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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國學，做個有自己文化內涵的中國人
霍韜晦
甚 麼 是

歸虛無。人生，究竟有甚麼可以留下？

纔予以廢除，改立和平憲法，儒學

這種對生命更高價值的尋求，在中

我以為是

纔真正式微。而印度人之印度學

國很早就已經出現。孔子求道、孟子求

立國之學。無

（ Indolog y ），亦如漢學（ Sinolog y ）一

道、老莊求道、諸子百家求道，「朝聞

學，國何以

樣，均起自西方，不出自本國，是西方

道，夕死可矣」，這就是一種超越於一

立？如人立於

人研究東方民族、語言、文獻、風俗之

切現實價值的追求。這也就是從反面證

世，無學、無

學科，這和我們自覺地維護自身文化傳

明了：即使獲得一切世俗價值的滿足，

品、無業、無

統的基本態度不同。這種對自身文化傳

富貴壽考，仍不能安心。

德，如何在人世中生存？人活著總不能只

統的基本態度，我認為它首先是一種感

這就是「國學」，成就人生更高境界

靠一個軀體；軀體以外，還要甚麼？孔

情。它來自歷史，來自民族自身成長的

之學。在這一意義上，它超越國界，成

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

病苦經驗，不斷累積，深入血髓，形成

為一切人均應學習的學問。但由於這種

立」，則「學」與「立」，必有關連。

一種集體意識、民族靈魂，所以決不能

學問孕育於中國的文化土壤，所以中國

「學」甚麼？孔子的答案是學禮樂、學詩

像西方人那樣將之客觀化為一種知識。

人傳承之、延續之、發揚之、光大之，

書。所謂「不學禮，無以立」，「不學

知識不能立國，唯有超越現實、直透歷

責無旁貸。

詩，無以言」，孔子如此教他的兒子，則

史本原的一種形而上的感情纔能立國。

正因為在人類歷史上，中國人首先成

亦必如此教各方來學。詩、書、禮、樂，

這就是「國學」的根基，非淺見者所

就這種學問，於是很早形成傳統。唐君

都是文化修養，加上《易》、《春秋》，

知，更非汲汲

即成六經。「經」為常道，即自具永恆之

於現實功利者

性，任何時候都存在於天地間的真理，不

所能明白。中

這就是「國學」，成就人生更高境界之

西方文化則為

受環境影響，超越於歷史而又運行於歷史

國不亡，並非

學。在這一意義上，它超越國界，成為一切

多元；中國文

之中，於是成為陶冶人成長的資源。中國

因為有技術、

立國三千年，可以說，即以經為中心，合

有武器、有軍

史、子、集而成四部。這就是中國傳統文

事力量、有經

中國的文化土壤，所以中國人傳承之、延續

化資訊的構成。

濟力量，而是

之、發揚之、光大之，責無旁貸。

「國學」？

五四時代，留洋學者以為這些都是

總
法
新
馬

心，到麥克阿瑟當太上皇時（1945年）

毅先生說：中國文化
的來源為一元，

人均應學習的學問。但由於這種學問孕育於

化後來對外來
文化雖有所吸
收，但大本大
原不變，此即
不同於西方文化

因為我們有成長

的多元並生，恆互相

「國故」；依胡適，應予以重新分類，並

的經驗，有深厚的

再重估其價值。如何分類？便要文學歸文

文化，知道非如此不能提升國民的素養

衝突（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首章 ）。

學、史學歸史學、哲學歸哲學、政治歸政

與品質，非如此不能在歷史的暴風雨中

由此可知，中國文化之所以能不斷的返

治、經濟歸經濟……一句話，依西方的學

通過。把它提煉出來，教化下一代，這

本開新，重師承、重統緒、重融合、重

術分科重新配置。胡適以為這樣纔能現代

就是「國學」的精粹，非常寶貴，非常

一貫，以支持其民族不斷前進。《易

化，把「國學」肢解到國際承認的框架下

難得，只有徹底了悟人生，纔能經得起

經‧繫辭》所謂：「同歸而殊途，一理

纔能確定其價值，真是可憐！難怪十年

考驗。

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思想高遠，

前，還有些研究哲學的人討論中國哲學的

「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比較起

合法性問題。似乎離開了別人給我們的定

來，東方人在這方面的體會比較深，所

義，我們便喪失了參與談論的資格了，亦

以耐力、韌力、抗逆力亦比較強。我們

我認為：這就是中國「國學」的精

即沒有話語權了。中國人，為甚麼自虐到

不怕挑戰、不怕吃苦、不怕現實條件欠

神，它不只適合中國人，還適合世界。

這個程度？

缺，不怕等待，先存養而後察識，只

你願意投入其中嗎？成長你自己，做個

由此可見重建國學的重要。儘管

要一個機會，天迴地轉，我們就可以重

有自己文化內涵和有承擔力的中國人。

「國學」之名，現代學術分科中無，

生。這絕不是因為近百年來受到西方壓

西方人亦未有類似之名以稱其國家之學

迫，我們受到傷害纔引起反彈，而是我

（編者按：本年春季，本院將開設「國學

者，如英國人無英國學、美國人無美國

們屢經憂患，文化的洞見早已成熟。俗

文憑班」，在此是非不明，天天爭拗的環

學、法國人無法國學，只有東方之日本

世上的價值我們早已看透，所以「富貴

境裡，實在浪費時間，浪費生命，為甚麼

人有東洋學、印度人有印度學。但日本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不好好地讀書呢？有意來學者請閱第四、

人之東洋學其實還是以中國之儒學為中

名、利、權勢，雖能動一時之聽，但終

五版資訊。）

部：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電話：852-27608878
住 文 化 中 心 、 喜 耀 生 命 教 育 中 心 、 喜 耀 書
加坡分部：61 Kaki Bukit Avenue 1 #06-26 Shun Li
來西亞分部：20, Jalan Sutera Merah 2, Taman Sute

