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雪心文教基金會

印行者：雪心文教基金會

編　輯：雪心編輯委員會

郵政劃撥帳號：22485213

網址：http://www.shiueshin.org.tw

地址：(401)台中市東區立德街197號

電話：04-2280-8260‧04-2287-3935

傳真：04-2280-1217

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

第十一期

會訊

收件人姓名地址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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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心文教基金會暨聯體機構
110年12月至111年7月雪心行事曆

110年
 1.導師鄭公聖揚冥誕報恩佛一：12/5 (日)

111年
 1.雪廬老人133歲冥誕紀念會：1/9(日)

 2.寒假成人教育講座：1/9 (日) - 1/13(四)

 3.寒假大專教育志工營：1/16 (日) - 1/21(五)

 4.導師鄭公聖揚往生七週年追思報恩佛一：1/23(日)

 5.新春團拜：雪廬山 2/1(初一)

 　　　　　　雪心會館 2/2(初二)

 6.雪心會館新春報恩佛七：2/3(初三) - 2/9(初九)

 7.雪廬山春季報恩佛七：3/15(二) - 3/22(二)

 8.雪廬老人示寂36周年追思紀念會：3/27(日)

 9.佛誕節浴佛：雪心會館 5/14（六）

　　　　　　　 雪廬山 5/15（日）

10.暑期教育營隊：

　 ☆暑期大專教育志工：6/25(六) - 7/2(六)

　 ☆教師研習暨成人教育營：7/6(三) - 7/9(六)

　 ☆青少年快樂人生成長營：7/10(日) - 7/16(六)

　 ☆第一梯次國學啟蒙班：7/17(日) - 7/23(六)

　 ☆第二梯次國學啟蒙班：7/24(日) - 7/30(六) 

