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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住的力量
─三十一周年會慶致詞
霍韜晦
各位嘉賓、各位
同道、各位法住的朋
友們：

的生命成長的教育，點出仁性，讓我們重新明白

我們的生命，則只是抽象的東西、概念的東西、

人生下來是為了甚麼。

空的東西。所以文化要進到我們的生命，讓它充

這需要反省，但現代人卻是往外追求世俗

實我們的內涵和人格，這就是教育的力量。不過

今天晚上是法住

的價值，世俗化、功利化；要成功、要擁有很多

現代人缺乏這一種教育，現代中國模仿西方的學

學會三十一周年的慶

東西。本來這沒有甚麼不可以，但一味把你的精

校制度，那只是知識如何傳授為主，並不理會孩

典，非常感謝大家的

神往外拉，順人的慾望往下掉，就很危險。這會

子的性情，更不要說如何做人了。現在的孩子都

來臨。法住三十一年

使人的精神沒有了，人的高尚嚮往沒有了，人的

非常自我，不會尊重別人，不會與人相處，更不

的這條路不短，人生

理想扭曲了，人生的義意虛無了。所以《宣言》

懂得付出與成全，很危險，很嚴重。其實，孩子

有多少個三十年呢？

指出：儒家最重要的就是辦教育；不是現在西方

總要先懂得開發自己的性情，首先要懂得認識你

法住力量從哪裡來？

那種知識教育，而是開發性情的教育，生命成

的父母、感謝你的父母，尊重你的長輩，然後尊

很多人跟我說，法住開創了一條教育文化

長的教育。知識當然很重要，沒有知識就沒有工

重在你前面、為你開創的人，虛心學習，這樣才

的路，開創了一條生命成長的路，不簡單。而且

具，就提升不了生產力，賺不了錢。人首先活在

有傳承、才有下一代、可以接棒的下一代。這就

從沒有任何資源開始，從零到今天，我們的機構

地上，不是活在天上。但是我們不能永遠蹲在地

是教育的力量。

在香港、在中國大陸、在新加坡、在馬來西亞都

上，這樣子人便沒有了精神的提升，永遠在下，

有分支，都辦了很多教育文化活動，也出版了很

只為生存（活著）奮鬥，不知道還要為生存的意

多的書。從這一點來講，我們似乎的確鋪開了一

義奮鬥。

個跨國的、跨地域的平台，所以很多朋友也寫文
章，說法住創造了一個奇跡。很感謝朋友們的稱

理想的力量
通過教育，我們的生命得到成長，開發了我
們的性情，找到了根。人能自愛，人能向上，才

東方文化的力量

是性情的力量。我常說：讓文化回歸生命，讀書

賞，但這句話我們那裡擔當得起？天下是沒有奇

這就需要文化，講理想的文化，講承擔的

長養性情；不要外在化、不要概念化、不要一味

跡的，所有的奇跡都和大家的付出有關。三十年

文化，否則我們怎樣化解危機？所以法住的力量

知識化，一味理論化。要通過性情來體會人生成

來，我們一直在努力。

在哪裡？我可以坦白地告訢大家：我們如果有力

長的道理。我們做的就是這種工作。

法住的力量，很多人都問是從哪裡來？很多
人都知道我們沒有甚麼資源，但事業卻一站一站
地、一個一個地開出，沒有停步。
很多人都問我：「你有甚麼辦法？你只是個
書生罷了，又沒有背景。」

