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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心文教基金会简介
郑董事长名胜阳，号圣扬，多年来担任雪心联体机构
指导老师，自行化他，诲人无倦。郑老师自十七岁始，
随侍雪庐老人，勤奋学习，直至恩师圆寂，前后廿八
载。为报师恩，郑老师开办各项教育慈善事业，奔走
国内外各地，弘法利生，轮转不休，备尝艰辛。师尝
言：「雪公老恩师所传授的法是公器，并非给我私人
受用而已！是要将此利益，广布有缘众生。」以此报
恩心为动力，四出弘法，并成立雪心文教基金会，利
乐有情，为法忘躯，无有疲厌。
雪心文教基金会，在雪庐老人往生四年后成立。甫
成立时，借卓兰布教所作为会务运作中心，后迁至台中市五
常街办事处，各项教育利生事业，循序推展。民国八十九
年，因缘聚合，于佛力与众莲友心力交感之下，基金会迁入
台中市立德街雪心会馆现址十二楼。在郑老师的带领与推动下，会务蓬勃发展，楼层
逐年增加，目前雪心会馆有十一个楼层，为莲友提供各项服务，并协助全球各联体机
构法务之推展。此外基金会在卓兰雪庐山建设教育基地，定期举办老、中、青的教育
活动。
雪心文教基金会设立宗旨以推动教育利生事业为主、倡导净土法门念佛生西为
归。基金会运作分为会务、法务与社教三大项：会务方面以承办各项利生事业为主，
包括安排念佛共修事宜；办理慈亲、慈幼活动及提供莲友专线咨询服务。法务方面以
弘护正法、端正社会礼俗净化人心为主，包括长年定期讲授儒、佛经典；举办春、秋
二季报恩佛七；协助办理佛化婚礼；组织雪心助念团，提供疾病关怀、临终助念、协
助办理告别式等服务。社教方面以提倡品格教育ˋ文化扎根为志，包括常年推动各地
成立儿童读经班、定期举办儿童国学启蒙班、青少年成长营、大专青年佛学讲座、成
人终身学习教育、志工研习及海外弘法文化交流访问等活动。
此外，本会于雪心会馆七楼设立雪庐老人纪念堂，陈列雪庐老人塑像、照片、著
作、衣冠文物，呈现老人一生志业精神。舍利馆展示三百多位往生菩萨之舍利塔，供
人瞻仰，以强化净土行者念佛之信念；八楼设有耆德楼提供免费食宿，护持志求往生
的老莲友成就道业；目前馆内十楼孔德成先生文物馆、七楼文物馆、六楼雪庐老人纪
念堂、五楼佛像馆，长时开放供人参观。
雪心会馆 / 地址：台中市东区立德街一九七号 / 电话：（04）2280-8260.2287-3935
传真：（04）2280-1217 / 网址：www.shiueshin.org.tw / E-MAIL：shieshin@ms5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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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庐老人简介
雪庐老人，姓李、讳艳、字炳南、号雪
庐、法号德明。出生于民国前二十二年，十二月
初七，示寂于民国七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农历三
月初五），春秋九十有七。老人出生书香门第，
从小聪敏好学，凡经书典籍、诸家学说，都按部
就班研读记诵，国学基础非常深厚。此外，也研
究医学，又好剑术，对传统诗歌兴趣尤浓，博学
多闻。四十五岁时，受清朝翰林庄心如太史邀
请，编辑莒县县志。由此因缘，受庄太史推荐，
四十八岁时进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担任
主任秘书。民国三十七年护送孔府文物，只身随
国民政府来台湾，继续在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
做主任秘书，除了工作，时间精力都投注在弘法
利生的事业上。
雪庐老人一生，立身行事，影响所及，遍
及海内外。从他的诗：「未改心肠热，全怜暗路
人，但能光照远，不惜自焚身」，可以见到佛菩
萨度众的悲心及忍力，可以见到化佛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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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风范
