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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活動】台中雪心助念團共修日：

　　　　　　每個月第二星期六，早上9：00-12：00 

110年
一、�佛誕節-雪心會館浴佛：5/8(六)

　　佛誕節-雪廬山浴佛：5/16(日)

二、暑期教育活動

　　暑假大專教育志工營：6/29(二)-7/5(一)

　　教師研習暨成人教育營：7/7(三)-7/10(六)

　　青少年快樂人生成長營：7/11(日)-7/17(六)

　　第一梯次國學啟蒙班：7/18(日)-7/24(六)

　　屏東西勢國學啟蒙班：7/18(日)-7/24(六)

　　第二梯次國學啟蒙班：7/25(日)-7/31(六)

三、中秋無遮慈親聯誼會：9/18(六)

四、雪廬山秋季報恩佛七：9/25(六)-10/2(六)

五、雪心助念團-助念關懷研習：10/9(六)

雪心文教基金會暨聯體機構
110年5月至10月雪心行事曆

雪心會訓　　雪心編輯委員會

　　雪心文教基金會成立以來，都是秉持著　雪公慈悲
度眾的精神行事，延續　雪公弘法利生的工作，並以
「四為三不」的訓示，作為會訓。

　　「四為」：一、為求學問。

　　　　　　　二、為轉移污俗。

　　　　　　　三、為求解脫。

　　　　　　　四、為弘護正法。

　　「三不」：一、不以佛法受人利用。

　　　　　　　二、不藉佛法貪名圖利。

　　　　　　　三、不昧佛法同流合污。

　　我們眾生可憐啊！意思是說，眾生都注重虛幻不實的

東西，認為在這個世間，要有財啊，有錢就可以享受啊！

要有地位，能夠喊水會結凍啊！所以就追求這些地位，追

求他的那些財產，就這樣一直追啊，追到我有很多錢，我

的地位很高。可是，這些真的是實在的嗎？

　　其實，錢再多，你能夠怎麼享受？自古以來，在歷史

上有錢的人很多，家財萬貫，地位是王公將相，然而，得

到什麼結果？只是在那裡爭奪而已。學人曾經在　雪公老

師往生之後，去過大陸，想要了解　雪公老師他的家鄉、

家裡的情形。和許炎墩老居士一起去，在去　雪公的故鄉

結束後，就有時間經過北京。聽說北京有一些王公宰相住

的地方，有皇帝殿，也要去看一看。我想說，看那個有什

麼用？他說看看，多見識一些歷史啊！

　　去了北京之後，計劃去一些王爺他們以前的住宅。我

們請那個踏三輪車的帶我們，去看看有什麼比較稀罕的。

說來說去，我問，有王爺他們的花園嗎？因為猜想王爺的

花園一定都很漂亮的。結果一去，哇！淒慘落魄，沒有人

敢住。車伕說：

「 這 裡 常 常 鬧

鬼。」我問：「怎

麼說？」「那古井

旁邊啊，常常有鬼

在那邊出現，啊那

個亭子呢，也沒有

人敢去。」「我們

去看看好嗎？」

「你們敢去啊！」

「沒有關係啊，不

會有事啦。」去到

那裡一看，確實可

憐！以前是花園，

是那些王公子弟在

那裡玩的，一定都

很漂亮，現在怎麼

都長野草，沒有人

住。

　　再來皇帝殿，

我們也去看。皇

帝殿內中間的椅

子，那個由明朝的

時候，就是皇帝都

坐在那裡。我在

那裡一直看，算

得到的，清高宗啊，再來又還有誰、誰，記幾個而已，一

直到清朝末代皇帝。炎墩呢，不知道我在看什麼，就先去

逛一逛。逛回來，他問說：「你還在看，看什麼？那麼好

看？」我說：「在看中間那個椅子，椅子你有看到嗎？」

「有啊！」「皇帝都坐這裡，坐這個椅子，對不對？」

「是啊，可是皇帝都過世了。」是啊，皇帝都過世了！在

世時，富有天下，而權力，真的是喊水會結凍，但是現在

人去哪裡了？在生前爭，為了爭這個王位，為了這個皇帝

位，不知道害死多少自己的兄弟，在爭奪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想想，世間就是都看不開，在爭，要拼才會

贏，拼到最後呢，可憐！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們六道，

三界六道，一切都是虛幻不實的，暫時的幻化而已。爭

喔！爭喔！爭啊！結果呢，爭到了很多的煩惱來了。在那

裡，造很多的業來了，以後才又再來受苦。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三界六道裡面，看起來好像是有