覺悟世間無常 恭敬節錄自鄭老師豐原開示

嗎？我們盡量不要講那麼多，話講太多以後變啞巴，我不

要，我要去極樂世界，要講就講佛法。

　　平時這樣修，常常的修改，一定可以改的，不是不能

改的。這我們自己可以知道，以前還沒有學佛的時候，跟

一些沒有學佛的人在一起，開口就罵人，那個時候不知

道，不知道這些話是垃圾話，就跟著

人家這樣，好像沒有先說哪一句，下

面就講不下去了，要先罵一句，下面

才得講下去。我們現在聽人家講，有

時候很不習慣，而以前那個時候我們

傻傻的，開口就罵，實在很糟糕，現

在守住了。所以這是可以改的，不是

沒有辦法改的。真的，你講我一句，

你罵我一句，如果一次給一萬元，

也不要了。人格難道只價值一萬元

而已，保持我們的人格，可以改得過

來，只差在要不要改。能夠改，慢慢

的改，一回改不來，就再一回。降伏

其心，把它降伏掉。

　　今天分享的資料都是　雪公老恩

師的資料，他的草稿，沒有公開的草

稿，一回一回的挖寶給諸位。所以最

後的一首偈，把它記住就好。

　　一心專在日常修

　　三毒消除口四收

　　久久自然成習慣

　　千斤鐵板壓皮球

　　你要做善事，每天做善事，這樣叫做佛教嗎？這還不

是佛教！如果教你不做壞事，做善事，這不用佛教，其他

的宗教就有效了。

　　佛為什麼出現世間？為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是要

幫助眾生了脫生死的，不是只教你做好事，增加福報。世

間的福報，為了要求平安，求福報，求生天，但是這些不

能出輪迴。雖然說，或許有人在某個地方做布施的委員，

做什麼善事的委員，然而不是幫人了脫生死的委員。做善

事不能了脫生死，不是真正學佛的目標。所以我們要知

道，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還要再加強自淨其意。

　　我們學習自淨其意，有淨嗎，很難淨，妄想紛飛怎麼

淨！我們要講內行話，講事實的，名詞是名詞，但是我們

的心有真正淨嗎？沒有！所以佛才說，要靠淨土的淨來換

我們的心，用阿彌陀佛來換我們的心，讓心淨下來。

　　如果沒有念佛的人，你說要怎麼樣來解脫生死？要消

災免難，增福增壽，或許還做得到；要出輪迴了生死，難

啊！要斷惑證真才可以了生死，現在有什麼人斷惑，什麼

人證真？所以這些要從佛法的中心點來看，不是隨隨便便

說說就好，要有實際的功夫、實際的力量。

　　所以我們依法不依人，如果有善根的男子，善根的女

人，才有辦法聽到阿彌陀佛，聞說阿彌陀佛。聽到還不

夠，聽到的人很多，但是沒有去受用，沒信心，沒有用，

沒有願力，沒執持名號！

　　如果不相信，他哪裡有執持名號，念佛是順便的。誦

經，誦一誦，就要念佛，這樣就唱兩句，接著就換別項，

用唱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心就隨著欽欽鏘鏘一直飛

了。而心是要穩定要淨的，要了生死的，不是要唱歌的。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就難以了生脫死。