雪庐老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随缘兴作，必定要利益当地的众生。他满腔的侠骨悲
心，救灾济贫，弭平战争，施医施药，奔忙于各乡镇讲演推广。民国十九年，雪庐老
人身陷莒县战乱之中，被军队围困，半年之中每天受到炮弹的攻击，生死常常在一线
之间。后来看到了丰子恺先生的『护生画集』，感到在战火中，人命如篓蚁般脆弱，
于是为苍生立誓。他说：「时值春天，我在庭园间，见一双蝴蝶自由自在地飞舞着，
想着怎么人反而不如蝴蝶呢？便发愿，若能解危，我从此茹素！」当时老人家为莒城
人民发愿不再杀生吃肉，祈求战乱能平息；学佛之后更是怜悯众生，慈悲一切。
老人一生将身体当作法器，只为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为法忘身，不
断的财施、法施、无畏施。所以事无大小，只要有求，老人家就有应。有一年寒流来
袭，天气很冷，当时正好是午餐时间，莲友请老人去处理一些家务事，老人二话不
说，马上起身，但是他的侍者劝他：「吃饱了再去，饭菜冷了就不好吃了。」老人家
则说：「菜冷了，再热就好。」侍者再三劝说，但是老人还是说：「没关系，先走再
说！」为了众生，甚至连吃饭吃到一半，他也会放下碗筷，立时赶去帮忙。吐哺握
发，佛菩萨度众，不忍见众生有片刻的痛苦，老人家「只为众生得离苦」的悲心，由
此可见一斑。
雪庐老人讲经弘法，不稍休息，到了九十几岁，身体机能逐渐衰退，为了讲经
时不受如厕的影响，每到讲经之日，老人就吃得很少，午餐后便不再吃喝，以「不
吃、不喝」来控制，长年下来，体力就更加虚弱了。弟子们劝他把讲经和授课停下来
好好休息，老人就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不忍闲散放逸，我留这个身体是要当
法器，大家要听我怎能不讲。」直到往生前一个月，还是抱着虚弱的身体上台讲经弘
法。把身体当法器，叩鸣之间，那里有自己？从细微处去观察，佛菩萨难行能行，众
生的苦痛就是他的苦痛，众生的欢喜就是他的欢喜，心之所在，即佛菩萨之所在；以
俗眼看来，老人家在忍饥、忍渴、忍痛、忍苦，可是佛菩萨的眼中，他无苦亦无乐，
只有慈悲喜舍。
为了弘扬佛法，度化众生，雪庐老人尝尽了世间人的冷嘲热讽、谣言毁谤、侮
辱、唾骂。所以老人家说：「我满身是疮疤！」有一次，他问弟子：「你认为我有什
么能力？」弟子百般揣度，都不能说中老人的心。于是老人家说：「我这一生就靠这
个『忍』字。」以前在台湾弘法，老人受到教内的打击，批评他是佛、法、僧三宝之
外的第「四宝」，或者谣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老人家总是不理不睬，默摈。讲经的
时候，常常有人请乐队、大鼓阵来障碍他讲经；还有一些外道发传单，刊杂志来破坏
佛法，甚至在讲经或传戒的时候来闹场；只要事先知道老人家在那里弘法，就会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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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白衣，衣上写着「我是罪人」、「神爱世人」，在外面拉信徒。他不畏艰难，忍
了下来。有些人在背地里破坏佛法，阳奉阴违。有莲友来说：「这个人听您老人家的
话，老师您为什么不劝他呢？」当然劝了，劝了不只十次，对方还是依然故我。老人
家还是不断的忍，因为只要稍微有所表示，对方就不来学佛了，这等于害了他的慧
命。所以雪庐老人说：「说话碰壁，遭遇拂逆，心不烦恼，行不退转。凡作好事，必
遭魔障，既发大愿，不怕困难，困难愈多，功德愈大。欢迎困难，欢迎困难。」老人
家「经过大寒春始至，何妨横逆似山来？」的忍耐功夫，跪着将佛法求进来，又跪着
将佛法送出去，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的忍力，成就了道业，也成就了众生。