目標遠大，氣度恢弘，立場明確。人
生，還有甚麼放不開？還有甚麼困惑？

傳真：852-276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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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Park Singapore417943
電話：65-68421123 傳真：65-68421018
ra, 81200 Johor Bahru, Malaysia
電話：607-2890380 傳真：607-289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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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讀中國經典，兼重現代通識
──寫在「國學文憑班」開辦之前
文：霍韜晦
國學，簡單來說，就是立國之學，即中國能夠續繼存在於天

現代人空有許多科技，但無補於精神上的空虛。

地之間的最深的依據。它不只表現在國人的語言、服飾、生活習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許多人都把眼光投向東方，許多人跑到

慣、和社會風俗之中，還在國人的思想裡、心裡、血脈裡，它塑

印度、尼泊爾一些尚未被現代文明污染的山野求道。物質與精神

造我們的人格、氣質、胸襟、眼界。一句話，它雕塑著我們的靈

的兩極發展，反映出這個時代的荒謬與掙扎。

魂。世代相傳，我們纔不會迷失自己。

為甚麼不讀中國的學問呢？我認為：這個時候讀中國書纔是

這樣的一種學問，一向立于殿堂，為歷代讀書人所尊、所

良方。孔子教我們不要逃避，在「天下滔滔」的時候更要覺醒，

崇、所學、所依。但到了近代，中國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

知道自己的承擔：關心社會，關心天下，關心歷史，關心文化。

（李鴻章語），為列強所欺、所侮，中國不能不發奮圖強。在欽

人最重要的，就是在困難之前、危機之前奮起創造。所謂「存亡

羨外國文明的虛弱心理下，中國知識份子轉而求救于西方，提出

繼絕」，原是中國讀書人的神聖使命。但要完成這一使命，首先

「全盤西化」；對固有傳統，不只失去信心，更要去之而後快。

便要對過往的歷史有所覺醒，有所批判；尤其是對自己所犯的錯

胡適認為：「國學」只是「國故之學」，在歷史上已屬過去，今

誤有所懺悔，纔能痛下決心回頭。認識在這幾百年來中西文化路

天有必要依據新時代的標準來予以價值重估，實質上就是要全部

向的差異及其所造成的糾結，纔能從歷史和哲學的高度予以解

揚棄，所以「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之聲，不絕於耳。

開。簡單來說，就是西方之路已是亢龍有悔，唯有東方是我們尚

「五四」迄今，已近一百年。百年國學，與其民族共浮沉。

未發掘的資源。

當中國大陸高舉馬列主義的大旗，國學當然黯然無光。讀中國書

正如上述，國學如今已散諸四方，非中國境內之中國人所獨

者，無以自見，許多學者不得已乘桴浮海，亡至香港、臺灣、南

有。事實上經過百年的反傳統，能認識「國學」的人還有多少？

洋、海外。如錢穆、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

難怪有人將之譏為「遊魂」，在當今社會無處落腳。但若知世道

他們都是傳統意義的讀書人，儒學一脈，就是通過他們的努力，

之變，則國學當如當年孔學之興（春秋）、儒學之興（漢代）、

得以在海外重植靈根。

理學之興（宋元），而且一定過之。為甚麼？因為人類的災難愈

若從國學的內容上說，當然不限於儒學。經、史、子、集與

深重，其性情之憂患愈深，則其對時代之承擔力亦愈大。尅就此

儒、釋、道，無一不是入于國學的門牆；但自思想的核心上說，

義而言，則國學亦非僅限於中國人之學，而是有其普遍性，為全

儒學當然居其首。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不只為人，為學

人類所共有。

亦當如是，這已經是歷史的共識。

中國文化包容性強，「和而不同」，乃君子之風。以之立

若從世界文化著眼，則儒學不同於西方的哲學、科學、宗

信、立德、立言、立國，可為時代之楷模。為此，我們準備籌辦

教、社會學與心理學，但未嘗不可以與之相摩相蕩。西方之學，

一「國學文憑班」，目的是貫古通今，在精讀中國經典之外，兼

以理性為基，向外運思，而動而愈出，不見涯渚。縱雖能知現象

重現代通識，以應時代之需。安頓人心，安頓社會，回向世界，

變化之別，又能建立自由、民主之制度，但缺乏對自己的認識，

帶動未來，優質的文化始終是根本。世俗價值的追求已經無法再

最後淪為本能欲望之工具，傷害生命，傷害環境，恣虐社會，恣

吸引人了，我們所面對的時代將是一個新時代！

虐政經。究竟生命的意義何在？何者當為人類精神價值的歸宿？
西方的外向思維是回答不了的，所以難怪西方的社會日漸沉淪。

有意深造者，盍興乎來！
（編者按：「國學文憑班」詳情請見第四、五版資訊。）

霍韜晦思想解讀
佛學解讀

近現代中國佛學學者所提出的研究法

近代有學者提出了一些佛學研究方法，一方面順著楊仁山先

問題了，而是需要學者自身能有相當的修養程度才能做到。刻就

生諸先賢在佛學研究上的生命契入、提升生命質素之一義；另一

此義，則必須牽涉到實踐修行才行。因此，傅教授的研究方法方

方面，亦融攝了西方在佛學研究方面的客觀進路。例如，印順法

法論背後是有實踐修行的預設。馮煥珍教授則提出了邏輯認知的

師依著解與行須統一的基本立場，提出了〈學佛三要〉及〈以佛

方法是「價值中立」取向的，但佛教思想本來就是有著一種「向

法研究佛法〉來說明研究佛學時應有的態度、原則及方法。方立

上的價值取向」，故若要研究佛學，便須要主體有一種「價值同

天教授近年改變了自己早年所持之唯物論立場，認為研究佛學的

