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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日記
霍韜晦
2017年5月30日
昨夜九時，入住瑪麗醫院，準備作全身檢查。
想不到，八年前，妻入院，作CT Scan…… 我陪伴在側，很憂慮。
這一次，是我入院了。
不過，我倒不憂心，死生有命，唯一放不下的，是我允諾了許多工作，還未做成；許多著述，還
未出版；許多話、許多看法，還未告諸世人，是為可惜。
每天早上，頭腦清明，自覺世事洞察，但未及隨手寫下，做完運動或靜坐之後，又匆匆上班了。
我知道的，比我寫下的多。釋迦說：我所說的，如掌中土，未說的，如大地泥。我想起唐師智慧
如海，於書無所不窺，於理無所不通，但留下的，雖有近千萬言，似仍未盡。我自己亦遍讀群書，喜
愛又更駁雜，卻想破陣而出，示人以道。道不遠人，道亦可通萬法，能開能合，能入能出，方得真自
由。然若無傳人，道即蔽矣。求者摸索，必費時日，若摸索不著，必付巨大代價。
五年前，法住三十周年會慶，我撰一聯曰：

道術今為天下裂
柔情且代世間悲
道術裂，即世界各國、各族、各黨、各派，無不分裂。分裂至極，必同歸於盡，此余之所以悲
也。如今經過五年，大勢的確如此，而且愈演愈烈，毫無辦法。
政府愈沒有辦法，人心就愈思變。在民主社會，就是政黨不斷輪替，新領導人不斷上場；在不民
主社會，則是政變，革命暴動，戰後，產生政治強人才穩定。
問題當然還沒有完，在所謂民主不民主之間，如何相處？如何合作？如何互信？如何慢慢形成一
個互相接受的生活方式？包括信仰，極難、極難！
歸根到底，是人心問題，是人性問題，人人都是一個表決者、自衛者、主動者，他有權決定他自
己，保護他自己，包括使用一切手段，如叔本華的生存意志，尼采之權力意志，佛家稱之為「無明」
者，此是人之神聖權利，亦是人之反面意志、人之秘窟，使人在上升之路上不斷下沉，如莊子說的
「有成有虧」，生與死共。成功之日，即毀滅之時，豈不悲哉？
* 附：霍韜晦教授日記手稿（刊於第二版）

霍韜晦教授往生百日紀念特輯

5月31日晨續完

【公 告】

【編者按 】霍韜晦教授（1940-2018），當代思想家、教育
家、國學大師、新儒家踐行派之代表人物。提倡「生命成長
之學 」，實踐「性情教育 」，主張文化回歸生命，讀書長養

當代思想家、教育家、本會創會會長霍韜晦教授於二 ○一八年六

性情。他承繼孔子，推陳出新，重開教化之門，影響巨大

月六日因病不幸辭世。其一生堅守「文化永不死亡」之信念，為復興

而深遠。今年九月十三日，是霍教授往生百日，本刊陸續

中華文化而努力踐行、鞠躬盡瘁。為了這一理想事業的承繼，霍教授

收到各地師友、同道的悼念文字，緬懷之情，感人肺腑。
特此輯錄，以寄追思。

於今年三月發起成立「霍韜晦教育文化基金」，並將個人名下的所有
動產和不動產（包括著作版權及抱綠山莊的股權）全部贈予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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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其學問的整理、出版，及培養後繼人才。殷殷之情，令人感佩！
霍韜晦教授博大的胸懷、無私的精神必將青史永存。
本會特此公告，以彰其功，弘其志。

法住機構

謹啟

二 ○ 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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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韜晦教授日記手稿。

思想解讀

生死之關在性情
浙大博士投江自盡：只願沒有來生
前幾天中國大陸發生了一位浙江大學博士跳進
錢塘江自殺的事件，他的遺書被公開了，內容讀起來

背後是一個封閉、疲倦、麻木，但卻很固執的自我。

割裂的歪道，形成了一個虛無世代，沒有生命意義是

他寫的時候，亦很冷靜，說的話都是頭腦想出來的

時代的病，是比一切其他流行病更嚴重更厲害的病。

話，不是真帶有感情的，心是真的死了，所以才會萌

能救治這病的只有重建生命意義的教育，但這

生死的意願，就是那麼強烈的厭世感。

讓人心痛。
他寫道：「可能我只是不太喜歡，也不太適合

種教育不能訴諸文字概念，或是政策口號，只能透過
體會，讓個體生命有內在的價值體會，由此重新建立

性情桎梏禍害之源

這個世界，所以再也不想多做停留了；不想再假裝，

價值系統和正面的人生觀，這絕非易事，但這才是活
水源頭，生命真正的根本。

也不願再撒謊，只想做我自己而已，是真的難。所以

現代教育著重能力或者才能的培養、具體成果的

空虛的人生不值得留戀，這是常見的慨嘆。其

單純就是，有那麼點累了，所以就算了。不想責備任

展現，有各種各樣的考試作為考核的制度，生命在這

實也不只出現在年青的時候，這也可出現在任何時

何人，至少此生為止認識的沒有壞人，愛你們，也希

個過程中被壓抑了、扭曲了，生命力受了外在的壓抑

候。筆者前數月也撰文提及「空心病」，即北大清華

望你們越來越好。要說有甚麼遺憾那就是對不住家人

不斷萎縮，本該有的抗壓能力、創造力、追求價值的

等國內一流大學學生高比例的厭世，現已證明此病已

吧，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對不起啊，媽，也是真的

精神力量都被消磨，人變得只剩下一個空殼，是極端

是一廣泛為害的流行病。

不知道該說甚麼，只剩下愧疚，只願下輩子投胎不做

脆弱和容易受傷的，加上情的世界沒被好好栽培，在

脆弱的生命從哪裡來？必然是自小得到過分的保

您的孩子，也不想再讓您受傷。最後就想說，這是我

功利主義、效益主義之下，家庭關係、朋輩關係、師

護，沒有經歷鍛煉而來。光明的力量必須自幼培養，

自己的選擇，不怪任何人，不想給大家添麻煩。也請

生關係都變成目標為本，真正的感情不能培養起來。

不能等待。一個年輕生命的喪失，是時代的病敲起警

不要找我，因為真的找不到了，畢竟錢塘江嘛。不想

情的世界本是生命的內涵，缺乏了情的滋養生命便變

鐘，我們必須有所醒覺，虛無之病已瀰漫在空氣中。

要葬禮，安安靜靜的就好了。走啦，各位，勿念。此

得更加匱乏。這一個個案，當事人並未受到很特殊的

生緣盡，只願沒有來生。」

衝擊，但是他的生命就在一個空殼之中慢慢萎縮，把

性情教育必須回歸社會

二十六年的人生讓他覺得很累，而且活得虛

他推向死亡。性情本來是追求美好的動力，是一切價

假，這是怎樣造成的呢?是不是現代的家庭環境、學

值追求的根源，這個根源枯乾了，生無可戀，沒有甚

黑暗的虛無力量已經瀰漫於整個社會，除了痛

習制度都讓孩子不勝負荷？他要為著父母的面子、自

麼值得追求的活著反而變成了負擔，所以，自殺者的

惜之外，我們有辦法嗎？霍師很早便提出了警告，時

己的面子而活？在無邊的壓力下，生命之重變得不能

累，是因為生命本身成為了沒有意義的負擔，他自然

代的病其中一個是大虛無（2006年發表〈時代的使命，

負荷。做回自己對他來說很難，就是說他沒有勇氣，

不願意活下去了。這個感覺令他非常害怕，不願再受

生命的開通〉，收於《成長的鍛煉》一書，時代的十大特

亦沒有力量去表達自己真正的內心世界，所以一直活

類似的折磨，所以許下一個毒誓：但願沒有來生！

點之第八項便 是大虛無，繼之而來的是大墮落與大死

在孤獨、封閉的精神狀態之中，這是環境造成的嗎?
還是他自己也要負上一部分的責任?

亡）。要對治虛無必須重建支撐生命的價值系統，必

救治枯乾生命的源頭活水

他承認一生中沒有遇到壞人，所以他其實是很

讓生命成為有承擔力的存在，這便性情教育的使命。

幸運的，表面上是有足夠的關懷與愛，但是這愛就

價值追求的確立，是生命動力的根源，性情就是

進不到他的內心，滋養他的生命。他也說愛家人呀，

追求光明美好的動力之源。現代人就是不懂，平白浪費

但是這愛是沒氣沒力的，只停留在腦子裡，不是真正

了很多珍貴的生命。西方現代文化引領人類走向世俗

讓他有牽腸掛肚的感情的愛。他也知道自殺會傷害母

化、物質化、功利化，現代中國也避免不了，加上過

親，而且心中有愧疚感，但就是不能阻止自己輕生的

去百多年戰爭不斷和政治動蕩，傳統價值系統崩潰，

念頭，他的愛是愛自己的感覺比愛他的母親更深刻，

須透過性情的開發，透過各樣的鍛煉令生命更堅強，

造成了一個極之虛無年代。五四以後，走上了與傳統

因此，性情教育回歸社會刻不容緩！
有嚮往的人生才值得活，在生命終結之後，乘
願再來。願「不再有來生」的毒咒永不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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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道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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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霍韜晦先生
張立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沉痛悼念霍韜晦教授仙逝。我和霍教授相識
交往已有三十四年。1981年10月在杭州召開「第一