量，這力量全是因為我們讀中國文化的書，從而
發現到有超越當代西方文化的價值。

有性情，才有理想、才有動力，才有承擔，
才能回應社會，讓我們走出個人的世界，看到更

在兩千多年前，東西文化同時舉步，即所謂

廣大的空間。這也代表了我們努力的方向，所以

「軸心時代」。孔子走的路，跟佛陀走的路、跟

其中蘊藏了理想的力量。存亡繼絕，繼往開來。

蘇格拉底走的路、跟耶穌走的路不同。每個人都

這也就是法住的涵義：文化永不死亡。

我說：「只有一點心，只有一點勇氣。」這

有他開創的價值，我們沒有小看任何一個偉人，

個心是甚麼心？就是關注現代人的心，現代危機

但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知道孔子所開創的獨特在

的心。

哪裡、貢獻在哪裡。
蘇格拉底要我們走理性的路，時至今日理性

力量到理想的力量，一層層開展，理想才不會落

我們這個時代的危機

很成功，有知識、有科學、有科技、有產品；但

空，才不會只是包裝。現代文化太多包裝了，沒

鍛煉的力量
從文化的力量、教育的力量、生命成長的

當你看到這個時代是生命萎縮、傳統無聲的

最可惜的是理性也變成了工具，工具理性一枝獨

有真實的內涵，只是口號，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很

時代，儘管大家好像不想愁衣食，有了一點經濟

秀。佛陀讓我們解脫，精神的超升很重要，但是

失望。這就需要鍛煉，知道現實艱難。

的力量，但有甚麼用？我們的家庭好嗎？我們的

我們也知道：人首先要正視這現實，否則這個理

這也就是法住的考驗。幾十年來我們都很艱

孩子好嗎？我們的社會好嗎？我們的民族好嗎？

想也可能會被偷換。當然，西方宗教非常有力，

難：資源不足、資金不足、人力不足，社會對我

我們到外面，別人尊重我們嗎？如果得不到別人

到現在仍是人類精神往上提的一個重要的資源，

們不了解，許多人根本不明白我們幹甚麼。香港

的尊重，那麼我們的驕傲在哪裡？

但畢竟對我們自己、對我們內心那種精神提升的

政府有五十億元教育基金，但無論我們申請辦校

力量，並沒有把握得很切。

或資助，都被拒絕，三十年來，我們沒有拿過香

這些現象不是今天才開始的，我幾十年前
已經感覺到了。社會上所辦的教育，一直只是辦

唯有孔子所講的性情，他用「仁」這個字，

知識的教育、技術的教育、專業的教育，好像很

作為文化的根本、家庭的根本、社會的根本、國

但這有甚麼要緊？我們有志氣，他們不明

成功，但沒有育人的教育、生命成長的教育、修

家民族的根本、人類歷史文化的根本。找到了

白，我們便不要。就這一點志氣，支持我們繼續

養的教育、認識歷史文化的教育，乃至承擔責任

根，然後才有成長的空間。所以法住的力量，其

上路。但是難關多，所以需要鍛煉。法住中人就

的教育。我們只是想教孩子取得，怕他們賺不了

實就是東方文化的力量。

是要鍛煉，像《易經》〈乾卦〉中所說的「元亨

錢，所以拼命裝備他們，很早就要學很多東西，
考很多試，然後留學，然後讓他們參與資本主義
全球化的競爭。

港政府一毛錢。

利貞」，其中「亨」字，就是要有打通難關的意

性情的力量
不過，正如我所說，這種文化力量首先要做

三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們看到了我們的社會

的，就是生命成長的教育、性情開發的教育，讓

變成怎樣？看到了下一代變成怎樣？是不是很悲

我們知道自己是誰，所以這是教育的力量，或者

哀？很虛無？人愈來愈自私、愈來愈無力。所以

是性情的力量。

志與方法，不只解決問題，還要長養精神，才能
向目標邁進。這就是鍛煉的力量。文化能夠永不
死亡，就是靠鍛煉。

創造的力量

我在二○○九年舉辦了「百年儒學」研討會，並

純從文化上說，文化無處不在：首先我們讀

依此，我創設了很多鍛煉的課程，如「喜

發表了一篇《百年儒學宣言》，詳細內容此刻不

的書，然後一切在歷史上的記錄、文獻、資料，

耀生命」等。座上諸位，相信很多已經上過我的

講，結論是要回到我們傳統文化的源頭，即孔子

還有研究、研討、交流、辯論。但如果不能用於

課，都知道我們做人，要很多過關。我們要面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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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解讀

（續上頁）

對自己：最大難關不在外面，最大難關是我們自己。難關不在外，而在
我們自己身上。通過鍛煉我們可以突破，通過鍛煉我們可以走出個人的

湧現勇氣，纔能過關

局限，通過鍛煉我們可以成長，這樣我們才看到自己的創造：創造新東
西、創造新內容、創造新事業，那就是創造的力量。

蓋當初不過是應理想呼喚，毅然上路，面對的是「理」，現在辦起了那麼多
的事業，就要和現實相連。在「事」的層次，就不是那麼簡單純一，它有另外的一

結語

套：制度、金錢、人事、欲望，緊緊相纏。處理的時候就不能一刀切，如理甚難。

今天三十一周年了，我們回顧法住幾十年來走過的路，從文化到

所以歸根到柢，是要人成長，纔有主事者；決定稍有偏差，便會前功盡廢。但人成

教育，到生命成長，到理想的呼喚，到通過種種的磨煉，到有所創造。

長談何容易？人總是依其眼光、程度、性格、思維方式來做事、來看社會，「日

在這裡，非常感謝我的同道、我們朋友們，跟隨了我多年，一直努力、

以心鬥」，不陷落已是萬幸。但法住畢竟在這現實的泥濘中走過來了，雖未登彼岸

從不放棄，正如法住的會歌說：「當世已濁，當人已苦，誰能奮起？誰

（要登彼岸亦不知何時），但畢竟已受鍛煉。我們已經形成一個隊伍。

能勇往？」把這聲音一步步地傳出去。所以若有一點成果，那是我們大

隊伍不在人數，而在心的相通：我們為甚麼要這樣承擔、這樣付出？誰不想

家共同的承擔、共同的努力才有的。所以沒有奇跡，只有努力；沒有幸

安逸？誰不想舒服？但歷史就是這樣，需要我們參予。要徹底明白我們的承擔無

運，只有堅持；沒有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只有我們不斷的創造。

窮，看不到終站。中間縱有成果，亦非我們所能享有。那麼，我們為甚麼要繼續

謝謝諸位！

努力，為甚麼要精進不息？這些問題隨時會生起，隨時會困擾自己。所以對於法
住人來說，退墮亦非不可能：只要他的「自我」一念涉入，理想便會立即隱退。

附大會聯：明德新民國所以立

這是心魔，這是一切成長自己和成就理想事業的關。但若從生命的現實上說，則

讀書正志人率以尊

亦平常，無明煩惱自無端生。所以心的相通不但在於我們的彼此扶持，互相鼓
勉，不但在於我們的同情共感，超越私心，更重要的是對理想深入，對社會有危

霍韜晦思想解讀

機感，對歷史有危機感，對人類前途有危機感。提高自己的眼光，看到當前的癥
結；湧現出勇氣，纔能過關。
（霍韜晦教授文，《理想事業靠甚麼維持？──法住十七周年祭》，原刊
《法燈》204期，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後刊《成長的鍛煉》，法住出版社，

