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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動的世界政局

世界似乎變得愈來

愈煩躁，遠的不說，例如

剛結束的長達五十一天的

以色列與哈馬斯之戰，導

致二千一百多巴勒斯坦人

失去生命，一萬一千多人

受傷，許多地區淪為廢墟。以色列雖勝，但也失去許

多優秀士兵的生命，亦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那

麼，為甚麼要打？起因據說不過是以色列有三個少年

失蹤遇害，以色列趁機「教訓」哈馬斯吧。

比較起來，哈馬斯還是小事，更嚴重的是伊斯

蘭國（IS）突然冒起，迅速佔領了大片伊拉克土地油

井，殘殺民眾，並把外國記者，人道救援人員在網絡

頻道上斬首示眾，其野蠻行徑震驚所有文明國家。歐

美各國再也無法緘默，於是在美國支持之下，再次對

盤據在伊拉克、敍利亞邊境的伊國組織進行空襲。

戰爭再起，就不是一天。

不過，你可以說：中東從來都沒有平靜過：宗

教、民族、歷史仇怨之外，還有政治、經濟的多元矛

盾。美國以為以武力介入伊拉克，便可以培育出西方

式的民主，徹底改變中東的政治生態，結果打了八

年，弄出一個爛攤子，比原來的情況還糟，它眼見勢

色不佳，溜了。

自大專橫的美國人

美國人的自大，到現代還不能接受教訓。從中

東抽身，又想重返亞洲，還串連日本、菲律賓、東南

亞，一起向中國施壓：從倉庫裡檢出上世紀圍堵中國

的政策。不過，還能用嗎？中國有可能變成第二個伊

拉克嗎？

美國所售賣的民主，若依據原理，是主張不同

政見的人可以通過理性方式來解決。但嘲諷的是，它

對待別國的態度卻是最不民主，總是想干涉別人，更

多的是通過一些見不得人的手段（如竊聽外國元首電

話、利用美元霸權騎劫世界經濟），來掌控別人，或

培植其反對力量，從中挑撥，製造事端，非常專橫。

如1965年，美國中情局策動印尼軍方政變，陸軍司令

蘇哈托於一夜之間，囚禁開國元首蘇加諾，再以清除

共黨之名，在全國各地屠殺華人，被害者近一百萬，

比日本在南京大屠殺還要淒厲數倍。從此印尼廢除華

文，蘇哈托鐵腕統治32年，整個世界誰吭聲了？

有些地方，力爭民主，以為獲取了民主，美國

就會支持，如埃及，如泰國，如東歐、中亞的顏色革

命，但換湯不換藥，民選政府無能，內部爭吵，軍方

乘機介入，掌控秩序。美國會因它不民主而干涉嗎？

香港知識分子何在？
─論當前世界政治的躁動與香港學生「佔中」

它自己尚且自顧不暇，所以你們愈亂愈好。這些國

家，亦不會因為實行了民主投票而有所改變，它還是

老樣子，甚至更糟。這不是很值得我們反省嗎？

民主與分離主義

一是民主究竟是甚麼？它能解決甚麼問題？它

會產生甚麼的後遺症？二是發美國民主夢的人，正如

香港某些「民主人士」，專程到美國白宮求取支持一

樣。有沒有想過：美國人是關心自己的國家利益，還

是你的利益？你如此投靠，為甚麼？

也許「民主」這個幌子太迷惑人，又被奉為普

世價值，使得人人以為實行民主就帶來幸福，事實

上是兩回事，更不曉得「民主」可以被利用為奪權

的手段。從法國大革命到德國希特拉上臺，從戰後

各殖民地獨立，到今天分離主義盛行，只要想到自

己的利益被分薄，就想利用民主，公投獨立，非常

狹隘。如蘇格蘭公投、西班牙自治區公投，連香港

也想公投，（台灣就更不要說了），卻沒有想想周邊

的人怎麼看你？

這是地緣政治，你能

無視鄰近地區的反應嗎？

但人與人的關係不止於

此，還有血緣，還有情

緣，還有長期歷史文化浸

淫出來的史緣，豈能一一

切割？只看眼前利益，只

看表面形勢，人的思想就會

太簡單。

不過，即使如此，「民主」仍然是這個時代的迷

幻藥。趨之者此仆彼繼。為甚麼會這樣？我想真正的

原因是對現實不滿。自從進入二十一世紀，歷史上所

累積的問題一一爆發：資本主義隨著美國的獨大而攀

上頂峰，開始腐爛：全球化、金融風暴、能源危機、

環境污染、貧富懸殊、社會頹廢、青年人思想無出

路、政府管治無方，基層生活困難。小市民委屈無處

發泄，小小事情都會爆炸，情緒失控，有機會示威、

遊行、抗議、抗爭，正中下懷。一波一波，最後就會

衝擊當前體制。如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阿拉

伯之春、英國種族暴動、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希臘

反資本主義的街頭運動……都是犖犖大者，從這個地

方看，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佔中」，已

經不算甚麼了。你可以理解為全球躁動政治的餘波，

不過，這兩地都由青年學生擔綱，而且矛頭指向都是

中國，這就不能不重視。

青年的可愛，在有理想、有熱血，但青年的欠

缺，亦正在其思想的簡單，易受煽動，正如香港某些

人要爭取「真普選」，以「命運自主」，「奪回

我們的未來」來包裝，試問是甚麼意思？難道要

香港獨立嗎？要否認我們自己是中國人嗎？為甚

麼要否認？這些問題必須問到底，你纔知道自己

在做甚麼。

「五四」「六四」之所以贏得巿民支援，是因

他們的出發點是愛國，不為自己謀利益，甘地、馬

丁路德金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為民族獨立，為

取得公民的平等身份。如果公民抗命中間夾有一絲

一毫自己利益的話，就不會得到同胞的尊敬。

「佔中」理由不充分

以此來看香港學生的「佔中」，理由就不充

分，因為完全沒有必要這樣抗爭。即使要奉行西方

民主，也可以從長計議，也可以逐步邁進。為什麼

要那麼高調，拒絕協商呢？何況，我們難道沒有自

己的思考能力，一定要按照「國際慣例」嗎？學生

的叫價，已達到不可理喻的地步。還要衝擊政府總

部，發動罷工、罷課，癱瘓香港，讓所有香港人都

付出代價。一時憤激，便要玉石

俱焚，為什麼呢？

時代在變，歷史在

變，二百年的西方民主，

已經百孔千瘡，站在美國

對立面的人不只是中國

（中國其實一直向美國伸

出橄欖枝），還有歐洲、俄

國、中東、南美。美國不檢討自

己，為甚麼不斷製造敵人（包括所謂恐怖分子），

卻想繼續指揮世界，肯定心勞日拙。中國則從被列

強瓜分的命運，到今天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非常不

容易，過程也犯了很多錯誤。今天我們站在歷史前

沿，該考慮為發奮自強的中國做點甚麼。不認同自