的，事實是什麼樣呢？其實，真的沒有！所以在經上，經

上跟我們說得很清楚，在《無量壽經》裡面跟我們說，我

們都在三界裡面在爭。有的爭這一項，有的爭那一項，爭

來爭去，結果如何？爭到的是業、爭到的是煩惱、爭到的

是痛苦，這是事實的。

　　所以在我們雪心幹部研習的時候，我有說：等觀三

界，空無所有。這《無量壽經》的一句經文，教我們要用

智慧去觀察，等觀，這樣慢慢地觀察。如果我們整個的去

觀察，有高有低，在三界裡面，有欲界、有色界、有無色

界，我們眾生看到有高高低低。但是，你如果在佛所看到

的裡面，看到的很清楚，沒有高高低低啊！

　　我們如果也用智慧去觀呢，實在說，在這三界六道裡

面，都沒有啦，我們認為有，其實是虛幻的。好像傍晚的

時候，你看天邊，有龍呢，也有什

麼、也有房子啊，有天宮在那裡啊，

只不過你看到的是雲彩而已啦，對

嗎？一片雲啊，暫時的結成那個雲彩

形狀，好像房子、好像天宮。

　　那麼，我們爭什麼？在爭什麼？

我們如果能夠明白這樣的事實的時

候，我們所訂的目標，如果要爭，就

是要到極樂世界，其他都沒有在爭。

那麼，要怎麼樣才能夠去極樂世界？

要拼，就要拼能夠去極樂世界，老實

念佛這樣而已，我們要老實念佛，不

要雜修。可是，有蓮友說，現在不少

地方在雜修，一下子修這項，一下子

修那項，修到很雜。

　　如果我們勸他老實念佛，要在哪

裡念佛？只有在我們這裡，我們這裡

在老實念佛！可是，有的人在這裡念

佛，而心裡還在想許多有的沒有的。

若是不老實念佛的人，

沒有老實，就得不到念

佛的利益。老實念佛，

當下就是，跟佛清清楚

楚，真正的好用！

　　身軀、身體，管

他要空難、海難、什

麼難，管他什麼難，我管我的法身喔，管我

的這一句佛號，這一句佛號顧不顧得住？這

一句佛號顧得住，到臨命終的時候，就靠這

一句。其人臨命終時，你如果靠這一句，阿

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再來，是人終

時，這個人，最後一口氣斷了，命斷了，而

這一句佛號還在裡面，還在他的心中，心不

顛倒，還是這一句而已，沒有懷疑我只有念

這一句有夠用嗎？有夠用就是有夠用！經上

有說，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

國土。

等觀三界　空無所有　唯依念佛　究竟成就
恭敬節錄自鄭聖揚老師 104年1月12日助念團共修最終回開示

　　佛所說的話，我們要相信，我們要如法去做，這樣我

們就能夠得到淨土念佛法門的大利益。就單純、就老實，

能老實就當下圓明；不老實，中間會有意識分別，都在那

裡分別，則得不到念佛利益。這

一句佛號，老老實實的念，你會

變成有不分別的智慧，當下就

是，就可以得到無分別智。

　　所以我們共同勉勵，「老實

念佛，莫改題目」，完全靠這一

句，阿彌陀佛。我們如果能夠老

實念佛，那麼在念的時候，我們

的心就跟佛連在一起。念佛的時

候，放下萬緣，當前一念，就是

我們的心性。我們的心，如果跟

佛連在一起，心就沒有讓佛號跑

掉；念佛的時候，心如果跟佛合

在一起，念念都是這一句，我們

的法身就顯現。這中間，如果有

妄想跑出來，不要理它，我儘管

念我這一句阿彌陀佛，佛號以外

的，都不要管它。



彌陀大獎　人人有份
　　學人這次上台分享的因緣很特別，星期四在幹部撤場

會議時，學人因為內急去廁所，回來後以為沒事了，結果

大家竟然說：每個人都選你代表幹部心得分享喔！還舉手

給我看，每個人都舉手，我也傻傻地跟著人家舉手。其實

這些夥伴，都是我的激勵菩薩。

　　既然要上台，就要寫稿，但我們的時間真的很緊湊，

沒有時間寫稿。還好有佛菩薩，昨天半夜竟然叫末學起來

寫稿！寫了三、四頁，聽到佛菩薩說：廖欽賢，五分鐘的

分享，你怎麼寫了三、四頁，我就趕快去睡覺了。

　　要恭喜諸位，為什麼要恭喜呢？不簡單啊，劉博士他

諾貝爾獎不要，他選擇彌陀大獎。我們在座諸位，都是跟

劉博士一樣都是要領彌陀大獎，所以我向諸位恭喜再恭喜

啊！這個比諾貝爾獎更好啊！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緣份，讓我們凝聚一起。這幾

天的相處，無論在生活上、在道業上，讓我們不分彼此的

相互扶持、相互關懷，才知道我們等了多少年。之前學

人，以為冬天很冷，所以都沒有報名成人教育營，錯過很

多機會。來了之後，發現大家在佛菩薩慈悲的普照之下，

都不會冷，滿心溫暖。

　　雖然我們相聚這幾天，即將要離別，但願我們將這份

思念，化作菩提蓮花願的思念。在老師們的循循善誘、處

處指歸下，終能如願導歸極樂。在通往極樂世界的路上，

充滿邪魔外道。信願不是用講的，是要真的身體力行，幾

十年下來，不離開淨土，一句佛號這樣的念下去，才會有

成就的。念佛就像老師常講的，有如水柱，水很柔軟但能

切鐵。各位看過水刀嗎？水雖然很柔軟，但強勁的水壓水

柱可以把鐵切斷，我們念佛就是這樣啊！就是要定在一心

不亂的念佛。

　　在八鍛錦的訓練中，學人說，我們第一式雖然看起來

簡單，但是它的力道，練起來是很有功夫的。我們念佛，

當然也是有功夫。像第五式，好像是可以推開邪魔外道，