　　所以能夠執持名號要下工夫，執是抓住，持是保持好

不放，有相信才抓得住，才保持得下去，願力才能夠維持

下來。如果沒有，念佛沒有信心，念佛念一念之外，還要

誦經誦咒。不是勸說不必誦經，不必誦咒，不是，意思是

我們對這一句阿彌陀佛，有執持嗎。平常要執持名號，依

法不依人，我們有執持嗎？這一句阿彌陀佛，你有夠信心

嗎？你有保持好嗎？執持名號，這名號就是阿彌陀佛的名

號，你有執持嗎？你信心夠嗎？你的願力夠嗎？

　　信願念佛不是我隨便念兩句就好，不是我念一天就

好，佛經上說：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

日……這樣練，練到什麼程度？練到一心不亂，念佛的功

夫一心不亂。難道不用再誦什麼經？難道不用再持什麼

咒？亂了，就沒有一心了。一般都是還要誦經，還要拜

懺，還要做什麼，做什麼，他認為這樣才有在念，只有念

佛不夠。

　　念佛要一心不亂，觀念也要一心不亂！我們的觀念都

是什麼，我們的知見都是什麼，都是亂的。所以你看，為

什麼念佛的人很多，真正得到成就，得到往生的不多。我

們助念很多人，實在說，我們助念完，他家裡的人問，有

沒有往生，我們要怎麼跟人家說？如果跟他說實在的話，

讓他傷心。如果跟他講假的話，就違背良心。只有說你好

好念佛，你不要管他有沒有往生，你拼命念佛，你趕緊幫

助他，對他有好處。

　　如何知道他有往生，如果有瑞相，可以確定往生！沒

有瑞相，你怎麼能夠說他有往生？你騙他，這不是辦法，

只有加強他念佛，幫助他。所以我們看很多人，真正往生

的有，但是不多，很多人念佛，到了臨命終的時候，我們

看起來很可惜，可惜他過去修行那麼久，可惜他過去做很

多好事，臨命終的時候怎麼這樣！這個原因，就是平常沒

有念佛念習慣。

　　所以我們平時就是臨命終時，平常我們就這樣練工

夫。我們做課，就不用唱東唱西，直接就阿彌陀佛。我們

是要為往生的，不是要學趕經懺的。如果是要學趕經懺

的，就是要學鏗鏗鏘鏘，學敲這個那個，叮叮鐺鐺都要

學。要學經懺，就要這樣學。如果你要學往生，往生就不

是這樣。真正要往生了，那不是在開玩笑的，平常就練，

我要往生了，哪裡還沒有交代，不用交代了，現在要往生

了，你還要交代什麼。平常就是這樣練，不是開玩笑，我

練也這樣而已。

　　平常真正這樣練，到了有一天，到了，好，平常我就

已經這樣練了，到時候我就這樣往生去了。把它練習慣，

平常就練到一心不亂，時時求往生。有什麼工作，平時做

一做，這些世間的事情，是現在的世緣，盡這個緣，隨緣

之後，我目標要了生死。因為這個世間，我們看很多了，

要看破。子孫自有子孫福，我們要顧自己的生死大事比較

要緊，其他的隨緣，跟他隨緣，跟他看一下，跟他關心一

下，幫助他一下，我們顧我們自己的生死。如果孩子有孝

順的，他也希望我們能夠了生脫死，盡他的孝心，幫忙護

持我們。

　　所以平時練習一心不亂時時就在這個地方，時時在這

個目標。因為我們要斷惑才能夠了生死！不過我們沒有辦

法斷，怎麼辦？我們就要靠伏惑，請阿彌陀佛來克服我們

的惑。我們起無明，起妄想，我請阿彌陀佛來伏，降伏其

心，把心伏住。所以修行就重在平時，常常就要練一心不

亂，常常在這個目標，練習伏惑。事情要來，就來吧，我

練習伏惑。現在被媳婦忤逆，心裡很鬱悶，這是菩薩叫媳

婦來給我考試。我考及格還是不及格？能夠伏住，就有及

格了，70分了。

　　你要知道佛菩薩很慈

悲，我們不要到了臨命終

