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住 機 構 月 報
THE LIGHT OF DHARMA
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非賣品）

390

質素與榮譽

知識．開放．生活．信念．性情．知識．開放．生活．信念．性情．知識．開放．生活．信念．性情．知識．開放．生活．信念．性情

把壞事變成好事
─對香港「佔中」的反省

霍韜晦

「佔中」這一場

以為公正的傳媒，自己反而投鼠忌器，不敢嚴

五、佔中者口口聲聲代表香港人爭取民

鬧劇，無中生有，雖

肅處理，真是威信何在？習近平要求梁振英

主，這一個「代表」的資格如何產生？有沒

未完全落幕，但明眼

「依法」，十分恰當。為政者豈能首鼠兩端，

有經過「普選」？誰任命你？根本沒有法理基

人已看出：已近尾

遲疑莫決？

礎。尤其是當民意調查已經超過八成反對「佔

聲，拖下去已無意

由此可見，佔中者是掌握了政府的弱點：

中」的時候，你們還戀棧甚麼？還不趕快撤退

義。也許政府想採取

回歸後，政府一直處於弱勢，許多政策未能對

謝罪？可見只是意氣用事，自稱「民主」卻在

較和平的手法處理，

應人心，累積了許多民怨（若扣緊此義，則

幹一些極不民主的事，最後還使用暴力，如何

讓佔中者自行散去，所以警方只是駐守現場，

「佔中」與其說是爭取民主，不如說是民怨爆

服眾？太荒謬了。經此一役，相信香港人對這

並未徹底執法。雖然法庭已經三令五申，佔中

發），在公共事務和核心價值上尤其失去話語

樣的「民主」一定印象深刻，清醒許多，以後

者應該交還道路的使用權予公眾。但佔中者既

權，一直挨打。就像這次「佔中」，在佔中者

再不會那麼容易受騙；

然「抗命」在先，也就不怕違法在後。沒有任

一波一波的攻勢下，政府完全陷於被動。一味

何成果，他們不甘就此罷手，於是拖拖拉拉，

呼籲佔中者理性，無異對

欲去還留。

牛彈琴。

「佔中」是政治鬧劇
這是政治：大家都明知是一場鬧劇，但卻
代表著兩個集團和兩種意識形態的角力，那就
不能掉以輕心：表面上是學生運動，但躲在暗

「佔中」犯甚麼錯？
其實，佔中者一開始
已經犯錯：
一、「佔中」沒有充

六、「佔中」醞釀逾年，原來只是書生
的躁動，並無周詳計

「佔中」對香港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劃，對參加者和群

對中國尤有啟發。為甚麼？因為香港被西方民

眾的認識並不足

主困擾甚久，弄得兩面都不是人。現在好了，

夠。「佔中」由

可以讓香港市民「見識」一下西方民主的真面

「三子」發起，

目，原來是如此空疏、粗暴、簡單、淺陋，甚

起動之後才發現
許多乘亂而來的

至矛盾、獨裁、衝動、情緒化。

角的策劃者、挑撥者、傳訊者和趁機騎劫者則

份理由，為甚麼一定要「佔

不知有多少，所以參加者品流複雜，有激烈分

中」呢？以為佔領代表香港價值

子、有港獨論者、有無所事事的看熱鬧者、還

的中環，刻意打擊香港經濟、破壞香港形象，

本不聽號令，自己行動。「佔中三子」很快就

有支持學生的家長、甚至雙面人、黑社會，各

就可以達到「真普選」的目的。這是一種玉石

被邊緣化，成為芻狗。他們掌握不了群眾，帶

懷鬼胎，大家都藉著一個看似非常合理的爭取

俱焚的做法，誰也沒有好處，而且意圖要脅，

導不了運動，反而幾個學生領袖更有能量。整

「真普選」的口號來滿足自我。這也就是佔中

跡近無賴；

個過程顯示了「佔中」的幼稚和不成熟，如果

集團內部為甚麼有那麼多的派系和勢力，各不

二、爭取「真普選」沒有理由一定要一步

相屬、各說各話、沒有一個真正的領導者的

到位，政府答允增加選委（提名委員會）人

原因。「沒有人代表我」，許多佔中者都這樣

數，雖不理想，但已有讓步，可以再協商解

說，顯示了這場運動的自主性、複雜性和隨機

決，不必劍拔弩張。比起英國治下，今天的香

性，所以在思想上、策略上、和行動上，大家

港民主已經進步神速；

都不一致。例如在應否使用暴力衝擊政府機關

參加者各有算盤，
代表各路人馬，他們根

不是政府投鼠忌器，一再「忍耐」，「佔中」
可以很快結束。

把壞事變成好事
不過，儘管如此，「佔中」對香港來說未

三、 西方民主雖云具有普遍性，事實上

嘗不是一件好事，對中國尤有啟發。為甚麼？

已百孔千瘡，歐美社會不但經濟走下坡，人性

因為香港被西方民主困擾甚久，弄得兩面都不

墮落，政治爭拗無日無之。資本主義的畸形發

是人。現在好了，可以讓香港市民「見識」

展，造成公義喪失。人的孤寂、人的無助已十

一下西方民主的真面目，原來是如此空疏、粗

按理，這樣的「烏合之眾」不難瓦解，但

分可怕，大家都找不到方向，「自由」只是劣

暴、簡單、淺陋，甚至矛盾、獨裁、衝動、情

為甚麼拖延兩月，政府仍然不知所措？雖知佔

義，不能幫助你成長，只能加強自我放縱，和

緒化。這樣的民主：怎能解決複雜的社會問

