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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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心文教基金會暨聯體機構
111年5月至112年1月雪心行事曆

111年
一、佛誕節浴佛：

　　雪心會館浴佛：5/14（六）

　　雪廬山浴佛：5/15（日）

二、暑期教育活動：

　　暑期大專教育志工：6/27(一) - 7/03(日)

　　暑期教師研習營：7/06(三) - 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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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西勢國學啟蒙班：7/17(日) - 7/23(六)

　　第二梯次國學啟蒙班：7/24(日) - 7/30(六)

三、中秋無遮慈親聯誼會：9/9(五)

　　雪廬山秋季報恩佛七：9/14(三) - 9/21(三)

四、鄭老師冥誕報恩佛一：11/20(日)

五、雪廬老人134歲冥誕紀念會：12/25(日)

112年

一、鄭老師往生追思報恩佛一：1/8 (日)

二、雪廬山新春團拜：1/22 (日) 初一

三、雪心會館新春團拜：1/23(一) 初二

四、雪心會館新春報恩佛七：1/24 - 1/30初三～初九

當前一念　感應道交　信願堅定　瑞相現前 恭敬節錄自鄭老師豐原開示

　　有沒有把握能夠往生？大家有沒有把握？把握往生就

在生前，那有沒有辦法把握呢？就看我們的心，你對阿彌

陀佛的信心有多少？你對阿彌陀佛他的極樂世界，你願不

願意去？假若我對阿彌陀佛沒有什麼信心，我也不願意去

極樂世界，那就沒有把握了。

　　所以蕅益祖師說：能否往生，全由信願之有無。你有

沒有信願啊？我對阿彌陀佛有信心，我有百分之百的信

心！所以我在念阿彌陀佛，我願意到極樂世界去，因為我

感覺到娑婆世界好苦啊，我要到極樂世界去。我深信、我

切願，很懇切的，我希望我這一生結束之後，我一定要到

極樂世界去，你假若信願有的話，你就有把握了。

　　假若信願有的話，你再來念佛，那麼就看我們信願的

成分、層次、程度是怎麼樣。依照現在的程度，我認為，

有的還是浮浮的，還不夠，往生就不夠，不是很確定的。

為什麼，你怎麼知道我信願不夠？因為你程度還不到。你

怎麼知道不夠？

　　假如當我碰到癌症了，我已經知道時間不多了，有一

天死亡一定會到的，而且要死亡之前，我這癌細胞會讓我

很痛苦的，怎麼辦啊？應該要拼命的念佛，可是有的是拼

命的找醫生，而我是要拼命的念佛了，對阿彌陀佛有百分

之百的信心啊！我只求往生極樂世界了，那種切願，趕

快！我要往生去了。

　　信願，那個時候的信願，跟我們平時的信願不一樣。

所以不到那個時候，我們的信願就浮浮的，還不夠。所以

有一句話說：「不見棺材不流淚」我還有很長的時間啊，

要我信願什麼？所以浮浮的，雖然有啊，可是成份、程度