味？他解釋說：是指「中華文化永住不滅，靈根永

分健談，晚上我們聚會時，他的高論包了整個聚

植。」

會，有人形容，他說起話來真是針插不進，水潑不

次全國宋明理學討論會」，與會的有美國、加拿

1988年我受霍先生之邀，參加在香港法住文

進，到凌晨一點鐘都沒有說完。在會議期間還參觀

大、日本、德國以及劉述先等著名教授，我在大會

化書院召開的「唐君毅思想國際研討會」。他作為

了「旭日集團」，據說其老板是香港的「褲王」，

發言中講〈王守仁哲學邏輯結構初探〉，劉述先教

唐君毅先生的弟子，尊師重道，對唐先生與其夫

並以佛教思想為指導，作為企業文化。

授在《七十年代》雜誌1981年11月號發表的文章中

人，有一種仰望高山般的敬仰之情。在會議上見到

霍先生關心國家大事、世界形勢，在我們交

認同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說法。1982年7月我參加

唐夫人，並作簡短致辭，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唐夫

談中時有論及。他認為美國民主體制有其不足之

由陳榮捷教授任主席的「國際朱熹學術研討會」，

人。霍先生承傳唐先生思想，積極在香港和內地推

處，如美國的霸道，而非中國儒家倡導的王道之

在會上作〈朱熹易學思想辨析〉的發言，日本著名

廣儒學。他在《法燈》月刊經常發表、報導有關性

治。因此，他提倡沒有霸道的「優質民主」。認為

學者島田虔次教授在論評中給予較高的評價。在會

情教育、生命教育思想的文章及其活動情況，以儒

沒有優質的民智基礎，就沒有優質的民主體制。

議期間與劉述先教授相談甚契。1984年10月我應香

學精神教化民眾。這次會議是在法住新購買的大房

1991年10月，又受霍先生之邀，參加「安身

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教授和哲學系主任

子中舉辦的，我估計佔有一層的面積，與我第一次

立命國際研討會」，子題有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

劉述先教授之邀，講〈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期

參觀「法住機構」的情形大不相同。我說：霍先生

家、佛教、道家等）之安身立命之方案的了解及其現

間認識了新亞書院的諸教授。霍韜晦先生特別熱

你的辦事、統籌能力為一般學者所做不到的。他

代意義之探討；西方傳統文化（包括古希臘、羅馬哲

情，在交談中得知其學術功底深厚，精通儒釋，受

說：這是大家的支持和幫助。

學到近代西方哲學，包括猶太教、基督教、回教等）之

益良多；並熱情邀我參觀其創辦的「法住機構」。

記得大概是1990年我又受霍先生之邀參加

安身立命之方案的了解及其對現代人的貢獻；印度

我當時覺得是一間不大的房子，設備也比較簡樸，

「太虛大師學術研討會」。我為會議提供了〈論太

傳統文化（包括婆羅門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等）

在香港寸金寸土的地方，能有這樣的房子，也已

虛的法相唯識學、世論及其特點〉一文。在會議期

之安身立命之方案的了解及其現代意義的開發；人

不易。我曾問霍先生，「法住」是否有佛教的意

間見到傅偉勳教授、陳慧劍先生等。傅偉勳教授十

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等。我在會上作「儒家安身立
命論」的發言。安身立命是每個人所關心的問題，
無論是哪國人，概不例外。之所以以中西印各宗教
的安身立命為子題，說明霍先生試圖從各傳統安身
立命的方案中，化解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於安身立命
的迷惘，反思在富裕社會中如何善用金錢和生命的
保障及人生意義問題，具體實現的意義和價值。在
香港為弘揚中西印傳統文化作出貢獻。
霍先生的逝世，是香港社會的一大損失，是
香港文化的一大損失。為悼念霍先生，茲曰：

2018 年 11 月 11 日（日）
下午3:00-5:00
S$30
(65) 6842 1123
新加坡藝術學院音樂廳
SOTA Concert Hall
School of the Arts Singapore (SOTA)
1 Zubir Said Drive Singapore 227968

2018

霍韜晦性情歌曲

日期：
時間：
票價：
查詢：
地點：

不忘初心

指揮： 陳海曙、鄞楊明
嘉賓： 周小曼
鋼琴伴奏：鄭麗蓮
喜耀性情歌曲合唱團 呈獻

紀念音樂會

演繹生命深情
唱出天地之愛

創立法住機構桃李滿門

出入中西印

倡導優質民主靈根自植

張立文謹悼

1989年張立文教授（第二排，左五）出席法住舉辦「太虛一百周年國際研討會」與學者合影

新加坡喜耀文化學會

學通儒釋道

同道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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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精神與事業是不朽的
—— 深切緬懷霍韜晦先生
牟鐘鑒（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

1991年牟鐘鑒教授(中)出席
法住主辦「安身立命」國際研討會時發言

文所打動，可以說我與他精神上的往來未曾間斷。

和霍先生的洞見，將體制內外的資源加以整合，會

中國古人將聖賢的立德、立功、立言稱之為「三不

使教育革新早日實現大成效。

朽」，霍先生當之無愧。就立德而言，他依據孔子

霍先生是唐君毅與牟宗三兩位大師的學生，

「修己以安人」的教導，大力弘揚生命哲學，力促

而他的成就在繼承中創新，已經超越了師輩，使當

青少年道德生命健康成長，自己以身作則，率領法

代儒家從學院派新儒家演為事業型新儒家，直接參

住團隊，把法住建成道德高地，展示出儒道佛三家

與到社會建設、文化建設中去，並取得卓越成就，

高尚的氣象，並不斷向四周輻射，努力改變著由於

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明體而達用的實踐家，這是

市場經濟和工具理性而造成的人生平面化狀況，提

霍先生的過人之處。霍先生還有一個常人難及的地

高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其功德是無量的。

方，就是他有佛家的悟性、道家的智慧、儒家的情

人類文明的當代轉型，根本說來是從經濟人

懷，他以佛教居士的身份為儒佛道三家會通和現代

向道德人的跨越，因此法住的事業有著世界的意

轉型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模式，在一定意義上，他是

義。就立功而言，他創辦學校、基金會、報刊、出

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傳承者和開拓者。他的精神和

版社，舉辦學術交流，推動企業文化，尤其在喜耀

事業會常駐常新，永留青史。

我久未與香港學界來往與聯繫，加以消息閉

生命教育事業上下大功夫，使這項事業達到很大規

牟鐘鑒

塞，近日才得悉霍先生於今年六月六日仙逝，令我

模，不知有多少青少年受其滋潤而具備了健全的君

2018年9月於北京

悲傷，難以自已。六年前，法住成立三十周年紀

子人格，中青年教師也在教學相長中煥發出內在的

念，我寫了一篇文章：〈當代生命哲學與生命教

生命活力。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

育的倡導者和實踐家 —— 霍韜晦先生〉，回憶了

播下的種子正在發芽生長、開花結果，而下一代的

我於上世紀1991年赴港參加法住舉辦的「安身立命

茁壯成長，預示著中華民族的復興有了更可靠的保

國際研討會」，霍先生特意安排我與牟宗三先生相

證。就立言而言，他的著述已在香港和大陸廣泛傳

見的情景，次年又受邀參加霍先生為唐君毅夫人辦

布，得到有識之士的認同和稱讚，在道德文化建設

的壽宴，再次與牟宗三先生見面。至今珍存有若干

與教育改革工作中有重要參考作用。香港的教育長

幅當時與牟先生、霍先生、劉述先先生、蘇新鋈先

期是英式的，香港政治上回歸祖國以後，文化上的

生、羅義俊先生的合照。大約十年前，我去新加坡

回歸尚未徹底解決，我期望香港教育界重視法住的

參加南洋孔教會的活動，再次與霍先生相見，看到

成功經驗，使學生樹立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和自覺。

法住的教育事業在海外拓展。後來相見日稀，但經

大陸的教育長期受西方影響，重智輕德，重職業訓

常閱讀霍先生的著作和《法言》、《法燈》，至今

練輕人格養成，社會改革呼聲甚高，教育部門也正

還能收到每期的《法燈》，總會為霍先生的刊首之

在使國學走進課堂和課本，如果能重視法住的經驗

1991年牟鐘鑒教授(左一)與霍教授(左二)及出席
「安身立命」國際研討會的部分學者合影

悲情永在：緬懷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的
搭橋者霍韜晦先生
何燕生（日本郡山女子大學宗教學教授，武漢大學講座教授）

霍韜晦先生於六月六日在北京逝世。我是次
日凌晨通過微信朋友圈得知這個消息的，感到非常

好地休息一下。霍先生享年七十八歲，人生無常，

年齡，畢竟還是一個無名小輩，而且自那以後多年

但霍先生的精神將永遠常在。

來又很少聯繫，在霍先生的記憶裡，也許早已淡忘

的震驚。在我的印象中，霍先生性情溫和，精力充

我與霍先生接觸的機會其實並不很多，共計

了。然而，我一直認為，霍先生是「新儒家」中最

沛，而且還通中醫知識，在與他的接觸中，從未看

起來，可能就那麼四五次。最後見到霍先生是在

有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擁抱中

到他身體有什麼不適的地方。仁者壽！我一直認

1994年參加由他舉辦的「佛教的現代挑戰」國際學

華文化，是儒佛精神的踐行者，特別是我參加的由

為，霍先生至少能夠活到一百歲。其實，我對霍先

術研討會上。之後，我留在日本的大學任教，由於

他舉辦的那幾次學術會議，是在海峽兩岸人員交流

生的這種印象，說起來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工作繁忙，再也沒有機會去香港參加霍先生舉辦的