念佛真的能夠使邪魔外道不害。

　　我們來這邊如果沒有好好的學，真的對不起廚房的大

菩薩！這麼冷，凌晨三、四點起來，我問師姐，你冷不

冷？她說不冷，我問她為什麼不冷，她說因為佛光普照，

洗菜凍到手都裂了，痛不痛啊？她說不痛。實在是讓人非

常地感動！所以我們不好好學可以嗎？

　　如果離開淨土法門，在修行的路上誤入歧途，冤枉的

路上，要浪費多少年啊！如果正道正修的話，沒有依念佛

法門，光一個十信到十回向就要一大阿僧祇劫，初地菩薩

修到六地又一大阿僧祇劫，七地到成佛又一大阿僧祇劫，

三大阿僧祇劫的年度有多長很難算，念佛法門當生就過去

了。憑著阿彌陀佛的願力接引過去極樂世界，永不退轉，

也不用廚房的菩薩，要吃什麼有什麼、要穿什麼有什麼。

黃金算什麼，在極樂世界是黃金為地，蓮花池八功德水，

要幾度有幾度，也不會那麼冷，隨你所願，太好了！

　　學佛不簡單，學人三十幾年前，從　雪公太老師的門

口宿舍經過。那時候學生也沒什麼錢，買了三顆柳丁，就

過去拜訪鄭老師，剛好太老師也在。三顆柳丁是很粗俗的

東西，　雪公太老師還認為很珍貴，說不收不收，我說要

供佛，　雪公就把他名貴的水果拿下來，供我的柳丁。

　　剛好有一位蓮友在那裡聊天，　雪公就聊到在道業上

如何精進，這位蓮友回答，我比較深的就是金剛經、心經

啊，比較淺的就是阿彌陀經。　雪公笑一笑說，心經我講

過、金剛經也講過，而我最怕的就是講阿彌陀經。阿彌陀

經如果沒有通五經、甚至不通三藏十二部經典，沒有辦法

透徹了解阿彌陀經。這個特別法門，是阿彌陀佛莊嚴多久

的時間、給我們多好的利益，釋迦牟尼佛才介紹我們要往

生到那裡。所以釋迦牟尼佛應機說法，不請自說，每部經

典都有菩薩請法，這一部

經因為沒有一位菩薩能夠

了解，所以必需眾生的福

報非常大，才有辦法聽聞

到，都是自問自答。

　　我們今天能夠接觸淨

土念佛法門，是多生多劫

以來的無量功德法寶。涂

老師上課所講的，念佛

法門下手易成功高、用力少得效速；黃老師教導我們，三

全其美才是真幸福，有佛學做基礎，行善才是真的幸福；

朱文深博士所說關於基因改造的東西，讓我們對於基改的

食物不會那麼恐慌了，而且也不用浪費錢，吃基改的東西

沒關係，為什麼要那麼強調非基改，就是要賣你比較多的

錢，這些知識，真的終身受益；還有吳宏璋團長，他雖然

教我們美聲之美，但是經過劉博士的請益，用他的方法來

念佛，輕鬆又愉快，非常地好；劉老師教我們主敬存誠，

他講的慎獨就是要我們老實念佛，老實念佛不是念給別人

看的，是自己修行來的；凃老師教我們用十念計數法來攝

心念佛，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正等正覺，等

覺菩薩還是要念佛才能成佛。

　　學佛有很多人誤解，學人辦過一個案子：你為什麼打

他？他說：對方的車子撞到我，還跟我說阿彌陀佛。他以

為阿彌陀佛在詛咒他死，唉呀！這誤會大了，怎麼不懂佛

法，還講這個，還打人。在晚會中，

八十幾歲還裝扮成世界美女，沒來看

真是太可惜了！各位，下一次還要不

要再來啊？

　　最後以印光祖師的偈子與學員分

享：「念佛方能消宿業、竭誠自可轉

凡心」，至心精進的念佛，要得彌陀

大獎，各個有份，萬修萬人去。你說

這樣幸福不幸福？感謝，阿彌陀佛！

成教　廖欽賢

大專　蔡翠兒福慧增長　不虛此行

　　學生是蔡翠兒，今天來

分享這一星期學習的心得。

我來雪心的因緣，是因為一

位之前在馬來西亞漢學院一

起學習的朋友，她告訴我雪

廬山在寒假，會舉辦一個星

期的課程，問我要不要一起

上山學習。我想到這可能是

一個可以提升自我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參加了。

　　報名後我就上網查詢了雪廬山的資料以

及照片，看到照片第一個想法就是清淨莊

嚴，環境優美。還沒上山時，感覺這裡會是

一個嚴肅的學習環境，害怕自己做得不好，

或者不習慣。我還先和媽媽報備好，因為

我以為上

課會收手

機；但來

了之後，

發現這裡

是一個快

樂學習的

環境，所

有的老師

和同學，

都非常熱情善良。每天還能吃到豐盛營養的

餐點，把我餵到都變胖了。

　　在這一個星期，我學習到了很多，例如

規律的生活，時間管理，人際關係的相處

之道，提升自己的方法。還有我們的主要課

程《佛說八大人覺經》，經典文字雖短，但

其內容卻非常豐富；不但展示佛教修行的方

法，同時展現出大乘佛教積極救世的精神。

　　學習這部經，令人明白宇宙原理，認識

人生，克制自己，阻止內心貪慾的氾濫。熄

滅嗔恨的火花，取消愚蠢迷惑的執著，放棄

物質的追求與佔有，然後以寡慾知足，常行

精進的態度來「修習聖道」，並改掉自己的

壞習慣，克服現實生活上的煩惱魔障。

　　這部經也同時鼓勵人「廣學多聞，增長

智慧」，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平等布施，

廣度眾生。使我們在自利利他的行為中，開

發智慧，長養慈悲心，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因為正確的人生觀能使我們減少犯下錯誤的