中者不只「佔中」，還佔領多個商業區和交通

委過於人。這樣的民主，即使你有權向政府提

題？只有不斷爭吵、內部不斷分裂，最後一定

要道，影響民生、影響秩序，公然犯罪、藐視

出百般要求，有何意義？香港人盲目跟隨，不

是訴諸暴力。這樣的結局，歷史已屢見不爽，

法紀，許多市民都忍受不了，出而與佔中者對

是很沒有智慧嗎？還以之為唯一選擇，不理現

豈能再犯？須知人類歷史已有幾千年，孕育出

罵，使現場氣氛極為惡劣。但警察只是勸市民

實，不管歷史，那是民主的原教旨主義者，只

無數文明，各有精采，亦各有特色，決不能只

不要走進高危之地，並未積極處理。也許政府

能算是迷執；

聽三百年前配合資本主義初興時提出來的民

的問題上，便很清楚的分為兩派。

弱勢政府不敢嚴肅處理

就是等待民意逆轉，讓市民看清楚佔中者的面

四、為了爭取民主，而霸佔馬路，阻礙交

主而隨之起舞。時代已變，歷史已變，當日

目，號稱爭取民主的人為甚麼會變得那樣橫

通，影響全港市民的生活、工作和消費，為甚

的民主已功成身退，今天的民主已變成潘朵拉

蠻，唯我獨尊。

麼？你鬥爭的對象是香港政府還是香港市民？

（Pandora）盒子的細菌，如瘟疫一樣，傳到

在策略上，政府這種「冷應」不失其高

為了自己利益而使許多人受罪，這是不是一

哪裡，哪裡就會自相殘殺。所謂「愛與和平」

明，但卻沒有負起及時維護法紀、維護公眾秩

種「自私」？目的、手段都犯錯，既犯法又犯

只是包裝，在理論上不堪一擊，在事實上更是

序的責任。坐看亂局，縱容破壞，畏懼某些自

憎，還有甚麼資格做改革者？

大量反例。（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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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如何克制人的私心和權力欲，也許才是根本。這只有通過

康成長。人的品質提升了，民主才有基礎。

東方的人性教育和道德教育才有可能化除，民主的人權理論是沒有辦

從世界大勢的運轉上看，歷史將站在中國這一邊。百年不遇，千年

法的，只有把問題弄得更糟。希望通過這一次的「佔中」，香港人會

不遇，如今遇到了：數百年來中國所受的屈辱、創傷，一直懷疑自己的

清醒些；中國也會清醒些，如果要行民主，不要再行西方那一套。把

文化落後，欽羨西方文化，如今總算看清歷史，西方有些路不能走。

壞事變成好事，通過對西方民主的反省，也許我們可以創建出優質民

「佔中」的鬧劇，讓我們更了解和更珍惜自己的文化，知道怎樣重新思

主來： 先從事教育工作，但不是西方的那種只講知識、只講技能、只

考、重新起步。

講市場的教育，也不是只服從政治需要的短視的國民教育，而是性情
教育，亦即承繼孔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教育，從根本下手。 翻

《易》曰：「天下隨時」。青年是可愛的，有朝氣的，但必須教以
正道，認識歷史。

新孔子的六藝，師其神髓，從小開發孩子的向上之情，孩子自然會健

一四年十一月廿八日

霍韜晦思想解讀
箴言解讀

包藏私利的民主和自由

人人都以為：民主代表自由、代表公平，其實還包藏私利。在民
主的旗幟之下，人人都有權維護自己的私利，最後必然導致利益的爭

「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條件(necessar y condition)，但當「自由」
被濫用，真正的「民主」必然不可能發生。現代社會就是缺乏對「自
由」的深度反省，只霸佔其「外延」（extension），而不思考其「內容」

鬥。這和其他甚麼制度都一樣，只要人心不乾淨，就會爾虞我詐，機

（intension），結果釋放了人的自私本能，倒過頭來傷害了我們的社會。

制只是工具。所不同者，或者令人憂慮者，是民主還公開維護私利，

「自由民主」只有消極的作用，它本身沒有能力完善它自己，對社會的素

最後社會上的人一定以利相從，政治變成黨派利益的爭奪。放眼天

質、人的教養、精神生活的提升並無直接幫助，相反，它本身就很有可能是

下，今天那個國家、那個政府不是如此？把私合理化，把黨派利益合

促成社會墮落的原因。文明正在倒退。

理化，受傷害的是整體和下一代。

所以，我們必須認清，真正的關鍵不是機制，機制很有用，但不是建立

（霍韜晦教授文〈大破之後應有大立――中共十八大寄言〉，

理想社會、幸福社會的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真正的關鍵是人，參

原刊《法燈》366期，2012年12月1日）

與和執行機制的人。如果他的心不光明、行為自私，多完善的機制也會被利
用。孔子早已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人而不仁如