尚未實現「三通」、需要通過第三地來進行的特殊

當時先生才五十歲出頭，風華正茂。我最後見到

會議。儘管如此，對於霍先生在香港的事業，或通

年代舉辦的。霍先生利用由他創辦的法住學會這個

霍先生是1994年。這二十多年來，先生的事業不斷

過網路，或通過海峽兩岸的朋友，常有了解，也常

平台，每年舉辦不同議題的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峽

壯大，由原來的「法住學會」，發展成「法住機

打聽霍先生的健康。

兩岸三地學者相聚香港，以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

構」，會員數以千計，並且還在內地建有文化基

得知霍先生仙逝的消息後，一直覺得應該寫

我記憶中，霍先生舉辦的這個國際會議應該是當時

地，舉辦各類讀書班，開設各類國學講座，弘揚中

點文字，以表達自己對霍先生的感恩之情。但又一

海峽兩岸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唯一的一個學術平

華文化，日理萬機，霍先生肯定非常勞累，應該好

想，我與霍先生接觸的那幾年，自己還不到三十歲

（下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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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我記得大陸地區參加此次會議的學者都是國

台，霍先生為加強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所做的貢獻，

家教育部統一辦理手續並下文的。武漢地區獲准參

令人敬仰，而我本人作為後生晚輩，能夠參與其

加會議的是我和同事羅福惠，歸元寺住持昌明法

中，成為歷史的見證人，感到無比的榮幸。想到這

師走的是另外的途徑，也如約參加了會議。12月27

些，覺得還是應該寫幾句，把它記錄下來。

日，我們一行乘坐火車，先到深圳，然後辦理出境

作為我們這個年紀從事佛教研究的人，最初

手續，晚上抵達香港，住進了離法住學會不遠的一

對於霍先生的了解，大都是通過霍先生的著作，我

家酒店。因法住學會位址在九龍的窩打老道，所以

也是一樣。霍先生的佛學教科書《佛學》二冊、譯

一路上昌明法師非常風趣的一再說這個街名取得有

著《歐美佛學研究小史》（著者 J. W. de Jong）等，

趣。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可以說是我們大陸學子了解佛

翌日會議開幕。我記得大陸到會的學者有中

學知識和海外佛學研究方法及其現狀的重要著作，

央民族學院的王堯、人民大學的方立天、張立文和

對我自己來說，可謂受益匪淺，同時對霍先生熟練

國家文物局的郭旃、復旦大學的王雷泉、南京大學

梵文和日語的學問功底，深懷敬意，一直希望能有

的賴永海、山東大學的劉大鈞、王曉毅、台灣大學

機會聆聽到他的教誨。

的楊惠南以及藍吉富、陳慧劍、遊祥洲、傳道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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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這個機會終於到來了。那是在武

等、香港本地的有唐端正、譚世寶等、加拿大的冉

漢，霍先生為了籌辦紀念唐君毅先生的國際會議，

雲華、美國的唐力權和日本的小野田俊藏等，共計

特地來到武漢，拜訪我的老師蕭萐父先生，目的是

四十餘人。我除了宣讀論文外，還在會場上播放了

向蕭先生了解唐君毅先生的情況。因為霍先生是唐

自己採集帶去的有關「武昌佛學院」舊址和「太虛

君毅先生的弟子，而蕭先生與唐君毅先生同為四川

大師舍利塔」的幻燈片，引起了與會學者的極大興

名。而且傅先生於1989年陪同星雲大師回大陸探親

人，蕭先生的父輩與唐君毅先生有世交。蕭先生便

趣。會後，這些幻燈片，我贈送給了法住學會。這

路過武漢時，我的老師蕭萐父先生曾讓我聯繫過相

請霍先生在武漢大學哲學系做了一場學術講座。我

次會議是1947年太虛圓寂後，海內外學界圍繞太虛

關的接待單位，對於傅先生有過間接的了解。但如

也聆聽了那次的講座。已記不清講座的題目，但記

召開的第一次學術會議，其意義不言而喻。其中我

此近距離的接觸，還是第一次。傅先生能講一口流

憶中好像涉及到唯識學。唯識學是霍先生早年的學

還記得，圍繞太虛的思想特色究竟是「人生佛教」

利的日語，得知我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而且博士

術專長。當時一起聽講座的還有碩士在讀的何建明

還是「人間佛教」的問題，海峽兩岸學者展開了熱

論文題目寫的是關於道元禪學，會議期間便常用日

（現 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印象中何建明還就與

烈的討論，意見似有分歧。迄今海峽兩岸學者似仍

語與我溝通，並告知我他最近正在寫一本關於道元

「轉識成智」相關的問題向霍先生提問。霍先生戴

在討論這個議題。

的書，將在台灣出版。非常巧合，我當時帶去了一

1994年12月24日
何燕生先生（左）與霍韜晦先生（中）
合影於香港法住學會

一副金絲邊眼鏡，西服革履，風度翩翩，溫和儒

會後，台灣學者楊惠南、藍吉富和遊祥洲等

篇不久前在日本發表的關於道元禪學研究的日文論

雅，又是來自香港的「海外華僑」，這對我們剛剛

一道赴大陸考察，在聯繫住宿和購買機票方面，我

文的抽印本，遂當面請他指教。後來傅先生的《道

脫掉人民裝的當時大陸的年輕人來說，無疑印象深

提供了一點幫助。要知道那個年代的北京酒店少，

元》在台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並獲贈一冊。傅先

刻。1988年末，紀念唐君毅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如期

住宿非常的緊張，機票更是一票難求。通過這次會

生在書中特地介紹了小文的觀點。我後來將道元的

在香港法住學會舉行，我的老師蕭先生應邀赴會，

議，我結識了不少海內外學者名流，這對於初出茅

《正法眼藏》中譯，在中國出版，也受到了傅先生

並發表了論文。據悉，這是法住學會創辦以來舉辦

廬的當時我來說，無疑意義深遠。至今我還保持著

的鼓勵。總之，通過參加這次會議，使我結識了更

的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他們之間的「跨代」交流，每次見面時，總要提

多的學者名流，這些對我日後的學術發展起到了積

第二次見面是1989年春天，也是在武漢。霍

到這次會上的「結緣」之誼。會議期間，我常與霍

極的影響。

先生此次是為了籌辦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

先生有交流。因為霍先生曾留學日本大谷大學，所

我目前的學術研究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圍繞

特地來武漢了解與太虛相關的一些事情。我們知

以，我們有很多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比如聊一些日

以太虛為中心的近現代佛教的研究，另一個是圍繞

道，太虛的一系列佛教改革舉措，大多是在武漢實

本佛教和佛學研究方面的話題等。

以道元為中心的中日禪佛教思想交流史的研究。如

施的。比如武昌佛學院的創立、《海潮音》雜誌的

由霍先生舉辦的「佛教的現代挑戰」國際會

果追根朔源，理所當然地與近三十年前參加的這兩

創刊等。蕭先生當時讓我陪同霍先生一行去歸元寺

議於1994年12月23日至27日在香港法住學會舉行。

次會議具有密切的關係。雖然我參加由霍先生主持

拜訪當時的住持昌明法師。我記得霍先生見到昌明

當時我已在日本東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是從日本

的法住學會舉辦的國際會議的次數不多，但它對我

法師後，當面邀請昌明法師出席預定年末在香港舉

仙台乘機去香港參加這次會議的。這是我第二次參

的學術生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此，我一直感

辦的太虛會議。

加法住學會的國際會議。我為這次會議準備的論文

激在心。幾年後，我先後邀請了東南大學陶思炎和

作為法住學會第二屆國際學術會議，太虛誕

題目是〈日本佛教的聖俗關係論〉。我記得此次參

台灣輔仁大學鄭志明來日本講學和參加學術會議，

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如期於1989年12月27日至31

加會議的學者有美國華人學者傅偉勳、成中英、唐

他們二人都是在由霍先生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結識的

日在香港舉行。在蕭先生的推薦下，我也受邀參加

力權和台灣學者唐亦男、吳汝均、林安梧、龔鵬

朋友。還記得他們曾坦誠的對我說，如果沒有香港

了這次會議。那年我才27歲，說實在的，真有一種

程、鄭志明以及大陸學者郭齊勇、賴永海、馮達

的那幾次會議，我們不可能有緣相聚日本。霍韜晦

受寵若驚的感覺。我準備的論文題目是〈太虛大師

文、陶思炎等。大陸佛教界代表淨慧法師也受邀參

先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初期兩岸尚未實

在武漢的弘法活動及其新的佛教思想〉。這篇文

加了此次會議。就我個人來說，在此次會議上，我

現「三通」的特殊年代，主動地利用香港這一得天

章，儘管現在看起來，覺得稚氣滿篇，不夠成熟，

與傅偉勳先生的結識，是我最大的意外收穫。關於

獨厚的有利地緣，為海峽兩岸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的

但在太虛研究尚處於一片空白的當時，算是盡心盡

傅先生的名字，之前曾讀過他的專著，比如北京三

學術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令我們永

力了。那時，去香港，相當於出國，還得辦理簽證

聯出版社出版的《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非常有

遠緬懷。
霍先生為「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的
召開撰寫了一副對聯：

正見難行
悲情永在
1994年12月23日至27日在香港法住學
會舉行由霍韜晦先生舉辦的「佛教的現
代挑戰」國際會議上的部分學者合影。
左起：何燕生、唐亦男、賴永海、龔鵬
程、傅偉勳、遊祥洲。

幾人會得僧革命
百載終證願無窮

對聯雖是霍先生對太虛作為「人間佛教思想」
踐行者的精神的一種讚揚，但在我看來，同時用於
表達由霍先生率領的法住機構同仁對中華文化深懷
的一種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也應該是很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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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他至少明白，樂與人心相關。在荀子看來，人
【編 者 按 】二 零 一 六 年 秋 季， 法 住 文 化