己的文化，不認同自己的民族，難道要做西方的馬

前卒嗎？四十年前香港大學生「關社認祖」、「誓

死保衛釣魚台」，但現在保衛的是自己的選舉權，

變化太大了，像中了蠱，小心別犯下彌天大錯。

可悲的是，香港竟然沒有頭腦清醒的人，只知

隨別人的笛子起舞，太可憐了。弄出這樣的局面，

誰會得益？誰會偷笑？

香港的知識分子何在？有血性、有歷史感、有

綜觀全域能力的知識分子何在？香港已出現危機，

不是要說些公道話嗎？但有些人還添油加火，惟恐

天下不亂，良知何在？犧牲的是誰？

不要怪責青年，這是所有成年人的責任。

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夜

香港的知識分子何在？有血性、有

歷史感、有綜觀全域能力的知識分子何

在？香港已出現危機，不是要說些公道

話嗎？但有些人還添油加火，惟恐天下

不亂，良知何在？犧牲的是誰？

霍韜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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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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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韜晦思想解讀

因情見性

現代世界深重的迷失感、虛無感，令人十分痛苦。

人皆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誰？只知道自己是公司的老闆、是某團體的

主席、是一名工程師、是一位議員、是一個員工、是一位丈夫……。一如名片

上長長的銜頭，不過是將許多外在的身份堆列起來罷了。但撇除了這些身份之

後，我們是誰？把名片上的銜頭都刪去之後，我們是誰？不知道。

現代人喜歡說「扮演一個角色」：張三在扮演老闆的角色、李四在扮演教

師的角色、王五在扮演爸爸的角色…… 英語「Personality」（人格）一詞源於拉

丁文的「Persona」，原意就是指演戲時因應劇情需要所戴的面具。這就意味著

人的存在，其實只是在滿足一個角色給自己的要求而已。在戲臺上，要贏得觀

眾的掌聲，演員就要竭力把角色演好；但落了舞臺之後，自己是誰？演員尚可

以息演退演；但人生「退演」了，自己的生命又可以回到哪裡？君不見許多人

一下班了，就馬上變成另一個放縱放任的人；一退休了，身心健康反而一落千

丈。因為摒除了一切外在的角色之後，自己到底是誰？不知道。

人被「角色化」，只用他的社會功能或行為模式、用他的現實身份、階

級、角色、崗位……等觀念瞭解他，而失落了「生命」。用中國傳統文化的話

來說，最多只有形、材、器、用，或「氣質」一層，而無「心性」一層；也就

是說，只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不過，從形、材、器、用等「氣

質之性」瞭解「生命」，只要不墮落，或尚有精彩可觀之處，總好過像西方精

神分析學派所說那糾纏不清的和充滿污穢的「潛意識」。順西方思路，很難理

解生命深處那份光明之情。

這不是說，我們要把具體而豐富的生命還原或化約為「心」、「性」、

「義理」幾個本質觀念，用以純抽象地界定或解說人性，成為一個「理論」。

哲學家喜作此事，但無助於解決人生之痛苦。如西方之思，到底是人先「存

在」，「本質」在後？抑或「本質」先有，人方「存在」？前者有自由但無價

值方向；後者有價值方向但失去自由。這在西方，永遠是不能解的兩難。何況

後現代哲學，根本排斥本質性的論說，而主張回到起點，無高無下，平視一切

現象，結果當然是一片虛無。

真要解此兩難，必須深入「生命」，知道人不是物，亦非一切社會性、心

理性或哲學觀念可以界定。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是有「心」。「心」者，內本

於「性」，外表乎「情」。但「心」、「性」、「情」皆非抽象概念；而是「生

命」。所以「性情之教」，即先教人以「正其情」，使生命本有的美善之情歸於

中和正位；再「順其情」，使此情自然生長，蓄蘊其生機；然後「盡其情」，使

此情剛健無已，以自盡其道分。人能盡其道分，即「率其性、修其道」（中庸）

之學；下學上達，即孟子所說的「盡心知性知天」之教，以完成其人生。其實，

關鍵是從「性情」入手；而從「性情」入手的關鍵則是「因情見性」。

不過，如此說，仍只是原則。因為生命是活的、是生機不斷的、是變化不居

的；一如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孟子告子上）。所

以性情之教，如業師說，並無公式，亦無標準答案；可以施之於平常日用，潤物

無聲，但有時卻要截斷眾流，大機大用，是端乎其人的。

關鍵在於感受對方（感），充分明白對方的生命狀態（通），然後作出最

恰當的回應（應）：感之、通之、應之，而接之、轉之、開之（此即霍師之性情

教學法）。人的性情一旦被開啓，內在的心光透出，就會有巨大的力量，所謂

「一燈能除千年暗」（壇經），生命的迷失感、虛無感就會盡數消散。這些在

許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蹟」，在法住的課堂上，卻確確實實是經常發生

的事。

我願意坦誠的告訴大家，這種學問不僅是當世幾已失傳，它根本就是「千

聖不傳」[註1] 之學。千百年來，有幾多人遍歷千山萬水，求不可得。法住人能

在這荒涼無力的時代有緣親覲霍師，學此「生命成長之學」，又是何等因緣？何

等幸運？希望大家善自護持，若身在法住，則更當精進；若尚未來學，則勿失交

臂。佛經嘗言，盲龜浮木 [註2]，可一不再。人生世上，當以成長為先！ 

[註1] 語出《碧巖錄》：「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覲，如隔大千。」

[註2] 出於《雜阿含經》卷十五，意謂大海有一盲龜，百年一出其頭；海中

浮木上有一孔，隨海浪漂流。盲龜其頭可得入此孔的機會是極難極難的。

佛即以此勸告弟子珍惜學法機緣，否則空自悲惱。

 佛學解讀

霍老師對「般若」、「空」與「波羅蜜多」原語的考察（三）

許志毅先生

法住文化書院講師

由於                                  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在大乘佛教時代有很多的經典以