按：今天社會，太多人迷信西方價值，把自由、人權、民主，不但舉

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這些歷史文化的深刻智慧，難道是白說的嗎？

為最高，甚至奉若神明，不知道亦不懂得去瞭解這些理念的來龍去脈、歷史

以上的話，吾師霍韜晦先生多年以來講課撰文，不知已說過了多少遍，

背景、施行條件、與及現實上產生的各種流弊。結果盲目崇拜，變得愈來愈

總希望有識者、社會領袖或政府領袖能夠聽見，使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

非理性甚至乎反理性，跡近於「原教旨主義」的瘋狂。現在，社會上人人皆

未亂」，可惜大音難入里耳。現在，香港發生的事，大家就可以引以為證

可冒「自由民主」之名而行偽善，令一切惡行都變得神聖，自以為是「理想

了，但要為此付上慘痛的代價，亦無辦法。

主義」，實際上都是假的。利用群眾思想簡單的人，則包藏毒心，在後面冷
笑。說穿了，就是「私利」二字。

期望社會早日覺醒！
提倡生命成
長的教育、做人

袁尚華博士

由」是消極的，即所謂「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它無法對人的行

的教育始終至為

中國哲學博士，專攻中國哲學、佛學，

為的正確性(rightness)提供指引。這種「自由」正在被濫用，而且正隨著現今

重要！

愚昧加上私利，足以毀滅世界，但都被「自由」的花紙所包裝。「自

現任法住文化書院教務長

社會文化的急速墮落而走向失控。

佛學解讀

霍老師對「般若」、「空」與「波羅蜜多」原語的考察（四）
梵文《心經》第二句的原語是：

霍老師指出，玄奘法師所譯「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

~ ca skandha-h. ta-m. śca svabha-vaśu- nya-npaśyati sma"
"pan

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就是先列出「色」與「空」的對

玄奘法師譯為「照見五蘊皆空」。霍老師指出在梵文原語之中涵蘊著一

比、相即，然後類推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即是五蘊都是與空相即不

點很重要的訊息，是我們須要特別注意的。這訊息就是說觀自在菩薩要先能

異。「舍利子」的梵文是"śa- rī-putra"，意思是舍利弗，也就是舍利之子；關

在很深的禪定狀態，即般若波羅蜜多之中進行鍛煉時，以此為條件，或以此

於舍利弗之梵文根據，近代學者亦有提出（如印順法師在《妙雲集上篇之

為因，才可以達到觀空。玄奘法師把兩句合起來，變成「觀自在菩薩行深般

一：般若經講記》提到）。而關於色、空關係之四句，霍老師指出梵文本中

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十分精簡，但是梵文原來所表達的精密意思

本來共有六句，霍老師重新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直譯如下：「色空，空正是

便沒有顯示出來，令漢文讀者容易忽略了當中的深意，也就是觀自在菩薩首

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霍老師認為大概玄奘

先在作這種精神的鍛煉才可觀空這個意思。霍老師進一步引用宋施護法師的

嫌繁瑣，故略去第一、二句。「色」的梵文是"ru- pam
. "，本來是指物質現象

翻譯，指出雖然施護法師的翻譯沒有玄奘那麼精簡，但卻十分信實：

之意，若順著原始佛教的用法、脈絡，五蘊中的「色」是指肉身。受想行識

「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在佛會中，而此菩薩已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

則是心理、精神的活動。以上幾句，把空與生命現象的狀態述出，然後點出

多，觀見五蘊自性皆空。」（參考霍韜晦〈略論近代漢語學界佛經翻譯――

空與生命現象沒有分別。古人通常把上述意思釋為「色空不異」，不過，對

九五年一月講於臺灣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現代佛學》）

於現代人來說，要理解古人所釋「色空不異」，無論從語意或內容上講，都

從上述觀空的條件去反省，我們便會發現空並非一般凡夫或經驗的心

一定會產生很多問題，例如，色指涉甚麼？不異、相即是何義？現代人恐難

靈可以把握的，而是人須要通過鍛煉以後，生命質素、智慧層級能升進至極

以明白。故霍老師進一步以現代語言作詮釋，希望能精簡扼要地把「色空不

高的境界，即極深的般若波羅蜜多的作用下，「空」才能呈現。經霍老師把

異」之內容表述出來，讓現代人較為容易明白：「舍利之子啊！（生命的）

梵文《心經》中的深意說明，「空」的超越意義，便找到了到文獻基礎上堅

肉身現象是空的，這種空的性質正是肉身現象的存在情形。（所以）肉身和

實的支持了。

空沒有分別，空和肉身也沒有分別，肉身就是空，空就是肉身。（其餘）四

至於下一句奘譯「度一切苦厄」則是梵文本中所無的，霍老師認為可能
是玄奘法師按著修般若觀空之宗教精神修補上去的。

種（主觀上的）感受現象、（對象形相的）攝取現象、（動作的）發施現象
和（客觀世界的）

以上幾句，其實就是把「怎樣才能體證空」的問題處理了。《心經》

認識思維現象的

許志毅先生

的下一段，則是以空的標準來破除一切自原始佛教以來所建立的代表存在

存在情形也是一

法住文化書院講師

的概念。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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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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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學業壓力問題探源（四）