本來是一動物，生下來就有欲望，如果不用禮去節

「國學正名」第四講

書院開設二年制「國學專修班 」課程，由當代

制，就會亂。但外在規範不能使人心凝聚，所以還需

思 想 家、 國 學 大 師 霍 韜 晦 教 授 親 自 設 計 並 主

要樂。音樂的功能就是「和」，使人達到內心彼此相

本 的 追 尋 （中）

講。為正本清源，首開「國學正名 」一科。本
文即根據課堂錄音整理而成，篇幅所限，特分
三期刊登。

應，進入和諧的境界。

（5）心知為本

主講： 霍韜晦

接下來講心知為本，這是荀子哲學的核心。

記錄：梁玉桂
整理：張 靜

3.《荀子》
到荀子，「本」這個字的意思就清晰多了。我們

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
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

知道，孟子長於論辯，一股氣，「沛然莫之能禦」，

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

文章很有氣勢，滔滔雄辯。荀子不同，他長於思辨，

成長需要「誠」，這就是荀子以「誠」為本的意思。

擔管治的責任，參與秩序的建立與維護。所以說「君

做事依理而行，為甚麼還要打仗呢？打仗就是為了爭

期的吳起，他是魏國有名的大將，很懂得帶兵。《韓

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合於道人。以其不可

更重視思維的邏輯關係，文章說理性很強。

他總結為：「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

子者，天地之參也」，「參」就是三，就是《周易》

奪嘛。爭土地、爭人口、爭資源、爭尊嚴，都是爭。

非子》中記載了一個故事，有一個年輕的士兵傷口發

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

也，唯所居以其類至。」何謂「政事之本」？因政治

所講的天地人三才。君子與天地並立，統攝萬物，管

這是當時的思想家都面對的問題，戰爭如此之多，傷

炎化膿，吳起身為將軍之尊，親自用口把膿血吸出

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守

所設立的一切制度、政策、訓諭，以及所展示的種種

理人民，秩序由此建立。

在《荀子》一書中，很多地方講到「本」，我們
先據資料分析，再加以綜合。

害如此之大，如何解決？最典型的就是老子講「無

來。士兵很感動，但他的媽媽聽說後，大哭起來。別

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

活動皆為政事。因為君子是有教養的階層，是社會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

為」，不要爭。孫子兵法講不戰而屈人之兵，認為

人不解，問她：「將軍對你兒子這麼好，你哭甚麼

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

的典範，是領導者，所以政事應以君子的人格為根

下無父子、夫婦，是之謂至亂。」社會沒有倫理秩

「爭」是最下之策。戰爭是不得已而為之，能不用則

呢？」這位母親說：「當年他父親受傷了，就是將軍

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

《大學》講「八條目」，其中有「誠意正心」。

本。這一點荀子跟孔孟的思想是一致的，重視君子之

序，天下就會大亂。而君子身具教化之責，故謂「君

盡量避免。這裡，陳囂詢問荀子的就是這個問題：你

替他吸膿，結果他父親戰死了。現在我擔心我的兒子

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

這個「誠」字一出來，影響很大，宋明思想家就有人

「德」，即領導者之德，這個「德」是修養出來的，

師」。《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國君同時

講以仁義為本，那麼如何解決爭戰的問題？

不久也要戰死了。」這就是說，吳起是個功利主義

知？曰：虛壹而靜。（〈解蔽〉）

主張「以誠為本」。 其實，「以誠為本」在《荀子》

這是儒家共同的政治前提。不過，荀子的政治哲學、

也是老師，是至高無上的。君師合一，用現代語言

書中已有所體現，當然跟後來的講法有所不同。

教育哲學和孔孟還是有所不同。

講，就是政教合一。不過西方講的「教」是宗教，中

孫卿子曰：「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

雖然這種行為本身，激發了人的性情，但使用者本身

「心」不可以不知「道」，這個「道」就是宇

春秋戰國，天下大亂。立國要靠治國，國家不能

國講的「教」是教育、教化，但提升到精神最高層

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

把它作為一種手段來用，就很不好。從荀子開始，就

宙萬物變化的客觀性、規律性、必然性、普遍性。孔

（1）以誠為本

者，他的舉動是在收買人心，不是出自真誠的感情。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

治，怎麼立啊？所以大家共同的話題，都是治國、立

次，也具有宗教意味。這裡，荀子希望建立的是一個

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

講這種「大便之便」，影響到後來的韓非子，從儒家

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最高的價值追

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

國。荀子的觀點很明確，就是推行教化，讓人通過學

以道德倫理為基礎的文明世界，基本上是傳統儒家的

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

的思想，慢慢轉到法家，這個思想發展變化的過程，

求。老子、莊子所追求的也是「道」。可以說，它是

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

習，轉化自己。因此，教化之功也就是政事之本。如

精神。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斷延續發展，維

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

荀子是橋樑。

萬事萬物存在的真理，變化的根據。但是人怎麼纔能

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夫誠者，君

果沒有這種教育先行，儒家的理想政治就不能實現。

持著社會的秩序與和諧；人與人之間，遵守禮的規

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

明白「道」呢？就要靠「心」，所以要培養「心」。

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

基於此，荀子提出「誠」，就是要好好學習、全

範，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社會纔能安定。因此，

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

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

心全意，不要有雜念，首先要學懂遵守規矩。本來，

在荀子看來，理想社會要靠禮來維繫，是之謂「大

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所謂仁義之兵也。

下面講樂之本。其實，講「禮」就要講「樂」，

欲望一旦放縱，如何能守住「道」？何況自己的行為

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

孔子也講「學」，強調的是「為己之學」，學習是

本」。

今汝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

這是老傳統。孔子之前，從周公開始就強調「禮樂」

如果不能合乎「道」，又如何要求別人、教育別人？

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不

主觀的、主動的、個人的行為。但是荀子所處的時代

亂也。」（〈議兵〉）

是君子之器。作為君子，一定要守禮、懂樂。禮從外

結果世界就會大亂。反之，心如果明白「道」，就會

苟〉）

比孔子那時更糟糕，戰爭更頻繁，社會秩序破壞更嚴

面規範你的行為，樂則從內心生發出來。所以，荀子

知道甚麼可行，甚麼不可行；知道應該遵守甚麼，杜

說：

絕甚麼。這樣纔能建立一套社會規範。所以歸根結

重。所以荀子更強調規範性的東西，就是「禮」。
人除了養身之外，還須養心。荀子講「心」，跟
孟子不同，孟子講的是道德心，荀子的講法則比較接

（2）以禮為本

近西方，是理性的心，心的作用是思考。「養心」是

從學習立場、成長立場講，荀子主張以「誠」

甚麼意思呢？就是要通過學習，轉化人先天的生理欲

為本；從社會立場、政治立場而言，則要以「禮」為

望、本能結構。這裡荀子提到「誠」，是指學習的心

本。荀子所講的「禮」，是一套客觀的、規範的、具

要誠，很純粹。這跟孟子、《大學》以及王陽明講的

有管治作用的規矩、制度。他在〈王制〉、〈禮論〉

「誠」都是不同的（我們讀中國書要很小心，同一個字，

等篇，都談到這個問題。如：

不同思想家有不同用法，搞不清楚的話，對中國思想史的了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

（4）樂之本

心如果不明白「道」，則「非道」（邪說）流行。人的

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

荀子的解釋是，我所講的「仁義」是「大便之

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

便」。甚麼意思？就是為了最大的便利。這一點跟墨

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

子很接近，講效益，帶點功利主義，為的是政治的安

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

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定。簡言之，如果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他們對