它作為主題，這些經典便形成了般若系經典。例如大品般若經和小品般若經、金剛

般若經等。但這些經典都非常冗長，一般人難以卒讀，故此一部能精簡地把般若經

的精粹描述出來的經典便應運而生，它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心經——般若思想的精要

霍老師指出當中的「心」，梵文是 "hr. daya"，原意是指心臟，即肉團心，由

此再引伸為生命的支持點、生命最重要的部份，因此便有精髓的意思，亦可再引伸

為心要、法要的意思。如此，《心經》標題的意思，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心要的經

典，能如此明白其經題，便十分有意思了：《心經》是把般若系經典的大意扼要地

述說出來。掌握這一點以後，《心經》如此精簡，但卻那麼受歡迎、重視，除了它

帶有神秘色彩之外（因《心經》之中有咒語，而且與玄奘取經途中遇觀音化身而

得傳授《心經》之傳說有關。鳩摩羅什亦把《心經》之標題譯為《摩訶般若波

羅蜜大明咒經》，有咒語的神秘意味），更重要的是《心經》在義理上，把般若

系經典的重要觀念及精神簡明地展示出來。關於《心經》的「心」之意，學者如印

順法師亦主張此「心」是心要之義。

何以觀自在菩薩能觀空？

現根據霍老師之研究，把《心經》一些重要的地方展示出來。

《心經》的梵文本第一句是：

                                                                  一語，玄奘法師譯為「觀自在菩薩」，而鳩

摩羅什則譯為「觀世音菩薩」，到底孰是孰非？抑或皆有其理呢？霍老師指出按                               

                                 可解拆為    ivara」、 「avalokita」    及「i vara」  三詞，「Āryā 

就是「神聖」之意，「avalokita」  就是「觀」之意，而「i vara」  就是「自在」之

意，至於鳩摩羅什譯為「觀世音」則可能是誤譯或受《法華經．普門品》的影響。

「bodhisattvo」           則音譯為「菩提薩多」，  即簡譯為「菩薩」 ，   此字之語尾為

「–vo」，是陽性主格，即顯示聖觀自在菩薩的性別是男，此根據即可作為很多人

爭論菩薩是男身或女身的一個判准。然後「ga bhīrāvy」      是  「ga bhīrā    一

字，再加上「yā」，「ga bhīr」    是陰性，是「深」的意思，加上「yā 」便成於

格；而「pñāpāramitāyā    」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加上「yā 」，亦成為於格，

兩字合起來，便有「處於一種極深的般若波羅蜜多之中」，或「處於一種極深、

圓滿的般若之中」的意思，「caryā  」就是「行動、活動」之意，是一目的語；而

「camāno    」  則是「踐行」的現在分詞，即正在踐行、進行的意思，

                      就是「起觀照」之意。故霍老師把全句譯為：

「觀自在菩薩正在一種叫做『般若波羅蜜多』的很深的精神狀態之中進行修煉

（時）」「時」就是表現出上述所言的于格，蓋中文文法中沒有此義（參考霍老

師《現代佛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頁173-176）。

只有認清自己是誰？知道在現實的自我之下，有此向上的躍動，有此

向外開通的要求，就能不斷過關，自強不息，勇氣百倍。

情是付出，情是擔當，因情見性，你纔知道自己是甚麼人。

（霍教授文，原刊《法燈》347期，二○一一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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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孩子健康成長

孩子學業壓力問題探源（二）
許志毅

喜耀小生命課程導師

喜耀粵西幼稚園、小學、中學校長

說明。大家留意每年學校派位放榜，或者是公開考試放榜的時候，最緊張、最

激動的是誰？很多時候，都並非學生，而是家長！曾經有一位家長跟我說，在

她的孩子放榜之前，她整個星期都不能入睡。要知道孩子是十分幼稚嫩、甚至

乎是很脆弱的，當父母如此緊張、擔憂，你猜孩子懂得面對嗎？家長把學業看

成唯一出路的壓力，孩子能承受得了嗎？

家長須要給空間自己學習

因此，家長們，如果大家都被孩子的學業壓力擠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的心其實很無奈，因為你知道無論孩子跟你也活在無窮的壓力之