時，才來考試，平常佛菩薩

就在護念，你有在念佛就護

念你。時間到，就考你一

下，輕輕的考你一下，慢慢

的考你，考到很重的時候，

有時候請丈夫來考你，用妻

子來考你，用媳婦來考你，

用你兒子來考你，用種種的

來考你。我們讓他考看看，

我們用讓人家考試的心理來

面對，不要想說誰在忤逆

我。不要想說我嫁你以後，

做得要死，做女傭這樣還不

夠，再被你考試。

　　佛菩薩在給你考試，你

怎麼起瞋恨心！所以面對這

些考試，時常練習，時常克

服，我們時常注意，我們的

貪瞋癡起來的時候，我們伏

的住嗎？我們嘴巴要講沒有

用不好的話，我們控制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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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首偈指點我們，發願往生極樂，解脫生死，脫離

輪迴，要一心不亂。不過得到一心不亂很不容易！對啊，

就是不容易才要專注在日常修，日常如果能夠保持在一

心不亂，臨命終的時候，就能夠成就，就有把握。可是

一心不亂沒有那麼簡單，處處都要在這一心中。事情做完

以後，心中就一心念這一句阿彌陀佛佛號。有人說只有

阿彌陀佛不夠，還要念什麼，念什麼；還要做什麼做什

麼……。我仍然不亂不要讓別人攪亂了，叫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還要拜懺還要做什麼。不亂，我執持名號，執

持還不到一心不亂，我怎麼可以讓你亂，我還是執持名

號，不亂。

　　所以專注在日常修，日常你保持一心，一心一意。有

人說誦經也很重要，持咒也很重要。我要等這一句阿彌陀

佛，持到一心不亂了，我再來學別的。現在這一句阿彌陀

佛還穩不住，還沒有一心，還常常被妄想攪亂了。所以我

要練，平常就練。現在有什麼樣的逆境來刺激我們，什麼

樣的境界來引誘我們，什麼樣的人來誹謗我們，隨時觀察

自己的心看看，有起貪心嗎？有起瞋恨心嗎？有不怕因果

亂做下去嗎？若有，立即把它消除。現在人家在講你的壞

話，算了隨便他講。境界要引誘你，你會起貪心嗎？不

要，這些是無常，我隨緣，有因緣來我就做，沒有因緣我

也不勉強，隨緣。

　　貪嗔癡三毒要起來，就把它消除掉，要起來就消除

掉。要講話的時候，要講一些謊話，不要，講這些話對我

沒有好處，不要。要挑撥他人，要講壞話，要講什麼垃圾

話，不要，收起來。以前不懂，現在就要收回來，本來要

講出來，就把它收回來。平常就這樣做，一天一天，你如

果能夠這樣，久久自然成習慣。這樣練下去，把它變成習

慣。因為過去我們起貪瞋癡，也是習慣性蹦出來。說謊

話，挑撥，說一些有的沒的，也是習慣性蹦出來，我們現

在把它收拾起來，習慣性不要了，守口如瓶。那個瓶子，

要倒出來經過脖子，要倒出來慢慢倒，一點一點慢慢倒，

不要一下子就都出來，出來就不知道要怎麼辦了。要出來

之前經過這個瓶口，一點一點的，試看看，滿了，滿了就

好了，不要滿出來。所以要說之前，到喉嚨這邊，稍微考

慮一下，不要一下子從口就出來，一下子全部出來，要稍

微守一下。

　　這樣用習慣了，現在妄心要起來，用千斤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用很多很重的阿彌陀佛，幾千斤的阿彌陀佛，