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

「心」何以知？「虛壹而靜。」虛心纔能容納，

（〈禮論〉）

領袖自然親近、信服，所以「輕為之死」，就是願意

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

去除雜念，精神集中，纔能以專注、冷靜的態度觀

為國捐軀，毫無怨言。荀子這段話很值得分析。老百

誠去偽，禮之經也。（〈樂論〉）

察、分析、思考。由此可以看出，荀子所講的「心」

柢，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明白「道」，而「心」正是
認知的主體。

是認知的心、理性的心。面對混亂的社會秩序，荀子

這裡，荀子總結「禮」之三本：「天地者，生

姓親近領袖，願意為之死，究竟是為甚麼？是因為得

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到利益，還是因為有感激心？孔孟強調的是後者，人

這裡，荀子非常強調禮樂的客觀性、普遍性，不

認為，光講道德心沒有效果，孔孟以性情為本，一般

與剛才那一段的意思大體一致。天地生萬物，不同祖

民對國君愛戴、尊敬，是因為他能夠以民為本、愛民

可改變，一定要遵守。他指出，「樂」是「和之不可

人沒辦法了解，只能從經驗出發，通過客觀現象的觀

解就亂了。這方面唐君毅先生的《中國哲學原論》是很有幫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

先產生不同的族群，通過君師的設計、管理、教導，

如子。荀子沒有特別指出這一點，但他也認為戰爭勝

變者」，音樂能夠引起大家的呼應，把人們的心凝聚

察去認知世界。如看到烏雲，就知道要下雨；看到月

助的，他讓你明白每一個概念的歷代用法，從而看到思想

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

形成組織、制度。一個群體有秩序，有條理，纔會感

利的關鍵在國君，將士所發揮的作用只是「末」罷

起來，這就是「和」。人與人相處，彼此和諧相應，

亮的圓缺，知道潮水的漲退。這都是多次觀察後積累

史的發展。他的研究方法是通過哲學史來講哲學，有別於

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

到安全。所以有群體就有政治，有政治就要有承擔，

了，國君所起的作用才是「本」。「本末」是中國哲

情感自然流露。音樂傳遞了這種情感的和諧，從中可

的經驗，是科學的萌芽。顯然，荀子的思想，跟孔孟

用哲學去講哲學史）。

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

這關乎種族、國家的安全問題。所以，天地、祖先、

學很重要的範疇，先秦思想家不知不覺都受到這個範

以看到秩序和規律，它是有道理的，並非偶然。

有一定的距離，他逐漸離開儒家的心性之學、性情為

「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荀子講「仁」與

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

君師，三者不可偏廢，否則，人不能得到安頓。禮的

疇的影響。這裡，荀子非常清楚地強調這個本末關係

「義」，跟孔子、孟子也是不同的，他更強調後天的

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

作用亦在此，「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

了。

教化。簡單說，荀子認為，人生下來就是個動物，須

夫婦，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

師」。「隆君師」是荀子最重要的主張，有君師，就

通過學習纔能明白道理，「仁」與「義」皆為後天習

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

有禮，有教化，社會就有秩序，國家安定。

得。君子之道，就是要守「仁」行「義」。

同久，夫是之謂大本。（〈王制〉）

「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

（3）兵之本

「禮」是「理之不可易者」，這個「理」不是宋

本，另闢蹊徑，移向經驗主義、客觀主義、權威主

明理學所講的形而上意義的「理」，而是指「禮」的

義、自然主義。簡言之，講知識他是經驗主義，講禮

當時，西方的秦國經過幾代的統治，逐漸強大

編排、設計是有客觀根據的。比如，根據人的身份，

樂他是客觀主義，講政治他是權威主義。講人性他是

起來，其他諸侯國對它多有忌憚，秦國亦「諰諰然常

有不同的稱謂，用不同的車，穿不同的衣服。這些安

自然主義。不過，荀子把知識建立在人的認知心上，

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即擔心各國聯合起來對付

排背後有它的道理，不可隨意更改，否則社會秩序就

社會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建立都以此為基礎，這是他的

自己。荀子說，這些皆屬於「末世之兵」，只是為了

會亂。

貢獻。

「形」就是人的行為表現，是可見的；「神」是人的

「天地」是萬事萬物、一切生命的起源。「禮

以誠為本，講的是教育、教化；以禮為本，講的

利益，彼此爭鬥不休，沒有認識到「本」的重要。反

雖然「禮」和「樂」常常合在一起講，但它們

以上，我們綜合了孔子、孟子、荀子關於「本」

道德狀態、人格狀態，是無形的，但是通過人的行為

義」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而制定的，是一切政治活

是社會秩序的建立，也是國君尊嚴的建立。下面講兵

之，商湯放桀，武王伐紂則不同，戰爭的結果早在他

的功能有所不同。「樂合同，禮別異」，「樂」的作

的講法。他們有相互繼承的地方，也有一些觀念很不

得以展現。「化」就是變化，人若誠心守「仁」，不

動、社會活動、集體活動的開始。人不是孤單一人活

之本。當時軍事活動頻繁，有關戰爭的討論也很多。

們發動軍事行動之前就已見分曉。因為領袖平時的表

用是凝聚人心，「禮」則區分不同。人的身份有別，

同。孔子很強調個人生命的成長，人要通過不斷學

僅可以轉化自己的生命狀態，還可以通過自己的變

在世界上，必須與人相處，因此衝突與合作在所難

現已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商湯、周武行仁義，士兵願

通過「禮」，我們纔知道怎麼跟別人相處。「禮」和

習，成為君子，乃至聖人。孟子基本上是遵從孔子的

化，影響他人轉變。

意為之死，此為仁義之師，故戰無不勝。

免，必須建立一套規則，這就是禮的開始。荀子在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

「樂」統一，互相配合，人心得以安頓。所以說，

脈絡，但他不只講個人成長了，更擴大到政治層面，

「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

〈富國篇〉中，講禮義是怎麼產生的，跟西方的霍布

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

孟子也曾對梁惠王講「仁者無敵」，從軍事而

「樂」可「窮本極變」，「禮」可「著誠去偽」。就

講國君要以民為本。荀子的時代已是天下大亂，唯一

「理」是行為背後的道理和根據，即行為準則。通過

斯（Thomas Hobbes）非常接近，但荀子比他早兩千

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

言，似乎跟荀子這個講法很接近。但孟子重性情，強

是說，通過「樂」可以深入生命之本源，明白變化的

的出路是教育。在重視教育這一點上，荀子和孔子是

你的行為，「理」能清清楚楚表現出來，說明你的生

年。

（〈議兵〉）

調統治者對人民要關懷，使百姓安居樂業，由是感

道理和根據；通過「禮」則可以消除人的雜念，去掉

相同的，但他從客觀性上講，強調禮的外在規範，隆

命狀態真的有所轉化。

激。荀子則更重視政策的客觀性、有效性，使人民獲

虛偽。這裡，荀子是從經驗世界出發，強調音樂具有

「禮」就要尊「君」，這不免走向權威主義，為法家

這種轉化是從哪裡開始的？就是「誠」。君子

政權的掌握者，也是禮義的設計者，所謂「為之，貫

「以仁義為本」，本是孟子的觀點；荀子也這

得最大的好處，這是保證軍事行動取得成功的最重要

感化人心、團結人心、安頓人心的偉大功能。在孔孟

的發展起了橋樑的作用，從荀子到韓非子，學術的立

的人格培養需從「誠」開始，學習需要「誠」，生命

之，積重之，致好之者」，都是君子的活動。他們承

樣講。這裡，陳囂向他提出質疑，若人人本有愛心，

根據，聽起來有點以仁義為手段的意思。好像戰國時

來講，樂之本就是性情。荀子並沒有進到性情的層

場就變了。

「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君子」是領袖，是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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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命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

與了這次外交會面，可見他當時已建立了良好的社會

歷經磨難，重回魯國的孔子，出發時五十五

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聲譽。這次會面想必是愉快的，彼此留下了不錯的印

歲，回國時已六十八歲。已再無施展政治抱負的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象。因為五年後，魯國內亂，孔子首先想到的去處就

會，於是寄望於後代，潛修詩書禮樂，重建六藝。不

是齊國。可惜，齊景公對他的賞識只是浮於表面，兩

料，獨子孔鯉竟先他而去。第二年，最好的學生顏淵

年後，在齊國群臣的排擠下，孔子失望而歸。此時的

去世，年屆七十的孔子再度遭遇情感的重大打擊，第

——《論語》〈為政〉
最近在閱讀《孔子知命之旅》，想起夫子這段

魯國正由權臣季平子執政，國君魯昭公流亡晉國，不

一次發出了「天喪予」的哀號！此時，家徒四壁的顏

自述，若有所思， 也許是經歷了三十未立、四十仍

願同流合污的孔子沒有參政的機會。因此，在孔子的

父請求孔子賣車為顏淵置棺。孔子強忍悲痛，堅守禮

惑之後，才恍然意識到，夫子所謂「而立」、「不

政治生涯中，四十歲左右的黃金十年是他最為沉寂的

制。所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此為見證。

惑」、「知天命」、「耳順」並不是每個生命必經的

時候，如其所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縱觀夫子一生，可謂「道」之所在，「命」之所

狀態。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沒有非一

（《論語》〈泰伯〉）這段時間，他潛心教學，廣收弟

在。雖一路坎坷，卻坦然無畏，以「天生德於予」的

般的磨礪，不可能有此生命成長的體驗，更遑論「從

子。身處亂世，守道不移，故曰「不惑」。

自信、「不怨天，不尤人」的胸懷、「知其不可為而

心所欲不逾矩」了。於是再讀一遍《史記》〈孔子世

直到五十歲，孔子終於迎來了政治的轉機，有

為之」的勇氣，自覺承擔「天之未喪斯文」的責任。

家〉，尋繹每一個時間點的故事，對孔子之「命」多

心擺脫權臣控制的魯定公起用了孔子，因政績出色，

在《孔子知命之旅》一書中，霍師如實敘述了

了幾分體會。

四年間，連續獲得升遷，直至大司寇，執掌司法，後

孔子的生平，甚至有違「為尊者諱」的禁忌，對其

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

又兼宰相事務。他對內整頓朝綱，對外促成齊魯聯

家世、婚姻以及誅殺少正卯等歷代儒者諱莫如深的問

〈子罕〉）三歲喪父，十六歲喪母，自幼在母親娘家

盟，使多年亂政的魯國開始出現穩定的局面。然而好

題，均未避忌。他坦言，要使今人重新認識孔子，必

長大，甚至不知父親葬在何處的少年，自小就承擔了

景不長，魯國的發展引起了齊國的警覺，為防止魯國

須了解其真正偉大之處，而不是把他神化。不由想起

生活的重擔。若無「志於學」的決心，何來勇氣與信

強大，齊國送來能歌善舞的美女八十人，一時間，魯

孔子作《春秋》之意：「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念，獨自面對未來的漫漫長路？「學」成為孔子終身

國君臣沉溺其中，怠於政事。孔子勸諫無效，只好帶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秉持的態度。

領眾弟子周遊列國，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顛沛流

因篤信好學，孔子三十歲已小有名氣。子曰：

離。這段不平凡的旅程發生在他「知天命」之後，故

「立於禮」（《論語》〈泰伯〉），懂「禮」是人立身處

霍師稱之為「知命之旅」，是背負著使命與理想上

世的標識。這一年，他獲得了一次重要的政治機會。

路。其間幾遭大難，屢經生死的考驗，他的「耳順」

一心圖謀霸業的齊景公訪問魯國，隨行的晏嬰是著名

之年，就是在朝不保夕的逃亡途中渡過的，此時他剛

的政治人物與外交高手。並無重要官職的孔子居然參

剛脫離了「絕糧七日」的險境。

張靜博士
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博士，本刊主編

霍韜晦
張 靜

撰
注

【注者按 】霍師韜晦先生治學、任事雖忙，然每遇重大節慶，必撰寫對聯作紀。同學、同道喜讀
之餘，多不能盡解。吾不自量力，欲稍盡弟子之責，試為之詮釋。錯漏不足之處，希同道指正。