性情學解讀

二○一三年六月。）

紀念與感激：六四和端午節

按：法住事業在客觀世界的艱難，我們過去說之已多，但要真知其難，還
是要先知人心。
人心無力、人心萎靡、人心封閉、人心顛狂…，這些我們皆知，我們皆痛。

六四事件廿四周年剛剛過去，今年冒雨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紀念

但徒痛無用，要解人心之苦，我們要真知其何以顛狂、何以封閉、何以萎靡、何

這件悲劇的人數，據民間主辦團體估計有十五萬，經歷了廿四年時間，

以無力？……這就要先知歷史、先知時代、先知天道、先知地道，更要知人道當

此事造成的傷痛似乎並沒有減退，相反地乘著香港的社會矛盾的惡化而

如何承地道以上接天道，即要知生命雖處處皆有陷溺之可能，但一樣處處皆有其

升了溫。在新間報導中，我們看到很多年青人的參與，甚至是兒童，一

向上之機，才可掃除迷霧，教人逃出生天。當年唐君毅先生寫〈人生之艱難與哀

方面是部份家長希望下一代不忘此事，另一方面是年青人自發地參與，

樂相生〉，就是沿此真知，把這條人必須要赤足走過的荊棘路，上面的艱難血

六四事件已成為這一代香港人心目中不可磨滅的歷史事件。

汗、掙扎苦楚，與升沉相依、哀樂相生之曲折機微，坦露在讀者之前。

對歷史事件的評價，往往身處其中則難以客觀，感情因素和資料的

唐先生是真知者，所以他能夠有此省悟。但亦因為他是真知者、有此省

片面性常常影響大家的看法，六四事件的評價，在歷史長河中自會日漸

悟，他深知真實之理想必兼超越於現實與內在於現實二義，而即俗即真；所以

清晰，而且將會從其深層價值中得到公論。中國是尊重歷史的民族，我

他觀見理境之功愈深、他的理想升得愈高，他愈要赤膊的擔受此俗情世間中一

們應以智慧的眼光來看這段歷史，看出參與者心中的價值追求，也應看

切無法瞭解此理想的人，所施予他身上的無情的報復和要與他撕裂的痛……。

出時代的局限，如《易經》所談的「時」與「位」，檢討促成這事件的

最後，剩下的是他對蒼生和自己的無盡的悲憫，和滿身的傷痕。

各個方面是否犯了錯誤，及如何汲取教訓。

唐先生說：「人能知道艱難，人心便能承載艱難」（見上引文），此言

本月正好也是農曆的五月，端午節是中國一個重要節日，這也是個

甚是，法住中人無不深感其真！但法住的理想事業要做的，不僅要在己心上承

紀念悲劇的日子，屈原在一千七百年前也是因不滿政治而投江自盡，引

載艱難，更要面對此艱難、化解此艱難，開出新天。從個人之心量修養上下功

致國人的悼念，而且歷久不衰，我們每年還維持包糉子、賽龍舟的習俗

夫，還是個人之事，今天，中國文化要復興，關起門來自「明其德」（是否真

來紀念他，這種歷史意識、歷史感情，是我中華文化的一種重要特質。

能「明德」亦有疑問），無異於獨守圍城。

紀念活動是出於一種感情，它發自於性情，我們對悲劇的發生總

霍老師說：「既能成理，亦能成事」，我們要過一己之關，更要過現實的

是有不忍之情，對屈原和年青學生的犧牲我們都會因之而悲痛，由此而

關；不但要做事，更要成事。但成事不是為了事本身，否則即陷於事功，成「事

發之行為，做出各種的紀念活動，使這種感情延續而且發生一代一代的

功派」（有人以此描述「法住」，便只見表相，未免淺見了）。須知成事非目

影響。因為強烈的不忍之情，我們以行動延續歷史，而不只是用文字紀

的，目的是意義世界、價值世界之開展。事中見理，理中有事，在現實世界，要

錄，那種震撼力和影響力才是真實和具體的，歷史才是活生生的和影響

兩邊照顧，固然甚難，但正因其難，所以更須要有「隨緣不變」的心志，和「不

生命的，而不是冷冰冰的教科書和客觀材料。

變隨緣」的識見；「心」不是孤懸的「心體」，要有任運於現實世界的能力，但

但是，單單是感情的維繫不能永遠繼續，歷史的本質還帶有方向

「任運」不是純理的運思，而是行動，行動就要有進退、有方寸、有策略、有先

性，是人類行為的借鑑與指引，自孔子著《春秋》以來便著重微言大

後、有眼光、有堅持；而萬法歸一，蓋事由人成，所以更須有化解眾生心障的能

義，對歷史的評價是價值判斷，需要有智慧、有長遠眼光的人來做，而

力。但天地之間無更複雜過於人心，縱知其障亦不足以解其障，當如何破其執、

且必須是經過深層反省的，不能只是泛泛之言，也不能只是不斷延續的

解其惑？《中庸》首三句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知

情緒發洩。

「性」是己分內事，但「性」如何「率」 （「率」者循也；今言之，即如何開發

我們進行深刻的反省，追求歷史事件背後所顯示的智慧，也是性情
的一種追求。性情就是一種向善、向光明的力量，它永遠追求步向光明，

本性的問題）？「道」如何修？「教」如何成？歸根究底，使現代人真正有上達
之路可行，「教」方為大旨，否則一切皆成虛理空言。

所以讓人不斷反省事情背後的道理，反省人類應走的正確方向，從這種反

這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問題，亦是最艱難和最少人去努力的大業。可以說，

省出發，人類才會得到提升，智慧才可以開發，因此，我們一方面因歷史

法住三十一年，就是圍繞著此一關懷而開展的事業：教人成其性、行其道，這就

的悲劇而傷痛，另一方面則應該有所感激，為人類歷史中曾經追求更高理

是我們所說「生命成長的學問」；霍老師要施設各種教化的平臺，棒喝交馳，權

想，希望創造更光明美善世界而努力甚至犧牲的人而感激，感激他們的付

施不倦，直指人心，開發性情，就是為了「成教」，讓今人有路可行。

出，因感激之心而與他們的心相應，不因事件的成敗而憤慨，因感激而超
越哀傷，化為追求光明的智慧和行動，作出真正的紀念！

在此失教的時代，只有復活中國文化之教，才有生天！
如法住之會歌，若問：法住事業從哪裡來？當知：從本心來、從自性來、
從你我的行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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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尚華博士
中國哲學博士，專攻中國哲學、佛學，
現任法住文化書院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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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與開新 ─法住三十一周年會慶
編者按：「讀經」為中國傳統讀書人成長自
己、吸收古人智慧的不二法門，法住在三十一
周年會慶中，即以「飛向光明──經典與開
新」為主題，為來賓揭示傳統的讀經活動，在
現今社會中可以如何展現。

轉眼之間，「法住」已經跟入第三十一個
年頭。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假龍堡國際賓
館一樓胡應湘堂盛大舉行的會慶晚會，出席來
賓近五百人，場面熱鬧而溫馨。

希望的種子
今年的會慶以「飛向光明――經典與開
新」為主題，並以此貫串全晚節目。晚會一開
始，首先由喜耀合唱團獻唱〈成長的路〉及
〈海鷗〉兩曲作為引子。接下來，「喜耀小西
灣幼稚園」的學生，先以「喜耀健康活力操」