中，但是你卻沒有辦法，不知道怎麼去面對。其實你也很辛苦，不如先承認自

己也有不足、困難之處，然後真誠地給自己空間去學習怎麼面對這種情況！

這裡，我們先反省一下我們對現代學業成績的思考。

大部分現代人都有這樣的觀念：「好成績等於人生成功」。有了這樣牢固

的觀念以後，加上這個社會上強烈競爭心態的雜染，家長就在不知不覺之間把

孩子置於強烈競爭的場域之中，要贏在起跑線。這樣下去，就會形成「一定要

贏、輸不起」的心理，這便把自己及孩子逼得很辛苦。不少家長都有這樣的想

法：「明知道不斷壓逼孩子不好，但是又怕孩子輸在起跑線，真矛盾！」就是

上述的心理所作祟。

其實「好成績等於人生成功」這一觀念，是站不住腳的；人生成功是有

很多層次的，從健康、相處、自處、家庭、學業、工作、財富、內涵、宗教、

信仰、貢獻等等，但是現代社會的焦點比較集中在財富、學業及工作方面；從

思考上來說，好成績只是人生成功的眾多條件之一而已，至於是不是最主要的

條件、它對各層次人生的作用是甚麼，還須要好好地思考才行。成績好，只是

代表學生有某種能力的表現，但是孩子還有很多方面須要培養的，我們有注意

嗎？以上的道理，相信只要大家冷靜下來，好好地分析一下，都會明白；不

過，就算大家理解了，我想大部分家長只要回到現實，還是很快就會回復對孩

子不斷逼迫的狀態，因為在背後牽涉到更深層次的問題。（下期繼續討論）

父母對孩子的本心

對於孩子學業壓的力問題，家長應該如何反省？

家長不妨先感受一下自己對孩子的本心。當孩子來到這個世界時，父母對

孩子充滿期望，因為父母覺得小生命的將來會十分美好，而且也很希望他能有

所貢獻。雖然父母會慢慢發現孩子有性格上的優點及缺點，也有才能上的強項

及弱項；但是作為父母的，總希望能夠教導、鼓勵孩子，讓他的優點及強項得

到進一步長養，對他的缺點及弱點則尋求轉化及補救的途徑。這是父母對孩子

完全接受、包容及體諒的表現。你還記得嗎？當孩子畫一幅畫、牙牙學語、搖

搖擺擺的走路或者是表演一些體操動作等等的時候，即使孩子的表現不是十分

理想也好，你是不是都感到很欣慰、很開心，而且充滿期待？這是作為家長比

較健康的反應，也是純粹的性情流露——對孩子這個具體生命無私地完全接受

與充滿期望——你感受到自己的「父母心」嗎？

面對學業壓力，家長與孩子的生命變得侷促

可是，當孩子的學業漸漸吃緊起來的時候，父母的心也緊起來了。父母為

孩子所安排的，差不多主要都是以學業為中心。因此，孩子性格上的長養與轉

化、才能上的發揮與補救，只要是與學業不相干的，都會容易被忽視；當然，

孩子的內涵、修養、志氣等方面的開發，也就更加沒有空間去處理了。在喜耀

小生命及明領國學班的學生家長當中，有不少這種情況：家長與孩子對話的主

題大部分都是「你做了功課沒有？」、「明天有沒有默書？」、「甚麼時候考

試？」、「老師今天教了甚麼？」之類；其實大部分家長都是這樣，最關注的

都是孩子的學業成績，卻忘了孩子的成長，其實還有很多更重要的東西。

你有沒有想過，你跟孩子的生命空間已經被現實的壓力擠至非常侷促？

學業、考試好像成為人生的唯一出路。最近學校開課，有不少報章都提到學童

壓力大、超過四分之一的中學生患上焦慮症、患上焦慮症最小年紀的孩子才只

有五歲等的報導，看後真令人擔憂。但是，照我看來，問題並不是出在孩子身

上，當然，學校及社會產生一定的壓力，不過這些對學生來說也比較遠。其

實，家長本身的緊張、擔心及憂慮，才是孩子的壓力的主要來源。舉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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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新六藝圖表