原文︰

地獄不空
清風在地

涅槃不證
明月在天

何能安身立命
妙論捉影勞形

注釋：
1. 此聯初稿撰於一九九一年，是年十二月法住機構舉辦第四屆國際學術會議，主題為「安身立命與東西文
化」，共有四十餘位來自海內外的著名學者，分別從儒、釋、道及西方等不同角度闡發觀點，更邀請了牟
宗三先生和傅偉勳先生做主題演講，可謂一時之盛。霍師亦發表論文，探討佛教與禪的安身立命，並為此
撰聯以作紀念，幾經修改，定稿於二○一六年。
2. 上聯化用地藏菩薩「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弘願，以此菩薩精神闡述大乘佛教的「安身立命」，即肯定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而將「自身化為接引眾生的橋樑」，並以此無盡的救度事業立其命。霍師認為，在這
一點上，儒佛實為相通。人雖受命限，非主觀意志所能改，但如何抉擇，如何擔當，仍是人所能主宰。
3. 下聯則以禪理而言。所謂「捉影勞形」出自盤山寶積禪師之語：「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
捉影。」「勞形」指身體勞累辛苦，修行之人若無體悟，只為理性思維所困，則「如猿捉影」，即猴子撈
月，徒勞無功。因此，霍師指出：「如果純從理論上安頓人生，則理性的問題問之不盡，答之不盡，無異
把生命拋進無限的蒼穹，耗盡所有的精力仍不能止息。」（見《法燈》115期，1992年1月）

地獄不空 涅槃不證 何能安身立命

清風在地 明月在天 妙論捉影勞形

量齋聯語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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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健康成長

第 九 版

培養孩子成才系列
——人才是甚麼意思？

緣起

因此所謂人才、一個人是否有用的問題，不能

分清本末

只從客觀環境、外在的標準去看。而是要看到他的
筆者之前所寫有關教導孩子的文章，大多數都

心去。若果只從外在的標準去看的話，我們會忽略了

可惜，一般人都只是懂得從第一層面去看待人

是針對孩子不同的情況施教，例如安排恰當的教學內

人生命內在很多方面、不同層次的價值，正如上述的

才。如果我們只是以這種眼光去了解人才的話，那麼

容、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注意引導孩子做好小處、

「雞鳴狗盜」便是了。如果我們能看到他們的心，就

就會以外在的標準去衡量一個人，然後不斷的要求他

指正一些時下錯誤的做法等等，卻比較少站在一個建

會了解到，雖然這些人看上來沒有特殊的技能，但是

往這個方向走，那麼，他原來該有的生命特質就不能

立系統的層面去論述有關培養孩子的問題。從這一期

他們的心是十分忠誠，願意付出，在遇到困難的時

發揮出來了——也就是說，他的生命被外在的要求局

開始，筆者嘗試全面地把如何培養孩子成為人才的問

候，他們可以歇盡全力，以性命相許，發揮生命強大

限了。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人生要走的路，或者說有

題整理一下，希望能夠有系統地把相關內容與大家交

的力量與價值。人才，就是因為有一顆美善的心靈，

他自己的使命、有他特有的本質，包括他本有的光明

流分享。

有高貴的價值追求，所以才能好好地用上他的才能。

性情，以及他的天賦才能等。看以下的故事（曾於第

才能只是工具，人心才是主體。有美善的心靈，工具

4 08期《法燈》刊登過這故事）。從前有一位雕刻家，

才能被用到發揮正面的價值方面去。這正是人才第二

他用一塊石頭雕出了一個完美無瑕的石像，別人都讚

層的意思：就是他有堅定的心，不斷地追求高貴的理

不絕口。雕刻家回應：「其實石像一直都在那裡，我

想價值。

只不過是把石塊沒用的部分移除，讓石像自然的呈現

甚麼是人才？
首先我們考察一下到底甚麼是人才。
人才的第一層意思，當然是要有才能。一般來

了解上述的意思以後，那麼我們就討論到人才

出來罷了。」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一個不同的、獨特的

說，絕大部分人都會認為一個人才必須具備某一方面

的第三層面的意義：有這個人的存在，便能使整個局

「石像」，培養人才，就是把這個人本有的「石像」

的能力、才幹、技能、知識、成績、文憑、專業、經

面、整體的氛圍得到一種穩定、安頓。這種人才不一

顯現出來，發揮出特有的光芒。

驗或成就等，務求能有所「用」，滿足工作公司、上

定要做一些甚麼具體的東西、也不一定要有某一方面

如果只是一味追隨外在的價值標準的話，從另

級、社會等不同方面的要求，完成任務，得到客觀成

的才能，但卻有著人格的魅力；這完全是他生命內涵

外一面說，其實就是沒有找到自己生命真正的立足

果。

的作用、胸襟氣度及眼光的表現。一般來說，這類人

點，未能獲取生命的自由自在。

但是如果我們有長遠一點的眼光，所謂的「才

才就是領袖的人才。

或者我在這裡先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就是一個

能」，是否能真正有用，其實是受到時代、環境、需

由此再進到人才的第四層面的意義：這個人能

人才，重點是他能把心中的價值追求、理想等發揮出

求、人們的眼光等所局限。例如在戰國時代孟嘗君養

夠把很多不同的知識、價值、觀點、人事等通貫起

來，現實上對各方面的能力，包括知識、技能等的運

士，他來者不拒，有食客三千。孟嘗君讓有才能者盡

來，透現出一種智慧、洞見、慧識，讓其他人不單止

用，只不過是用作把價值理想落實在現實世界的工具

量發揮，就算是沒有甚麼特別才能者，也讓他留下當

得到一種廣大、包容、無礙、平和、平穩、安定的感

罷了。因此，才能是末，是第二義的事情；他心中的

食客。其中就發生了「雞鳴狗盜」的故事。話說孟嘗

受，而且能得到啟發、引領，對前路，乃至對人生得

價值追求、精神理想、人格、內涵等才是本，才是第

君出使秦國，初則受到禮遇，後來卻因小人讒言，身

到安頓。這一類人才一般來說就是有智慧的人、老師

一義的東西。切勿顛倒過來，本末倒置，使我們的生

陷險境。幸虧得到兩位食客幫助，一位以扮狗的本

（能教人成長的老師）、思想領袖、精神領袖、宗教領

命價值反被局限。

領，鑽入秦營偷出狐白裘獻給秦昭王的愛妾，以說服

袖等。

大家不妨反省一下，我們在培養我們自己本

秦昭王釋放孟嘗君；當孟嘗君逃至函谷關時被秦兵追

上面的論述，除了第一層面的意思是比較有定

身，乃至培養孩子的時候，到底是在做第一義的事

殺，另一食客裝雞叫引眾雞齊鳴騙開城門，孟嘗君才

論（因為比較具體）以外，其他層面就原來沒有絕對

情，還是做第二義的東西？我們下一次再討論。（下

得以逃回齊國。這兩位食客的本領本來真的是微不足

性。筆者的用意，只是帶出一個意思，就是我們對人

期待續）

道，可是在當時來說卻發揮了極大作用。你說他們是

才的看法，須要有深一步的眼光去看，有深一步的思

否人才？

考，了解人才更深刻的意義與價值。

許志毅先生
喜耀小生命課程導師
喜耀粵西幼稚園、小學、中學校長

喜耀

喜耀小生命課程從1995年開始設立，

主

辦︰喜耀生命教育中心

秉承教導孩子教養（也就是學做人）

導

師︰許志毅先生（資深兒童及青少年教育、家庭教育工作者）

的宗旨，並以霍韜晦教授提出的「性情教

鄭希通博士（資深教師）

育」為 本、「新 六藝」為綱領，以中國文化

小

命
生

何玉嬋小姐及本中心兒童教育導師

資源，如《論語》、《詩經》、歷史故事、詩

適合年齡︰8 - 10 歲；Ａ班：逢星期六 2:30 - 4:30pm （兩小時）

詞、規矩禮儀等作教材，以讀經、歌曲、遊

適合年齡︰3 - 7 歲；Ｂ班：逢星期六 2:30 - 4:30pm （兩小時）

戲、角色扮演、分享、才藝等多元化的形式

學

去開發孩子的美善性情、讓 其變得更乖、

上課地點︰法住文化書院（九龍觀塘開源道 71 號王子大廈 5A）

聽話、孝順、有勇氣、有志氣、懂得分辨是

查

詢：2760 8878（法住機構）；2760 9898（法住文化書院）

非、身心健康、有承擔力。

網

址：www.dbi.org.hk

費︰$ 1,500（共 6 節）

百千燈明

二○����������������
二○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一���������������
八年十一 月一日 第第一〇
十 版
版