不夠啊！

　　假若像印光祖師，把這個「死」呢，他時時題在頭

上。我到他蘇州靈巖山那個關房看過，他的床，早上一

起來就是那個「死」字，寫得很大的字。時時面對這個

「死」，他時時提醒自己，雖然還很長，但是時時提醒自

己。他信願就很強，而不是寫著好看，那個死不好看啊，

卻時時提醒自己。那一種信願，一定很切，念佛就不會馬

虎。

　　所以平時就有瑞相，因為他平時就是這一句佛號，抓

得很緊，信願都在他心中，平時就有這種瑞相了，什麼瑞

相呢？由於他信願很強，念佛很夠，平時災難就少，業緣

就少。因為他時時就在求往生，娑婆世界的業緣，要找到

他就比較困難一點，所以瑞相平時就有。

　　什麼叫瑞相？消災免難！他沒有什麼災難，增福增

壽！他有福報，他可以做很多善事，有很多善事等著他

做，這不是福報嗎？這不是瑞相嗎？他不會說，唉呀！太

無聊了，每天這麼樣的無聊。他每天很充實、每天很有意

義，這不是很多瑞相嗎？並不一定要說：「喔，放光了，

有瑞相了」或者有其他什麼樣的瑞相。

　　平時就有瑞相了，因為有好事就會找他去做，這不是

瑞相嗎？平時就已經有這種瑞相，在他臨終的時候，那瑞

相一定更多！平時就有瑞相了，就可以斷定他能往生了。

平時他心裡就在極樂世界啊，這不是往生嗎？

　　所以往生瑞相，就要看平時！平時你這樣做，臨命終

時，絕對往生！所以「臨命終時靠平時」，你怎麼做，

「平時是為臨命終時」啊！平時你怎麼做的？就為臨命終

時啊。你的信、你的願，「信願」都在你的心，念佛也在

你的心，所以平時就有瑞相了，不一定要到了臨終，才有

瑞相。

　　念佛要怎麼念，念的才比較有力量啊？我們念佛就是

要有力量。那麼要有力量呢，你要如法。依法、如法，你

掌握住法，沒有失掉。那怎麼樣念佛，才能夠跟佛馬上感

應呢？

　　當前一念，就是我們的心性。當前一念，你假如這一

念沒有把握住，你就會起意識分別，變做意識心，就是我

們的凡夫心。因為我們凡夫的心，常常就是意識分別。有

意識分別，那個心就是意識心，不是我們般若的心性。所

以我們當前一念，是般若心性，趕快跟阿彌陀佛合在一

起，不要去變成意識心了。我們的般若心性，就跟佛的般

若心性合在一起。

　　一句一句佛號，名以召德，我們念阿彌陀佛，阿彌陀

佛就跟我們的心性都合在一起了。假如在念的時候，有意

識分別出現，不要理它、不要去管它，除了佛號之外，在

想什麼都不理它。我只把阿彌陀佛抓住，就可以跟阿彌陀

佛相感通。

　　我們要練我們的工夫，放下萬緣，當前一念心性，趕

快跟阿彌陀佛合在一起，用阿彌陀佛，把我們的心性定在

一起，自然感應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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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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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愛的老師及師兄師姐們，阿彌陀佛！