◎郑胜阳老师时时感念雪庐老人亦师亦父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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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儒内佛的教育
提到老人的教育理念，他是一位地道的教育工作者，非但执教于学校，而且默默
的推动社会教育。年轻的时候，见到社会动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安，便希望借着社会
教育的力量，来安定人心，于是与当时济南学术界的朋友组织了「通俗教育会」。雪
庐老人深深体会人才的培育与传承，是国家兴盛的根本，所以六十岁来台湾以后，致
力推展圣贤教育，培养好人才，不断地将佛法的种子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他着重人
品道德的建立，希望让每一个人都能立住人格，成为社会上的清流。他说：「只要人
心好，这个地方就兴旺，大家就能安居乐业。」
老人家主张「外儒内佛」，一生的思想重点在儒学和佛学二方面，以《论语．
述而篇》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中华文化的纲要，提倡恕道文
化，以礼的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老人教导弟子敦伦尽份，要做到君臣有义，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夫妇有顺、朋友有信的伦常。他强调守住人格是学佛的根本，所以要
圆满世间法上的人伦，并提出处世不忘菩提，警醒大家深信因果，老实念佛，不要迷
在世间法中，要常保持觉悟的心，因为「觉」这个字，就是我们能不能了生死，能不
能成佛的关键。
在教育方面，老人家非但从经书典籍中汲取养分，来栽培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着
重身教的力量，把人品道德的教育化之于无形。有一次在「论语讲习班」教学时，学
生对文义不了解，老人家叹道：「你们都不用功！」学生们惭愧得在下一次上课前，
全体跪在讲堂前，手捧教鞭，请求老师严加管教。没想到老人家拿起教鞭
说：「学生学不会，是老师的过失，这鞭子我拿回去打自己。」当下学生们
泪流满面，惭愧不已。德化如风，风行草偃，无论老人在那里授课，学生
受其感化，必定自动向师长奉茶、请安，这就是无形的教化。
雪庐老人惜才、爱才，不舍一人。昔日有位马来西亚的学生，参加
佛学讲座，每年寒暑假不曾间断，学校毕业后，又申请多留一个月，
恳请老人开课，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修学不退。于是雪庐老人为其开讲
《普贤行愿品》，在座旁听的还有净空法师、郑胜阳老师等人。讲
毕，他要回国时，老人亲自送他到台中车站，临别依依，他注视
着老人身上穿的那袭长衫，对老人家中国长者的风范，非常向
往。雪庐老人当场就说：「你要嘛！好！」于是脱下长衫，为
他穿上，并勉励他回侨居地弘扬佛法。那件长衫，代表老恩师
对学生的关爱与期许，它也成为维系信念，砥砺心志的表征。点
点滴滴，汇成涓流，那就是老人家所传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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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在专一的佛学思想
雪庐老人幼受庭熏，接触佛法，后由唯识入手，又经历修禅八年，修密八年，
最后专修专弘净土，皈依净土宗印光祖师。在修行的路程中，他深深的体会到，靠自
力断惑证真、出离生死，难行亦难成就，所以他说：「修禅八年，修密八年，愧无所
成，所以确实相信印光祖师的开示，依旧专修净土念佛一法。」老人家秉承祖师「广
学三藏教，不改弥陀行」之风，一生自行化他，广演大乘经论达四、五十年之久。而
且无论讲那部经典，最后必定导归极乐，说明持名念佛、带业往生的净土法门是用力
最少，得效最速的法门。
修行就是修心，雪庐老人总是「捧出心来与佛看」，由心地下功夫。他说：「咱
们这些学佛的，学了几天佛，世间的事故人情、天理人情一概不懂，这对社会有什么
利益呢？因此大家要先在人道上站得住，学佛才能成功。大家要明白，凡是自古以
来的坏人－曹操、秦桧等，没有曹操佛、秦桧佛。」否则「要找黑心人，念佛堂里
寻」，那就是毁坏佛法。老人家九十七岁要往生前，弟子们联合起来恳求老恩师多住
世几年，他没有答应，所以弟子们便发动在念佛堂念佛，求佛来挽留老人家。老人家
知道了，只说：「念佛不改心，一天念十枝香也没有用。」学佛、念佛的重点就是改
心，改习气，放下身心世界，立心同佛，立行同佛，做到了极致，就如老人所说：
「我无负累，我无家可出。」
雪庐老人一向主张学佛是活泼的，不是别别扭扭，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做，僧
不僧，俗不俗，学成了佛呆子。但是他严守学佛人的戒律，力行不辍，领众修行，梵
行高远，在修持上自律甚严。受戒之后，五十年之间经过多次战乱逃难，但两张戒牒
随身携带。他曾说：「我若有一丝一毫做得不好，这件戒衣我就不敢穿。」无形的戒
体，非但落实在戒衣与戒牒上，也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因为老人家「饭可以不吃，
觉可以不睡，功课不可不做」。他有出尘之志，便以「寄沤轩」额其居，表明人生如
小水泡般，电光石火之间就破灭了；但他无住生心，以「四无量斋」（慈、悲、喜、