發生。那樣我們就能更好的斷惡修善，然後

永斷生死，常住快樂！

　　在雪廬山，讓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法

喜充滿，雖然每天的課程及活動，都安排得

很充實，但可能因為「學而時習之，不亦樂

乎！」的原因，所以不管身體有多累，但心

裡卻是很開心的。

　　在這裡學習也激發了我積極的心態，決

定下學期要更好的管理時間，更好地精進

自己。在暑假及以後的日子，只要有時間和

機緣，就會來雪心學習，提升自己。希望自

己學有所成，學以致用，不忘初心，法喜充

滿。

　　學生才疏學淺，有講得不妥的地方，還

請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多多指教，謝謝大

家，阿彌陀佛。

小組合照　常隨佛學 三寶歌　唱出法喜的心聲 寓教於樂　內外在都美 營火心燈　層層無盡　薪盡火傳

廖欽賢老師

大專幹部會議

感謝您的付出

英勇闖關卡　快樂烤蛇麵

美麗大方的知客上課討論分享 大專第二組組照 用心研經　智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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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短講　信心十足 幹部訓練實務要領大專第四組組照 一起學習成長

80歲的雪廬山之花 恭迎大家來到雪廬山 吉祥語拜新年　祝福師長年年好何進財博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參加雪心　是真幸福