來把它壓住。我們的心好像皮球，這邊跳，那邊跳，把它

壓住，看你多會跳。妄心它要起一句，我念十句佛，把它

壓下來。所以我們如果這樣練，臨命終的時候，就多一份

保險。

　　一方面我們要靠自己的功夫，不可以說，沒關係，我

們有助念團了，到時候人家會幫我助念，自己不要念，靠

人助念，這樣沒有用。我們自己要念，可是業緣境界很

多，趕緊請助念團來幫我助念，這樣才能夠有效果。所

以這一項很重要，不是只有在教理而已，在念佛的功夫方

面，實際在運用的方面，我們來用看看，這就要平常時時

下功夫。

　　我們來訓練功夫，平常的功夫很重要！一念心性，就

是說當前一念，不要想東想西，想東想西就是緣慮分別，

這不是我們的心性，那會有障礙，那沒有效用。當前一念

就是阿彌陀佛，你的心性就能和阿彌陀佛打成一片，才能

夠感應道交！這樣你念佛才有效，不然外面只有嘴巴阿彌

陀佛、阿彌陀佛，心沒有在念，沒有感應。

　　現在我們來試看看，我們萬緣放下，心中只有阿彌陀

佛，當前一念，只有阿彌陀佛，你的心性，和阿彌陀佛的

心性，才能夠合成一體，感應道交。

文接第一版

　　鄭老居士，彰化李登公之

次女，諱月鳳，法號修碧。

生於民前一年，往生於民國

六十二年六月九日，享年

六十三歲。是雪心文教基金

會導師鄭勝陽老師之母也。

廿四歲時于歸鄭府，育有三男

四女。老居士懿德嫺靜，相夫教

子；儉樸成性，刻苦耐勞；飭家接

物，真誠待人，鄰里無不稱道。

　　老居士四十四歲時，鄭公因病逝世，長子勝陽才十四

歲，弟妹們都還是學齡前年紀，家境頓陷困境，孤兒寡母

嗷嗷待哺，三餐不繼是常有的事，老夫人身兼父職，忍痛

節哀，獨力撐持家計，嘗盡辛酸，更能體悟世事無常。

　　當時，老夫人得知　雪公老恩師在台中講經，便自尋

前往，幸蒙　雪公老恩師接引，開始長齋念佛。此後一直

到往生，十八年之間，奉佛益篤、精進不懈；凡是能聞

法、念佛的機會，從不缺席；雖然生活重擔，天天像千斤

鼎壓在肩頭上，也不曾擊敗她學佛的決心。子女們在耳濡

目染下，和母親一樣篤信佛法，建立佛化家庭。

　　老夫人生性慈悲，只要是有關助人往生的事，不管是

大熱天、半夜三更；不計路程遠近、自己的體力，都會去

助念。平時身體硬朗，很少生病，偶有小病不喜服藥，都

以念佛、喝敬水排除之，並以此法勸人念佛，助人消除業

障，屢有奇效，因此廣結善緣。

　　老夫人雖受日文教育，然《佛說阿彌陀經》、《大勢

至菩薩念佛圓通章》都是她的日課。平時是念佛不斷，也

經常勸人念佛，常說：「念佛好，佛力不可思議！」「佛

祖不會誤人啦！」

　　她曾經親眼看見極樂世界寶池中，標上自己名字的蓮

花；只要念佛精進，蓮花長得大而豔麗；如果懈怠，那麼

花就會凋萎，屢試不爽。所以老居士到了夜晚，即使很睏

了，常常不願上床休息，寧可盤坐佛前，爭取那打盹驚醒

時，能多念幾聲佛。子女們常擔心她會累倒，但是屢勸無

效，就隨她心意了！

　　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七日晚間，老夫人和往常一樣到大

里鄉善果林，恭聆　雪公老恩師宣講〈勸發菩提心文〉。

由於平時有暈車毛病，此日時間較趕，坐上市內公車，停

站起動頻繁，使暈車毛病更難忍受，一到道場上了階梯，

就有走路不穩現象。蓮友關心她，她說：「不要緊，暈車

了，坐下念佛就好。」

　　然而，就在聽經中間，老夫人突然暈倒嘔吐，蓮友們

立即延請對面菩提醫院醫師，前來診斷，斷定是腦血管破

裂，馬上由子女及蓮友，送至隔鄰「聖蓮室」輪班助念。

　雪公老恩師在講經完後，前來灌頂加持，並對子女們

說：「令慈在道場中，最後一刻安祥清淨，好好助念絕對

往生」。

　　到九日凌晨一點左右，老夫人突然清醒，還開口跟隨

大家，念了好幾聲佛號，聲音悲切而欣慰，在場的人都為

之動容。待要再仔細看她的臉龐時，已是滿面慈祥，帶