舍）称其宅，发愿要「将净土法门努力弘扬，使无边大地，每一个角落里，都有弥陀
的气味，把娑婆转成极乐，众生尽成佛陀」，显示出广大的入世悲怀。
修行若要有成就，必须修在专一，老实念佛，莫改题目。雪庐老人强调平时就
是临命终时，要时时忆佛念佛，正助双修。正行，要一心念佛求工夫的精进，他说：
「念佛是正功夫，能显真如本性，念得一心，心明性显，就成功」；助行，是行善止
恶，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以求障碍的免除，多善根、福德、因缘才能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往生前一年老人家便预知时至，不断普劝大众：「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
佛，打得念头死，许汝法身活。」最后一次讲经结束之前，他向莲友说：「我到这里
为止，大家只要净念相继就对了。」
嗟乎！「但能光照远，不惜自焚身。」老人家如同暗路中的一盏明灯，为众生指
点出光明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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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将娑婆三千界
尽种西方九品莲
雪庐老人住世九十七年中，世事变迁，民生困苦，尤其是民国三十七年踏上台
湾的土地时，台湾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老人看到世间的天灾人祸，人类的
生老病死，一切问题唯有佛法可以圆满解决，所以强调敦伦尽分，自行化他，教研诸
经，指归念佛求生净土，发愿将弥陀圣号传遍台湾各地。为了众生得离苦，他投入生
命，为法忘身，辛勤的播洒菩提种子。老人家一生，随缘随力，绝不募捐，为佛教徒
竖立优良的典范，匡正世人对「避世学佛」之误解，他的德泽流布遍及台湾、东南
亚、日本及北美洲等世界各地。以下从社教、慈益、文化三方面介绍雪庐老人之德
泽。
社教方面：雪庐老人弘扬净土念佛法门，首建「台中莲社」及「慈光佛教图书
馆」为弘法道场。为嘉惠失学青年开办「国文补习班」免费教学，造就许多社会栋
梁；为接引大专青年学佛，办理「慈光佛学讲座」，受益青年有数千人，使佛教的流
布，由中下阶层向上推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佛陀教义深入人心；为培养佛学、国
学研究弘扬人才，开设「内典研究班」、「论语讲习班」；落实人格教育，提倡「蒙
以养正，圣功也」的启蒙教育，向下扎根，开办「儿童德育周」、「莲友子弟辅导
团」、「国学启蒙班」「社教科」等教育事业。三十七年之中灌溉耕耘，为各界培养
了许多人才。
老人生西赡养后，亲沐弟子郑胜阳居士，承师志报师恩，于民国七十八年成立
雪心文教基金会，积极推动各项教育利生事业。每年定期开办「大专讲座」、「国学
启蒙班」「青少年成长营」、「国际交流营」等活动，十几年来受益的学子、家庭甚
多。
慈益方面：自民国三十八年以来，雪庐老人在台湾开办的各种慈益事业，可分
为机动及长期两种。如遇有天灾人祸，组织临时救济会，解决受灾者的困厄，例如举
办冬令救济、救难赈灾、急难救助等；顺应社会的需求，办理长期济众事业，例如创
立全台第一所佛教菩提医院、菩提仁爱之家、联善施医会、菩提安老所、宝松和尚疗
养院、慈光育幼院、救济会、放生会等。老人家所开办的慈益事业，援助范围含括全
省，世间有情皆蒙其利。雪庐老人积极落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慈悲
一切」的根本教义，为佛教徒竖立优良典范，也促成了台湾社会良善慈悲的风气。
文化方面：雪庐老人为振兴佛教宗风，曾筵僧于慈光图书馆，为在家众传戒，启
建千人戒会，受戒者多达一千二百七十八人，建立人天师范。创设台中佛经注疏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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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孔学奖学金，以鼓励儒学与佛学之研究。此外老人家还开办明伦广播社、明伦月
刊社、青莲出版社，制作并出版中华文化与佛教精义的广播节目与刊物，使法音流布
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隔阂；组织念佛班、助念团，开办佛七，推动临终关怀、助念，协
助净土行者往生极乐世界。从民国四十六年至今，经助念往生极乐世界，荼毗后得舍
利子的菩萨，有数百多位。雪庐老人是在台湾提倡临终关怀助念之先驱。
雪心文教基金会秉持老人遗教，在全省各布教所成立助念团，不分昼夜，无论晴
雨，以一句「阿弥陀佛」护持净土行者。只要是团员或其亲属朋友等，相信念佛的不
可思议功德利益，能信任助念团，只要因缘具足，助念团均给予彻底的协助，真正在
实践佛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所以团员成长快速，团务与功能持续改进与
强化，道心也不断的增上，每年护持往生的菩萨不断增加。除了关怀病者，提供各项
贴心与安心的服务，并安排助念，从临终一直至入殓，过程中佛号不断。告别式、作
七、百日、对年等事宜，全部遵照印光祖师指示「只可念佛，不作别佛事。」协助丧
家处理至一切圆满；以佛号安慰存者，回向亡者，非但存亡两益，并藉以转移污俗。
雪庐老人以菩萨的悲心，提倡伦常的道统，为社会注入清流活水，对社会秩序与
文化复兴有极大的帮助，利益民众的层面普遍与多元，使佛教文化渐渐融入人民的生
活之中。他生前所栽之菩提种子，在全球各处，逐渐发芽茁壮，开花结果。