　　各位尊敬的師長們、親愛的蓮友們、還有在營隊中，

我們成為同學的同學們，我本來覺得我可以不緊張的，但

是呢，我在聽完了前面兩位師姐師兄，他們的報告分享以

後，我覺得我好像應該要緊張才對，

因為我是一個離開職場30年的家庭主

婦。我必須拿著稿來講，才不會離題

太多，請各位師長同學們原諒。

　　其實我學佛已經有二十幾年的時

間，但是我覺得學佛的這二十幾年，

不如我來到雪廬山、參加雪心這一個

修行團體三年的時間。這三年的時

間，末學覺得，這是我人生最快樂、

也是煩惱最少的時光，我也相信將來

一定會更好，我有這個信心。

　　過去五六十年，我的人生沒有真

正的幸福，有的只是虛擲光陰，為什

麼這麼說呢？ 因為在聽完了黃老師的課，我才知道，我現

在所擁有的世俗的幸福，只是不究竟的幸福罷了！經過了

這星期課程的洗滌以後，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學，大家

都有能力藉假修真，得到真正的幸福。

　　雪心就像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我曾經年輕過，看

過哈利波特那部影片，相信各位師兄師姐也看過的。為什

麼是魔法學校呢？因為在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裡，竟然

可以讓我勇敢到連死都不怕！相信各位師兄、師姐、同學

們、跟我一樣，也連死都不怕；而且，我們還找到真正解

脫生死的好方法，對不對？

　　其實我是在前天晚上，晚課結束後，在就寢前，臨危

授命，要代表第八組，上台來做心得分享報告。我利用早

課30分鐘的時間，把這個稿擬出來，在打掃衛生的時間，

把草稿擬在稿紙上，然後把這個作業，交到月娥老師的手

上。我心想，我已經完成任務，但是昨天下午，又被通

知，要上台心得報告，這個時候呢，其實學佛的我們，只

有勇敢承擔，不敢拒絕。所以，今天我站在這裡，現在只

要相信有阿彌陀佛在，好像什麼都可以不怕，各位蓮友有

這種感覺嗎？所以，下次如果有機會輪到你們，

千萬不要推辭。

　　黃老師在他的課程中提到，修行一定要有正

知見，才不會走錯路；劉博士同時也提到，學佛

要有善知識從旁指導才不會走錯路，好在我們有

雪心、有各位師長，以及蓮友朋友們，這些都是

我們的善知識，能夠隨時陪伴與我們同行，做我

們的好榜樣。否則真的會一步錯、步步錯，誤入

歧途，今生就會錯過解脫生死的好機會。

　　記得去年參加社頭念佛會成立時，與涂貞光

老師閒聊的時候，老師非常慈悲的對我說，你一

個人在家聽經修行念佛，固然是好，但是修行一

定要有一個共修的團體，這樣子才會有力量。要

一句佛號念到底，終生不改題目，對阿彌陀佛一定要有信

心，將來往生才能夠有把握。

　　而且呢，我們雪心有舉世無雙的助

念團，一定要好好地抓牢雪心這條大繩

不放。課程中，劉博士也提到：念佛若

不能往生，主要的原因是有虧於助行。

這句話讓我頓時明白涂老師對末學的叮

囑，老師說，念佛要在真正念佛的道場

共修，才會有力量，就是這種道理。因

為《阿彌陀經》上也提到：「不可少善

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這就是有虧於

助行不能往生的道理。因為，一般世俗

的這個義工善行，是有漏的助行，唯有

在真正念佛的道場共修，所做的善行，

才是出世間無漏的助行。

　　在雪心，只要你願意，隨時都有很多累積善根福德因

緣的機會，像是莊嚴道場、聽經共修、助念、參加告別

式、關懷、護持道場、香積、參與各項法務等等。就像這

次我上山來，除了三天的香積，參與早餐工作以外，對於

當了30年家庭主婦的我來說，我好像是完成了一項不可能

的任務，為什麼呢？因為我與淑味師姐一起負責大專班三

個小時的「蔬食之美」課程，而且我負責的是有關於比較

專業的部分。而現在對我來說，一樣在接受這個不可能的

任務，一樣在拿著麥克風講話。然而，因為下面有很多師

長、同學們都是老師，我只是個離開職場30年，要站在講

台上跟各位師長、同學分享，對我來說實屬不易，但是在

雪心，我願意挑戰自己。

　　解脫生死、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路上，有各位師長、

蓮友同行結伴，一點都不孤單，雪心人是這世上，真正擁

有真幸福的人！非常感謝各位師長蓮友們，這星期來無私

的付出，讓我收穫滿行囊。謝謝各位，阿彌陀佛！

成教　詹雁伃

大專　林欣葒在雪心找到人生的方向

　　學生是林欣葒，從小就參

加雪心國學啟蒙班、青少年

成長營長大的，一直到高二結

束。這次是我高二之後相隔了

五年，再次回到了雪廬山，參

加大專教育志工研習營。

　　這次會回來參加研習的

最大原因，是我的弟弟－林

江泰，從他開始參加大專志工營，每次都會來問我說：

「唉！姐，今年要不要一起去參加，我們可以同班上課

耶！」但總是因為學校的事務、社團、球隊、暑期實習，

無法空出完整的一週而打消了這個念頭。直到這次寒假，

在力中老師和弟弟的力邀下，剛好在進研究所之前，有這

個機會和時間，再次來到這邊充電學習。

　　在上山前，其實心裡是有很多害怕跟擔心。害怕這週

不像以前記憶中的那麼開心愉快；擔心太久沒回來，會不

會跟大家都生疏了，見了面會很尷尬等等；甚至會有「還

是我就不上山了」，這樣的想法。抱持著忐忑的心情上了

山，到了雪廬山上，因為漸漸地放下平常生活的

煩惱、瑣事，用心去感受山上的一切，七上八下

的心，才終於放了下來。

　　從見到好久不見的同學，一個既陌生又熟悉

的問候，組長、組員的自我介紹，到合作無間，

放下原本的擔心害怕，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到主

動跟大家說話，我感受到無法形容的親切感與和

善。很快的六天過去了，與組員越來越有默契，

跟大專班的大家也更熟悉，

在這遠離世俗的環境下，因

為有很多老師、學長、師

姑、師伯的付出，我們才能

在這裡無憂無慮的學習。而

跟大家相處學習的過程中，

感受到了我在山下，很久沒

有感受到的真心快樂。

　　其實上山前，我經歷了

人生的重大選擇，度過了在

大學裡，壓力最大的一個學期。對未來感到徬徨，甚至因

為太在意別人，而迷失了自己，忘了自己想追求的，到底

是甚麼？但在這一週的課程裡，第一次從頭到尾的學習了

一部經典─《佛說八大人覺經》，了解了其中的道理與意

義，讓我放下了生活中的煩惱與憂慮，更加確立未來的目

標與方向。也深刻的記得詹老師在始業式說的，「花若盛

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天自安排。」如何讓未來更加

精采，是我努力的目標。

　　七天的緣分，即將畫下一個結尾，每

個人上山的原因不同，可能是出於自願，

又或者是陰錯陽差地來到這裡。但是不管

原因如何，能夠和大家一起在這裡學習

成長，度過這一個星期，都是不可多得的

緣分，相信大家都在愉快的時光中，有所

收穫而不虛此行，希望能接續這難得的緣

分，下次再一起到上山，充電學習。也期

許自己能在暑假時候，回來回饋奉獻。謝

謝大家！阿彌陀佛！

詹雁伃老師

師長學員　歡聚一堂

大專第三組組照

歡迎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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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學習擔任的職務是小組長，與上次學習擔任副學