對於孩子的學業壓力根源的問題，我們已
經探討了三期。在這裡先總結一下。
在孩子方面，壓力的來源表面上好像是功
課、考試、競爭的問題，這些其實只是外在的原

喜耀小生命課程導師
喜耀粵西幼稚園、小學、中學校長

的情懷得到開發，而且看到自己的抱負，對人

時多引導孩子欣賞別人的長處、優點，並且鼓

生方向有堅實的信念。能有精神上的嚮往、更

勵他向別人表示，也虛心地向別人請教學習，

深的使命與生命價值，又怎麼會被現實上的衝

這可長養孩子寬闊的胸懷。

擊、挑戰與壓力所動搖呢？

因；孩子在人生路上，很多東西都不懂得面對，
例如，如何與人相處交流？面對壓力如何化解？

許志毅

在讀書方面，要融進修養的實踐及內容，
例如使孩子端正大方地朗讀，又選一些合適的人

功利風氣，思想狹隘

如何為自己定下目標方向？面對重要的事情如何

物故事、詩詞等，開發其感恩之情、關懷之情、
付出之情、珍惜之情等等。對升學方面，做家長

抉擇？人事的分寸如何？這些都是有關做人方

反觀我們現代生活之中，由於文化風氣的

的真的須要長養出一種更開放的心靈，接受孩子

面的問題，可是，他們所學的知識、技術中絕大

使然，孩子好像都只是被引導至只環繞一個狹隘

任何方面的才能，幫助其發揮；孩子升學方面，

部分的內容都未能針對這些而給予恰當的指引與

的自我世界去拼搏——為何要努力讀書？因為不

不妨放下「快」與「急」的心情，譬如，如果

啟發。面對這些問題，孩子的內心總有徬徨、恐

要輸給別人；為何要有好的職業？為了自己能有

發現孩子真的能力不及，何不讓孩子多用一兩年

懼，然而未能化解，怎能沒有壓力與不安感？而

高收入；為何要有高收入？為了自己有美好的生

才完成呢？甚至，畢業以後先工作，等到適合的

且家長面對社會的壓力時，很多時只是見步行

活享受。現代人能夠為家人已經算是眼光比較

機緣，才再讀書，現在有很多升學門路的，例如

步，隨著社會的要求不斷把壓力轉移給孩子。作

大了，更不要說為社會、國家、民族、歷史文化

毅進計劃、公開大學、各大學的兼讀學位課程等

為家長的你，是否有自覺到這些呢？

了。思想世界十分狹隘，人便變得自私，而且極

等，為何一定要急於在一定的期限之內完成某一

小的衝擊都承受不了。

種模式的學業而逼迫孩子呢？家庭氣氛方面，夫

一代大儒，禮教榜樣

妻平日相處、表現要溫文、平和、包容、體諒，

家教宗旨，感恩體諒
本來，在濃厚的文化氣息的社會環境之

令孩子在中間感受到濃厚的情，孩子便自然會感
受到溫暖，心靈也自然會健康穩定。

下之下，孩子在很多生活小節中都可以得到一

在中國家教課上，我曾與同學們討論到

些人生健康成長方面的啟發，為他的健康人生

如何在現代生活中引導孩子放下自我，開闊胸

打下基礎。我們且看一代大儒唐君毅先生對自

襟的問題。例如，對於令孩子開心方面，現在

己少時受到父母、歷史、傳統文化風氣的「教

孩子生日，很多父母都會為其大肆慶祝，殊不

以上的點點滴滴，在在都是為了開發孩子

育」：父母帶他到歷史古蹟，父親總會要他

知這樣在無形之中令到孩子的自我膨脹，針對

的性情，令到其生命擴大，心中有的不只是自

在古人像前行禮，唐先生自言：「能對中國古

此，倒不如教孩子在生日這一天，感恩自己

己，而是還有父母、親人、祖宗、朋友、天地萬

人，有一厚道的心情，去加以尊敬，亦許都由

能有美好的生活，向父母表達感謝，也感謝祖

物、歷史人物等等，生命不是孤單，而且眼光會

於在幼小時期，我父母親對我這種教育。」唐

先、乃至其他人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美好的生活

寬闊遠大，不會侷促。這樣，孩子又怎麼會受到

先生自小對古代人物有尊敬之情，也就是對人

環境。對於戶外活動方面，多帶孩子往大自然

現實的壓力影響？當然，以上所說，只是一隅，

生方向有更高的典範作榜樣，對人生有更深刻

感受天地之美，感恩萬物的恩德；即使帶孩子

而且很淺陋，上述各方面的課題，以後會慢慢再

的追求。乃至家鄉宜賓人的忠厚和信義作風、

往現代化的場所，如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

展開論述；現在要說的是，如果各位家長能有這

祖先的勤儉家風、父親對家鄉山水的情懷而引

乃至商場也好，要引導孩子感恩別人的建設、

樣的識見，那麼就算在現代緊張的生活之中，也

發的山水之情、對祖輩的感恩懷念之情、少時

了解別人美好的心意等，萬萬不要只是忙著爭

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化解孩子的學

校長及老師的人格表現等等，都令唐先生厚重

取得到甚麼利益與好處。在與人相處方面，平

業壓力，當從家長自身的提升開始。

生命擴大，心繫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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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心是道」，臨濟之「屙屎送尿，睏來即眠」。雲
門亦一樣，他說：「除卻著衣吃飯，屙屎送尿，更

「禪宗祖庭文化之旅」講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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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麼？」又

座，化繁為簡，精闢無倫。有關講座內容已輯錄

說：「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

成書出版。現選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化體為面，化上
下兩層為一層，自然任運，何須著意？他引導他的
侍者香林澄遠，每次喚他一聲：「遠侍者！」香林

越祖分 燈

（續上期）
至於「十五日以後」，為甚麼是「日日是至
於「十五日以後」，為甚麼是「日日是好日」？這
不關曆法，也不關修持，更不關寺院半月布薩。對

應道：「諾。」雲門跟著問：「是甚麼？」香林不
知其意，每次都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如是者十八
年，香林忽然明白過來，說：「我會了。」一問一
答十八年，知道其中有甚麼道理嗎？沒有特別，就
是特別。總之，隨波逐浪不是沒有主意，跟人背後

於「十五日」或有人認為是象徵月圓，但花不常

五葉宗風 （ 四 ）： 雲 門 宗 風 （ 下 ）

好，月不常圓，十五日以後怎麼辦？豈非不安穩？
世界如何太平？於是生出種種猜想，無法契入。其
實「十五日」是指生命的突破，修行到此脫胎換
骨。經此一役，以後乃能「日日是好日」。

那麼簡單。
雲門三句，有人認為：第一句說體，第二句
言相，第三句言用，雖各有所向，但不可分離。又
有人說：三句即是破三關：初關、重關、牢關。初

一般人求法，總想路徑分明，請雲門指點。

關是見性初體驗，重關是對治潛伏於生命中的深沉

雲門的答法是：「朝看東南，暮看西北。」甚麼意

煩惱，牢關是生死關，徹底破除無明，得回生命的

思？的確令人感到無門可入。但無門就是門。馬

自由，徹底解脫。所謂「一鏃破三關」，即一下子

祖引《楞伽經》，說：「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
門」，何須有時間（朝、暮）與空間（東南西北）

例如，有人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
答：「體露金風。」如奧坎之刀，削盡煩惱。

的考慮？問者不了解，還說可以依之行動，難怪雲
門說「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了。因為你還是那麼