情」的契入才行，這明顯是對學者自身的修養有相當的要求；龔

態度，一方面須有客觀、理性的學術立場，另一方面則須對佛學

雋教授則指出學者從事以客觀的研究進路去研究佛經時，需要有

有心性體會、直覺體驗。

一種放下主觀的態度去探討經典文字，才能真正契入佛法，蓋

霍老師所提出的如實觀的研究法，一方面通過具體的現代探

佛法有其於「文字背後的超驗意義」，而且「悟解比知識更重

求知識的不同進路，以獲得佛教經典背後的真意，另一方面則透

要」；聖凱法師的「綜合式研究方法」，包括了之前所述的客觀

過學者自身的反省，把從經典所發挖到的義理，往自己的生命

研究進路，至於其所言之「解脫詮釋學」，就是「強調佛教哲學

去感受與體會，從而提升自己，而且霍老師極力把中國傳統與

的實踐論與解脫論的特色」。

西方所流行的研究進路會通。吳汝鈞教授可謂順著霍老師的提

可見，會通客觀知識的研究進路及傳統的體驗進路，是近現

法，在幾乎窮盡西方當代的各種客觀知識進路之後，認為實踐修

代研究佛學的人所普遍關懷。霍老師的貢獻在於繼承前人的努

行「比文獻與理論的都更為重要。只有經由它，才能使佛教落

力，並且從佛教原典入手，得到了很多劃時代的研究成果。接下

實於生活」。傅偉勛教授所提出的「創造的詮釋學」，雖然是發

來，我們看看霍老師對一些佛學核心觀念的創新詮釋。

明自西方近代的詮釋學，但是在其研究方法最後的兩層：「當
謂」與「蘊謂」之中，所分別處理的問題是「原思想家（本來）
應當說出甚麼」及「原思想家現在必須說出甚麼」，背後則預設
研究者自身能放下自己的成見，才能一方面通向原思想家，另一
方面能通向現代文化與人的心靈，這就不能光是客觀知識的掌握

許志毅先生
專攻佛學，現為法住文化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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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蛇變幻，君子安然

（註）

—記「癸巳年新春團拜」
文︰蘇芹

霍會長在新春團拜中，勉勵大家要好好修養自己
中所有的美食，都是全體美食組的同學出心
出力，熱心贊助並一起製作而成的。大家在
享用之際，無不感受到他們的一番心意。
然後眾人再齊集旭日堂，在工作人員帶
領下，大家一起參與賀年遊戲。在活動中，
主題緊扣著「新春」和「靈蛇」這生肖，既

三十年來，法住機機一直致力弘揚中國文化，為守護中國傳統文化而努力。

輕鬆又有意義。

農曆新年一向是中國人最重視的傳統節日之一，團圓聚首，除舊開新。每年，我

註：本題取自霍會

們除敬師禮佛之外，亦有盛大的新春團拜活動，全體法住的會友及同學，一起共

長為新春所撰

慶新春！

其中一聯「癸
水流觴群賢畢

癸巳年大年初一早上，法住同學、會

胸懷，這便需要在蛇年中好好讀書，好好

至，巳蛇舞動

友即循慣例，先向霍會長拜年。自上午十時

立志，好好修養自己。……應變必須我們

君子安然」

起，絡繹於途，扶老攜幼、一批一批向會

自己本身有內涵，本身要有功力，本身要有

長，也就是我們的老師致敬致賀，感謝老師

底子。如果我們自己本身沒有東西，機會來

一年來的辛勞教導，盡心盡力，大家得到

了也掌握不住。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

成長，同時見證法住文化的魅力。同學們又

讀書、修養自己。甚麼時候都不能忘記『勝

彼此互相恭賀新禧，氣氛非常融洽、熱烈。

不驕，敗不餒』，甚麼時候都需要增加自己

齊集觀塘總部，一起向霍會長拜年。及後大

內在的修養與涵養，任何時候要需要堅持理

家在霍會長的帶領下，一起在新春之際禮敬

想。」

佛陀。

靈蛇獻唱，共渡新春
醒獅迎新歲，讀經喜洋洋

（葉明媚書）

節目內容不能缺少的就是喜耀合唱團

至大年初八早上，數百位嘉賓及會友

獻唱賀歲歌曲，包括：《春天》、《恭喜恭

齊集觀塘總部，參加法住癸巳年新春團拜。

喜》和《迎春花》，同時也演唱霍會長撰詞

早上十時，由一群會友擔綱的「賀歲醒獅」

的性情歌曲《您要感謝誰》。合唱團團員

為團拜節目揭開序幕。今年的舞獅隊成員，

都穿上新春服飾，配合喜慶熱鬧的音樂和歌

冠軍：陳海曙

全都未曾有演出經驗，只是首次粉墨登場。

聲，再加上喜耀小生命學員派送賀年糖果，

亞軍：王彩英

就在一片鑼鼓聲中，醒獅昂首闊步踏入旭日

在場嘉賓都深受感染，氣氛熱烈又開心。其

季軍：陳萍如

堂，全程有板有眼，絕無欺埸；觀眾亦不約

後舉行各頒獎項目：秋季步行籌款及能慈

而同鼓掌拍和，對他們的演出讚嘆不已。

獎，嘉勉會友。

接著由一班三歲至十歲的喜耀小生命學

豐富美味的齋宴，讓大家大飽口福。當

二○一二年秋季步行籌款獎項
同樂組

挑戰組
冠軍：黃志榮、何永強、黃瑞瑛
亞軍：梁艷顏、陳少雄、張濤

員，上台朗誦《論語》〈學而篇〉，小朋友

季軍：曾怡省、陳寶明、李踐生

天真活潑的面容，帶著自信齊聲朗讀傳統文

優異獎：黎志玲、郭寶珊、趙錦繡

化之慧語，這也可說是法住多年來推動「國

許志毅、劉致中、林弘曆

學」的成果，孩子的演出令人印象深刻。

朱鈺威、呂國榮、呂嘉洛
潘鳳珠、周麗娟、劉秀鳳

要能應變，必先修養自己

林柏森、盧泳珠、張志文

及後，霍會長在致辭中勉勵各位會友、

陳靜如、Alice Ting、吳昌龍

同學說：「蛇是靈活的動物，代表了聰明智

能慈獎

慧，也代表了不怕困難，在艱難的日子中有
種種的變通。所以蛇很懂得找機會，但懂得
找機會中要保持健康的心態，要保持正大的

今年由「喜耀」同學潘振僑（右）、陳寅添（中）
分別舞獅頭及獅尾，王玉生（左）則任大頭佛

出席新春團拜的來賓都深受感染，現場的氣氛既熱烈又開心

盧麗雲、譚屏、譚秀英、黎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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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麼是「國學」？