員長有很大的不同。副學員長雖然不能像小組長一樣，和

學員那樣親近，但對整體營隊的課程執行的流暢性，有很

大的關聯。不管是學習課務方面的課前器材準備，或是掌

握時間集合學員，隨時提醒學員時間，抑或是藉由小組長

來認識所有學員，這全都是副學員長的職務。

　　而這次重新學習擔任小組長，在心態上，希望落實師

長們的提醒：「君子不器，歸零學習，精益求精。」在使

命上，我給自己設立了一個目標，除了熟悉組內的學員

外，也要讓第一次來的學員更認識雪心，而且更喜歡雪

心。

　　還記得某位老師說過：「你不只是你，在新來的學員

看來，你就代表著雪心！如果你以熱忱且真誠禮敬的心，

對待每位學員，他們會更相信雪心；而且更加願意，一起

來參加下次的大專營隊，甚至是擔任輔導老師，雪心的青

年道友們也能越來越多。」

我們都覺得雪心是一個很棒的團隊，也願意一年再一年，

每年都來精進自我。各位大專的學員們，讓我們一起呼朋

引伴，一起來參加雪心大專教育志工。

　　在上山前，原本看到課表滿滿的《八大人覺經》課

程，我原本還在抱怨，怎麼都是佛經的課程！那個時候，

就已經先入為主，覺得一定會很想睡覺。因為經文的內

容，都是文言文，比較難理解的。但上課後才發現，每位

授課老師，都

將課程準備得

非常完善。在

教 學 的 過 程

中，加入許多

生動的故事，

讓每堂課都時

光飛逝，同學

們也都聽得意

猶未盡。在山

上，也看到師

姑、師伯們，

不辭辛勞的為

我們煮飯、燒

菜，為的只是希望我們能夠安心學習。所以，我們應該更

加認真在課堂上學習，不辜負他們的心意！

　　最後分享一句，這次在山上最有感觸的話：「不要讓

別人的言行舉止，影響你自己的心情。」在現實生活中，

常會因為別人的批評、或是謾罵，而影響自己的心情，甚

至影響自己做出不對的

事情。但是，只要自我

反省，自己做的是正確

的事情，且問心無愧，

那麼別人對你所說的、

或是所做的，就不需要

這麼在意了。

　　我會將在山上學習

到的種種，帶回家，分

享給我的家人跟朋友。

也希望大家，都能一

起將所學，帶給您的家

人，分享給您的朋友。

阿彌陀佛！

大專　朱修顯

　　七天的成人教育營很

快就過去了，首先我覺得

我要感謝雪心的愛心、籌

備大會的用心、還有執行

長以下的工作人員的貼心

跟苦心，所以才成就我們

全體學員的歡喜心，我們

應該謝謝他們。

　　我覺得這次來，給我

感觸最深的一個地方，就是當黃老師走上講

台，要演講的時候，他的腿因為暫時的不方

便，所以走起來呢，不是那麼順暢；但是他

一步一步地往上走的時候，那個畫面好像停

格了，就在我的眼前。

　　為什麼我會有這麼大的感觸？我跟黃老

師接觸的時間不多，都是在讀書會，只有

三、四次，每一次我跟他接觸的時候，他

講的都是　雪公所教導他的，都是念佛、都

是如何要信、願、行。他都鼓勵學生這樣，

沒有講別的話，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有講，就

是鼓勵、鼓勵、再鼓勵、叮嚀、叮嚀、再叮

嚀！

　　所以，他的腿現在不太方便，從台中這

麼大老遠，還坐車上山來。然後這個台階

明明不好走，他還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上

來。我當時心裡就想，即使這個講台再高、

這個台階再多，他還是會不畏艱辛的，一步

一步走上去。他為什麼這麼做？他最想做

的，就是要把　雪公老師交給

他的法，他要真真實實地傳給

各位，他有這種對法脈傳承的

使命感，這就是我深深感覺到

的。

　　後來月娥老師她致贈卡片

的時候，念了許多非常貼切的

語言，然後呢，最後情不自禁

地跪下去，然後雙手捧上這張

卡片，我心裡就想，讚！月娥老師你做的

對！黃老師這麼有心的傳法，我們受法的

人，是不是應該雙膝下跪來接受他的傳法，

這是我在這方面的心得。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我要補充，就

是不只是黃老師這麼做，包括兩位涂老師和

凃老師，還有老中青三代的老師，他們都是

這麼做，都是有這麼深的信念，一定要把這

個法脈，好好的傳下去，踏踏實實、真真實

實的傳下去。

　　所以他們在講課的時候，或者在平常跟

學員交流當中，在這裡面，我全部都可以感

覺到，都是這麼重大的法在裡面。所以呢，

我雖然來雪心只有半年，我認識的蓮友也不

多，但是，當我在跟他們談話當中，我就深

深地感覺到，每一個老師講的，其實已經在

學員心裡種下了種子，有的在發芽、有的在

茁壯、有的甚至都已經可以傳給別人了，

一分不差的。我跟每個學員談話都是講的這

些，所以我知道老師他們的苦口婆心、他們

的諄諄教誨，都沒有白費，感謝他們。

　　現在我要講的是助念的部分，各位想想

看，在三經半夜、晚上兩三點鐘，氣溫只有

六度，助念組員只要接到電話，馬上不管是

身在什麼地方，不管是當時天有多黑、氣溫

有多冷、時間有多長，他們在可能的範圍

內，把事情放下，馬上就去到一個陌生的地

方。天又黑、地點又不清楚，根本就不知道

方向，東西南北都分不清，他們還是勉為其

難的找到了地方，然後再進去認真的助念。

他們沒有別的，只是要幫助別人，幫助大家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是這一念心，讓他們