　　末學學佛已有幾年的時間，但提起信、

願、行總覺得心虛，直到接觸沙鹿佈教所，

念佛信心的種子逐漸萌芽。這次能有殊勝的

因緣來到雪廬山參加成人教育的課程，老師

們苦口婆心的傳達念佛的心法，深深的感受

到一句佛號的力量的偉大，才深刻的感受到

「信、願、行」的真正力量。以前總以為念

佛只是護持人往生極樂淨土，現在才知道念

佛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往常念佛只是由口

念出阿彌陀佛，現在句句佛號是由心生起，

淹蓋著一波一波的雜念，嚐到了法味，也終於明白一心念佛

是時時心中有佛。

　　劉博士的課，轉述了鄭老師的法語：「我

們要像沙灘上的大石頭，任由潮來潮退，如如

不動。」目前末學只是一顆小小的石頭，非常

需要靠師長和蓮友們，倚眾靠眾，相互扶持，

所以我會將雪心攬著著，念佛的心不再退轉。

　　這幾天早上的佛法課程，除了讓心找到依

靠，下午的生活醫學、生活哲學課程，不但風

趣活潑，食安的常識都讓同學們讚說：受用無

窮，大家都意猶未盡，希望下次還能再來。

　　在此非常感謝召集人、師長們的用心安排

課程，還有為這次成人教育講座付出了心力、

體力、財力的所有大德，除了感恩還是感恩。阿彌陀佛。

我願如沙灘上的石頭，一心念佛，如如不動 林語溱

　　末學身為雪心人，該盡到護持道場的責任，所以我報

名參加成人教育班，同時連續下星期護持大專教育志工營

隊。我心中雖無所求，但每次上山來卻都是滿載而歸，這

就是師長常教我們的「不求自得、去做就對了」。 

　　今年的成教講座主題是「修善因緣，人生幸福」，身

為雪心人，讓我感到光榮。因為雪心是有道風的道場，不

募款、不義賣，一切都是靠眾人發心，彼此互相幫忙，是

真正修六和敬的道場，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真是得之我

幸也。

　　第一堂課護衛疫情人生，有來自美國CDC世界級的醫

學劉博士，為我們解析當今疫情，及教我們如何正確防

疫，自我保護，讓我們安心許多。蔡老師德高望重，博學

多聞，以果地覺為因地心課程，清楚告訴我們西方極樂世

界是怎麼樣來的，是阿彌陀佛在因地做為法藏比丘時，放

棄眼前世間最大的福報，棄位出家，並參考二百一十億國

土，取其精華，費時五劫修行，又經兆載永劫，不辭辛

勞，所修成的佛果。更發四十八大願，為的就是救度九法

界一切苦難眾生，能離苦得樂。若不求生極樂世界，真是

對不起阿彌陀佛。下次有人問我們，西方極樂世界你又沒

去過，你怎麼知道是真的存在，我們就不會啞口無言了。

　　課堂中也告訴我們西方極樂世界，千經萬論處處指

歸，超出一代時教，在一

切法門之上。若要靠自力

斷惑證真，成佛了生死，

實在是萬難！萬難！淨土

念佛法門，下手易而成功

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要

走正確的路，才能達到目

的地，若走錯路，則會

離目的地愈來愈遠，很冤

枉。師長們常說遇到淨土念佛法門，是我們成佛的因緣成

熟了，一定要好好把握這當生成就的機會！

　　黃老師的憶　雪公，告訴我們淨土念佛法門，三根普

被，利鈍全收，只要我們天天念佛一句佛號，一直念下

去，念到臨命終時，佛號還能把握住，正念分明，心不顛

倒，即能往生極樂淨土。老恩師一生為佛教，為眾生，是

我們人生的大導師，更創立第一個佛教蓮社，全國第一間

弘法培育人才的圖書館，為苦難眾生成立佛教菩提醫院、

慈光育幼院，在在處處慈悲一切，我們唯有繼續傳承恩師

的精神才能報師恩。

　　詹所長的和諧幸福家庭告訴我們，在困境當中只要

轉個念頭，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還有令我覺醒的，原

來「無」才是最幸福的；「無憂無慮」，而

我們卻一直在追求「有」，而終日忙得團團

轉。成功最高境界是自利利他，而非取而代

之，自私自利。戰爭最高境界竟是不戰，善

戰者無赫赫之功，不戰而勝。告訴我們許多

做人處事的道理，讓我們知道，守戒是知道

自己不能做什麼，而不是只是去受戒，那就

會流於形式而已。我深受詹所長不忘師恩，

及對月娥老師的深情義重所感動，好幾次被

感動得熱淚盈眶，不知各位同學是否也一樣，真是把感動

代替感激做到淋漓盡致。

　　劉博士每次在成長營，都會不厭其煩的提醒我們，念

佛不能往生是有虧於助行，到真正念佛的道場修福報，是

真正無漏的福報，是我們將來往生最好的的助緣。阿彌陀

經上也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所以我

們要把握機會，積累往生資糧，有機會做好事，千萬不要

輕易錯過。

　　來成教班宛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先修班！這幾天就

像人間的蓮池海會，所以我非常珍惜每次與師長及蓮友相

聚的因緣，希望大家都能：他年功滿到蓮池。我們都能再

回到西方極樂世界成佛保證班，當同參道友。阿彌陀佛

護持道場　同修往生極樂因緣 詹雁伃

寒假成人教育講座

各組組照 長安老師　謝謝您 齊唱三寶歌

小組討論　凝聚共識 晨起八段錦　終日好精神 禮敬三寶

歡喜聚在一起 小組凝聚　情感好 向師長拜年了護好自己防病毒

林語溱師姊

食的安心　活的開心

快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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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們的英姿 群英會 恭敬請師 課程精彩　完全融入