編按︰由香港和內地合辦，於二○一一年創刊的文化學術刊物《國學

這一套東西行之二百年，貧富愈來愈懸殊，社會愈

是三千年來累積的漢字文庫嗎？是傳統的經、

新視野》，邀請霍會長定期撰文，闡述國學在現今中國之用。本文原

來愈浮躁，大家都在火中取栗，而不知深淵在前。

史、子、集嗎？是儒、釋、道三家的精神境界嗎？

刊於《國學新视野》二○一二年冬季號，霍會長在文中指出「國學」

不幸的，我們自洋務運動起，邯鄲學步，已盲目追

是歷代學者的見解嗎？是國人立身處世，乃至生活

是一個文化的命脈所在，必須把知識轉化為生命，提升我們的質素。

尋它一百五十年。我們該往何處去？革命再革命，

方式的規範嗎？是「天地君親師」的核心架構嗎？

茲轉載原文如下，以饗讀者。

我們自己也胡塗。

是道統嗎？……
如此分析，徒見「國學」之龐雜與模糊，難怪
爭論不休。一國之歷史與文化，落在知識和資料的
層次，便難以舉盡，因此必須歸宗，必須有本。浩
瀚無涯，便會捨本逐末。尤其是，今天是資訊爆炸
的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生活，
天天都會有無數事情發生。不是「目不暇給」的
問題，而是心隨境轉，把你拉扯得很累、很煩、很
遠、很悶的問題，讓你的心永沒有一刻安寧。

中國人常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兩百年

我們不是「蓬草」

來，大家都只看近憂，為了解決近憂，便顧不了將
來。不只社會出問題，政治、經濟出問題，地球也
出問題。
所有這些問題，是必須推到一個文化的高度、
歷史的高度，纔能看出端倪的。但誰能有此千秋之

──再論「國學」之用

思？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
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國學」的精
粹。中國文化提供眼光、提供抱負、提供遠見、提

這就是今天的全球化和現代化，大家綑縛在一

供讀書人的氣象，提供承擔力，我認為這纔是第一

起廝殺。居住在香港，或北京，你可以不理會美

義，這倒不在於它的方案如何。方案可改，但民族

國的金融危機、歐洲各國的債務、日本政黨的野心、中東的
宗教和民族的雙重矛盾，和中國政治人物的上下嗎？世界似
乎已變得無疆界，「銅山西崩，響應洛鐘」，小小的一根稻
草，也會壓死駱駝。禪宗所謂「一波纔動萬波隨」，我們都

鄉的中國人有甚麼辦法？國內不安全，遊子只能託庇他人。

精神不可改。西方技術沒有甚麼了不起，它是工具，但還要

所謂文化尋根，美國的黑人開始認識自己被販賣的命運，進而

唐先生為了解時賢之痛，於是再寫了一篇文章，談「靈根自

看它為誰所用。心念不正，技術可以成魔。

爭取自己的權利，這說明了認識自己的重要：我從哪裡來？我

植」之道。指出唯有「自尊、自重、自信、自守」，纔能在

到哪裡去？有本有源，纔不會變為蓬草。

絕望的痛苦中走出來，則現實雖黑暗，仍可看到光明。

對他們沒有抗拒，但我必須知道自己是誰？上一世紀中葉，有

被拉扯得沒有空間。

雖然，在現實上，許多中國人，特別是有知識、有能力

在這個時候，「國學」有何用？研究它，是為了寫一篇

的中國人都已變為「蓬草」，

論文嗎？是為了取得一個「專業」資格嗎？是為了解決歷史

飄送四方。唐君毅先生在上世

上一個公案嗎？是為了填塞一些空白點嗎？究竟，它可以幫

紀六十年代慨嘆的「花果飄

助我們甚麼？

零」的現象，如今不但更烈，

作為資源，有人把它拿來作為中國企業管理之用、開拓

而且更被合理化，如移民、變

市場之用、打造品牌之用──不過，小心把它弄得面目全

更國籍、取得外國學位、留在

“

感人之深。這是典型的「國學」，因為能呼喚、能深入、能

賢書，所學何事？」則今天

潔淨、能帶動一國之人之心。在是非不明的世界、在失去精

我們亦可以說：「讀中國

神支柱的世界，「國學」實在太重要了。

文天祥說：「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則今天我們亦可以說：「讀中國
書，所學何事？」如果不能打造你的人

異鄉服務，視為理所當然。因

我曾說過：「國學」其實是一國文化命脈之所在，是國

為這裡有一個更高的普世價值

育你的承擔，反而見異思遷、唯利是

家的靈魂之學。它是一種精神價值，是我們活著的脊樑。

─ 人權─ 來支持你，說自

它可以是一種工具，但在中國人立場，則不能只把它看作工

己有權選擇。

圖、躲在眾人背後，有甚麼用？

具，而是你的靈魂，你做人的原則，代表著你自己。

我記得唐先生發表此文

中國靈魂的塑造，正是從國學來。世界上有許多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人生。我生在中國文化的血脈裡，那麼
請不要把我塑造成非州人、歐州人、美國人、日本人……，我

計並任教，參與教學者包括香港、中國、台灣之學界俊彥。內容上承
於古，涵括經史，亦下貫於今，通於未來。秉承知行合一之傳統，兼
具時代特色與國際視野。旨在滋養心靈、啟迪智慧、提升人文素養；
穩定社會、穩定家庭，為功莫大。