但是，要達致這一層次，就要先對現象的存在加

以否定，所以雪峰呼喊「蒼天！蒼天！」意思

是哪有你所見、所執的現象存在？這樣纔能直貫

入本體。那僧人不了解，還停留在語言表面的

思考裡，不能兩者相即。文偃的「麻三斤、一匹

布」，就是要你冒過此層，直入性海，也可以說

是把「道」上提於當前的現象之中。正如有人問

洞山：「如何是佛？」洞山答：「麻三斤。」

也許當時洞山正在秤麻，正在幹活，所以信手拈

來，但也未嘗不是「渠今正是我」的事上見理的

表述（參看上文〈曹洞宗風〉）。所謂「形影相

睹」，互相回互。洞山是石頭的三傳弟子，雪峰

是石頭的四傳弟子，至文偃已是五傳，可見他們

一系的思路真有一貫之處。

不過，禪門傳燈雖強調祖師心印，但性海無

別，只能說是教法不同、入路不同，所謂「雲月

是同，溪山各異」（夾山禪師語），這就有了不

同的面目，也就是所謂「宗風」。但若能當下識

取，此「面目」也就直透本來。

4. 行腳厚積

文偃得法後，自知火候未足，還要歷煉，於

是辭別雪峰，參訪各地禪師，包括百丈、溈山、

臨濟、洞山等各大祖師之傳人、弟子，又曾親接

曹山，當面問曹洞宗之宗旨「密密處」是何義？

如何親近？曹山答以「不向密密處」，文偃拜服

之餘，對他自己禪風的形成也有很大幫助。

文偃最後到達嶺南，在百丈再傳弟子靈樹如

敏（?-918）的延請之下當了他的首座。據說，

如敏在靈樹二十年，首座的位置一直懸空。有時

他會對人說：「我首座現在牧牛」；有時又說：

「我首座現在行腳」。大家聽慣了也不去問真

假。但有一天，如敏吩咐大家鳴鐘，大開三門迎

接首座，文偃果然出現。如敏大概是有點神通或

預見能力的僧人，《宋高僧傳》把他放在〈感通

篇〉。他虛首座之位以待文偃，誠為知人。七年

後如敏遷化，臨終寫下一張帖子呈交南漢皇帝，

說：「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南漢皇帝於是請

文偃繼續任靈樹禪院住持。又數年，在南漢皇帝

的護持下，建了一所規模宏大的光泰禪院，後稱

雲門寺。文偃被尊為雲門大師。

這一段日子，從他辭別雪峰，到繼任靈樹禪

院住持，有二十多年。不但增長了見識，吸收了

諸家長處，還加強了他的應對能力，最後煉成了

他的獨門功法。

5. 雲門獨步

雲門的獨門功法是甚麼呢？我想可以從四個

方面來說：

四、雲門宗風

祖師禪經過馬祖、石頭，分流出溈仰、臨

濟、曹洞等等，到了五代時期，異軍突起，又

產生了一位震爍古今的大師，他就是雲門文偃

（864-949）。

1. 傷足求法

文偃俗姓張，蘇州嘉興人，自幼入寺門，

初學律，後慕禪，受具足戒後，聞睦州之名，特

往參訪。睦州乃黃檗首座（參看上文〈臨濟宗

風〉），以母親老邁，歸睦州龍興寺，織蒲鞋養

親。平日深居，不接來客。文偃叩門，睦州問：

「誰呀？」文偃說了，睦州再問：「幹甚麼？」

文偃說：「己事未明，乞師指示。」睦州開門，

一見便又把門關上。如是者三次。到第三天，文

偃急了，先把一腳踏進去；睦州喝道：「說呀！

說呀！」文偃說不出來，睦州於是說了一句：

「秦時 轢鑽。」「碰」的一聲，大力把門關

上，文偃來不及收足，竟然給輒傷了，害得以

後一生都要使用拄杖。但就在這一剎那，文偃

開悟。

「秦時   轢鑽」是甚麼意思？也許是指古代

建築鑽探，需要馬力拉動一的一種工具，但已經

過時了，無人再用。文偃也許並不知道這是甚

麼東西，但知道一定是罵他，沒有見地，沒有

新知，還是原來那一套，以致一隻腳在外面，

一隻腳在裡面，不輒斷纔怪。痛，讓他明白了

自己的關。

2. 雪峰師緣

隨侍睦州一段時間之後，睦州讓他去參訪雪

峰（822-908）。雪峰是德山宣鑒（782-865）弟

子，大家都知道德山的「棒」赫赫有名，常對參

禪者揮棒，說：「道得也打三十棒，道不得也打

三十棒！」看你怎麼辦？打掉你的迷情、打掉你

的思考、打掉你的對立二分的思維格局。總之，

通通打掉。雪峰去見他，問：「從上宗乘，我還

有分嗎？」意思是問自己有沒有機會開悟，德山

立即打了他一棒，說：「道甚麼？」雪峰當下如

桶底脫落，直透內外，疑情盡消。但仍然未敢自

信，直到他和師兄岩頭全豁行腳，走到鰲山，天

降大雪，岩頭呼呼大睡，雪峰卻睡不著，拉著

岩頭說話，指著自己心胸，說：「我這裡未穩，

怎麼辦？」岩頭說：「你把你的見地一一說出

來，我替你作主。」雪峰於是把他的參學經過，

一直到被德山打一棒的感受都說了。岩頭聽畢，

喝了一聲：「難道你不知道：從門而入的不是家

珍嗎？」雪峰說：「我知道呀，但以後該怎麼

辦？」岩頭說：「你若想弘揚大教，就必須一一

從自己胸中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雪峰大

悟，豪情頓生，立即向岩頭頂禮拜謝，說：「師

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

雪峰後來在福建弘法，受到閩王禮敬。文偃

到來時，先請一僧人代問，但不要說是他指使，

一定要把它作為自己的問題。那僧人答應了。問

甚麼呢？文偃說：「你待他上堂，便立即出來，

緊握雙手，立定，大聲問：這老漢脖子上的枷

鎖，為甚麼還不脫掉？看他怎麼說。」那僧人果

然依樣畫葫蘆，作了一遍。雪峰聽了，便下來當

胸把住那僧人，說：「速道！速道！」那僧人不

知所措。雪峰放開，說：「原來不是你的話。」

那僧人說：「是我的話呀。」雪峰吩咐侍者，

把他綁起，要痛打一頓。那僧人慌了，說：

「不是我說，是山下一位上座教我說的。」雪

峰轉頭告訴大眾：「各位，明天到山下迎接

五百人的善知識！」

第二天，文偃上山。雪峰一見便問：「是

甚麼因緣能夠這樣？」文偃低頭默然。雪峰原來

是想查察一番，臨濟所謂「先照後用」，以知

其底蘊。但文偃已經挑戰在先，好像要「奪人不

奪境」；而雪峰則瞭然於胸，示以「人境俱不

奪」，不但放下了他的「枷鎖」，還肯定了對方

的見解。所以文偃低頭不語表示相契，還有請為

弟子之意。

雪峰很歡喜，能得一有膽識、有氣度的弟子

是不容易的。一年後就把心印傳給他。

3. 石頭餘韻

文偃隨雪峰修學時，有一次，有一僧人因

讀石頭《參同契》，至「觸目不見道，運足焉知

路」時，不明，於是請教雪峰。雪峰模仿當年

石頭回應鄧隱峰「是何宗旨？」的問題，說：

「蒼天！蒼天！」（參看上文第四講〈石頭路

滑〉）。那僧人接不上，於是問文偃：「蒼天是

甚麼意思？」文偃說：「三斤麻、一匹布。」那

僧人更胡塗了，於是說：「不會。」文偃說：

「更奉三尺竹。」後來雪峰知道了，很高興，

說：「我常常擔心這個布衲（指文偃）。」言下

之意，就是現在不擔心了。

為甚麼？因為石頭禪法，就是要你在現象

中見道，在現象中見本體，所以「觸目皆是」。

人若不知此義，在修行時（運足）就會迷失。

編者按：去年七月下旬，本會舉行了「禪宗祖庭

文化之旅」，並由霍會長先後主講多場禪學講

座，化繁為簡，精闢無倫。有關講座內容已輯錄

成書出版。現選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禪宗祖庭文化之旅」講座六

越祖分燈
五葉宗風（四）：雲門宗風（上）

一是精簡，乾淨俐落。