敦倫盡份　不換題目

　　各位老師，各位蓮友大德，

各位同學，阿彌陀佛。

　　末學來成教很多次了，聽到

前面的同學都說得這麼激動，末

學都覺得很慚愧，因為覺得好像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在這裡，

我的感覺就是歡喜自在，收穫滿

滿。

　　其實末學來雪心以前，也參

加過很多其他組織的活動，但是

心中還是最歡喜參加雪心的活

動，來這裡的感覺就是自在、歡喜，每次來都收穫滿滿。

　　在這裡大家用道理來交流，以道來交流，感覺就很圓

滿、舒暢。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還有雪心的蓮友，都是

諸上善人聚會一處。宛如《阿彌陀經》形容的西方極樂世

界：「諸上善人聚會一處」讓我

心生歡喜。

　　詹老師所分享時說的，我們

這裡是去西方極樂世界先修班，

說得真好！我們先來這裡修，以

後去極樂世界就很熟悉，這樣的

道場是很值得我們來護持的。另

外，末學因為家人都是基督徒，

這件事情班上的同學知道以後，

都比我還緊張，深怕我半途而

廢，前功盡棄，這份情感令末學

非常的感動。

　　這個問題，讓我想到　雪公老師說的：「白衣學佛，

不離世法，必須要敦倫盡分；處事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

應。」所以末學對這一件事情的想法就是不強求，我們先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所以內人

要我去參加教會的活動，要去

讀聖經，甚至要末學去參加以

色列耶路撒冷的朝聖之旅，我

都欣然的參加。所以我的腦

筋，確實就會變得比較複雜一

點，可是真金不怕火煉！在這

個旅程中，甚至牧師都會很驚

訝，因為我在整個旅程中，我

始終都是護持牽著我的太太，

一直牽著她的手，牧師看了也

是很驚訝。所以我覺得該盡自己分內事的時候，就努力盡

分，該念佛的時候要念佛。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他

的就交給佛菩薩！當然我想還有各位雪心的蓮友大德，可

以做為末學的依靠。謝謝大家，無限的感恩，阿彌陀佛。

寒假成人教育講座

游啟輝師兄

　　這次的寒假成人教育講座，真的不虛此行：末學在幾年

前，參加過教師營後，感到收穫滿滿，所以當時就期待，下次

再來參加雪心營隊，這次來了果真又收穫滿滿。

　　成人教育講座的教學設計，是非常用心的，在細節處著

手。例如：用齋時播放佛號，讓學員念佛，不起雜亂想。碗筷

的擺放位置、垃圾分類等皆有明確的說明，讓學員皆能在細節

處不犯規定。吃完飯後的經行，讓大眾能幫助消化又增福慧。

每天安排各組不同的職務及出坡，培養學員的福慧資糧、及紀

律的生活規範，我覺得這是相當有紀律的團隊，才能設計出這

種生活規範，實屬難能可貴啊！

　　在課程方面，末學也獲益良多，每位老師皆很用心的備

課，將多年的經驗與學問，在課堂上傾囊相授。末學在修行的路上常常走一步退三步，但

這次學到在修行路上的修持次第及方法，讓末學有了目標，老師曾說：「對治煩惱習氣，

乃修行之切要，習氣能少一分，功夫即進一分。」末學的習氣很重，即日起，應當在修行

道路上，分分秒秒觀照自己的言行，若有差錯，應立即懸崖勒馬，以「阿彌陀佛」的聖號

來壓住妄想，時時念佛，不起妄念，來鞭策自己。

　　「心是明鏡，如鏡照像，像來不拒，像去不留」，要每天觀照自己的「心鏡」，日常

中的喜怒哀樂，人情世故皆如鏡中影，皆是虛幻不實的，皆如幻影，只是末學皆誤以為真

而執著，徒增痛苦與煩惱而已，應當以此來提醒自己，莫再傷害自己了。

　　很感謝雪心團隊的用心付出，每天當我們休息時，雪心的工作人員都還要開檢討會，

看看哪裡有缺失而馬上改進。香積菩薩每天早起在寒冬中煮三餐，且煮得比餐廳還好吃，

讓末學每餐都吃得很飽又滿意，真的是人間菩薩。

　　在這幾天的學習讓末學收穫滿滿，能在這麼清幽的環境學習，又有認真的老師授課，

及能享用天廚般的美食，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讓我們的身心靈徹底洗滌，像重生一樣。