二．招生名額：30 人

願、有志修養性情、變化氣質者皆可報名。學歷不限。

五．課程設置
1. 本課程在新加坡同時開設，第一期共提供十六科選修。學員
於兩年內修畢其中十二科或以上，並達至課業要求者即可獲
得「國學課程初級文憑」。

文獻。在學術層次，我們很需要知識，有考據、有論證、有

志、幫助你的抉擇、培育你

批判的知識，但在成長中國人的生命、繼往開來的層次，則

的承擔，反而見異思遷、唯

必須把知識轉化為生命，提升我們的質素。

利是圖、躲在眾人背後，有

不過，此中涉及一方法論問題：學知識與轉化知識乃兩
回事。如何把我們所學「用」於自己身上？乃至成為我們立

甚麼用？
為甚麼？因為保護自己

身世的一部份？非常不容易。傳統文化一直強調讀書可以變

利益、為自己選擇找尋理

化氣質。我自己辦學、推動性情教育二十年，在學校、學

由，那是生存本能、心理本

院、學會都懸掛著一副對聯：

雖然當今功利主義、現實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自由

讀書長養性情

這是時代的悲劇，是「華夏子孫的大悲劇」，但身為寄居異

主義正是由此出發，席捲全球，但現在不是造成傷害了嗎？

潛移默化，也許有滴石之功。

關心社會‧關心天下
關心歷史‧關心文化
有意深造者，盍興乎來！

2. 定時安排課後研討輔導，會見導師，交流學習及分享心得
3. 課堂完結後學員須按規定完成作業
4. 畢業要求：
a. 包括學員的出席率達80%
b. 規定作業之完成情況
c. 課後研討會上討論發言之表現、學習及心得之分享

六．學費

三．修讀時限： 兩年

凡具有中文基本閱讀與書寫能力、對中華傳統文化有瞭解之意

打造你的人格，堅定你的意

家都深感不安；離家與尋夢，不知道如何面對。唐先生說：

全期兩年共 HK$ 36,000（會員）

四．申請資格

問題是：在這一個層次的「國學」，已非國學之知識與

文化回歸生命

「國學文憑班」簡介（第一期）
「國學文憑班」由當代思想家、教育家、國學大師霍韜晦教授設

”

書，所學何事？」如果不能

能，並非中國文化的精粹。

後，當時引起極大迴響，大

法住文化書院 主辦

一．宗旨

白鹿洞為朱熹學生講學，即以此為題。諸生聽至流涕，足證

我認為這就是「國學」的精粹所在。文天祥說：「讀聖

格，堅定你的意志、幫助你的抉擇、培

非，無顧忌使用的結果，徒然污染「國學」的神聖。

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陸象山當年在

HK$ 38,000（非會員）
（每年４月繳交該年學費：HK$ 18,000（會員）HK$ 19,000（非會員））

經學與現代社會

3.

研究學問的方法

4.

中國文字的構成

5.

中國史學精神

6.

先秦的人格世界

7.

古今政學

8.
9.

霍韜晦教授
5月 4日 起（六） 3:30 - 5:20pm
地點： 法住機構總部（觀塘） 學費： $ 2,250（共10 節）

研究學問的方法
讀書、做學問，須有方法，否則如同大海泛舟，卻缺指南針，終身不能
靠岸。本課程簡明扼要，指出各種學問，如語言學、文學、史學、哲學、經
學、性情學之不同入路，如懸明燈。
霍韜晦教授
4月16日 起（二） 8:40 -10:30pm
地點： 法住文化書院（佐敦） 學費： $ 2,250（共10 節）
講者：
始季：

《詩經》的性情世界
思孟學術源流

《老子》天地學

10. 《老子》天地學

七． 上課時間

11. 《莊子》逍遙學

開課：每年4月

12.

荀子與十七世紀西方思潮

上課：4月至6月，10月至12月

13.

中國人的理財智慧

上課月每週四科選修，通常週一至週五的晚上、週末的下午，每

14.

秦漢王朝

科18學時。 （個別科目採取集中授課形式，具體上課時間請查閱本院課

15.

漢武人物

程手冊。）

16. 《樂府詩》

附注：若本課程反應良好，我們將繼續開設第二期。

霍教授以其二十年講解《論語》之功力，以「性情學」的入路，以現代
語言、現代視角、現代思維，提煉其珠璣，最後會通於聽者自心，必使你深
受啟發。
始季：

《論語》今讀

2.

《論語》今讀

講者：

「國學文憑班」第一期科目
1.

「國學文憑班」2013年春季開課詳情

人生天地中，不可不讀《老子》。老子其人在孔子之先，書在《論語》
後，語多奇詭，文多變化，思多謀略，而意旨甚遠，讀之眼界大開，但悟之
則必須有其道。
法住機構早在一九八八年
起，即首辦「第一屆國學文憑
班」，至今已二十五年，開創
歷史先河！

李錦招博士
4月15日 起（一） 9:00 -10:30pm
地點： 法住文化書院（佐敦） 學費： $ 1,880（共12 節）
講者：
始季：

中國文字的構成
本課程將於六月集中講課，由名家主講，詳情稍後公布，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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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中國文化三十年‧香港獨此一間民辦機構

法住文化書院2013年春季課程４月１５日開課
當代著名思想家、學者

《六祖壇經》精講

霍韜晦教授 主講

通透絕倫‧非同凡響

新

《六組壇經》為中國禪宗第一要典，但其影
響力遠超於禪門之外，凡讀中國書者無不耳熟能
詳而交口稱讚。大師於二十多年前曾兩度開講本
經，聽者踴躍，座無虛席。今大師慈悲，允為精
講，將抉擇妙義，推陳出新，縱橫古今，探取驪
珠。求法、求道、求智、求成長者不可錯過。
4月15日 起（一） 7:00 - 8:50pm
地點： 法住文化書院（佐敦） 學費： $ 2,000（共10 節）
始季：