在马来西亚举办国际文化青少年成长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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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雪心文教基金会简介
马六甲雪心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叶永祥居士，在公元1999年聆听郑胜阳老师于
马六甲马佛总野新支会讲解净业三福之后，觉悟到佛法是改变命运、解脱烦恼痛苦的
不二法门，于是发愿捐出一片地作为弘扬儒佛教育的基地，并恳请雪庐老人的随侍弟
子─郑胜阳老师为之命名。郑老师期望雪庐老人的慈悲心能远播世界各地，所以命名
为「雪心文教基金会」，并期许马来西亚雪心文教基金会能与台湾雪心文教基金会接
轨，共同承续并发扬雪庐老人儒佛教育的法脉，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同生极乐世界。
在一群志同道合的莲友共同努力之下，马六甲雪心文教基金会于公元2001年6月
24日成立筹委会，并于公元2003年2月19日获得政府注册局批准，正式成立。
马六甲雪心文教基金会最大的任务是凝聚各联体机构，发挥团结的力量，积极
培训更多的弘护人才，以便推行雪心各种文化教育活动。除了念佛共修与举办佛七之
外，基金会并推动助念团、并举办各种儒佛教育培训班，目前已有十余个团体乐意配
合，为弘扬儒佛教育尽心尽力。

雪心活动时间表
日 期

時 間

負責人

每月第一星期日

3pm至5pm

念

佛

共

修

梁明泉师兄

每两月第二星期日

12pm至5pm

念

佛

共

修

梁明泉师兄

12pm至4pm

助念团(共修)

梁明泉师兄

4pm至5pm

助念团(听经)