意。究竟甚麼是教意？」

又有人問：「如何是法身？」答：「六不
收。」即超越六根境界。

糊塗。

陳尚書被逼得沒有辦法，勉強說：「口欲談

子，便要承擔。如何承擔？便要自己長進，有大

體之與用，就其層次說，是不可混淆，所以才有溈

三關全破、三個問題一下子解決，直顯本來面目。

志、有大手筆。

仰的上下應和。但就其存在說，兩者根本一體。禪

有無可能？雲門認為有，洞山弟子欽山更是識破玄

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意思是：我口想說但找

雲門一日上堂，說：「函蓋乾坤，目機銖

者的開悟，正是證見此一境界，才能由用直貫於

機，知道關鍵在關中之主。所以這三句話，不一定

不到恰當的言辭，內心想把它呈現出來但沒有概

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大家都不知道如何

體，或把體上提於用之中，合二為一，兩者相即，

是歷程語。因為對乾坤的涵蓋，與對各種知見的區

念。

接話。雲門只好自己點破：「一鏃破三關。」

而「觸目見道」。石頭特別重視此義，影響到曹

分截斷，與回歸生活，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同時出

據說，雲門除了「一字禪」之外，還有「三

雲門立即指出：「口欲談而辭喪，這句話是

此三句經雲門弟子緣密改寫，逐漸被確定

洞、雲門，也是這種思考。隨波逐浪便是這種形

現的，根本不必分割。問題是你的領悟是否到家。

字禪」，就是：顧、鑒、咦。「顧」：即是臨濟

對想用語言表達的人說的，心欲緣而慮忘，這一狀

為：函蓋乾坤、截斷眾流、隨波逐浪，成為雲門宗

態，或者就是對這種境界的一種描述。表面上全無

像雲門，能夠直透本源，當然就是一鏃破三關了。

之「照」，但不須言語，只是打量來者；然後

態是對那些有妄想的人說的，都沒有回答甚麼是教

門庭施設的標誌，膾炙人口。

奇特，全無造作，生活與常人無異，即馬祖之「平

「鑒」，即「照」之至深處，知其困惑而開示之；

意的問題。」

若來人不悟，即「差互」，甚至墮入思網中，這就

陳尚書至此，無言可答。

錯過，愈去愈遠，令人嘆息，這就是「咦」。

不過，這三句話該如何了解？如何「一鏃破
三關」？

雲門於是繼續說：「《法華經》曾經指出：

人生最可怕的是浪費時光，面對生死而沒有

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修行到了非想非

危機感，那就白活了。所以雲門伸手跟他要回：

6. 雲門三句

非想天，還有人退墮嗎？」

「還我生死來！」

陳尚書不知道如何回答。

首先，涵蓋乾坤：乾坤是天地，是宇宙，是

最後有人問佛陀說法，即「一代時教」的問

雲門這才表態：「尚書，你不要看輕這其中

無限時間與無限空間的組合，如何涵蓋之呢？我以

題。依禪門宗旨，釋尊說法四十九年，其實未嘗說

的含蘊：十經五論，禪師並非不知，把它們拋卻了

為可以從兩方面了解：一是法性、實相、本體；作

一字。但前此諸宗，如天台、三論、華嚴、唯識，

而入叢林（禪院），十年二十年許多人尚且未可奈

為實相，在存在的領域無不賅遍，一切現象都是

均有判教，分時（階段性）分法（內容宗旨，或空

何，尚書你怎能明白！」

真如實相的展現，石頭所謂「觸目見道」；二是

或有之類）、分人（大小乘）分地（場所），很複

雲門文偃禪師

雜，為甚麼？雲門答得很乾脆：「對一說。」此

這一個公案，足見雲門直透本源的功力。長

心性、自性、佛性、如來藏、真心，此心不但生

期以來的教禪問題，在雲門這裡得到了新的統一。

起世界，收盡世界，更可以創造新世界，化污染

「一」可以指人，可以指時，可以指機，但亦可以

又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

雲門很明白：作為「教」之前提，即經典中

為清淨。這亦是禪的第一預設（參看第二講〈祖

指宗旨、道體、不可言說之絕對，亦即本來面目。

答：「須彌山。」六祖已言：「惠能沒技倆，不斷

所說的自性清淨心、如來藏、佛性，亦即雲門常說

師〉），亦即華嚴宗的「真心迴轉」或「性起」，

總之，如你解悟不足，是無處下手的；但若你能

百思想。」完全絕念，即是枯禪。

的「人人自有光明在」，但不能停留於理念，所以

所以有涵蓋義、根源義、周遍義、和創生義。禪師

雲門馬上就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若只

能見證此心，開發本源，則何事不可為？雲門常對

入，此「一」字即通向最高鵠的、絕對無二，一切
話語皆依之而轉，那正是佛陀說法之真義。

又有人問：「如何是清淨法身？」答：「花

是掛在唇邊，反而生障礙。所以他又說：「好事不

參禪者說：「微塵剎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

又如「倒一說」，則更奇詭：蓋若知「一代

雲門之思維，何以能如此通透？回應之手

如無。」隨立隨破，才能讓你上路。這本來是《金

祖、唐土六祖，全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

時教」皆是方便，則何妨盡倒？如有僧問：「如何

段，何以能如此敏捷？我們可通過下面一例說明：

剛經》的精神，《金剛經》說：「般若波羅蜜，非

應十方，一任縱橫。」又引雪峰話頭：「盡大地是

是超佛越祖之談？」雲門答：「餬餅。」那人問：

時間回到雲門拜辭雪峰，長年行腳，一日回

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但要落到踐行

你自己」，一毛頭中即見獅子全身，的確令人豪氣

「這有甚麼交涉？」雲門說：「是呀，有甚麼交

到江州，重逢當年道侶陳操，彼此都曾在睦州門下

處，才真的明白、真的究竟，否則只是一形式語。

頓生，看到自己要承擔開啟眾生的責任。

涉？」不回互就是回互，落在言句中，尋那語言脈

學法，多年不見。此時陳操已是江州刺史，並享有

絡，「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這就是說，你

尚書官銜。雲門到來，陳尚書設齋宴招待。席間問

雲門對教與禪的通透，使他不受羈勒，自由

話，當機指引，均極精簡、極險峻。一字關、三字

要徹底明白禪宗的語言只是方便，是活句而非死

起「教」與「禪」的關係。眾所周知，禪宗主張教

奔放，無論施教或應對，精采句子源源而出，自然

禪，乃至一言半語，都是截斷你的知見、妄想，所

句，問者若得啟發，那就不須「尋言逐句」。

外別傳，甚至不立文字，正是要翻出經典的羈絆

任運，不須思考，而且氣魄弘大，氣象高遠，聽者

以完全不按雙方溝通的語脈來回應，讓人感到高深

（參閱上文第二講〈祖師：中國禪的誕生〉），但

肅然。

莫測，無門可入；使你捉摸不著，輾轉反側，咽氣

由此可知，雲門舉示之所以險峻，正是要斷
絕你的世諦思維。

藥欄。」真是大用現前，即此便是。

四是恢宏，氣象高遠。

其次，截斷眾流：正如上文所說，雲門答

修禪怎能沒有理論根據？所以引起很多人懷疑，宗

例如他上堂，責備眾生「根思遲回」，只懂

難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謂「擬心即差」，

三是究竟，直透本源。