周肇平教授見證了霍會長三十年來的努力

譚寶碩先生演奏其作品〈晨曦〉

嚴力耕先生演繹了多篇經典文學作品

展現出孩子的活力。
然後「喜耀小生命」師生一同登台，為各
位來賓呈現性情教育的真實一面：如何在孩子

沒有奇跡，只有付出

「喜耀合唱團」再獻唱了〈誰讓我〉、〈生命的

今年霍會長在致辭中指出，法住開創了一

秘密〉、〈亙古的秘密〉、〈總有一種力量〉及

的心中播下光明的種子，這正是傳統「禮樂教

條教育文化的路，開創了一條生命成長的路，

化」在現代中的實踐。另一方面，數十位「喜

鋪開了一個跨國的、跨地域的平台，所以很多

最後，合唱團帶領全體「喜耀」同學一起

耀粵西學校幼兒部」的學生也特起從廣東羅定

人說「法住創造了一個奇跡」。但事實上天下

高唱〈法住會歌〉，讓三十一周年會慶晚會亦

來到了香港，為各位來賓登台，高聲誦讀出

並沒有奇跡，所有的奇跡都跟大家的付出有

在慷慨激昂的歌聲中圓滿完成。

《大學》、《中庸》的章句。

關。（講話內容詳見今期頭版文章）
此外，周肇平教授亦為大家致辭，回顧了
法住過去三十一年來的路及霍會長的貢獻。

〈只要這一天〉等五首性情之歌。

（編者按：由霍會長主編之「兒童經典讀
本」已陸續出版，詳見本刊第五版介紹。）

（講話內容詳見本版左下角）

精彩節目
晚會第二部分的節目，先有譚寶碩先生，
以洞簫演奏他的作品〈晨曦〉。接著嚴力耕先
生以粵腔吟誦，演繹了唐代詩人陳子昂的〈登
幽州台歌〉、宋代詞人李之儀的〈卜算子〉，
喜耀小西灣幼稚園學生表演的「喜耀健康活力操」

以及霍會長的性情歌詞〈等待〉。然後「喜耀
合唱團」再唱出〈教我如何不想她〉、〈等待〉

周肇平教授講話內容
我認識法住已超過二十年。從最初的艱苦經
營、蓽路藍縷；直至最近，跟隨他的各位都已獨
當一面。這情況，很多人都感到是一個奇蹟。這
先要有一個正確、偉大的理想，這理想若籠統地
說是「法住於世」，其實就是直通宇宙的秘密。

及〈依然相愛〉三曲，表達出我們對理想的思
戀與呼喚。
有了期盼之情，接下來便要讓理想得到落
朗誦了唐君毅先生的〈說
世界之變好〉以及霍會長

除了有理想外，還要有人。霍會長從一開

的〈《法住於世》序〉，

始已決心將一生放在這裡，並以他的自信、勇

然後再由一班「喜耀生

氣，感召了許多人來跟隨他。我好幾次看到霍會

命」的同學，一起朗誦霍

長要做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我會有點擔心，問霍

會長〈天地唯心〉，表達

會長：『真能做到嗎？』霍會長說：『只要這事

出對理想的堅定之心，以

情是對的，我便會做。』結果真的將事情做出來

及決心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了。

的志氣。
在這幾十年，我看到霍會長做了這麼多，

「喜耀生命」的同學朗誦霍會長的〈天地唯心〉

實。嚴力耕先生再為大家

適逢第一屆「百日樹

我真實地體會到甚麼是『天行健，君子自強不

人」的同學剛剛畢業，同

息』。從天道引申至人道，一直引申到這個世界

學代表亦趁此機會，為大

的功業，立功立德。我希望，也肯定法住會繼續

家報告了三個月來的學

擴大、深化其影響力，不但能夠幫助香港這地

習與得著。（講話內容

區，甚至能幫助中國，以及貢獻於世界。

詳見本刊第七版）之後

「喜耀合唱團」以真摯的歌聲，貫穿整個晚會的主題

第 四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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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自古以來，中國人教育兒童都以「讀經」開始：「讀」並不
是「看」，而是「讀」要讀出聲音來，讀出韻味來，讀出意義來，讀
出精神來。為重新推廣兒童讀經教育，霍會長特別主編「兒童經典讀
本」並闡述讀經之深意。特此轉載系列之總序，以饗讀者！