著微笑往生了，子女和蓮友們，念念相續為她助念十二小

時。

　　在助念時，有蓮友親眼目睹數朵蓮花飄浮空中，而為

她更衣時，驚訝其身體四肢非常柔軟。荼毘後，撿骨時，

赫然發現遺骨有翠綠如玉者甚多。在民國六十二年當時，

對舍利了解不夠，家人只是覺得好看，便隨手撿了一些。

回來後，呈給　雪公老恩師看，　老恩師高興地說：「此

即是舍利，甚是難得！」子女們後悔不已，因為還有許多

沒撿。

　　雪公老恩師隨即以肅穆的容貌囑附說：「此非只是汝

鄭家之物，乃是佛教信物，往生證

據，是要度人的，應該要好好保管和

供養。」　雪公老恩師的訓示，其子

女謹記在心。總共撿獲五彩舍利，有

寸餘高，形狀像佛相、菩薩相；也有

像如意、鸚鵡、念珠等形狀者，質地

像翠玉，璀燦溫潤。任何看見或聽到

的人，都稱讚她修持之力，難能可

貴。

　　鄭老師雖然深信不疑母親已往

生，但仍希望再有母親的訊息。因

此，鄭老師每晚沐浴後，便盤坐念佛

等待音訊。他說當時只是一片愚誠，

然而過了三天都沒有消息。到第四天

凌晨，突然聽到樓下鐵門被拉起的

「嘩啦！」聲。當時看了一下錶，才

清晨三點。心想：不可能有人出去，

會不會是小偷呢？頓時精神抖振。又

想：前廳除了一架黑白舊電視外，也

沒什麼好偷了。

　　當時鄭老師是睡在後面的閣樓

上，便一直注意前廳的動靜。這時突然有境界現前。但見

西方，有一道光明由天而降，地上也有一道光上昇與之相

接，這是一個境界。第二個境界是見有一高大的身相，雖

然看不見容貌，但是由她的頭紗來看，直覺是「觀世音菩

薩」。又見她的旁邊有一小身相的人，始則模糊，後漸明

顯，才看清是母親。

　　於是鄭老師趕緊趨前握著母親的手問：您不是往生了

嗎？母親慈祥微笑地點點頭。這個時候，鄭老師從境界中

清醒過來。當正在回想著剛才的境界時，又聽到母親的聲

音：「阿幼仔固卡堅定啦！阿幼仔固卡堅定啦！」連續說

了好幾聲（阿幼師姑是鄭老師對門巷內的鄰居）。

　　當境界過去後，鄭老師一直在思惟：為何先有拉鐵門

的聲音？然後是光光相接的境界…最後鄭老師恍然大悟。

因為老夫人生前，每次有夢境告訴鄭老師，鄭老師常常撥

斥夢境，認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可執著，母親再怎麼

說，鄭老師都不相信。也因此常被母親斥為「鐵齒」。

　　當母親往生後，為了想示現「西方訊息」，又怕鄭老

師當成夢境而不相信，所以才先以拉鐵門的聲音，使鄭老

師清醒，然後才現境界。佛光接引，又現觀世音菩薩大身

相，這或許是表示，自己剛往生極樂，沒有能力回來，乃

是憑藉菩薩的威德神力，才能回來的。

　　又怕鄭老師不相信，在

鄭老師清醒之中，又喚阿幼

師姑看見她往生的瑞相，

因此念佛更堅定的事來作

證明。菩薩的大悲和慈母的

心，真是令鄭老師感動和終

身難忘。這些年來，鄭老師

對極樂世界有一種特別的感

覺，因為慈母就在那裡，使

鄭老師對極樂世界感到特別

親切，彷彿極樂世界就在身

旁。

　　鄭老師每次外出或入

門，必定先拜佛、拜　雪公

老恩師、拜母親。由於鄭老

師常年於各地道場弘法，比

較沒有空暇時間照顧家裡，

除感謝妻子的護持，每每求

母親呵護家裡大小一切，因

此子女都能平安成長，不勞

操心。

　　謹述此「西方訊息」，用來增加念佛行人的信心。懇

希大眾，同增見聞、同生信願老實念佛、同於淨業精進不

退！方能盡此一報身，同證菩提，阿彌陀佛！

西方訊息 轉載自本會現代往生錄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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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翠裳居士，生於民國