雲門接人，非常精簡，甚至只以一字作答，

有「一字關」之稱。例如，有人問：「如何是雲

門劍呢？」雲門答以  ：「祖。」有人問：「如

何是正法眼？」雲門答以  ：「普。」有人問：

「如何是啐啄之機？」雲門答以  ：「響。」有

人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麼

處懺悔？」雲門答以：「露。」……諸如此類，

很多。現在我們不知道問者的背景和思想脈絡，

單憑語境不容易分析準確，因為所有禪師的答語

都是對人對機對時的，不能離開其背景、具體脈

絡來作純概念的分析。不過我們也許可以這樣理

解：以「祖」字答雲門劍，即表示雲門之殺人

刀、活人劍源自各大祖師，亦可以說是禪宗教化

之心法，一脈相承；又例如以「普」字回應正法

眼，即表示人人皆具，何須仰仗他人？

又例如以「響」字描述啐啄之機。「啐啄

之機」出自雲門同門師兄鏡清之教學公案：有人

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意思是我快要開

悟了，就像小雞快要破蛋而出，嘴巴正在向外用

力，請老師也像母雞一樣及時啄碎蛋殼，否則活

不了。鏡清迅即回答：「那你現在還活著嗎？」

那人說：「若不活著，豈不被人恥笑？」於是露

出馬腳，成為笑話。現在雲門以「響」字描述，

正如釋迦下生，大地震動，借以形容一個人的醒

覺、開悟，十分傳神。

至於以「露」字回答「殺佛殺祖，甚麼處

懺悔？」更是精采。佛弟子犯戒，一般皆在佛前

懺悔，但若連佛也殺了，向哪裡懺悔呢？關於

此，雲門另有一公案，就是上堂時講到：世尊

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

顧四方，云：「天下天下，唯我獨尊。」雲門

說：「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天下太

平。」這豈不是犯了重戒嗎？佛教戒律規定：傷

佛身出血，下無間地獄。怎允許說這樣的話？雲

門原意，當然不是真要殺佛，而是殺掉你的依賴

心，如臨濟所言：大丈夫當有自信，所以並非行

動上的殺佛問題，而是自己心靈怯弱，向外求取

的問題。所以必須面對自己，坦誠發露。原來據

佛家戒律，平日如有所犯，可在布薩之日，當眾

或對長老懺悔，自行發露所犯過失。所以「露」

是雙關語，有雙重意義。

又例如雲門的同門師兄翠岩，曾代雪峰夏

季安居時說法。完結之後，他故意自謙，作世俗

語，說：「一夏以來，與兄弟你東說西說，翠岩

眉毛還在麼？」蓋禪宗不立文字，凡有所說，皆

是虛妄，若執著於語言名相，即失宗旨，所以翠

岩作此聲明。但卻被他的師兄保福一句話點破：

「作賊心虛。」另一位師兄長慶則安慰他，說：

「生了。」唯有雲門站起來說：「關！」所謂一

字「關」，截斷眾流，不容你擬議。

一字關也就是一字禪，除此之外，雲門接

人應對的精簡，還有很多：有時是一句，有時是幾

個字。我們說，中國禪就是化繁為簡，雲門不只做

到，而且充滿張力，讓你轉不過彎，透不過氣；加

上速度甚快，稍一遲疑，你已經喪身失命。因此，

雲門教法的第二個特點：

二是險峻，難以湊泊。這原是睦州手段，雲門

用起來，青出於藍。

例如：有人問：「如何是佛？」雲門答：「乾

屎橛。」

示眾：「十五日前不問汝，十五日以後道將

一句來。」無人作聲。雲門自己回答：「日日是

好日。」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門說：「春來

草自青。」

又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雲門答：

「朝看東南，暮看西北。」續問：「便如此領略如

何？」雲門說：「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問：「學人不會，請師舉。」雲門說：「拿

筆硯來。」其人取過筆硯。雲門隨即寫下：「舉不

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雲門伸手：

「還我生死來！」

問：「如何是一代時教？」雲門說：「對

一說。」又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

何？」答：「倒一說。」（上述徵引資料見《五燈

會元》、《雲門廣錄》，不具引。）

……

這些問答，可見雲門家風。堂上堂下，出語

如風；故意設難，好肉剜瘡；雷鳴電閃，轉眼已錯

過。有些答案是故意顛倒，離題萬丈，例如以「乾

屎橛」回答「如何是佛？」。問者希望有一清晰

的、正面的、可以理解並可以依之而行的指導性的

答案。但剋實言，「佛」的本來面目、「佛」的境

界是可以說的嗎？若能說的都是「乾屎橛」，這就

是雲門的回應。當然兩者的邏輯關係並不明顯，雲

門就是要把你的問題擋回去，自己反思，自己發

現。壁立千仞，所以險峻。

（本章未完，待續）

雲門文偃禪師

雲門文偃祖庭大覺禪寺舊日的山前牌坊

日日是好日（雲門禪師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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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中國文化三十年‧獨一無二，不同凡響

人文學、性情學、思維學、哲學……，中西互動，貫古通今（不能盡錄，詳情請瀏覽網站：www.dccs.edu.hk）

主持：霍韜晦教授
思想家、教育家、國學大師、

現代禪師、性情學創設者

一連五天

星期三至五　　7:00pm-11:00pm
星期六　　　　2:30pm-11:00pm
星期日　　　　1:00pm-7:00pm

香港區

第 155 屆：2014 年 10 月 8 - 12 日

第 156 屆：2014 年 12 月 10 - 14 日

地點：九龍總部

學費：港幣$7,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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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8 蘇小姐　

新加坡區

第 91 屆：2014 年 11 月 12 - 16 日

地點：新加坡東亞人文研究所 

查詢：（65）6842 1123

馬來西亞區

第 7 屆：2015 年 3 月 11 - 15 日

地點：馬來西亞新山喜耀文化學會

查詢：（607）289 0380

本
機
構
最
長
壽
之

國
際
課
程

讓
你
的
生
命
更
美
好

喜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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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倒退了？