（陽修）曾（鞏）王

調鏗鏘，情韻悠揚，如撫琴吹簫，如擊鼓擊

（安石）之文，「非

筑，所以很早有詩、有歌、有賦、有文，後世

高聲朗誦不能得其雄

更發展出對聯。這不只是中國文學的特色，更

偉之概，非密詠恬吟

是中國文字的優美之處，其中所涵藏的道理極

則不能探其深遠之

豐。簡單來說，通過朗讀，通過吟詠，是培養

書要讀，以中國文字寫成的經典更要讀。

革新了技術，釋放出

韻」，說明這種讀書

人的性情健康成長的最好的途徑，也最宜於教

「讀」不是「看」；「讀」要讀出聲音來，讀

人權，創立了民主制

法對人精神生命的開

育。為甚麼？因為情理兼備。正如最新的腦科

出韻味來，讀出意義來，讀出精神來。這是中

度。但資本主義造成

拓，貢獻極大。

學理論，左腦管抽象思維，右腦管形象思維；

國傳統讀書人成長自己、吸收古人智慧的不二

財富壟斷、分配不

法門，可惜今天完全被廢棄了。

公；技術幫助了資本

經典為甚麼要「讀」？

主義的發展，豐富了

傳統讀經被廢棄的原因

市場，但亦加速了消

為推廣兒童讀經兼為中國「讀書人」正名

人能這樣讀書，

左腦是後天學習之腦，右腦則是先天遺傳潛意

其實已經不是求知

識之腦；左腦能力有限，右腦卻蘊藏無限潛

識，而是成長自己的

能；倘能兩者結合，相互開發，人就會愈來愈

胸襟、眼界、氣度。

聰明。在世界各大民族之中，大家都承認中國

「經」為常道，但

人聰明，我想這和中國文字的使用有莫大關

「常」不是文字，而

係，和中國傳統的讀書法很有關係。今天講科
學方法的人，不妨注意及之。

被廢棄的原因之一，是誤以為中國落後，

耗，地球生態大受破

正是傳統經典所害。「五四」時代的知識分

壞；人權的確是民主

子，提倡要以西方文化來「啟蒙」我們，今日

制度的基石，但不講

是文字之意、文字所

若再讀經，不是重新回到蒙昧嗎？

道德，不講修養，人

指向之理。此理常

讀經既然有此重要作用，那麼當然由兒童

權的內核只是本能欲

在，不為堯存，不為

開始。這不只是因為兒童的純真好學，記憶

被廢棄的原因之二，是誤以為中國經典難
讀，文字複雜，讀音之外，還要辨義，不似外

望，難怪今天歐美經濟崩潰，社會不安，倫理

大用。現代人由於生活壓力大，讀書只是為了

典許多都不是西方語言學的「描述句」，通過

桀亡。生命成長就是要邁向此理，體認此理，

力強，而是充分發揮其潛能，在其起步的時

文僅藉數十字母便能構作一個完整的語言體

斲喪……，如此文化，豈能盜用「進步」之

謀求出路，把自己變成工具。教育只傳授知識

經驗測試來確定其真假值，而是思想提升的過

蓋人生天地間，究竟所為何事？若只是求肉體

候，即輸入大量具有美感的文字。不要以為這

系。為了減輕兒童讀書的壓力，所以有必要廢

名？歷史明鏡，自有所示，我們不可昧於一時

與技能，以滿足市場需要，從不考慮人的健康

程，有其凝煉之處，往往意在言外，讀者必須

之生存、慾望之滿足，那就太侷促了。所以必

會加添孩子的壓力，其實是引發他們的天賦。

棄中國文化，改為拼音，還讀甚麼經典？

之見。

成長。所謂「終身學習」不過是鼓勵為自己增

自行咀嚼、品味，方得其妙。換言之，與其說

有更高之義。此義為經典所詮，所以經典不可

尤其是，在他們生命開啟的時候，給予正面的

值，多考幾個學位以策安全。人如此侷促還

是知識的傳遞，不如說是性情的陶冶。如孔子

輕詆。孔子指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引導、健康的思維，十分重要。增加他們的免

說：「苟志

人」，讀書的真正目的就是提升自己，體認為

疫力，絕對勝過讓他們沉迷在血腥、暴力、虛
假、醜惡的商業電腦遊戲機裡！

被廢棄的原因之三，是誤以為在今天知識
爆炸的時代，孩子要讀的書太多，哪有時間去

「困難」：對自身文化感到自卑的藉口

會有志氣嗎？

讀這些在生活上和工作上無用的東西？中國經

困難之說，恐怕是當時對自身文化感到

典能幫助我們找到工作嗎？能解決生活上的實

自卑而欽羨別人強大的人想出來的藉口，

還有風骨嗎？

際問題嗎？

還有抱負嗎？

完全不了解中國文字乃至世界語言的區分

還有真正獨立

被廢棄的原因之四，是誤以為傳統的讀經

而妄下判斷。西方文字多為屈折語（如印

的人格嗎？我

法只講背誦，不講理解，花費大量時間，陳陳

歐語系），以表音為主，即以音聲為中心

們要培養的是

相因，思想會不會閉塞？囿於傳統，如何接受

（phonocentrism），文字只是音聲的紀錄，但

「人」，不是

音聲已不在場，於是造成距離。這個距離使西

工具，不是供

新事物？今天人類已經全球化了，不可能再重
蹈晚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覆轍。

釐清對讀經的誤解

方語言學家發現其不足，於是想建立一個以意

應 市 場 的 產

義為主的符號體系。如笛卡兒（R. Descartes）

品，這唯有多

便曾經有這一想法。但他們不知道，中國文字

讀中國經典才

以上四項理由，一是落後，二是困難，三

正是以表義為主，一字一義；雖然亦表音，但

能長養。

是無用，四是閉塞，我們認為都是誤解，有必

音、義、形分離，不像拼音文字那樣一致。表

要釐清。

面複雜，實際簡單，因為中國文字組合靈活，

「落後」：假定西方文化比我們優勝
落後之說，自「五四」中人提出，今天
看來，亦「落後」了。為甚麼？因為當時
「五四」中人假定西方文化比我們優勝，我
們還停留在無知、幼稚的階段。但現在看起
來，西方文化創造了甚麼？創造了資本主義，

“

於仁矣，無

人之道，「充實之為美」，而別無所求；只有

朱熹說，讀書必須「熟讀精思」，首

惡也。」先

無所求，讀書的樂趣才出。宋儒教人尋「孔顏

我們不要看輕兒童的學習能力，只要安排

先就是反覆誦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

不說「惡」

樂處」，正在於此。若有所求，反而是壓力。

恰當，不強迫、不考試、有樂趣、有啟發，兒

之心」，然後「虛心涵泳」，不要過早

字可有多種

放開懷抱，涵泳於書本的世界，自由徜徉，這

童自然能進入經典世界，長大之後，自然能成

解釋，單從

時候就不只是「讀」，更不由自主的，發為吟

為維護和弘揚中國文化的人才。我選編這套經

若人有志於

詠了。上文說，讀書可以陶冶性情，這就是陶

典，目的在此。

仁 道 之 實

冶性情，由知義、得其理，再酣醉其情，不正

踐，則其心

是孔子的「吾與點也」嗎？

批評，自以為是，再「切己體察」，把

”

