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e & Philosophy
文化及哲學

中國哲學及文化系列課程（2020/2021）
哲學

易經

中國哲學文憑

周易之
義理與卦義
分析證書

宗教

哲學概論證書

禪宗三經

佛學證書

佛學證書

研修證書

（禪淨密三宗經典研習）

（真言宗研習）

《六祖壇經》
研修

《圓覺經》
禪宗經典研修

真言宗研習基礎

《金剛經》
研修

《阿彌陀經》
淨土宗經典研修

《般若理趣經》研習

《楞伽經》
研修

《大日經》
密宗經典研修

十八道法研習

備註：
詳情請瀏覽本學院網頁及課程宣傳單張。
宗教課程詳請見本課程手冊宗教部份 103 頁。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導賞證書

性格、本真性倫理與德性哲學

課程編號：PL013A

課程編號：PHIL9108

報名代碼：1865-PL013A

Arts, Design & Culture 藝術、設計及文化

3762 0821

報名代碼：1875-1950NW
jenny.lc.chan@hkuspace.hku.hk

本課程透過知識、技能與態度等三方面的學習，培養具備專業素養的佛教藝術導
賞員，協助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推廣佛教藝術，並為一般公眾提供正確的佛教
與藝術相關信息。
報讀者必須：
甲：1. 於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考獲第 2 級 *；或具同等學歷或以上；或
2. 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考獲第 2 級或以上；或具同等學歷或以上。
及
乙：通過入學面試。
申請人若持有其他資歷，學院將按個別情況考慮。
* 由 2007 年開始，學院確認於以往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的 E 級成績，與香港中學會考中
國語文科的第 2 級成績為同等。
12 個月

HK$3,000

3762 0821

jenny.lc.chan@hkuspace.hku.hk

這是一個以「性格」為專題，結合性格心理、本真性倫理和德性哲學的課程。
本課程混合工作坊和講授兩種形式，工作坊部分讓學員通過體驗式活動去了解自
己的性格特質，嘗試用第一身的方式打開「用性格去了解」的思考維度。
- 對現代性哲學，性格 / 個性感興趣的人仕；
- 從事生涯規劃工作的教師。
HK$2,050

逢周五，7:30pm - 9:30pm

共8講

廣東話

黃堅強博士
(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係兼任講師 )

九龍區教學中心

開課日期

2021 年 3 月 12 日

粵語或普通話、英語及其他外語的專門名詞

資歷架構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0/000550/L3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0 年 8 月 3 日 - 持續有效

截止報名日期

2020 年 12 月中

開課日期

2021 年 1 月

Minimum Entry Requirements 基本入學要求（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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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 導師

Medium of Instruction 教學語言

Fee 學費

Duration 修業期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資歷架構

Date/Time 日期 / 時間
Exemption 豁免

Venue 地點
Short Course 短期課程

See legend on page 2 & 8
圖像說明於第 2 及 8 頁

Culture & Philosophy
文化及哲學

靜觀與東方哲學

S

課程編號：PHIL9107
報名代碼：1890-1154NW
3762 0821

jenny.lc.chan@hkuspace.hku.hk

不少東方哲學經典，如《奧義書》以及儒、釋、道、禪的經典都提及靜觀，並且
通過靜觀的體會闡發理，提升心靈境界。如果研讀之人具備靜觀經驗的話，每有
醍醐灌頂之感，達到解行並至，相得益彰！
對東方哲學有興趣的人仕

逢周三，7:30pm - 9:30pm

HK$2,050

廣東話

共8講

九龍區教學中心

黃堅強博士
(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係兼任講師 )

開課日期

2021 年 6 月 2 日

黑格爾的思辨邏輯與中國哲學
課程編號：PHIL9109

S

報名代碼：1875-1953NW
3762 0821

jenny.lc.chan@hkuspace.hku.hk

黑格爾的思辨邏輯是伴隨着他對精神 (Spirit) 之理解發展而來。而他所謂的精神
是建基於康德 (Kant) 的自由意志。黑格爾在理解精神時，創造性地用一雙重否定
(double negation) 的方式詮釋康德哲學中的另一概念：「統覺底根源的綜和統一性」
(original Synthetic unity of apperception)。換言之，他用雙重否定的結構來理解綜和
統一性。
中國的主流哲學：儒、釋、道三家都包含綜和統一的概念。在佛家，天台宗所言
的「一念無明法性心」是「無明」與「法性」的綜和統一。在「一念心」中，「無明即
法性」、「法性即無明」。在道家，作為「無」與「有」之所「同出」者，
「道」是「無」
與「有」之綜和統一。在儒家，天理與人欲是「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所謂「同
體」、「同行」就是說天理與人欲是在一綜和統一中。這些綜和統一的概念對理解
儒、釋、道三家的義理有根本的重要性。然而，由於缺乏一邏輯工具，歷來先賢
多言對這些玄妙的概念之體悟，而少論它們如何可被理解。

對哲學擁有濃厚興趣的人士。

逢周四，7:30pm - 9:30pm

HK$3,250

銅鑼灣 / 北角區教學中心

共 16 講

連顯章博士

開課日期

2021 年 3 月 18 日

This is an exempted course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本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These are exempted courses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這些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ese courses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這些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The course operator is applying for exemption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課程主辦人正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辦理豁免註冊手續。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Arts, Design & Culture 藝術、設計及文化

本課程將借用黑格爾雙重否定之概念來闡釋中國哲學中這些綜和統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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