　　向外求，向人求，不如向內求。找到自己成長的基地，才是辦法。

　　尋尋覓覓，多少年了？不要再浪費時間。請來參加已有二十年經驗的

「喜耀生命」課程，不管你的問題是甚麼，都能獲得啟發，絕非空言。

　　學習過程絕不神秘，主持者以其近五十年之功力，成果卓著，有口皆

碑。

　　本課程同時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開設，以方便不同地之參

加者。

主題分享會：

如何減壓？

2014 年 11 月 8 日（六）　下午 4:00

法住機構總部
九龍觀塘興業街 20 號 12 樓

費用：全免

查詢：(852) 2760 8878

亦由四言而增至五言。流風所及，文人志士亦

多有作。

　　本講即選其佳者，由漢至魏，包括曹操、曹

植之名作。欲得驪珠者不可錯過。

秋季：  2014 年 10 月 14 日 起（二）  8:40 - 10:30pm
地點： 法住機構（觀塘）　學費： 會員$ 1,800（共10節）

溈仰禪                        WIS 681

　　祖師禪經過馬祖、石頭的開拓，再分別開出五個

宗派，稱為「一花五葉，越祖分燈」，處處創新，超越

前人。

　　本講即以其首立門戶之溈仰宗為講述、參究之

對象，以見溈山及其弟子仰山所創立之有體有用、體

用雙彰之禪風。

秋季：  2014 年 10 月 14 日  起（二） 7:00 - 8:30pm
地點： 法住機構（觀塘）　學費： 會員$ 1,500（共10節）

通透絕倫‧非同凡響霍韜晦教授主講
當代著名思想家、學者 情通、心通、理通工作坊   HUM 497

　　現代人在社會中為了生存而競爭，自小被訓練為鬥士，

只能贏不能輸，因此時常在高度戒備之中，加上個人主義

泛濫，人與人之間永遠隔著一堵無形的牆。本課程通過工

作坊形式，讓學員學習怎樣在人際相處之中，把心拉近、

把情貫通。情通心通之外，情中有理，此心同此理同，透

過學習文化，不同層次的道理，也可豁然貫通，成為通透

達人。

講者： 李錦招博士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1,250（共10節）
秋季： 2014 年 10 月 13 日  起（一） 8:40 - 10:10pm

唐學入門：《道德自我的建立》 HUM 211

　　本課程由唐先生之《道德自我的建立》入手，此書寫於唐

先生年輕時代，為唐先生道德思想及道德生活的基礎，當中許

多重要信念唐先生一生貫徹，從無動搖。能讀入此書，對人生

成長會有巨大支持。

講者： 袁尚華博士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760（共6節）

秋季： 2014 年 11月 3 日  起（一） 8:40 - 10:10pm

做個成功父母 中國家教之家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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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 許志毅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760（共8節）

秋季： 2014 年 10 月 16 日  起（四） 7:00 - 8:30pm

中國哲學與人生啟迪         HUM 001

　　中國哲學源遠流長，智慧極高，對人生很有啟發。本課程

知識與感受進路相輔相成，不但引領學員隨中國哲學史之脈絡

學習各家思想之綱要，並讓大家感受古人對生命不同的體會，

更會引導學員如何把所學融入生活，緊扣現實人生，同時超越

現實人生。

講者： 羅冠聰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960（共10節）

秋季： 2014 年 10 月 14 日  起（二） 7:00 - 8:30pm

淨土思想入門                                                 WIS 099

　　淨土思想是初期大乘佛教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它所開

出的信解脫之路，一直影響到後來中國佛教淨土宗的成立。本

課程對淨土思想的內容加以探討，並選讀《淨土三經》章節。

講者： 龔啟源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760（共8節）

秋季： 2014 年 10 月 16 日 起（四） 7:00 - 8:30pm

印度佛教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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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啟源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760（共8節）

秋季： 2014 年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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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佛經的思想應用在生

活中，糾正對常見的誤解，真正做到依佛法而行，修行成長。

講者： 許志毅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1040（共8節）

秋季： 2014 年 10 月 17 日  起（五） 7:00 - 9:00pm

開開心心學哲學              WIS 091

　　本課程讓你快速直接地把握哲學思維，疏解人生疑難，並

且生起樂觀，讓你在日常生活中，更善於處事處人。本課程內

容每次不同，上完的可以再上。

講者： 陳海曙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760（共8節）

秋季： 2014 年 10 月 17 日  起（五） 7:00 - 8:30pm 

法住文化書院2014年秋季課程 10月13日開課

《維摩經》精講            WIS 671

　　《維摩經》為佛教最具魅力之經典，經中主

角維犘居士之辯才無礙、遊戲神通、超凡入聖之

形象深入人心，開啟大乘妙義、勝義、真義、實

義，誠非他經可比。最適合求法者、求道者、求

智慧者、求精神提升者參聽。

　　三十年前法住學會成立時，大師即講此經，

聽者如飲醍醐，錄音搶售一空。今次重演，切宜

珍惜！

秋季：  2014 年 10 月 13 日  起（一） 7:00  - 8:30pm
地點： 法住機構（觀塘）　學費： 會員$ 1,500（共10節）

漢魏樂府詩                 HUM 276
 

　　中國性情文學，自《詩經》始創，強調真情

實感，直抒胸臆，成為經典。繼之而起的就是

漢樂府詩，悲時傷世，入樂以歌；體裁方面，

新

新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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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喜耀明日領袖鍛練營記事 —「反求諸己」精神的實踐