三十九年十一月二日，在

七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往

生，得享年三十九歲。火

化後舍利甚多，為她生前

學佛念佛的精進，作了最佳

的見證。

　　江居士出生於彰化市西

門，是家中次女，從小伶俐可愛、

貼心善良，極得家人的寵護。初中畢業後，就讀於僑光商

專（即今僑光技術學院），更因聰敏亮麗的外表而被譽為

班花。

　　商專畢業後，在民國六十一年，任職於一家木業公

司，正在為光明的人生作衝刺時，不料卻發現，臉部的右

側略有腫脹的現象。一開始先到彰化基督教醫院檢查，醫

生告知不用動手術，日後自會逐漸消退。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腫脹仍舊，江居士便

改赴台大醫院檢查，醫生雖然為她作各種

詳細的檢查，也列為病理實習的對象，卻

還是沒有結果。又到中醫診所會診，醫師

們也都束手無策。

　　民國六十二年，江居士的父親中風臥

床，孝順的她便辭職，留在家中照顧父

親，日夜辛勞。直到六十五年，江老先生

去世。這個時候江翠裳居士的右側臉腫

脹，漸漸增大，而且越來越痛，在西醫治

療沒有進展之下，就改看中醫、吃偏方來

治療，手足情深的大弟，更是不惜辛苦地

為她四處打聽收集草藥。

　　在病況仍毫無進展之下，江翠裳居士

聽信居家附近廟祝的勸說，只要前往廟中義務服務三年，

這樣做之後可以消災治病。三年中，在廟裡擔任收發、登

記、會計的工作，江居士因為臉上有明顯腫瘤的病容，常

招來人們異樣的眼光，受人評論，內心實在非常痛苦。

　　再加上朝夕與廟中的執事們相處，看到許多勾心鬥角

的黑暗面，卻還是堅持三年期滿的誓願，這件事成為她日

後最引以為憾的事。所幸在這段期間，她認識了一位學佛

蓮友，引領江居士學佛，並轉化其母親江老夫人的觀念，

母女二人一起學佛、念佛。她的大弟江輔仁先生說到，江

老夫人一開始學佛，就有大改變，不但脾氣由暴烈轉為溫

和，思想也開通了。

　　離開廟宇後，江居士和她的母親積極地看佛經、誦經

拜佛。然而她一生中的大試煉，才開始接踵而至。病況日

劇，臉上的腫瘤越腫越大，由於腫瘤佈滿血管，有時還裂

開噴血，乍看之下非常嚇人。

醫生們怕傷及江居士的顏面神

經，而不敢為她開刀。江居士

也常因傷口無法自然癒合，失

血過多而住院。

　　民國七十五年，江居士右

臉頰的腫瘤，已大到比她的頭

還大。這個時候，有因緣認識

了雪心文教基金會鄭公聖揚老

師，得鄭老師之助，認識更多

蓮友，大家常到江家陪江居士

一起念佛。

　　在起初病發之前，江居士

曾經在房間內看見一個陌生男

子，這使她非常害怕，由於她

虔心念佛才消失。之後又有兩名女子，常出現在她眼前，

不懷好意地談論著，要如何對付她。她知道這些都是她宿

世的業緣業障，和臉上的腫瘤，也必定有極大的關係。

　　在病中，每當有親友前往探望，安慰江居士，說她的

病況、氣色漸有好轉，而她也領受、回應自己漸感舒適之

後，她的腫瘤必抽痛銳不可當，屢試不爽。不得已，江居

士只好以不在乎，和冷淡的態度，來對待親友，疼痛才稍

獲舒解。如此拒人安慰的態度，常被親友誤會，造成她內

心極大的矛盾。於是以此請示鄭老師，老師教她一概

以佛號相回應，才不再有這些現象發生。

　　後來日漸脹大的腫瘤，在與衣領接觸的部份，常

因磨擦而潰爛，因此每天必須換藥。而這些工作，江

居士都是儘量自己做，不勞煩母親，以免母親心疼她

受病苦，這份孝心是很難能可貴的。

　　江居士在如此極苦的病

中，每日仍能勤

作早晚課，念佛

時，常常念得很

急切，以對抗病

魔和妄念。也由

於如此專心，所

以常有感應。有

一次，在晨曦中，她清清楚楚地聽到，窗外的

小鳥清脆地叫著：「江翠裳，阿彌陀佛！江翠

裳，阿彌陀佛！」江老夫人當時也在場親聞，

分享了這份法喜，更鼓勵了她們念佛，求生極

樂世界的信願。

　　江居士雖然受盡病苦折騰，卻能關心周遭

的人，而勤於施捨。她絕不貪戀身邊的物質，

常把大弟供給她的財物，轉手就布施出去。她

尤其事母至孝！因為長年臥病，更深深體悟世間的苦痛，

常一心叨念，要趕快自度、往生，好乘願再來引度母親。

並且曾囑咐弟弟，希望自己臨終時，不要母親在旁料理，

以免老人家傷心。對於她在「大孝」上的覺悟，平常人是

不容易瞭解的。

　　往生前一段日子，她已寫好遺囑，並拜託鄭老師，早

日邀請蓮友為她助念。往生前三天，自己已有預感，而以

手勢比畫，再三天就要走了，之後就全心全意念佛，最

後，在蓮友祥和的助念中往生。

　　綜觀江翠裳居士，從二十二歲起遭受病魔折磨，至

三十九歲往生，這十八年中，姣好的容顏、健康的身體都

失去了，這是無常殘酷的示現。但江居士卻能在痛苦中極

力振作、不氣餒、不退轉，勇敢地面對境遇的缺憾，不間

斷地用功念佛、努力提昇自己，一直堅持一定要當生成

就。

　　火化之後呈現出眾多的舍

利，個個晶瑩堅硬，而這就是

她一生念佛，耕耘心地的明

證；也正足以鼓舞其他蓮友，

以及正在受苦的人們，藉由經

受許多的苦難，趕緊早日覺悟

來修行，有志者事竟成。

　　江居士的大弟和江老夫

人，他們兩位對江居士慈愛的

護持，也在受她深刻的影響中

相輔相成。據其弟江輔仁先生

說，他在江居士往生後，自身

對佛法也有深切的感受。當他

閉目為姐姐助念時，第一次的

時候，他親見眼前出現一片光明，然而一睜開眼，境界就