　　最後，內心只能由衷地說出：「雪心團隊，你們是人間的大菩薩」！期望下次再來參

加成人教育講座。阿彌陀佛

心如明鏡　對治習氣 蘇定倫

蘇定倫師兄

臨別感言  唱出來 雪公與我們同在 專注聽講不一樣的心得分享

敬師　進巾奉茶 預祝師長新年好享受香積美食

游啟輝

分享心得樂融融

幹部們　辛苦了

團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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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即菩提 曾靜柔

　　各位老師，同學們大家早上好，阿彌陀佛。學生是第二組的曾靜柔，我來自馬來西

亞。

　　首先，學生很喜歡一分鐘短講這門課程。末學認為一分鐘短講是這次營隊的重點。可

以培養同學們的勇氣，就像是在職場上需要馬上臨場發揮。雖然知道要上台面對師長們，

感到非常緊張，但坐在位子等待抽籤上台的我心裡便默念起佛號。

　　接著，我應該把在這次營隊所學到的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就例如老師教導我們的，要

記得稱讚如來。我們可以先從家裡做起，稱讚媽媽，她做的飯菜很好吃。最後，我要用老

師教導我們的做個結尾，多稱讚他人是一種自信的展現，也能夠開發自己與他人的潛能。

誠中形外　福至心靈 張家琪

　　敬愛的老師以及各位同學們大家好阿彌陀佛，學生是張家琪，很榮幸這次能夠授證成

功，並代表大家出來說幾句話。

　　這次是學生第二次參加大專的營隊，學生能和雪心結緣是約8歲起，媽媽就開始帶學

生一起參與馬來西亞雪心舉辦的營隊；所以，學生從小就常常跟著媽媽參加雪心舉辦的營

隊與活動。國小時也曾到台灣雪廬山參加兩次營隊。因此，對於雪心的許多規制都比較熟

悉，由於過於熟悉，就起了反效果，不知如何讓自己虛心受教，我執，習氣很重，甚至還

因為媽媽是雪心營隊的老師而有些自滿，傲慢。

　　《易經》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國中以後，突然發現，媽媽越來越少帶學生到雪

心營隊去，學生當時還有些小確幸，心中直呼：「太棒了，終於有更長的假日，不必再去

煩人的集體生活了」高中畢業以後，學生到了馬來西亞開設的漢學院學習與生活了4個月，

那段時間裡，學生開始嘗試閱讀經典，從中學到了許多。簡單來說，那裡是學生改變自己

的起點。

　　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我漸漸的真正了解到，原來不再參加雪心的營隊，不是媽媽放

過我了，而是緣分淺了，因緣不具足了。那4個月裡，我慢慢發現自己許多不足的地方，並

遇到了幾位良師益友，時時提醒學生有做得不對的地方，讓曾經那位不屑參與雪心營隊，

不屑寫家書的自己，感到十分懊悔。

　　來到台灣求學以後，決定主動報名去年2021年的雪心寒假大專營，改過自新，重新開

始學佛。學生知道學佛要倚眾靠眾，才能行更遠之路。這次學生邀請了兩位很有善根的朋

友，希望能與他們結下善緣，一起學習，願他們的八識田中，阿彌陀佛的種子能扎根萌

芽。今年2022年的寒假大專營，學生邀請了自己的哥哥，願他的八識田中阿彌陀佛的種子

能繼續生長。非常感恩大家願意來一同學習。

　　最後，授證書就像一本護照，記錄著參與的每一次活動，記錄著參與每一次活動後所

學習到的歷練。「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獨也」時時觀照及真心誠意對待身邊的一

切人事物，我們共勉之，謝謝大家，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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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師長、各位蓮友大德，大