法住文化書院由霍老師上承儒家一脈的學問，下開「性情教育」，將

中國文化的核心化作教育的實踐。而「喜耀明日領袖鍛煉營」（下稱「明

領」），就是「性情教育」實踐的其中一項重要活動。 

由創辦到現在，「明領」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而「明領」的導師、

助教團隊，都是身蒙霍老師的「性情教育」多年，用心學習，努力成長的

學兄學長所組成。因此，團隊之間，有着清晰的共同信念、深厚的默契以

及全心全意的投入與付出。有理、有願、有行，這就是「明領」多年來成

功的原因。

今年暑假，書院舉辦了三屆「明領」（26, 27, 28屆）。其中第28屆

更是歷史性第一次專為內地學生而開設的。

來鍛鍊營是來「學做人」

來到鍛鍊營，不同的學生，各自抱著不同的心態。有的很期待、有

的已經是來完再來，亦有一些被父母安排，不知為甚麼而來。但到達營地

抱綠山莊的第一天開始，我們就明確的告訴大家：來鍛煉營，是來「學做

人」﹗這種「成人之學」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學問，亦是這個「知識教育」

時代非常缺乏的學問。回顧眼下千頭萬緒的青少年問題、教育問題、家庭

問題、社會問題，都是因為這種「成人之學」的缺失而致的。

學做人，成長自己，起步之處，亦是最深刻處，是「反求諸己」。當

一個人真誠面對自己，反省自己時，他生命中的「性情」就會自然起用。

由反省而有感受，由感受而生情，由情而生動力，因而有行動、有改變。

這個時代，人的問題就是思維向外。凡事都向外找原因、找理由，於是解

決的方法、用力之處，都著眼於如何影響、改變、乃至反抗自己以外的東

西。無論是家庭、朋友、社會、制度、傳統，一切的問題，我們都習慣了

在自己的生命以外找答案。一旦問題發生，總是怨：父母的錯、學校老師

的錯、社會的錯、制度的錯。學業不好，因為我沒有遇上好老師；考不上

名校，因為我輸在起跑線；讀不了大學，因為高考是一個扭曲的制度；買

不了房，因為有地產霸權；做人無氣無力，因為社會再沒有上流空間，努

力沒有意義，等等。這些都是向外求的思維。但殊不知，現在青少年、下

一代的問題，乃至為何他們會「難教」，正正是源於這種一味向外求索、

流蕩、往而不返的思維。（欲進一步了解此中的意思，可以參看唐君毅先

生在《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中的＜我們的精神病痛＞與＜論精神的大赦＞

兩文。）

學習主題和格言，貫穿全天的學習

            主題    格言

第一日 學習態度    --

第二日 關心別人 關心別人，由我做起

第三日 孝順父母 放下自我，孝順父母

第四日 反省不足 難關不在外

第五日 立定志向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第六日 感受天地 世界變好，我先變好

第七日 總結              --

今年「明領」，我們團隊事前經過一段時間，仔細設計課程，並為每天定

一個學習主題。其後袁尚華博士（營長）更為每天設計一個「格言」。言簡意

駭，貫穿全天的學習。

由整個課程設計可以看到，明領的一切教導，都是「反求諸己」的精

神之實踐。在七天的學習之中，無論是晨操、集隊、活動、課堂、用膳、

起居、教材、歌曲、視頻，所有時刻，都是扣緊這種「反求諸己」的精神

來進行。正如營長袁博士在營中曾對工作人員說道：「我們無時無刻都是

在教他們。排隊在教、食飯在教、遊戲在教、活動在教；在課室教、在大

自然中教、連回到宿舍洗衣、睡覺都是教。」可以說，明領對青少年的教

導，是無處不在，無時不見的，就在無形之中自然的就進行著。

在這樣的課程設計之下，性情教育在無聲無息之間，浸潤著青少年們

的心靈。改變在自然之間發生了。身處其中，你不會覺得有什麼驚人的突

破，甚至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但當你回顧七天，或是旁人在七天後

接觸同一個青少年，大家無不為他們的改變感到驚奇。這就是性情教育的

威力。當我看到性情教育的實踐時，我心底總是想起杜甫的詩：「好雨知

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性情教育，就是這樣無

聲無息地讓生命的成長自然的卻是奇蹟般的不斷的發生。 

「原來我不聽人講」

以下是學員成長的其中一個案例：

健宏（化名）：十五歲，香港學生，家中的小兒。父母辦事能力很

強，而且很願意學習成長。對健宏的教導非常用心，照顧周到。健宏性格

很倔強，對自己的想法十分堅執，認為任何事只要父母願意放手讓自己去

做，自己都能做好。但也因為這點的自傲，所以他往往不會虛心聽取別人

的教導，急於求成。於是事情做下來，總是很多錯漏。最終要父母或其他

人收拾攤子。亦因為如此，父母更對健宏不放心，就更加會不停的去指

導、教誨他。但父母越嘮叨，健宏越覺得別人小看他，於是心底越是不

接受、不聽別人講什麼。無論怎麼講，最終健宏做事，仍然是「我行我

素」，而且當別人想教他時，他總是會很不耐煩的說：「你由我做吧﹗」

正因為健宏這種「自以為是」的性格，讓他總是看輕事情，更由此而

常常看不起身邊的人。雖然過往幾年，他都有來明領，但卻都是父母拉扯

著來的。他不願來，是因為他認為，來了這許多次，要學的，他都已經學

會了，不用再學了……

今年再來到明領，導師們很快察覺到健宏的問題，並及早指引他。

但健宏一開始仍未能接受。終於，在第四日紮竹筏的過程中，他看到自己

了。在活動中，健宏貫徹其「我行的，讓我來」的行事方式，在沒有仔細

聽好指導的情況下開始紮筏。結果當然沒能紮穩竹子，而需要助教幫忙。

這時健宏忍不住又不停的對助教說：「你讓我做吧﹗」  更生起情緒，出了

脾氣。

活動完結後，副營長許志毅導師再教導健宏，讓他先靜下心來，然後

真誠的問一問自己，是否真的懂得如何紮？而且，當時助教其實是在幫助

自己，為什麼他的反應不是接受、感謝，反而生出了脾氣？這樣一下的反

問，健宏終於明白，自己一直沒有虛心聽別人的話，而自以為是。由此一

悟，健宏看到自己的傲慢，並明白需要改過的地方。經過今年明領，健宏

明白到「謙虛」二字的深意。回到香港之後，他在日常生活中有了非常明

顯的改變，整個人都踏實起來了。

齊心合力紮穩竹筏

陳志宣（法住文化書院學員、喜耀明日領袖營副導師）

明領各項活動，青少年參與其中，得以鍛煉意志、加強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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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月10月8日-12日：「喜耀生命」第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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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8（蘇小姐）

● 2014年11月12日-16日：

　「喜耀生命」新加坡區第91屆
查詢：(65) 6842 1223 (譚小姐)　網址︰www.xiyaoculture.org

● 2015年3月11日-15日：

　「喜耀生命」馬來西亞區第7屆
查詢：(607) 289 0380 (周先生)

精選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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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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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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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觀塘總部

　　　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港鐵觀塘站B1出口）

電話：2760-8878

免費參加‧歡迎有緣

其他

新書出版

禪，是人類文化和思維方式的最高表現。它出自印度，卻

成熟於中國，醞釀千年，發展千年，然後展現千年。到今天，文

化大變，禪只變成商業社會的符號。縱有祖庭，也只變成旅遊資

源，有形而無神。

本書力圖重展禪之風

貌、禪之歷史、禪之文化

魅力，禪之思想高度，以

開啟現代閉塞、乾枯、冷

漠、無力之人生。從禪宗

祖師的巨大身影，找回我

們已失落的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禪宗思想探跡之旅》

經已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