密主張「教禪一致」也就不難了解了。陳尚書就是

得向古人門庭東覷西覷，見個甚麼道理？「問佛問

就是要你徹底放下，如此方有頓悟的可能。從這一

從上述引例，雲門思想之通透，接人垂語之

據此而提出問題：「三乘十二教，自有座主，禪僧

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

點看，雲門深知本來面目不可說、不可思、不可以

進入寧靜的世界

靈活、敏捷，令人驚嘆。他一方面有臨濟的氣魄、

到處行腳幹甚麼？」這個問題顯然也是衝著雲門而

差，況復有言有句？」

任何形相湊泊，所以嚴守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立

超越分別的妄執

氣象，一方面又有曹洞、溈仰的細密、深刻、回

來，你看雲門怎麼回答？

互、敲唱；說他是六祖、馬祖、石頭的集大成者，
也不為過。他的氣魄，使他能至究竟處；他的通

雲門首先問：「你這問題，曾經問過甚麼
人？」

透，使他能從容回轉，出人意表。

陳尚書說：「沒有。就是問你。」

他指出：「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

場。他說：「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

日說事，未嘗挂著脣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

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

認識般若

吃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著一縷絲。雖然如此，

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

感受般若

猶是門庭之說也。」

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蓋有心

雲門有一句名言：「大用現前，不存軌

雲門說：「先不要談行腳問題，我倒想問：

又說：「古德為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

即有分別，有分別即有言語，愈去愈遠，如何能回

成長般若

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雲門立即

究竟甚麼是教意？」雲門先要釐清「教」字的落腳

一言半句，通汝入路……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

歸本來面目？所以必須一刀兩斷，絕不猶豫。這也

體會般若

提起拄杖，高聲唱著：「釋迦老子來也！」

點。

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

就是「目機銖兩」的意思，一眼就能看清最微小之

別處閑用？」（均見《五燈會元》卷十五本傳）

物，清楚、準確、敏銳，不可拖泥帶水。

這不只是反應迅速，當機展現，而是直透到

陳尚書說：「黃卷赤軸。」意思就是指經

源頭，才能徹上徹下。到此，雲門說：「更不煩汝

卷，因為抄寫經卷多用黃紙，而經軸則用赤紅色。

縱橫與奪，無非教人珍惜。人生無常，生死

最後，隨波逐浪：禪宗教人頓悟，認識自己

雲門說：「這不過是文字語言，我問的是教

剎那，但其中所涵的氣魄，便不簡單。身為禪宗弟

的本來面目，也可以說就是對實相、本體的契入。

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

（本章完，全文未完）

主持：

霍韜晦

時間：2014 年 12 月 23 至 29 日

（共七天）

地點：中國廣東肇慶抱綠山莊
查詢：香港：
+852 2760 8878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65 6842 1123（譚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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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情義，現實那可懼
─記黎總導師講授 < 瀧岡阡表 >

曾怡省

法住位於佐敦的文化中心租約期滿將遷，這

修父親的正直人格，有些感受到歐陽修母親對兒子

先約定精簡至每人不超過一分鐘），雖然如此，整

裡的文采韻事，師生情誼，一一湧上心頭。謹敬述

的關愛教導之情，有些感受到歐陽修母親對丈夫的

個課亦用了不少時間。

一事，以誌此情。

情義……

課堂完畢，全體同學起立行禮，她要站起來

法住喜耀生命總導師黎斯華博士當年病愈復

總 導 師 在 總 結 時 說 道：大 家同學都 感 受 這 段

也無力，我們三位男同學扶她，志毅導師低聲說不

課，新舊學友，濟濟一堂，猶記其中一課總導師講

文字深含的情 義，因為 我們都是有性情的人。然 有

如坐著回禮也可以，她奮力一站，笑著朗聲說：

授歐陽修誌其父母的〈瀧岡阡表〉（選段）：

點 很 重 要 的 是，正 因 為 歐 陽 修 母 親 敬 愛其 夫 之 志

「不行，我有如此有禮的學生，豈能作無禮的總導

和人格，並記 其 心之 所 念：「術 者謂 我 歲 行在 戌 將

師。」說罷師生行禮，全體肅立恭送她下課。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
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
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
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
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
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
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
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
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
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
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
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
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
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
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古文觀止》

