業以外，還須讀書
尚有其他最新法住信息
請瀏覽法住網站：www.dbi.org.hk；
或法住文化書院網站：www.dccs.edu.hk

法住機構「喜耀生命」第22屆高階同學為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舉行慈善籌款晚會

覺醒的力量

2012年12月30日（日）
香港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六樓「展貿廳三」
購票及查詢︰2760 8878
基金網址︰www.xiyaofund.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