人生的奧秘 ─ 性、情、理、氣、心
HUM 538

生命的奧秘說之不盡，你既生而為人，豈可
不加探索？講者為當代著名之思想家、哲學者，
治潛此學數十年，今以其畢生功力，參盡其密，
創作成〈生之歌〉，將在課程中詳細開顯，必不
令好學者失望。
4月16日 起（二） 7:00 - 8:30pm
地點： 法住文化書院（佐敦） 學費： $ 1,880（共10 節）
始季：

《論語》今讀

《六祖壇經》精講

人文學、性情學、思維學、論語、莊子、易經、佛學、兒童論語……（不能盡錄，詳情請瀏覽網站：www.dccs.edu.hk）

特別推介
《六組壇經》為中國禪宗第一要典，但其影
響力遠超於禪門之外，凡讀中國書者無不耳熟能
詳而交口稱讚。蓋其內容既有印度佛學之超升、
解脫，又有中國佛學的大氣、圓融，更有中國傳
統儒、道兩家之文化底蘊，多之糅合而不著痕
跡，出語如天外遊龍，啟人心智，所以尤高。
大師於二十多年前曾兩度開講本經，聽者
踴躍，座無虛席。講稿經袁尚華博士整理後印
行，亦一版再版。但內容厚重，文義連環，非
專攻者不能入。穎悟者則嫌其瑣，多年來請重
講之聲不絕。今大師慈悲，允為精講，將抉擇
妙義，推陳出新，縱橫古今，探取驪珠。求
法、求道、求智、求了解中國佛學與中國文化
之精粹者不可錯過。
宋代‧六祖惠能像

國學課程

講者：

（課程內容詳見第五版）
始季： 5月 4日 起（六） 3:30 - 5:20pm
地點： 法住機構總部（觀塘） 學費： $ 2,250（共10 節）

日本聖福寺藏

霍韜晦教授 主講

4月15日起（一）7:00-8:50pm
法住文化書院（佐敦）
九龍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四樓（港鐵佐敦站Ａ出口，由白加士街入）

研究學問的方法

學費：$

國學課程

（課程內容詳見第五版）
始季： 4月 16日 起（二） 8:40 - 10:30pm
地點： 法住文化書院（佐敦） 學費： $ 2,250（共10 節）

唐學：《人生之體驗續篇》 HUM 211
唐君毅先生為二十世紀新儒學巨匠、當代中國最偉大
的思想家之一，其學問（簡稱「唐學」）博大精深，萬戶
千重，後學望洋興嘆。本課程由唐先生之《人生之體驗續
編》入手，讀之可對生命產生無盡之反思、詠嘆、感悟而
不失信念，對人生成長極有幫助。
講者：
始季：

袁尚華博士 地點： 佐敦 學費： $ 1,250（共8節）
4月29日 起（一） 9:00 -10:30pm

座位所限，為免向隅，請先訂座
用生命讀儒學《生命教育實錄》解讀
HUM 102

本院院長霍韜晦教授提出「生命儒學」，以別與「知
識儒學」，中國儒家思想發展的里程碑式的區分，以免談
儒學的人無的放矢。本課程以感受進路為本，知識進路為
輔，依不同主題，為你抽絲剝繭，發現性情開發的心鑰，
展示生命成長的奧秘，以助有志者進入「生命儒學」之
門。
講者：

羅冠聰先生 地點： 佐敦 學費： $ 1,440（共12節）
4月16日 起（二） 8:40 -10:10pm

現代人讀《大學》
、
《中庸》HUM 254

始季：

《大學》、《中庸》均原出《禮記》，自宋代特受儒者重
視，讀書人無不熟讀之。本課程用現代語言、現代視角、
現代詮釋，分不同主題切入，解讀二書精粹。引領學員入
乎其內，出乎其外，讀完即得二書對己大用。

性情文學

講者：
始季：

袁尚華博士 地點： 佐敦 學費： $ 950（共6節）
5月 2日 起（四） 7:00 - 8:30pm

從思考方法到人生智慧

新

擁有清晰獨立的思考能力是生命成長的重要關鍵，尤
其在這思想混亂的時代、訊息泛濫的社會，對於分辨是非
對錯，不為迷思所亂，顯然極為重要。本課程即順此思
路，教大家活學活用正確、清晰、有效的思考，更可提升人
生智慧，切勿錯過。
講者：
始季：

袁尚華博士 地點： 佐敦 學費： $ 950（共6節）
5月 2日 起（四） 8:40 -10:10pm

《老子》天地學

國學課程

（課程內容詳見第五版）
講者：
始季：

李錦招博士 地點： 佐敦 學費： $ 1,880（共12節）
4月15日 起（一） 9:00 -10:30pm

HUM 001

能傳世之文學作品，必能觸動人生命深處之性情。本
課程從人之深情出發，欣賞歷代文學作品對親情、愛情、
友情、天地之情之胸襟與情懷，讓自己投入，開拓對情之
感受，深入情的世界。學員有機會讀到許多動人作品，開
拓自己的性情。
講者：

THK 215

2,000（共10節）

始季：

羅冠聰先生 地點： 佐敦 學費： $ 1,200（共10節）
4月19日 起（五） 8:40 -10:10pm

做個成功父母

佛學導論

講者：
始季：

龔啟源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 1,200（共10節）
4月18日 起（四） 7:00 - 8:30pm

印度佛教思想史

新

WIS 096

佛教是人類現存仍然活著而又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她是
半個亞洲的信仰，也是中國文化的鼎柱。本課程順印度佛教
思想發展脈絡，為學員一一闡述箇中真粹。
講者：
始季：

龔啟源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 1,200（共10節）
4月18日 起（四） 8:40 -10:10pm