自己放進書中道理來切實體會，才能真
正得其精髓。

「閉塞」：不讀或未讀中國經典者的想像之詞

不會討厭之。更進一步，我有此心，人亦有此

法只講語序，而字有平仄，若排列得當，即聲

心，我能成長，別人亦能成長。眾生不但平
等，而且可上達。如是怎會有「惡」？從這裡

色，就是讓使用者直接面對概念，加上學習

典者的想像之詞。中國書意境高遠、胸襟闊

可以看到：一句簡單的話，可以愈讀愈有味，

時，要把音義結合起來，即需要思考和記憶，

大、感情真摯、內容豐富，經史子集，歷代均

愈讀愈有啟發。亦因此，讀書不一定要讀註

亦即左右腦並用，使兩者的神經元都得到開

有增添，並無劃地自牢。中國人所嚮往的是

解。宋人邵康節即說，訓解經書，只是「屋下

發，穿越概念，直達語境。非常迅速，在教育

「至德」之境，即「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

蓋屋，床上安床」，反生枝節。

上很有意義。難怪近代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

而盡精微」，「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所以

（Wilhelm von Humboldt）稱漢字是「思想的

不會閉塞。清代的悲劇，正是當時專務考據之

看來，就是讓讀者直接
進入經典的義理世界，

喜耀粵西學校幼兒部學生，在法住三十一周年會慶晚會中朗讀《大學》及《中庸》

《大學‧中庸》

「讀」不是「看」；「讀」要讀出聲音

《論語》（上下冊）

霧，重新體認自己的傳統。今天亦非百年前的

須大聲誦讀，眼到、口到、耳到、心到，精神

圖像與意義已開始聯

「五四」，經過歷史的轉折，物換星移，中國

集中，眼耳口心合而為一。朱熹說，讀書必須

結，思想開始成長，所

讀書人大可收起自卑，平情看待中西文化。重

「熟讀精思」，首先就是反覆誦讀，「使其言

以似難而易。

新讀經，以繼承中國讀書人的傳統。這和西方

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虛心涵泳」，不要

知識分子的參與社會，純然橫向的理性態度便

過早批評，自以為是，再「切己體察」，把自

有畸輕畸重之異。

己放進書中道理來切實體會，才能真正得其精

即在「讀」，透過「讀」來反覆體會、領悟書

對「用」的了解太狹

中之情與理，所以必藉聲音來結合字形和字

曾國藩主張，中國經典，如《四書》、

隘、太功利。莊子已

義。初不必求解，所謂「先讀百遍，而義自

《五經》、《左傳》、《易經》、《昭明文

指出無用之用，方為

見」（明‧陳繼儒語）。為甚麼？因為中國經

選》、李（白）杜（甫）詩篇、韓（愈）歐

的不二法門。而吟詠有音樂性，中國文字是單

通過朗讀，通過吟詠，是培養人的性情健
康成長的最好的途徑，也最宜於教育。

「兒童經典目錄」（第一輯）

髓。由朱子之言，可知讀書之要，若不讀書，

無用之說，在於

這是中國傳統讀書人成長自己、吸收古人智慧

得當，即聲調鏗鏘，情韻悠揚。

珠；亦如禪宗雲門禪師之「體露金風」，生命

腦已開始躍動，符號的

來，讀出韻味來，讀出意義來，讀出精神來。

音節語，文法只講語序，而字有平仄，若排列

這是一種直接契入法，如《大學》所說的

與天地相通。為了可以直接進入，所以讀者必

中國讀書人之所以稱為「讀書人」，首先

經典為甚麼要「讀」？

HK$38

讀書的方法

由此說到今天我們提倡讀經，便要撥開雲

了解太狹隘、太功利

霍韜晦主編 ‧ 兒童經典讀本

「格物」，不要通過那麼多的媒介，而直探驪

我們為甚麼是「讀書人」？

癸己年（二○一三）夏日
霍韜晦序於香港量齋

HK$80

雖未能充分了解，但頭

「無用」：在於對「用」的

兒童讀經的好處
吟詠有音樂性，中國文字是單音節語，文

閉塞之說，必然是那些不讀或未讀中國經

學者，不善讀中國經典所致。

與否，還請識者指正，以臻完善。

能包容、同情、惻隱、接受，而不會拒絕，更

而且形象，以形聲字、會意字較多。它的特

文字」。從讀經的立場

時間，許多重要的經典，我都作了刪節。恰當

必然開放，
對一切人均

經典不在多，而在精。考慮到孩子的學習

何以稱為「讀書人」？
隨書附送嚴力耕先生朗誦
錄音光碟（MP3格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詩經（選）
論語 經已出版
孟子（選）
大學、中庸 經已出版
禮記（選）
尚書（選）
左傳（選）
國語（選）
戰國策（選）
楚辭（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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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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課程 ７月６日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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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著名思想家、學者

祖師禪

霍韜晦教授 主講

新

WIS 063

祖師禪乃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到最高階段所提
出來的一種指稱。就其概念而言，以「祖師」代
替傳 統之「如來」，即有很明顯的中國色彩。迷
與悟，一而非一，非一而一；玄理之外，更有玄
理，所以特別迷人。
本講將以慧能及慧能以後之分燈，各祖師之
開悟公案為參究、講解之對象，語雖非禪，但禪
可 由此入，成道成智，端在應機。
-10:30pm
學費： $ 720（共3 節）

夏季：７月２日、９日、16日（二）8:40
地點：

法住文化書院（佐敦）

大乘佛教重要經典選讀

新

WIS 251

本課程精選大乘佛典中最重要的經典，逐一解讀，使
學者直接掌握大乘佛教思想的本來面貌，並接通現代世
界、現代人的修行要求，有志學習佛教思想者不要錯過。
講者：

袁尚華博士 地點： 佐敦 學費： $ 1,250（共8節）
８日 起（一） 7:00 - 8:30pm

夏季： ７月

輪迴與超升─ 揭開輪迴的面紗

新
HUM 247

「輪迴」並非佛教專有的信仰，事實上不論東方、西
方，人類許多宗教、哲學都不約而同，提出過各種不同的
「輪迴」觀念，來解開人的生死之秘。本課程將會從不同進
路，帶你探「輪迴」的不同面相，為你揭開它的神秘面紗。
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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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 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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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由淺入深，每期講述內容均有不
同，為學者架接成長階梯，切勿錯過。
袁尚華博士 地點： 佐敦 學費： $ 1,250（共8節）
夏季： ８月 ８日 起（一） 8:40 - 10:10pm
講者：

從思考方法到人生智慧

《六祖壇經》精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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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 ８月

HUM 538

始季：
地點：

本課程以人生的五大核心觀念切入生命：
性、情、理、氣、心，至為精煉，中國數千年之
哲學智慧皆聚集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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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8日 起（一） 7:00 - 8:50pm
法住文化書院（佐敦） 學費： $ 2,000（共10節）

淨土思想入門

新

講者：

用心溝通

WIS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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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講者：

做個成功父母

WIS 202

中國家教之現代家庭教育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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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
始季：