家阿彌陀佛。末學代表我們工作夥

伴們分享學習心得，相信這幾天，

大家都有感受到我們營隊給大家滿

滿的愛吧！看我們營隊用心策劃的

精彩課程，啟請最好的老師為大家

授課，讓大家在學佛的道路上，明

白了修行的方向，也更清楚如何將

佛法落實在生活中。

　　我們營隊能夠順利進行，有很多默默付出的大德，比

如：每天都有來自各地的蓮友，為大家烹調天廚妙味，供

養大家。尤其是煮早餐的香積菩薩，在這寒冷的冬天，凌

晨4點就要起床，為我們準備豐盛的早餐，溫暖大家的胃，

讓我們更有能量再學習。

　　每天很辛苦為大家燒熱水的師兄、師伯，讓大家在寒

冷的天氣裡，有熱呼呼的水，可以讓大家洗滌一天疲憊的

身心。我們堅強的後勤補給部隊，像知客、茶敘，為大

家準備薑茶、咖啡、茶水、及甜美的點心，補充大家的能

量，讓大家學習上更有效率！我們有很專業的攝影團隊，

跑上跑下的捕捉鏡頭，為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還有我們

很用心的生活輔導團隊，時時提醒大家要注意生活禮儀，

物要有定位，心才能安定。我們負

責盡職的行政團隊，在活動前即認

真規劃和協調，為大家提供學習所

需的物品、工具，並為大家記錄

學習的過程，做為下次辦營隊的參

考，能夠讓更多人受用。

　　說了那麼多，即便是再強大的

團隊，沒有學員的參與，也是無法

圓滿這個營隊，所以大家的參與，

是推動我們繼續前進的力量！末學發現來參加這次成人教

育講座的學員，無論是新生還是舊生，都是很棒！為什

麼呢？我們舊生會主動照顧新生，而且把生活禮儀做得很

好，而且示範給新生看，新生自然就跟著做了，大家一起

營造出快樂而溫馨的學習環境。

　　很重要的一點，我們要珍惜鄭老師給大家一個那麼好

的地方，就是我們雪廬山，讓志同

道合的人能夠共聚一堂、在一起學

習；也提供大家難得的機緣，一起

來做善根福德、利益眾生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把在這裡學習的心

得，分享給親戚朋友，讓他們也能

夠得到學佛的利益。我們希望能有

更多的人來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期待下次的相聚，阿彌陀佛！

時時分享　不忘感恩 廖月娥

寒假成人教育講座，大專教育志工營

廖月娥師姊

幹部們致上謝意

一分鐘短講 年菜實作 向師長拜年小組研討

精進會議 組照1 吳圳華老師 凝神聽講

傳授精美廚藝 結業典禮 溫馨廚房 專注念佛 組照2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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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感恩　盡力達標 鍾宜樺、吳珮慈