排除任何的困難。我給他們形容是，歡喜踴

躍、前仆後繼，為什麼叫前仆後繼，一組來

了、一組又走，一組來了、一組又走，中間

完全沒有空檔，不畏艱苦，這是我的感受。

　　還有關懷這一部份，因為我關懷了幾

次，所以我有一點點清楚。蔡主任跟我講，

他說只要對方有啟請，我們一定要去做，

而且儘量做到圓滿。剛才凃老師也有講到，

關懷非常重要。為什麼我們要做關懷呢？第

一個就是要提升往生者的信、願、行；第二

點就是多少有一些跟家屬溝通的機會，使他

們在最後的時候，願意大家互助合作，不要

有排斥的事情發生，減少一些困難的發生。

所以呢，就我所知道，無論桃園、台東、花

蓮，只要一接到他們來啟請，主任就安排時

間去桃園、去台東、去花蓮。

　　有一次我問麗娜師姐，我說桃園、台

東、花蓮這麼遠，到助念的時候我們怎麼來

助念，她說地方遠，這個不是問題，這個

要看因緣，就是剛才凃老師說的要看因緣。

我們很快就去跟他們接觸的目的，也就是希

望儘早幫助他們，跟他們家人調和。除了幫

助往生者，也希望化解他們可能有的障礙，

先跟他們交談、交流，把我們的意思跟他們

講，也跟他們講說這件事情對往生者是多麼

重要，也是要減少一些阻力，這就是我們所

要達到的目的。

　　還有第三點，我從剛才開始，我就很想

很想講出來，就是我們的董事長，我來這邊

沒有幾天，然後就有機會聽到董事長給我一

些教誨，短短時間其實並不長，但是我就可

以深深地感覺到董事長的愛心跟包容心，這

個是當時給我非常非常大地感動，無論他的

態度、他的語言、還有他的那種表情。我在

許多董事長致詞的場合上，還有佈教所圓滿

的場合上，我聽到董事長的說話，就可以感

覺到，他很感謝關懷的蓮友，他們的努力，

然後對於他們所做的，他就覺得唯恐他表達

的感謝不夠。這種感覺，我有一個相似，但

又不是很漂亮的解釋，我覺得好像是一隻母

雞，牠儘量的把牠的翅膀伸得大大的、然後

伸得遠遠的，牠要把所有的小雞，全部都包

在牠的羽翼之下，庇護牠們，唯恐不週到，

心裡所想就是一個都不能少。謝謝。阿彌陀

佛

成教大孩子烤蛇麵　不亦樂乎 祝福師長新年好　福袋不能少 快樂學習　年齡不是問題

大專幹部晚餐凝聚 報到喜相逢 師生互動　尊師重道研讀經書開智慧

不畏艱辛　用心承傳 成教　酆海珊

正確選擇　勇敢向前

酆海珊老師

雪公德澤　常存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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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　林坤炳