黄金榜主席

3pm至5pm

念

佛

共

修

梁明泉师兄

1pm至2pm

念

佛

共

修

梁明泉师兄

听卡带/心得报告

周经球师兄

佛一或佛二

梁明泉师兄

每两月第二星期日
每月第三星期日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日

2:30pm至5pm

每年4月中
道场联络人:黄金榜
本会会址：
Lot 971,Solok Lesong Batu,
78000 Alor Gajah,Mel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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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昔加末妙音凈宗学会简介
昔加末妙音净宗学会创办人陈成记老师于1985年开始学佛，当时他对正信佛教认
识不多；1990年接触到净空法师讲经的法宝，顿生欢喜心，于是在1991年成立昔加末妙
音净宗学会。初期租借二层楼的店屋作为道场，楼下开设妙音素食馆，由莲友义务主
持，收入作为道场运作及印刷经书、流通法宝的基金；楼上则是念佛共修与讲经弘法的
场所。
陈成记老师发愿专修专弘净土念佛法门，精勤修学，法缘日盛，各地佛教会邀约
讲经的道缘不断增加，于是放下自己的事业，全心投入弘法利生的志业。1997年因缘际
会，认识了台湾大德郑胜阳老师，开始了双方道业上的交流。尔后妙音成立了助念团，
并与各地佛教会相互扶持，推动临终助念，帮助净土行者往生极乐世界。
由于会务的开展，念佛共修的莲友日益增多，原有道场已不敷应用，在莲友们的
发心，十方善信的捐助与佛菩萨的加持下，很顺利的向政府申请到土地，筹建新道场。
2001年2月7日邀请郑胜阳老师与台湾大德们主持动土仪式，历时两年多，新道场于2003
年9月8日落成，并于2005年11月27日再度邀请郑老师与台湾大德主持落成典礼。
新道场楼高三层，除了念佛堂之外，还有供奉地藏菩萨的报恩堂、图书馆、寮房
以及多用途礼堂。为培育品学兼优的孩童，妙音于2005年成立妙音幼儿园，暂用一楼
作为课室。
本会活动：
1.星期一 ：PM 08:00－PM 09:30 念佛
2.星期三 ：PM 08:00－PM 09:30 读诵无量寿经
3.星期五 ：PM 08:00－PM 09:30 陈成记老师讲解净土经典
4.星期六 ：PM 08:00－PM 09:30 念佛
5.星期日 ：AM 09:00－AM 12:00 念佛
6.每 天 ：
PM 01:00 放生
7.星期日 ：AM 10:00－AM 12:00 儿童启蒙班上课
8.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PM 08:00至星期日AM 08:00：精进念佛
9.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日AM 09:00－PM 04:00：一日念佛
10.举办精进佛三法会，追思纪念雪公太老恩师
11.举办浴佛法会，花车游行，庆祝卫塞节
12.农历七月举办盂兰盆盛会，超度家亲眷属
13.举办中秋晚会庆祝中秋节
14.举办三天两夜小学生生活营
15.庆祝弥陀诞，举办一日念佛
马来西亚昔加末妙音净宗学会
No. 2, Jalan Kasturi 3, 85000 Segamat, Johor, Malaysia.
道场联络人：Tel：006079437339 (张老师) Fax: 006079432337
H/P: 0060197589886 （邱琰文） H/P:0060197181918 (郑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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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念佛会
「成果念佛会」在23-09-2001正式成立。次年获得马来西亚政府批准为合法的佛
教团体，并获准加入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成为该团体会员。
成果念佛会以协助净土行者往生极乐世界，乘愿再来度群伦为目的。
本会专修专弘净土念佛法门，严禁募捐，不设香油箱，除念佛、听经外，谨遵雪庐老
人「四为三不」之遗训，并组织助念团，协助助念与办理后事。会员不须缴纳任何会
费，可享有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事的供养；如有需要，本会亦提供免费住宿。
其注册地址在「随缘小舍」；即99-1，LORONG SIDANG OMAR，JALAN PENGHULU
ABBAS，BUKIT