消失了。第二次則是在一片光明中，非常清楚的看到，身

著袈裟及穿著華麗的修行人，進屋助念，但是睜開眼後，

這些人也消失不見了。

　　那奇妙的境界，使他更加確定姊姊的往生是真確的。

他是學科學的，而他的姊姊生病至往生的過程，使他接觸

到科學以外的一些不可思議的事實，並從此確信這個真

理，念一句阿彌陀佛，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將要督促他

和更多的人，一起離苦得

樂。

　　佛經上說：「以苦為

師」，又說：「不可以少

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

國」。這實在是真理中的

真理！江居士因受病苦的

折磨，而體悟世間無常、

四大苦空的真實義理，從

而精進學佛，這即是「以

苦為師」的明證。

　　她深信唯有依靠阿

彌陀佛，才能徹底解決生死業報的問題，因而切願一心

念佛，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具有宿世「善根」的

明證。她能得到慈母、大弟，及眾多蓮友的護持、探望，

並陪著念佛，更是她「福德」的感召。她具足「善根、福

德」的因緣，以及因為受到世間病苦等逆增上緣的增益，

可知她的往生是信而有徵的。

　　在此刊載江居士往生的事蹟和照片，謹祝願一切見聞

者，同發菩提心，體悟人生苦、空、無常、無我的道理，

皆能深信切願念阿彌陀佛佛，求生極樂，庶不負江翠裳菩

薩示現的苦心。

以苦為師 轉載自本會現代往生錄第一輯

整理：雪心資料室往生極樂世界的信物─念佛人的舍利

　　印光祖師說：「舍利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煉精氣神所成。此殆心與道合，心與

佛合之表相耳。」

　　舍利非常堅硬，若是佛舍利，世間沒有任何東西能損壞它；菩薩以下，其堅度便相對

減少。舍利色彩光亮，有灰、黑、金黃、銀白、翡翠綠、瑪瑙、象牙白等等顏色。

　　一般修行人，若有舍利，並不代表往生極樂世界，因為舍利是薰修戒定慧而得。但是

若有淨土行者，信願念佛求生極樂，念佛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一旦往生，必定產生

舍利的結晶，所以舍利可以做為淨土行者往生的信物。

◎念阿彌陀佛就能往生嗎？

答：�《佛說阿彌陀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
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

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經典上

告訴我們，只要執持阿彌陀佛名號，至一心不亂，命終時必能往生極樂世界。

◎何謂往生？

答 ：�念佛人斷氣後，阿彌陀佛將其神識，由此娑婆世界，接往西方極樂世界的蓮花中化
生，故名往生。

◎往生的證據為何？

答 ：舍利子即是念佛人信願往生的證據之一。

◎舍利子如何得到？與結石有何不同？

答 ：(1)�念佛人在命終後，遺體經過火化，撿得的堅硬、有光澤的舍利子。

　　(2)�舍利色彩光亮，堅硬，有灰、黑、金黃、銀白、翡翠綠、象牙白…等色。而一般的

結石，質感鬆軟，禁不起攝氏一千兩百度的火化高溫，也缺乏亮麗的色澤。

◎舍利子為何有不同的大小、數量、顏色？作用為何？

答 ：(1)�舍利是修行的結晶，不可思、不可議，非言語所能論斷。

　　(2)�釋迦牟尼佛涅槃後，遺留舍利度化眾生。舍利子是無言說法，可以度化有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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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彩舍利

舍利顯微照

五彩舍利

長在右臉上比臉頰大的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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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廬老人示寂卅五周年追思紀念

●

紀念會會場

恭敬唱三寶歌

父女檔演奏美妙音樂 蓮友齊聚追思紀念　雪公 基金會全台聯體機構地域分布圖

報恩殿內舍利展�-　雪公法相 雪心吟詩班吟誦〈雪廬頌〉 台中市政工策會張素梅顧問

歡迎貴賓蒞臨指導 黃平福老師李久先老師

報恩殿內展示　雪公事蹟

憶�雪公仕莒德澤：山東魏慶友老師撰文，
劉湘淮老師墨寶

左一至左四：憶雪公：來台德澤廣被眾生

左一至左二：報恩殿內導覽人員解說蓮友佛化家族事蹟 右一至右三：蓮友們瞻仰往生菩薩舍利

右一至右二：香積菩薩用心準備數百份美味豐盛餐盒

右一至右二：蓮友演出鄭老師母親臨終前助念及瑞相

孔上公墨寶及雪心教育基地雪廬山簡介 報恩殿內舍利展 雪心承傳延續　雪公儒佛教育

雪公法像

左一至左二:�蓮友演出�雪公少時聰慧事蹟：走失後能用機智回家與母重逢

第十一期第四版 道場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