死，使其言然，後當語我告之（將父親的話告訴長大
後的兒子歐陽修）。」所以歐陽修母親謙厚深情道：
「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

「天其復矣，文在茲乎。」她坐在霍師這對
聯間台下的教席上，一言一笑，永在我心。
總導師對古代聖賢、對中國歷史文化，對自

歐陽母在其夫亡後，在三餐無以為繼之下仍

己的業師和法住的事業，都是竭誠以待，對學生則

以沙為紙以蘆為筆讓歐陽修讀書寫字，希望他能繼

是深懷敬與愛，所以纔能「火裡來，風裡去。」

承「汝父之志也」。這就是她為人稱頌之處。在現

（霍師語）不畏艱巨，為法住於現實中開拓了很多

實無空間中，為兒子創造讀書空間，所憑的就是對

空間，令霍師無後顧之憂。她是以生命證成她所說

丈夫深深的情義。

所教，如她寫〈莊嚴的人〉：

所以總導師常教導我們，不要問我們能否承
擔理想事業，只問我們有沒有心。我相信，這亦就
是她教這一課的意思。

只是，我們曾經努力，曾經為下一代所作
的付出，讓她們有機會見到人類光明的一面。
為甚麼要這樣？

法住文化中心在佐敦十年了，最近每晚下班

因為，我們是人，是莊嚴的人。

巡樓，巡至演講廳時，目光觸及業師霍教授所寫的

《我的成長～黎斯華文集之二》，頁29

那副對聯：「天其復矣，文在茲乎。」我不禁站在
那裡，心回到那天總導師上課時……

總導師逝世四年了，誰能繼起呢？

那天，她不理所有親友的反對，身體虛弱仍

寫於甲午年中秋追月夜

總導師先解讀此文的文字，歐陽修父親應為

堅持要為我們勇耀班同學講課。她說讀書人要有始

刑部吏官，不但敬業樂業，且宅心仁厚，覆檢死

有終。其時全班同學齊集展覽廳中，聆聽她講學，

（編者按：本屆高階晚會，所演出的誠劇就

獄，若有疑點即報告上級，以免錯判難返……然後

她以「器識」相授，期許每位同學都要做一個有器

是歐陽修的成長故事，由本屆高階同學擔綱演出，

要我們同學分組討論，討論後有些同學感受到歐陽

識的讀書人。最後要我們如以往和他對答（我們事

內容動人，不可錯過。）

文化書院、喜耀書屋
遷址通告
本機構原設於佐敦道23號新
寶廣場之文化中心、喜耀書屋，將
於本月中遷往觀塘開源道71號王
本屆「誠劇」：千古荻花香
－歐母教子

子大廈5A新址，望各界人士、同
學、同道注意。
新址開幕日期：十二月二十
日，儀式從簡。
新址將加設品藝中心，增強國
樂、太極、養生、廚藝、健康等課
程，並主辦講座，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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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間，洋溢著我們的笑聲
─記２０１４步行籌款日
一年一度的「秋季步行籌款」，今年已於「馬鞍山郊野公
園」舉行，三百五十多位參加者聚首一堂，為宏揚中國優良
傳統文化出一分綿力，希望透過人人的一小步，能夠共同走
出法住的一大步！