一步一腳印 ─ 佛教修持入門

WIS 281

本課程教授切實有用的修持之道，例如如何持戒、如
何打坐、如何做早課晚課、如何把佛經的思想應用在生活
中……；又會糾正對佛教修持常見的錯誤見解，讓學員真正
做到依佛法而行，在現實生活中修行成長。
講者：

中國家教之如何為孩子建立健康成長的氛圍？

WIS 007

本課程專為初學者而設，披沙揀金，直探佛門驪珠，是
佛學入門者的最佳選擇，請來學習佛教的生命智慧，走上光
明開闊的人生路。

始季：

許志毅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 960（共8節）
4月19日 起（五） 7:00 - 8:30pm

HUM 131

做父母的，誰不想建立和諧家庭？但問題是，做父母
的你，懂得「教」嗎？課程將會介紹中國家庭教育的精
華，提煉適合現代家長使用的中國家教智慧；通過課堂討
論，具體個案剖析，為父母講解栽培孩子成才的心法，絕
非空談理論者可比。關心下一代成長、重視家庭的人，一
起參加學習，極有幫助。
講者：
始季：

許志毅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 960（共8節）
4月18日 起（四） 7:00 - 8:30pm

趣味哲學工作坊

新

WIS 090

這是哲學的開心入門，是為對哲學感興趣的初學者而
設。本課程設計了一系列有趣好玩的活動、遊戲，讓參與
者在輕鬆的環境中學習思考哲學問題，協助學員在短時間
內掌握讀懂中、西哲學的門路。
講者：
始季：

陳海曙先生 地點： 佐敦 學費： $ 1,000（共10節）
4月19日 起（五） 8:40 -10: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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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法住文化書院所開辦的國學課程，強調與時代性、對應性，冀能重開文化教育、生命成長的學問之門。同
學在上課之後，對待人處事均大有收穫。以下兩篇文章，即為同學上課的學習心得，特此刊出與各位讀者分享。

沒有空間就是空間
—《莊子》〈養生主〉後感
曾怡省（法住研究生）
業師霍韜晦教授近數季，於法住文化書院開講《莊子》逍遙

子所教的理解，亦會鑽牛角尖，都不如放開心懷，感受天地之廣

學，來學者莫不讚嘆受用，因《莊子》一書文采斐然，精煉華麗，

大，宇宙四時之流行不息，人和事在其中都是蒼海一栗，奔流一

但苦無解人，空止於賞其文而不能入其智，今霍師解文說義，並承

點，以天地之心回望當下的困局與對立，至少可以解開崩緊困厄

其重講先秦七書之心願，每書皆應現代人之問題而發：如《易經》

之心，更深者心鬆開了，心亦清明了，往往可以看到平時看不到

領袖學，《老子》天地學，今《莊子》則以逍遙學開示相應，以應

思不及的地方，所以很多企業家到重要決策前夕都靜坐，就是希

現代人生活於一理性優位，實用和多元主義思潮為主的社會，人有

望自己跳出事中，讓心清明，重新思考。

自由但更感孤身面對無邊抉擇與彷徨，莊子逍遙學無疑能教我們開
拓精神空間。
就以上一課〈養生主〉為例，霍師句解疱丁解牛的故事，疱丁可
以執刀解牛，刀游刃於骨肉肌理之間出入有餘，原文精煉生動，經霍
師句解後更明白其理。

但是，霍師在課堂完結前提出一番說話希望同學們能各自反省，
「疱丁解牛的道理己清楚開示了，但現實世界總有很多人事困著我
們，這些人事亦是我們不能不面對和應對的，那我們如何可以游刃有
餘？」
數位同學都提出了一些看法，霍師聽完後說，「大家緊記，

然此解牛寓言在於養生處世，霍師特別提到要以天地之心去應

『這個世界不是你（擁有）的』，事不由你，與其用心於外，分

世，一切得失、順逆均是自然，不以障礙為障礙，即有空間。其

析如何出入人事之中，不如反心自問，當事情來到的時候，我心

中固然不要以自我為出發點，更不要被事之成敗帶動。依莊子之

怎樣相應？我的空間何在？這是實踐的問題，不是理論，學問之

開示，人要再深一步以天地之心去相應，在疱丁解牛所寓即是要

道在於能入，領悟多少生命就流露多少，大家回去好好反省體

順人世間的肌理而游刃而其 中，不要事事硬碰，處處橫生對立，

會。」

「堅持原則」的原意都是想守道，但若因為這種守道而對立爭吵

上霍師的課，就是如此可貴，由句解到理解，最後落到鼓勵自

不已，是不是違背了自己善良的初心？然而，我們若以事事妥

身實踐與體會，餘韻無盡，唯行者方能接上。我記得老師從前提出

協，又是否就是莊子所教？
但是，吾人若就心思鑽營於「原則」與「妥協」，依我對莊

「沒有空間就是你的空間」，不覺恍然大悟。因不避學淺，草草數
言，以誌我們法住同學們，在法住都是如此受教，讀書成長。

心胸廣闊喜悅來
—「喜耀生命」課程學員分享
程偉泉（「喜耀生命」課程初階學員）
以誠開啟喜耀門，用心踏上生命台，洗滌心靈虛心照，鏡中內外抹塵埃。
成敗得失齊反省，利慾憎惡不應該，人生目標同發掘，眾生平等舒懷開。
緣份機會擦身過，珍惜當下感恩愛，生死循環天注定，修善積德人自在。
白雲志遠越高山，流水意強穿竹海，忍辱負重衝險阻，心胸廣闊喜悅來。
上導少師諄善誘，親身體驗喜樂哀，神奇旅程忙鍛煉，學員省悟誠心改。
共勉之。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晨
編者按：「喜耀生命」為本會特有之成長人生、開發性情、志氣之課程，
不少學員在上課後，喜極而泣，建立起正確人生觀，精神境界得到提升。
本文為其中一位學員上課後心得，寫成長詩與大家分享。