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記霍師往生百日紀念活動

潘英傑（深圳）

二○一八年對我

動。好像霍師把你這一路的內心掙扎與突破，都很貼

國？真有淨土？真有彼岸？

而言，可能註定是具有

心地再次呈現出來，喚醒你曾經的絲絲感動，也讓你

當霍師發言到最後提到了李之儀的詞《卜算

重大意義的一年。在這

更篤定地看清接下去前進的方向在哪裡。我由此更明

子》，在他渾厚的粵腔吟誦中，我似乎聽懂了霍師的

一年之前，我似乎都活

白了為何今年霍師對我的最後一次教導中，反復交代

心。他是這麼跟古人深情地遙遙相望，共同蒙受著一

在一個夢中，看不清

一定要把他的書好好地「讀進去」，縱然打個十年八

條文化之河的滋潤。可是歲月不斷地把人的肉體消

自己，也看不清現實。

年的木人巷，也要有這番決心，才學得到他的東西。

解，找不到了，「日日思君不見君」，「此恨何時

而在這一年裡，我開始

啊，老師，我明白了！

已」？然而詞的最後一句，卻像一道光，猛然照醒了

被一些東西猛烈地撞醒

昨天是霍師往生百日紀念活動，我也從內地趕

我：「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啊！原來

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霍師的往生。記得黎總導師說

來參加了。望著講台上霍師的遺像，不禁感受到有一

肉體不是最重要的，當這顆心契上去，霍師活了、唐

過，霍師是她精神力量的源泉；隱隱約約地，我似乎

股蒼茫的不可挽回的大力正在滔滔地往前奔流，我想

先生活了、歷代的聖賢都活了！時間可以隔出今昔之

也把自己的精神支柱寄託在霍師那裡。

回頭看，卻已也如夢如幻。然而如夢如幻中仍有一種

別，似永不可逾越，硬生生的讓人有一種無奈的痛

在過去五年的學習裡，霍師留給我太深的教導

人格的光彩，在我的胸腔內真實有力地閃耀著。在活

感，不過昨晚不小心忽然洞見了那其實只是一個假

了！讓素來嚮往中國文化的我，終於看到一位真正由

動中，我第一次看到霍師周甲大壽發言的視頻，視頻

像。當心不變，當心相契，當心感通，幽冥之中自會

中國文化陶冶出來的人物是如何在現實中應接進退，

裡眾多當年還年輕的我敬重的導師們虔敬地站在霍師

光芒再照！那一刻，我終於明白了霍師究竟在哪裡，

如何把文化的道，化作生命的光，而活出歷史人物的

身後，從中我也看到了未曾謀面的總導師的身影，這

感動如洪水決堤般汪洋地淌瀉在心頭，淚水，不禁嘩

風範。每一次與霍師覿面相遇，內心都禁不住歡喜與

樣一路又過了十八年，艱難不斷，卻初心不改。霍師

嘩直下。

感動，即便霍師對我一言不發，我也能從他身上領受

一字一句沉著有力地發言著，句句似都是從他的肺腑

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

到一種活生生的教導，這種教導，直直沉入到生命的

中噴湧而出。聆聽的那一刻，三個大字在我的腦海裡

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

裡層，在日常的不經意間，會突然地從我的生命中耀

忽然活了過來，叫做：大慈悲。歲月荏苒，當年還俊

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

出一道光，讓我的精神猛然提起，而看到超越於現實

彩飛揚的霍師，從黑髮走向了白髮，如今又走向了遠

意……

利益得失之上的價值與奮鬥的方向。

方。我一直很驚奇地想知道：霍師去了哪裡？真有天

霍師往生了，今天再回顧這五年來他對我的點
點滴滴的教導，愈發覺得珍貴！由此，我也愈來愈能
體會到當年孔門弟子的心，體會到他們為何會對老師
讚歎不已，甚至不約而同地為老師廬墓三年，期滿相
向而哭方才離去。
霍師往生了，在持續一個多月的痛哭之後，我
慢慢地醒了過來。尤其是被錦招導師點醒，我才發覺
我對霍師在敬慕之餘，不小心摻雜了一些依賴，而忘
記了自己的承擔與行動。在之前近三個月，我把霍師
的書反復讀遍了，現在開始把心安下來準備承擔與行
動的時候，才更讀出了霍師文字背後的深意，直讓人
可以反復吟味，而啟人生命良深！我才更看清了：霍
師的文字，是過來人生命成長的指點，只是他把自己
給化去了，而留下一片既廣闊又細膩的關懷，在字裡
行間溫潤地流溢著。當你行動了、過關了、更成長一

2018年9月13日法住主辦「霍教授往生百日紀念」，圖為喜耀合唱團演唱性情歌曲《等待》

步了，你讀這些文字，就更會有一種戚戚於心的感

My gratitude to Professor Fok
Janelle Tan 陳思穎（新加坡）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met Professor

I remember being seven and having a secret half-

Fok. My father had graduated from Xiyao introductory

thought: I hated my father. This was a private thought

class, and we brought flowers. I was eleven. I did not

I had never articulated, or even allowed myself to

know what Xiyao was or what it could do.

entertain.

I had spent my life up to that point with a father
who was never around. He woke up at four a.m. to go
to the wet market, would come home in the afternoon
and nap on the floor. He had a temper that I was
always terrified of. He was always yelling, or at work,
陳思穎(左二)一家與霍教授攝於新加坡喜耀文化學會

or napping.

The first time I met Professor Fok, my father
hugged me and asked, “Do you still hate me?”
I have never felt shame like that, even in the
years since.
My shame, and my father somehow accessing
（下接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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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I became more outwardly rebellious – I dyed

（上接第十版）

person to understand it as purpose.

that deeply buried half-thought, was the first day of

my hair blonde, lear ned a lot of liberal politics,

He changed my life with his radical kindness,

real, great change.

became radically outspoken and extrover ted. My

and the sharp-eyed way he saw completely through my

In the last twelve years, I have seen my father

appearance was a kind of filter. Though I was now

exterior to who I really was.

becom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man. It seems then, in

some blonde-haired party girl, I had developed a true,

If we had not met Professor Fok, my father

this life I have had two different men be my father.

deep appreciation for my parents. I began to truly

might still be an angry man, and I might have grown

The one I encountered later in life is my favorite. He

understand their strug gle, and started to see them

up in a broken family. My father would not understand

is deeply philosophical, staunchly stubborn, but the

as human beings – flawed, trying their best, but of

the power of philosophy and writing. I would have a

kindest, most good-natured man I have met. This is

exemplary character. Career-wise, I had also circled

passion, but no purpose.

not the kind of change where one is still very much

back to my childhood dreams of being a writer.

When I begin to think about the ways my life

When I met Professor Fok again, in August

would be different if my family hadn't met Professor

2017, I was hesitant to meet him. I was ter rified

Fok, I am stunned into stopping. The short answer is

Such were the standards Professor Fok held us

that he would say something about my hair, or my

this: my entire life would be different. My life now is

to. He demanded that we become better, kinder, more

appearance, or my perceived rebellion. This was when

not even a better version of what it would have been

motivated, and that we learned the right way to love

I really began to appreciate Professor Fok. Where

– it is a transformation beyond expectation. No one

other people. He held us all to such high standards and

others saw loudmouthed Westernized gangster and

thinks that such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is possible –

believed staunchly that we could become not merely

wondered why I had any association with Xiyao,

but it is, and it has been true for all the lives Professor

better versions of ourselves, but break through our

Professor Fok did not.

Fok touched.

themselves–but a kind of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ality that no one expects is possible.

When I commented that in the last few years,

As for conveying my gratitude to him, the only

I say Professor Fok changed my life because

I seemed to have travelled in a circle and returned

way I can think of is to live my life as kindly, lovingly,

he treated me with kindness and a complete lack of

to kilometer zero, he instead told me to see it as a

and full of thankfulness as possible – and to go out

judgment.

strengthening – I had reinforced my desire to pursue

and impact some lives.

own ideas of who we were.