本刊記者

戰無不勝，始在心定

當天早上七時多，工作人員陸續到達集合
點，分工合作；各組參加者先後啟程。而我們

二○一四年，香港社運僵持，人心躁動；
然而法住步伐依然：夏秋之間，喜耀合唱團南

的會長霍韜晦教授則親到兩處起步點主持開步

那邊廂，挑戰組健兒陸續到達，衝線一刻
還有啦啦隊為他們大響鑼鼓，熱鬧非常。
十二時，美食組正式開檔了！美食組分開

禮。

不同的攤檔，他們除

洋公開演出、佐敦中心搬遷、課程不斷……但
這令到今年秋季步行的籌備日子是歷年最短，

了在不同的美食花

我們起步了！

心思，還特地自製制

只有二十多天，探路、宣傳、籌劃美食遊戲節
目、廣邀親友等工作，都面對時間和社會氣氛
的壓迫感。

服，熱情接待，讓來
霍會長分別

賓飽享美食之餘，留

在挑戰組和同樂

下深刻印象。

然而，業師霍韜晦教授訓勉我們：「愈

組起步禮勉勵參

這令我想起霍

亂之時，更要凝聚。」心定，人纔聚……面對

加者，步行籌款

教授常教我們事無分

難關，讀書人更加要心定，沉潛學習，體會理

具有象徵意義：

大小，都要用心投

想。

象徵法住事業，

入，纔能有成果。

多 年 來 翻 山 越

享用過美食，

嶺，行出今天的
成果來，一方面

喜耀合唱團已在草地
各組領獎完畢，齊齊合照留念，共享比賽成果！

有大家多年的參

教授所寫的性情歌

與，更重要的是不畏困難的精神，只要我們常

曲等。集體遊戲緊隨開始，這裡是發揮團隊精

念初心，持之而恒，知難即不難，目的必達。

神，在遊戲中，有父子兵，有喜耀同學，有公

今年步行天清氣朗，亦如往年溫馨熱鬧，大家

司團隊、有喜耀幼稚園師生，大家打開心扉，

與親友投入柔風翠林，感受高山遠海，心神怡

無分彼此，不論老少都投入遊戲競技，天地之

悅，健兒們互相支持，親友們把手秋遊，這亦

間，洋溢著我們的笑聲。

正與我們法住的事業相呼應。

遊戲圓滿結束後，就是頒獎時候，其實在

挑戰組由北港出發，過了狐狸頭，開始拾
霍會長為啟步儀式致詞
所以法住同道，沉著地步步開展了步行籌
備工作。

上載歌載舞，演唱霍

級攀登往最高點昂平。健步者疾如風，身影早

美食和遊戲時段，已有很多「記者」在草地間
搜集民意，為選出美食各獎項得獎者作準備。

已沒入山林中；體力稍遜的參加者不禁吃力，
然同道發揮互助精神，替他們背袋，打氣……

善持己心，當顯精彩

過了茅坪，繼續堅持，一步一步，終於到達昂

二○一四年秋季步行籌款於十一月二日

平。參加者都眼前一亮：高山上一塊平原，俯

今年步行給我們最大的感受是：儘管客觀

舉行。可喜的是：參加人數達三百多人：分開

瞰西貢，大家都拋開疲累，享受著海濶天高，

環境常非如意，但我們若對人和事都有深情的

挑戰組，健兒於西貢北港競步至馬鞍山郊野公

迎面秋風，稍息後繼續結伴前行，向目的地馬

話，必力求事成，盡心投入。若果大家都共持

園；同樂組參加者漫步於馬鞍山郊野公園；

鞍山郊野公園進發。

此心，奇蹟可現。

三十多組美食檔主則各顯厨藝，在公園草地上
喜迎各組健兒到來共享午餐。

同樂組在霍教授主持開步禮後，漫步於馬

期願同道們善持此心，再創奇蹟！

鞍山郊野公園，該公園被翠綠的 山 林 擁 抱 著 ，
背靠石礦場。當
天 早 上 有 風 無

二零一四年步行籌款獎項

日，但到中午，
感恩午日朗照，
為回到草地上參
與猜燈謎，遊戲
活動的參加者添
溫暖，霍教授還
和大家一起踢毽
子。平時見到霍
教授工作無休，
講學教人，難得
今天看到他開心
地踢毽子，玩遊
戲 。 作 為 學 生
的，心中的快樂
難以言喻。
起步儀式即將開始，各參賽者準備就緒，如箭在弦！

挑戰組
冠軍：ANCO RESOURCES
亞軍：王玉生、葉經武、王濼羲
季軍：黃崇堅、麥鴻彬、林雅欣

美食組米芝蓮厨神大獎：
張慧儀、何麗晶、洪立新、林潔萍

美食組最佳佈置大獎：
紅組：喜耀盈盈

美食組至合拍大獎：
紫組：紫氣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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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中國文化三十年‧獨一無二，不同凡響

新書出版

法住文化書院2015年始季課程

《本來面目
―禪宗思想探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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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摩經》精講
講者：
秋季：

WIS 671

霍韜晦教授 地點：觀塘 學費： 會員$ 1,500（共10節）

新

中國哲學與人生啟迪
講者：

HUM 286

霍韜晦教授 地點：觀塘 學費： 會員$ 1,800（共10節）
201５ 年 1 月 1３ 日 起（二） 8:40 - 10:30pm

講者：

秋季：

秋季：2015

史、禪之文化魅力，禪之思想高度，以
開啟現代

臨濟禪
講者：
秋季：

新

WIS 701

霍韜晦教授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1,500（共10節）

、

冷

情通、心通、理通工作坊

HUM 497

漠、無力
之人生。
從禪宗祖

李錦招博士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1,250（共10節）
秋季：2015 年 1 月 26 日 起（一） 8:40 - 10:10pm
講者：

師的巨大

唐學入門：《病裡乾坤》

身影，找

講者：

回我們已

秋季：2015

失落的本
來面目。

講者：

HUM 211

中國家教之名人身教智慧

HUM 131

本機構最長壽之國際課程

收費：每位港幣 150 元
查詢電話：2760 8878

講者：

WIS 281

許志毅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1040（共8節）
年 1 月 16 日 起（五） 7:00 - 9:00pm

秋季：2015

哲學關我事
袁尚華博士

THK 511

地點：

觀塘

1000（共8節）

學費： 會員$

年 1 月 22 日 起（四） 7:00 - 8:30pm

（尚有多項品養課程，請瀏覽www.dccs.edu.hk或

以上課程均由法住機構舉辦

喜耀生命

讓你的生命更美好

地點：觀塘興業街 20 號 12 樓法住機構總部──旭日堂

一步一腳印 ─ 佛教修持入門

參閱《2014年秋。2015年始兩季課程手冊》）

許志毅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760（共8節）
年 1 月 15 日 起（四） 7:00 - 8:30pm

晚上 8:00 ─ 9:30

WIS 202

龔啟源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760（共8節）
年 1 月 15 日 起（四） 8:40 - 10:10pm

秋季：201５

秋季：2015

時間：2014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六）

講者：

講者：

袁尚華博士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760（共6節）
年 2 月 9 日 起（一） 8:40 - 10:10pm

做個成功父母

《法華經》入門
秋季：2015

2015 年 1 月 13 日 起（二）7:00 - 8:30pm

閉塞、乾
枯

WIS 007

龔啟源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760（共8節）
年 1 月 15 日 起（四） 7:00 - 8:30pm

講者：

有形而無神。
本書力圖重展禪之風貌、禪之歷

羅冠聰先生 地點： 觀塘 學費： 會員$ 960（共10節）
年 1 月 13 日 起（二） 7:00 - 8:30pm

佛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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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231

秋季：2015

2015 年 1 月 19 日 起（一）7:00 - 8:30pm

漢武人物

1月12日開課

查詢電話：2760 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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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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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五天
星期三至五
星期六
星期日

7:00pm-11:00pm
2:30pm-11:00pm
1:00pm-7:00pm

主題分享會：

香港區

如何提升管理能力？

第 156 屆：2014 年 12 月 10 - 14 日
第 157 屆：2015 年 2 月 4 - 8 日
第 158 屆：2015 年 4 月 15 - 19 日
地點：觀塘法住機構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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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 月 11 日（日）時間：３- ５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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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區
第 92 屆：2015 年 1 月 14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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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