誠邀您蒞臨參加

如何建立幸福家庭？
—「喜耀生命主題分享會」
與我們分享生命成長的由衷喜悅！
2013年3月9日（星期六）5:00pm-7:00pm
地點： 喜耀生命教育中心
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四樓（佐敦港鐵站A出口，由白加士街入口入）
查詢：2760 9898
登入：www.dbi.org.hk 網上留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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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 -14日：「喜耀生命」第146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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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霍韜晦教授最新著作
《優質民主》

查詢：2760 9898（蘇小姐）

民主為當代潮流，被人們許為普世價值。
本書作者則持異議：認為由西方引進的民主對建設一個

● 3月6日 -10日：「喜耀生命」新加坡區第83屆
查詢：(65) 6842 1223 (蘇小姐/譚小姐)

網址︰www.xiyaoculture.org

和諧、幸福的文明社會無能為力；它雖然較諸過去的政制進
步，但本身只是個權力轉換的機制，真要選出優秀的領袖和
政府，還要加入其他條件。
作者分析了西方民主的本質，回顧了它的誕生和發展經

● 3月13日-17日：「喜耀生命」馬來西亞區第2屆

過，指出它所立足的根據有所不足和所隱藏的問題，同時評

查詢：(607) 289 0380 (周先生/蘇小姐)

述了美國、歐洲、台灣、香港、中國、新加坡等地推行民主
的得失，以見作者所提出的「優質民主」為今日民主政治所
必需。

活動預告
● 3月29-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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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上下的心都可以通起來的感受，你想領略嗎？歷屆參加
者都有非常正面積極的回應，當中不乏祖父母、夫婦及兒孫的回響，機會難得，
萬勿錯過！
對象：家庭成員：祖父母、夫妻、父母、子女、孫兒；歡迎闔家參加
（以直系親屬計算，一家四口或以上可享八折優惠）
地點：廣東 肇慶 高要市 抱綠山莊
費用：成人 HK$2,780
小童 HK$1,800（7歲以下）
* 參加任何一屆「喜耀明日領袖」鍛煉營之青少年，其家人可享九折優惠參加同
期之 「親親營」，一家共度歡樂時光。
查詢：2760 9898
網址：www.dbi.org.hk

定價︰每冊港幣88元

● 其他出版品

《黎斯華文集》（共六卷）
《未磨之劍──黎斯華文集之一》
黎斯華自幼熱愛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嚮往書本中之人
物與理想世界；發而為文，感情真摯，思想純樸，脫俗出
塵。本書收錄自其加入法住學會後，不同階段之奮鬥之性情
事業、性情文化，南北開拓，東決西蕩，其志氣、其毅力、
其堅強、其勇邁，均非常人能及，誠一代女傑。
定價︰每冊港幣80元

《我的成長──黎斯華文集之二》
定價︰每冊港幣80元

● 4月6日：法住機構全港賣旗日
你的一分力量，將會化為滋潤心靈的十分成果。
網址：www.dbi.org.hk
電話：2760 8878
電郵：flagday@dbi.org.hk

卷一︰未磨之劍
卷二︰我的成長
卷三︰人生愛語

快將出版

● 5月4-5日：哲學營
在天地自然中，反思宇宙、人生、宗教、生死、道德、心靈……等問題，帶
你跳出煩塵，突破思維框架，走進中、西哲學的智慧世界。你會發現：思入風
雲，真理原來這麼近！生命原來這麽厚！世界原來這麼大！
主持：袁尚華博士（哲學博士）
陳海曙（哲學博士候選人）、鄭希通（哲學博士候選人）
日期：2013年5月4-5日(周六、日，兩日一夜)
地點：本港營地
費用：HK$800（會員）
HK$900（非會員）

已經出版
卷四︰粵劇常情
卷五︰儒佛融通
卷六︰史學精神

其他
● 4月7日開講，逢星期日
法住經會：《華嚴經》
《華嚴經》乃大乘佛教殿堂級經典，與《法華經》並譽為「經中之王」，闡述佛

● 5月16-19日：禪修營
禪坐、禪步、禪食、公案、觀心、領悟……
主持：袁尚華博士（佛學博士，法住經會主持，資深佛學導師）
日期：2013年（第一期）5月16-19日（周四傍晚出發，周日下午回程）
地點：抱綠山莊（廣東肇慶，青山靈秀，碧潭印月，禪修勝地）
交通：直通巴（九龍太子直達抱綠山莊）
費用：HK$3,600（會員）
HK$3,800（非會員）

陀於菩提樹下覺悟成道之自證境界，一如無盡花海，圓滿和諧，極盡莊嚴，一切存在
水乳交融，所有生命同歸圓滿，這就是佛境界，盡由佛心起動，內外統一，以完成佛
教的終極理想。經中，佛陀即以此意教導文殊、普賢等大菩薩實踐之道，一切大乘行
者皆視為圭臬。
隨著《華嚴經》在中國譯出之後，逐漸形成對本經的讀誦風氣，信仰與講解者日
眾，發義精微之處，益勝印度，影響日盛，最後集大成於唐法藏大師，建立中國特有
之「華嚴宗」，其獨特之「圓教」，把佛教思想帶向另一高峰。
當代著名佛學家、「法住機構」創辦人霍韜晦教授慈愍眾生，於80年代即曾講解
《華嚴經》，哄動一時，錄音遠傳海外，聞者如雨甘露，歎未曾有。今由袁尚華博士

● 6月22日：法住三十一周年紀念晚會

重宣妙義，切勿錯過！

網址：www.dbi.org.hk
電話：2760 8878

主講：袁尚華博士
時間：逢星期日，上午10:30 - 12:30

● 7月17-28日：中國禪宗祖庭之旅
萬眾期待多年的「文化之旅」今年復辦！詳情留意下期《法燈》。

地點：法住文化中心
九龍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四樓（港鐵佐敦站Ａ出口，由白加士街入）
電話：2760-9898 / 2760-8835
免費參加‧歡迎有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