始季：

講者：

講者：
始季：

你感到今天的社會很混亂嗎？變化太快嗎？無所適

從嗎？人生匆匆，究竟為甚麼？即使衣食無缺，擁有許

多科技產品，但為甚麼還是空虛？

示威、上街、改革、爭取權益、爭取公平，從法國

大革命起，歷史就是這樣。今天社會進步了嗎？還是倒

第4屆：2013 年 11 月 6 - 10 日
地點：馬來西亞新山喜耀文化學會
查詢：（607）289 0380

退了？

馬來西亞區

向外求，向人求，不如向內求。找到自己成長的基

查詢：(852) 2760 9898

第85屆：2013 年 7 月 10 - 14 日
第86屆：2013 年 9 月 4 - 8 日
地點：新加坡東亞人文研究所
查詢：（65）6842 1123

地，才是辦法。

九龍佐敦道 23 號新寶廣場 4 樓
費用：全免

尋尋覓覓，多少年了？不要再浪費時間。請來參加

新加坡區

喜耀生命教育中心

已有二十年經驗的「喜耀生命」課程，不管你的問題是

2013 年 7 月 6 日（六） 下午 5:00

主題分享會：

甚麼，都能獲得啟發，絕非空言。

如何加強人際關係？

第148屆：2013 年 8 月 7 - 11 日
第149屆：2013 年 10 月 2 - 6 日
地點： 九龍總部
學費： 港幣$6,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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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家、教育家、國學大師、
現代禪師、性情學創設者

羅冠聰先生 地點： 佐敦 學費： $ 1,200（共10節）
7月12日 起（五） 8:40 -10:10pm

學習過程絕不神秘，主持者以其近五十年之功力，

香港區

成果卓著，有口皆碑。

1:00pm-7:00pm

本課程同時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開設，

2:30pm-11:00pm

星期日

以方便不同地之參加者。

本機構最長壽之 國際課程

讓你的生命更美好

霍韜晦教授

7:00pm-11:00pm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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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海曙先生 地點： 佐敦 學費： $ 1,000（共10節）
起（五） 7:00 - 8:30pm

一連五天

羅冠聰先生 地點： 佐敦 學費： $ 1,200（共10節）
９日 起（二） 8:40 -10:10pm

性情文學

HUM 261

夏季： ７月 12日

星期三至五

HUM 003

夏季： ７月

中國經典特別能讓人感受體會到「情中有理」與「理
中有情」，而「情理兼備」，是中國文化中的智慧瑰寶。今
季課程將由「詩經」開始，欣賞先秦人質樸之情及其中寓
意之人生哲學、天地哲學，輕輕鬆 鬆地進入「情」的世界。
講者：

新

本課程立足於法住三十年之生命教育之經驗，理論與
實踐並重，曾為無數人打開生命之明燈，欲了解生命之秘
密，獲得最深之啟發者，不會失望。

許志毅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 1280（共8節）
7月12日 起（五） 7:00 - 9:00pm

新

許志毅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 960（共8節）
7月 11日 起（四） 7:00 - 8:30pm

性情學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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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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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 ７月 11日

一步一腳印 ─ 佛教修持入門

李錦招博士 地點： 佐敦 學費： $ 1,560（共10節）
5日 起（一） 8:40 -10:10pm

夏季： ８月

《法華經》為標舉大乘佛教宗教理念旗幟最鮮明的經
典，此經被譽為「經中之王」。本課程縱線講解《法華經》
的思想來源及核心理念，講解《法華經》的主要經文。
講者：

THK 411

課程用生動例子及活動方式，講授不同層面的表達方
法、溝通方法、理解別人的方法，指導學員用心溝通的心
法，提升你在家庭、職場和社交的自信。

夏季： ７月 11日

《法華經》入門

９日 起（二） 7:00 - 8:30pm
法住文化書院（佐敦） 學費： $ 1,500（共8節）

夏季： ７月
地點：

淨土思想是初期大乘佛教運動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所開
出的信解脫之路，影響到中國佛教淨土宗的成立。本課程會
對淨土思想的內容加以探討，並選讀《淨土三經》章節。

喜耀生命
主持：

人生的奧秘 ─ 性、情、理、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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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典中「情」的世界
THK 215

本課程通過經常困擾人們的人生問題，一方面逐步拆
解、精細分析，一方面展示正確的思考路徑，教大家活學
活用，提升人生智慧。
講者：

通 透 絕 倫 ‧ 非 同凡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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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開心心「哲學營」
談到「哲學」，大家往往會感到茫然，認為

晚上氣氛一轉，透

哲學非常艱深晦澀、枯燥無味。所以「哲學營」

過電影欣賞，並在袁尚華

的同學在入營之前，都想不到原來「哲學」如此

博士細解之下，大家發現

貼近人生；而學哲學的過程，又可以如此好玩！

影片中暗含玄機，展示出

在袁尚華博士、陳海曙先生和鄭希通先生的

生活以外另一個超升的空

帶領下，十多位營友無不豁然「開悟」，發現哲

間。經過引導之後，同學

學原來並不「冷酷」，反而就在現實生活的「當

能退而反思自己的生命狀

下」，頓然充滿「哲喜」，滿載而歸。

態，學習思考生命哲學的

陳海曙

問題。之後更靜夜細談，

玄思哲想，思入風雲

講述自己對人生的感言，

是次由「法住機構」主辦的「哲學營」，

誠一樂也。

於五月四日至五日假「西貢青協賽馬會戶外訓練
營」舉行。在優美的大自然環境下，身心放鬆，
足以激活心靈，讓大家進行玄思哲想，思入風
雲。

哲學潛能的大釋放
「哲學營」的另一高
潮，是讓同學面對道德哲

入營後的第一項活動，就是「邏輯哲學推

在「哲學營」中，同學正在辯論他對一個道德哲學兩難的看法

學中的兩難。在環節中彼

理」，解答各種難題。同學們在活動中踴躍搶

此舌劍唇槍，為了尋求合理、公義、真善美，辯

答，大家的精采論證令人拍案叫絕！

得面紅耳熱，卻不失風度，兼妙語如珠，是哲學
潛能的大釋放。
最後的團隊活動，更讓大家學習打開心
靈，感受形神結合的美的世界，並合作創造出
自己對意義與價值的精采意象。所謂「君子和
而不同」，各組配以原創的動人演講、美妙的
歌聲乃至舞蹈，使用的「哲學語言」實在十分
多樣化。
真正的「哲學」，不僅貫通古今中外，更
重要能通於人心，幫助人成長生命。今次「哲學
營」時間雖短，已令一眾同學，在浩瀚的哲林中
邁出成長的一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願與同