　　各位師長，各位學員，阿彌陀佛，我是第三組的鍾宜樺。也代表另一位副學員長—吳

珮慈，做心得分享。這次是學生首次擔任副學員長的工作，一開始收到老師訊息，心中不

禁擔心我們真的能勝任這份任務嗎？但是經過老師與學長鼓勵，心中從我們真的可以嗎，

變成盡力就對了。

　　在這七天中，我們發現許多該要學習與改進的地方，包含必須以身作則，從以前需要

別人提醒，轉變為現在要帶著別人來共同完成。把更多事情當作自己份內的事，看顧的事

情變得比以前擔任組長或副組長來

的更多。然而，雖然事情繁多，但

是學生覺得收穫滿滿。

　　以往做組長和組員時的重心，

都是放在組裡面，這次同時擔任副

學員長與組員兩個身份，除了學習

在小組內和組長與副組長如何帶組

與活絡組內氣氛外，也與學員長一

同學習，從整個營隊的角度去看人

事物，如何幫助營隊順利運行。除

了要將看事情的角度變得比較全面外，在問題處理上也需要更加謹慎。七天營隊生活過得

非常充實且精彩，雖然難免有些小挫折，不過在錯誤中學習，在逆境中成長，是我們共同

要學習的人生課題。

　　這一次的營隊對學生來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知足感恩，以及珍惜這得來不易的緣

份。整個營隊就像一台機器，營隊裡的每一個人就像是一根根的螺絲，缺一不可，當每一

根螺絲各就各位盡其本分，這台機器就能夠共同完成任務，造福更多的人。

　　最後學生想感恩營隊裡的所有人，讓雪心成為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彼此陪伴一同成

長，讓整個營隊越來越好。感謝佛菩薩，感謝各位師長與師姑伯們，以及諸位志同道合的

好夥伴。以上是我們的心得分享，謝謝大家也預祝大家新年快樂阿彌陀佛！

做中學　學中做 王翊汎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阿彌

陀佛。非常榮幸能夠擔任雪心大專

教育志工研習營的小組長。當學生

被告知要擔任小組組長這個職位的

時候，以為這只是小事情，跟平常

學校的幹部一樣，不是什麼難事。

　　但直到星期六參加幹部訓練的

那天上午，才開始了解到，這份職

務不僅僅只是一份小組長的工作。

上要達成師長的期待，下要解決組

員問題，若不全面做到位，恐怕會

損人害己。因此，學生告訴自己，不能像之前在學校當幹部那樣隨性而為，要盡力做好每

一件事情。

　　因此這幾天，師長學長們交代的事情如果都完成，學生會滿心歡喜自己做出的小貢

獻；但若不幸自己忘記做到，或是不小心冒犯到某些規矩，學生也會意識到自己哪裡出了

問題，並且銘記在心，下次不再犯錯。

　　分享一下令學生印象最深刻的事，我們每隔幾天都會在營本部開一次小會議，每位參

與會議的師長或是其他幹部們，給學生的感覺都是包容與鼓勵。這讓學生想起學校生活

中，曾經也參與過系學會裡面的會議，但是在開會的過程當中，各個幹部給我的感覺是互

相提防猜忌，有了一點小錯就會互相推卸責任，與營隊的開會感覺天差地遠，讓我覺得坦

然舒暢。

　　學生在這短短的幾天內，除了學到完成師長們交付任務的，也提升了帶領組員相互交

流討論的能力。感謝辛苦的組員們，包容這個第一次當組長的小菜鳥。

　　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未來還有機會的

話，希望還能為大專志工研習營出一份心力，謝謝大家，阿彌陀佛。

組照3 年菜實作 志工授證向師長拜早年

第五版

　　各位師長，蓮友，同學們大家好，我是第一組的林苡鈺，以下是學生的心得分享

　　東林布教所2021年的講經圓滿，有位師姑提起雪心大專教育志工開始報名了，並誠心

的幫我拿報名表，我當下還沒做好準備，我以為暑假才有教育志工研習營。由於寒假短，

且時間貼近期末考，我思考了一下，心想：我已經因為疫情錯過暑假的營隊，加上我已經

錯過多次啟蒙班的營隊，我怕孤單，怕活動中找不到朋友，所以很猶豫要不要參加，可是

還是下定決心報名參加了營隊。直到上了「生命共同體」這門課之後，以更全面的角度看

自己，雖然細胞單獨存在，但是都是身體的一部分，而團隊與營隊把我包裹其中，所以我

並不孤單。

　　過程中因為念佛、聽課，在第三天我感到非常法喜，心中壓力全部消失，而且定力增

加，感受到法味的真實快樂。如果本次活動是一顆樹，我只是樹梢上的一片樹葉；老師、

師姑、師伯等，幹部已經將樹根、樹幹、樹枝這些角色的分擔過去，讓我能在佛光的沐浴

下法喜充滿。

　　我為了使這種快樂不要只是暫時的，我以一首偈和大家分享，並不時提醒自己：

　　人生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

　　祝願大家勤念阿彌陀佛，早日離苦得樂。

願以佛法離苦得樂 林苡鈺

寒假大專教育志工營

一分鐘短講 相見歡 吳邦衍老師 組照4

師生交流融洽

小組研討

溫馨廚房溫馨拜早年 精進會議 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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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墨寶與您結緣 無遮大會  平等無礙念佛供養

第六版

雪廬老人133歲冥誕紀念會

無遮大會開鑼了

美食與書法　精心準備中 恭迎貴賓蒞臨指導

梵音飄揚至誠念佛回向

董事長黃平福老師致詞 師長與貴賓賴茂源校長李久先教授

大會會場

道場活動

台北箏樂團古箏演奏和獨奏

攝取精彩過程  辛苦了 神情專注  聆仙音 不分老少 共同發心 服務大眾

無遮大會人潮　發心菩薩等您來

護持會場的志工

張自強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