After three years living on my own in the United

not only my dreams, but my purpose. He was the first

眷注德性生命之感通的當代思想家
—— 敬悼霍韜晦先生
趙汝明
（四川宜賓唐君毅思想研究會榮譽會員）
法住學會會長、法住文化書院院長霍韜晦先

央民族大學牟鍾鑒教授諸位的評語，而加以肯定。例

確的印證。這三項理論直貫於儒釋二家的義理旨趣，

生，於今年六月上旬辭世，這位一生眷注生命感通與

如，張立文前輩在其悼文中提到：「霍先生試圖從各

蓋由此霍先生更進一步認為，儒學予以生命來體認，

精神互融而為性情之教的倡導者，其造就出來的人間

傳統安身立命的方案中，化解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於安

佛學予以生命來感悟，如此才能真切地明瞭聖學之道

事功，確實已在彈丸之地的香江一隅，取得非常可貴

身立命的迷惘，反思在富裕社會中如何善用金錢和生

的究竟所在。而所謂德性生命的意義如何貞定？霍先

而難得的印證。筆者早歲曾擔任學會的幹事，參與過

命的保障及人生意義等問題，具體實現的意義和價

生認為，生命儒學、生命佛學所彰顥出來的旨趣，就

出版編務有一段日子，直接親炙霍先生的教導亦順此

值。」（筆者按：這一評斷，霍先生已在「立身立命」研

是得使心靈可以感通。蓋依此言之，霍先生對德性生

因緣而來，期間續在課堂上聽過他幾門甚有深度的專

討會上加以申明）而述及霍先生對立德、立功、立言

命的究竟關切，大抵都著實生命精神的感通。至於所

題課程，譬如「佛學與人生」、「宗教的意義與價

方面的建樹，中央民族大學牟鐘鑒前輩在其緬懷霍先

謂「性情之教」的意涵如何確定？霍先生亦認為，能

值」乃至「佛教的現代化」等要項。凡此，皆可以使

生精神之短文中，寫道：「就立德而言，他依據孔子

將儒釋之道化為心靈精神感通的歸向，這是性情之教

筆者得到盈滿的啟示。是以，猶記得當年（八十年代

『修己以安人』的教導，大力弘揚生命哲學，力促青

的必由之路。

中），霍先生適值盛華之勢，無論在課堂抑或身處公

少年道德生命健唐成長，自己以身作則，率領法住團

法住學會開拓的文教志業，可謂非比尋常。究

開演講台上，他那一股充滿感人興味的宣講風采，至

隊，把法住建成道德高地……就立功而言，他創辦學

其因由，乃在於從一開始就名正言順的挺立起一理想

今仍深刻地留駐在我的腦海裡。除了具備這些動感的

校、基金會、報刊、出版社，舉辦學術交流，推動企

的、極致的文化精神而為之。如是，法住這種民間書

演說風格之外，霍先生還傳遞給我另一可觀的風韻，

業文化……就立言而言，他的著述已在香港和大陸廣

院的精神方向，順此就有一穩妥的標示。而顯豁的中

這就是他的書寫手迹，如行雲流水一般的奔放，細賞

泛傳布，得到有識之士的認同和稱贊，在道德文化建

國傳統士人的講學風采，在霍先生全幅的教育理念中

之下，卻有一番特殊的韻味可尋。

設與教育改革工作中有重要參考作用。……」

已充分表現出來。然而，為了大時代的需求，法住的

月前（八月下旬）我翻閱法住學會印行的三本論

舉凡抱有一理想、一使命而實踐的時代學人，

文教同仁認為有必要恪守生命之學為主軸，予以發

文專集：計有紀念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1988）、

自家的治學精神如何？此實有定然的關係，說霍先生

展，才可以產生徹實的效果出來。是以，生命教育、

太虛法師百週年誕辰（1989）及「安身立命」主題這

自家的治學旨趣及精神方向，與其一己之信念，息息

性情之教是法住一大特色的文化志業，委實是有所根

三次國際研討會，倍感緬懷。個中因由，大扺就是我

相關。這個意思，倒是不難明白的。我記得很清楚，

據的。霍先生孜孜不倦的致力其既可思而又可行的理

有幸以觀察員身份，出席這三次倍受中外（包括兩岸

往昔在課堂上，他曾反復多次提到自己的終極關懷，

想，如今已倍受國內外學界一致的認同。

三地）學界關注的盛會之故。昔日諸多令人感念的勝

乃是倍受業師唐君毅先生的啟迪所致；再者，他又談

霍先生的學問精神，已將傳統的學院派格局，

景，恍如歷歷於眼前。記得霍先生為會議的主題作出

到唐先生對生命感通恪守的價值認知，值得當今國人

演變成為一志業型的文化建設，霍先生這種透顯中國

相關的發言，竟是如此篤切而坦蕩，終極的關懷又是

予以珍視。確實，霍先生的理想使命已在實踐的學問

傳統文化明體而達用的實踐之學，自有必要予以秉承

如此表露無遺，念茲在茲，豈不教人起敬！依此，或

視域上，得以開顯了。他對傳統儒釋二家的學問，作

及發揚。期待有識之士能對法住的文教志業，給予恰

許有時賢會問：霍先生這股精神氣象，可否得到一致

出如此深徹的探究，至今已有明確的事例得以印證，

切的認同。畢竟，生命心靈之所以可貴，乃在於能感

的共鳴？我認為，自可以參見中國人民大學張立文教

而正式提出「生命儒學」、「生命佛學」及「性情之

通。儒釋的聖學之道，何以有其永恆的價值？霍先生

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羅義俊教授及北京中

教」此等穩當的理念，是霍先生步入耳順之年最為明

認為：凡此皆不離相互之間的感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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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讀書會
近期活動預告

質素與榮譽

佛教如實觀
與 認知科學

主題：《逆境中的轉化——佛家的證言》

香港

時間：11月24日 下午5:00-7:00
地點：法住機構總部（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主題：堅持蛻變，開發性情

深圳

法住人文大講堂

時間：11月25日 下午2:30-5:30
地點：深圳南山區東濱路4096號濠盛商務中心17層

講座

主題：你感受到我的心了嗎？

粵西

上海

時間：11月8日 下午18：30-20:20
地點：廣東羅定市鳳華路喜耀粵西學校

簡介

主題：我眼前要過的關

如何體證真理的智慧，也涵蓋了現代認知科學

時間：11月10日、17日、24日 上午9:00-12:00
地點：上海九亭大街269號仁仁國學

的原理，透過本次講座，聽眾當可耳目一新，把

霍韜晦 教授

縱覽佛教典籍，總結出佛
教的核心精神就是追求如實觀。如實觀包含了

佛教的最高精神與知識論中的理論貫通與定位，定
能對於了解人生價值有更深的啟發。

主題：生命需要交流

韶關

盧瑞珊 博士 跟隨霍教授超過四十年，一直堅持研
究、修習佛學，本身也是佛光山叢林學院第二屆畢業生，

時間：11月4日 下午2:00-5:30
地點：廣東韶關市馬壩書藝素食館

曾經協助霍教授翻譯、整理佛學著作，例如《安慧三十唯識
釋》、<中觀學派的絕對觀念>等。

主題：家庭關係——愛的溝通

成都

時間：11月10日 下午2:00~4:30
地點：成都市高新區益州大道2191號天香商業8棟301
（融創公館旁）

主講：盧瑞珊博士（法住機構永久董事）
時間：2018年12月8日（星期六） 下午 3:00-5:00
地點：The Apartment 上環干諾道中133號誠信大廈4樓

廣州

主題：感而遂通（三）

費用：全免

時間：12月3日 下午2：30-6：00
地點：廣州市天河區荷光路18號駿悅商務301小書童機構

對象：有心學佛或了解佛學人士
報名：請登入右面 或 下列網址登記 或 致電 2760 8878

法住文化書院
當代新儒家對時代的回應─從梁漱溟到霍韜晦

2019 春季課程

唐君毅先生的性情世界

與佛陀同行─短修篇

原始佛教探微

講者：李錦招博士（專攻中國哲學）

講者：羅冠聰先生（專研性情學及儒家思想）

講者：許志毅先生（專研佛學）

講者：譚智昌博士（專研佛學）

日期：19年1月8日起（二）8:40-10:10pm

日期：19年1月11日起（五）8:40-10:10pm

第一課：19年11月17日(六)2:00-7:00pm

日期：19年1月10日（四）8:40-10:10pm

學費：會員 $1000（共8節，每季）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粵語授課

第二課：19年11月18日(日)10:00am-5:00pm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粵語授課

備註：普通話輔以粵語授課

學費：會員 $480（共2課，午餐自費）

地藏菩薩與《地藏經》
霍韜晦先生思想文獻精讀

開開心心讀經典

粵語授課

講者：龔啟源先生（專研佛學）

講者：羅冠聰先生（專研性情學及儒家思想）
陳海曙先生（專研西方文化批判）

講者：陳海曙先生（專研西方文化批判）

佛學文獻選讀

日期：19年1月8日起（二）7:00-8:30pm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粵語授課

日期：19年1月9日起（三）7:00-8:30pm

講者：許志毅先生（專研佛學）

日期：19年1月11日起（五）7:00-8:30pm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粵語授課

日期：19年1月10日起（四）7:00-8:30pm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粵語授課

明清小說

導師：陳海曙先生（專研西方文化批判）

佛陀的故事─《本生經》導讀

講者：張靜博士（專研中國文學、中國思想史）

日期：19年1月8日起（二）7:00-8:30pm

日期：19年1月10日起（四）7:00-8:30pm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

講者：許志毅先生（專研佛學）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普通話授課

備註：普通話授課；國學專修課程學員必修，

日期：19年1月7日起（一）7:00-8:30pm

可供其他學員選修。

日期：19年1月8日起（二）8:40-10:10pm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粵語授課

講者：許志毅先生（資深兒童、青少年教育及家

中國哲學簡史

喜耀青少年領袖計劃

日期：19年1月10日起（四）7:00-8:30pm

導師：許志毅先生、鄭希通先生、陳健恩先生、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粵語授課

講者：鄭希通博士（專研中國哲學、思維學）
日期：19年1月7日起（一）7:00-8:30pm

陳志宣先生、吳創基先生
學費：會員 $1600（共10節，每季）粵語授課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粵語授課

導師：許志毅先生、鄭希通博士、何玉嬋小姐
及本中心兒童教育導師

成長工作坊
人文精神的返本與開新

喜耀小生命

日期：18年11月11日起（日）2:00-4:00pm

庭教育工作者，學校校長）
日期：19年1月12日起（六）2:50-4:20pm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粵語授課

講者：謝斌博士（專攻中國哲學）

唐君毅先生的道德主體觀念初探
—— 從「心之本體」到「性情」
羅冠聰先生（專研性情學及儒學思想）

做個成功的父母—中國家庭教育的智慧

日期：19年1月11日起（五）8:40-10:10pm

學費：會員 $650（共6節，每季）粵語授課

霍韜晦教授佛學著作選讀：《絕對與圓融》
講者：龔啟源先生（專研佛學）

簡明西洋思想史

學費：會員 $650（共6節，每季）粵語授課

講者：張靜博士（專研中國文學、中國思想史）

適合年齡： 8-10歲(A班)；3-7歲(B班)

導師：陳志宣先生 (喜耀明日領袖鍛煉營導師)

日期：18年1１月25日起（六）2:30-4:30pm

地點：法住文化書院（觀塘王子大廈）

講者：鄧麗香博士（專攻中國哲學）

日期：19年1月10日起（四）7:00-8:30pm

地點：法住文化書院（觀塘王子大廈）

學費：會員 $650（共6節，每季）

日期：19年1月7日起（一）8:40-10:10pm

地點：法住文化書院（觀塘王子大廈）

學費：會員 $1500（共6節，持續開班）

學費：會員 $850（共8節，每季）粵語授課

學費：會員 $ 850（共8節，每季）

地點︰法住機構總部

地址：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電話：(852) 2760 8878

*尚有生命教育、修養品藝課程，請參閱法住文化書院網頁（www.dccs.edu.hk）

主編：張靜

編輯：曾真怡

排版：王穎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