在邏輯哲學推理中，同學的精采論證充滿驚喜。
袁尚華博士（右）教大家細心分析。

學共勉！

以下是同學參加「哲學營」的分享：
王嵐：讓我了解了自己，也明白了從前的困惑！
冼淑儀：見識了哲學中的速度、法度與深度！
李見明：提高了思考能力！
黃雲霞：把自己放回了人間世界生活！
陳潔珍：掌握了些少哲學了！
熊鳳珍：向著光明，尋求真理，這就是我！
林弘曆：思考，須循序漸進。
李致中：開發性情，運用理性。
盧兆銘：對真實與虛假有了更深體會！
陳海恩：令自己認識不足之處，更而有新追求。
翟玉蘭：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共融！
洪立新：學習看問題要看兩邊！
馬奔：思維清晰了很多，思考深入了很多，更喜
歡思想了！

喜耀教育「百日樹人」
「百日樹日」的學員來自
五湖四海，是一個跨年齡、跨國
籍、跨職業的課程，當中有來自
香港、十八歲的中學畢業生，有
國內的本科畢業生，有工作了數
年的金融從業員，甚至來自不同
行業的企業老闆。
首屆「百日樹人」課程的
學員，終於在六月二十二日畢業
了。潘解頤同學即代表全體學
員，在法住三十一周年會慶晚會

潘解頤同學分享過去三個月來的學習感受

中為各位來賓分享學習的得著。
在分享中，他指出這課改變了大
家的氣質：『「百日樹人」的學

十年歷史
口碑載道

員，全都在培養一種「謙和而自
信」的氣質：謙和，因為我們明
白在這世界上，有太多事物是自
己不懂的，有太多事物需要學
習，每一天都要充實自己、成長
自己；自信，因為我們明白自
己雖然有很多事情不懂，但我們
每天都在成長，每分每秒都在進
步，所以我們自信。』

第一屆「百日樹人」的部份畢業學員

除了心態之外，大家在技
術層面上我們也得到很大的提升。潘解頤肯定地指出：「『百日樹人』的學
員，基本上都已掌握梁芷媚老師所創立的「四流四化」體系，並應用到我們
日常之中。」最後他表示：「非常感謝梁芷媚恩師的無私與辛勤的付出。」
第二屆「百日樹人」課程即將於八月三日開課，如對這項課程感興趣，
歡迎至本會或電郵至xiyaohr@126.com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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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 7月17-28日：中國禪宗祖庭之旅
日期：2013年7月17日 - 28日（12天）
團費（大小同價）：HK$18,000（法住會員）／HK$19,800（非會員）
* 參加者可免費修讀霍韜晦教授主講之「祖師禪」課程
【經已額滿，下屆請早】

● 7月29-8月4日：明日領袖鍛煉營（第24屆）
日期：2013年7月29日 - 8月4日（7天）
地點：廣東肇慶高要市抱綠山莊（專車接送）
適合年齡：12-18 歲
費用：HK$6,800（包括交通費、食宿費、學費、旅遊保險）
報名查詢：2760 9898

● 8月2-4日：親親營
日期：2013年8月2日至4日（3天）
地點：廣東肇慶高要市抱綠山莊（專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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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成人 HK$2,780／小童 HK$1,800（7歲以下）
（參加任何一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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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查詢：2760 9898

精選課程
● 8月7日-11日：「喜耀生命」第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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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2760 9898（蘇小姐）

● 7月10日-14日：「喜耀生命」新加坡區第84屆
查詢：(65) 6842 1223 (蘇小姐/譚小姐)

網址︰www.xiyaoculture.org

● 11月6日-10日：「喜耀生命」馬來西亞區第4屆
查詢：(607) 289 0380 (周先生/蘇小姐)

出版
● 霍韜晦教授最新著作
《成長的鍛煉》
人類自從十七世紀技術突破，講生產力的資本主義即席
捲全球。人得到財富，得到享受，但卻逐步失去靈魂、空有
知識與技術，卻無補於道德人格的建立，亦無助於挽救社會
質素的下降。
也許大家都知道危機， 但就是沒有辦法。當年孔子提出
「仁」字以重建周文，今天霍韜晦先生及其法住同人，提出
性情教育，開發人的理想，承擔世運。三十年來，已成一股

● 8月12-18日：明日領袖鍛煉營（第25屆）
日期：2013年7月29日 - 8月4日（7天）
地點：廣東肇慶高要市抱綠山莊（專車接送）
適合年齡：12-18 歲
費用：HK$6,800（包括交通費、食宿費、學費、旅遊保險）
報名查詢：2760 9898

力量，事業跨越國家與地域。其成長的秘密，與所經歷的鍛
煉，本書為你開顯。
定價︰每冊港幣120元

《優質民主》
民主為當代潮流，被人們許為普世價值。

● 8月16-18日：親親營
日期：2013年8月2日至4日（3天）
地點：廣東肇慶高要市抱綠山莊（專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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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成人 HK$2,780／小童 HK$1,800（7歲以下）
（參加任何一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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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查詢：2760 9898

本書作者則持異議：認為由西方引進的民主對建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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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指出它所立足的根據有所不足和所隱藏的問題，同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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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每冊港幣88元

《黎斯華文集》（共六卷）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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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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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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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錄自其少年時代起，不同階段之創作，包括散
文、隨筆、遊記、讀書心得。讀之可感受到深藏於斯華心中
之歷史情懷，與其對人生、對中國文化之大情大願。
定價︰每冊港幣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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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成長──黎斯華文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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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每冊港幣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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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宣妙義，切勿錯過！
主講：袁尚華博士
時間：逢星期日，上午10:30 - 12:30

卷一︰未磨之劍
卷二︰我的成長
卷三︰人生愛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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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將出版

已經出版
卷四︰粵劇常情
卷五︰儒佛融通
卷六︰史學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