　　學生這次因緣殊勝，能夠上雪廬山來，本來非常的惶

恐，惶恐的是我對佛法不懂、對儀軌不懂，而且平常也沒

有茹素，吃一整週的素，能不能適應。另外我也很期待，

在雪心的各個機構或者蓮友們，大家好像多少都聽過我的

故事，到哪裡大家都叫我坤炳師兄，事實上我不是師兄，

我是最小的學弟。所以我認為，寶山就在我旁邊，我卻一

直不敢、也沒有下定決心、真正的進入這座寶山。但是這

一周下來，我一路非常的讚歎，讚嘆很多很多我親眼見到

的事情。

　　師姐口中的平福老師、秀惠老師、劉媽媽，他們都是

修行有年，德高望重的師長們，而他們都跟我們一樣是學

員，跟我們一起吃喝拉撒睡，一起上課，心中感到非常榮

幸。我們的師長，對課程的安排很用心，早上教我們的是

生命的智慧；下午的時光，教導我們如何快樂的生活，大

家都非常的享受。學生聽課後，增長了很多智慧；早晚的

澄心靜慮，教我們更深一層，進入我們生命的真實體，心

中非常非常的讚嘆！

　　第一天，當分配到打掃地區域是刷洗馬桶的時候，是

用一種責任心在刷洗；到最後幾天，我真的是用自己非常

真誠、非常快樂的心，在刷洗這個馬桶。尤其俊慶學長教

我的，把馬桶刷得讓大家捨不得使用，而且還香香的。大

家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一路來除了讚嘆、還是讚歎再讚

嘆。

　　末學發現自己有一點點的福份，親近過鄭老師，但是

那種親近，只是跟他相處，只知道鄭老師的願很大，但是

我從來沒有體會過。這兩天我真正體會到了。上來雪廬

山，我本來以為雪廬山是一個產業而已啊！那就是土地

吧！我還問了到底有幾甲地啊？但是後來，

我覺得我問這個話，真的是非常的粗淺，因

為學生真正體會到了鄭老師的願力有多大。

　　之前我曾發一個小小的願，跟我們山東

的魏老師說，我要請你到台灣來。我發了一

個願，就要做好多的事情。來到雪廬山，末

學體會鄭老師的願，無私的、慈悲的布施給

予我們眾生，給我們這些學員們的這種心。

也因為這樣，才有了那麼多的師長，無私的

付出，為我們準備那麼好的課程。除了照顧

我們的日常生活之外，還要照顧我們內心的

感受。

　　比如燒水的師伯們，有一

位姜師伯，拉著我一直說話，

也熱情的要我去喝茶，如果

我不去喝茶，他說要跟我的舅

舅（凃義雄老師）投訴，所以

我都不敢從那邊走過去；他還

說他有一次吃飯，就坐在我旁

邊，但我真的忘了這件事。但

是師伯的熱情，真的讓末學很

難忘。

　　香積也讓我非常的感動，

我一直很好奇，他們是怎麼分

配工作的？他們是怎麼來山上

的？食材是怎麼上山的？他們

怎麼做香積？後來我發現，這

就像是我到最後為什麼連刷馬桶，都會有歡喜心，道理是

一樣的。原來鄭老師這麼宏偉的願力，在教導著我們、在

庇護著我們，我們能用什麼來回報他？這麼多的人護持我

們，讓我們在這邊成長、學習，我們拿什麼來回報這一個

機構？或者這一個團隊呢？

　　這次來雪廬山，我深深體會到，雪廬山不只是一個普

通的地方。它更像是鄭老師發的弘願，給我們學習的淨

地，這個淨地讓我們能夠學習得更深遠；讓我們以後能夠

回到自己的老家，那就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

界。我相信鄭老師的願望、願力是這個樣子，

那也是阿彌陀佛的願力，因為我們離他們太遙

遠，所以我們體會不到。

　　鄭老師常常講到　雪公太老師的時候，就

一直稱「恩師、恩師」！「恩師」對我們來講

只是兩個字，那就是老師，對我們有恩的老

師。但是常常聽到，鄭老師一講「恩師」，他

的眼淚就會掉下來，我們沒辦法體會。然而這

次在雪廬山，我能夠深深體會到「恩師」的涵

意，看看每一個人，都這麼樣的發心，這不就

是鄭老師願力的顯現嗎？

　　最後，我非常的感恩師長們提攜我們，更感謝所有的

學員，你們都是我的學長。因為才剛開始要下定決心學

佛、念佛，程度很粗淺，所以我問的問題都是很淺的，但

是我很感謝大家的包容。本來我在第一天的時候曾想過，

要怎麼樣才能熬過七天？現在我發現時間太短了，連明天

的佛一我都想再留下來試看看。所以，剛才問人，佛一如

果中間要上洗手間怎麼辦？心中已經想好要怎麼打佛一

了。

　　我真的感謝，因為我聽到祖師的教導，知道一起共修

才會更有力量，因為在這邊受到的感動，我不希望下山去

又再被世俗的慾望誘惑了。再次感謝所有的學員，你們都

是我的學長、我的老師，對末學的不吝提攜，我跟你們在

一起，每一個都在提攜我。

　　在最後再次感恩，感恩佛菩薩、感恩我們的師長、感

恩我們的同學們！阿彌陀佛！

感念師恩　歡喜學習

　　原本學校要1月19號才放假，但是因為

佛菩薩加持的關係，提早了一個禮拜放假！

我搭著早上六點多的火車，從台東來到台

中，準備參加寒假的教育志工營。雪廬山這

個地方，對我來說，再熟悉不過。從國學啟

蒙班、青少年班、一直到現在大專志工營，

一路上受到很多人的幫助。雖然來過很多

次，但是每一次上山，都有不一樣的感受，

不一樣的責任，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學習。

　　這一次我學習擔任的是副學員長，也是

我第一次擔任副學員長的職務。一開始我

本來很畏懼這一項工作，我很怕自己沒有

辦法，做好這一個職位的工作，造成大家的

困擾。但是想到老師說的：「經一事，長一

智。」所以我就毅然決然的接下這一項工

作，或許不適合，但是我願意試試看；或許

做不好，但是我願意盡我的全力！

　　剛開始第一天，就接下了很多的任務。

不管是值星的部分，或者是帶領活動，真的

都是要經過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得心

應手。俗話說：「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

功。」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還記得我第一

次當值星，那時要上台講話，雖然表面上，

我看起來沒有很緊張，但是，其實我的心

裡卻是緊張到爆。當雅馨學長接過我的麥克

風的時候，發現整隻麥克風，已經佈滿我的

手汗。雖然很緊張，但還是盡力完成我的工

作。到了第二次當值星，就發現漸漸地可以

得心應手，不會手忙腳亂，也能一件事一件

事慢慢地做完。

　　這一次，我還學習了一個特別的工作，

那就是擔任拜年的主持人。主持這個工作，

我從來想都沒有想過，做了才知道，原來主

持的工作，事先所要準備的事，是如此的煩

瑣。首先要列出需要演練的步驟，然後再擬

定主持稿，主持稿確定了之後，再找適合搭

配的音樂，音樂找完了之後，再跟很多人對

稿。這個工作，讓我學習到，要成就一件

事情，都需要很多人共同配合，才能順利完

成。從準備到執行，繁雜的程序，雖然累，

但是法喜充滿。謝謝老師給我這一次學習的

機會，讓我不斷的成長。

　　還記得老師曾經說過：「成長是必然的

趨勢，而且隨著年紀的增長，責任也會越

大；但是，這不是不好，而是另類的肯定。

要學習自我突破，也要更謙虛的學習。」不

要害怕做錯，如果做錯了，那就再修正，每

一次的學習都是成長。在接下來的日子裡，

我會好好繼續維持這個道緣，繼續學習。

　　謝謝大家，阿彌陀佛！

承擔責任　成就當下

小組凝聚快樂多 吳宏璋團長　天籟之音 奉上最美好新年祝福今宵多珍重　營火舞　舞起來

大專　李立翔

林坤炳老師

大合照　真情誼　永留傳

生態課程 大專第一組組照 一分鐘短講 沒在怕 咖啡冰淇淋　歡喜修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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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廬老人百卅二歲冥誕紀念會

導師鄭公聖揚居士冥誕紀念會

雪公法語

結緣品結佛緣

蓮花池畔梅花香 雪廬精舍享美食 瀟灑揮毫意境高 準備美食度眾生張自強校長

不變的行願　普度眾生 感念師恩  傳承師志

吳麗娜老師

莊嚴肅穆 賴茂源校長無遮大會開鑼了！

李久先老師 黃平福老師

師生合奏

無遮大會　菩薩發心　豐盛佳餚　等您蒞臨

至誠念佛 祭如在　雪公常在 

無限追思　滿懷感念 凃義雄老師 鄭勝榮老師 林振惠董事長 菩薩心　蓮友情 

第十期第六版 道場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