BARU，75150，MELAKA，MALAYSIA。

电话:06-2310280，2312280。

传真:06-2310280

成果园-阿弥陀村
成果园-阿弥陀村位于马接区内榴莲洞葛水库旁，占地十英亩，离市区22公里。
园内湖光山色，鸟语花香，环境清幽，是个修行的好地方。
园主叶必和（理昱）在公元2005年7月购下此园后，便发愿利用这块园地，建设
往生的跳板-阿弥陀村，协助莲友解脱生死上品往生。
园内栽种了三百多棵榴槤与百多棵各类热带水果，以水果的收入就作为园区的基
金。严守不向十方募捐的守则。

成果园扩建因缘
成果园弥陀村自2003年成立后在这一次非常特殊的因缘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工程。这殊胜的因缘乃是台湾雪心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郑胜阳老师不惜辛劳及慈悲的把
台湾雪心资深的师资及干部引到马六甲主办「2008年雪心文化交流成长营」这项意义
深长的活动。
马六甲成果念佛会承蒙指导老师郑胜阳老师的委任，成为此活动的承办单位；
而成果园弥陀村更是此次活动的营地。不过，基于成果园原有的硬件设施无法容纳200
人；扩建成果园即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成果念佛会主席叶必和居士在3月间即刻就成
立了成果园扩建工程工委会。在一连串的会议及筹备下，成果园扩建工程终于在2008
年4月24日动工扩建工程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下，在2008年7月2日顺利的完工。
此次扩建工程所需的经费马币40万元全是十方莲友发心所捐献；不曾向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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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此乃遵从雪庐老人的教诲。
成果园扩建工程总共盖了5栋建筑物：
（1）营本部―内附知客室、办公室、会议室兼小型图书馆。
（2）莲池堂及海会堂―两间各可容纳60名学员之课室。
（3）深信轩―可容纳50人就寝的宿舍。
（4）切愿轩―可容纳50人就寝的宿舍。
（5）力行轩―可容纳50人就寝的宿舍。
恭请本会导师

郑胜阳老师

于公元2008年8月18日主持开幕典礼

成果念佛会每周活动表
时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六
星期日

PM
PM
PM
AM

08:00－PM
08:00－PM
07:30－PM
05:30－AM

10:00
10:00
09:30
11:00

间 活
动
念佛共修听经闻法
听 经 闻 法
念 佛 共 修
念 佛 共 修

地
点
随 缘 小 舍
隨 緣 小 舍
成果园弥陀村
成果园弥陀村

备
注
叶必和老师主持
叶必和老师主持
叶必和老師主持
叶必和老师主持

联络电话: 谭玉燕

012-6071135

许艾醒

013-6015336

陈桂萍

012-6732678

成果园网址:www.simkoayen.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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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玛琳佛学中心
Persatuan Penganut Buddha Malim Melaka
328/329, Jalan 5, Taman Asean, 75250 Melaka
Tel : 06-3344314

玛琳佛学中心成立于1988年，成立之初以诵经为主，对学佛的目标与方法，认识
不清。2000年有缘得到雪庐老人之入室弟子─郑胜阳老师的教导与启发，本中心开始
专修专弘净土念佛法门，并推动临终关怀、临终助念，积极助人生往极乐世界，会员
至今大约有两百多位。
本中心秉持雪庐老人办佛学之训示─四为三不：（四为）为求学问、为转移污
俗、为求解脱、为弘护正法；（三不）不以佛法受人利用、不藉佛法贪名图利、不昧
佛法同流合污，成立佛学班、助念团、贫病急难救济、放生、流通儒佛光盘及经书，
并提倡佛化婚礼，以净化人心，转移社会不良风俗为主要会务。
为推动品格道德教育，培育莲友子弟，本中心成立佛学班，创办至今已十四年。
草创之初，学生仅50位，经过多年的用心经营，现在学生从幼儿园、小学各年级到初
中，共分八班，约160位学生；每一班都有两位老师负责教导，目前佛学班老师共有20
位。此外助念团遵循印光祖师的训示，以一句弥陀圣号，不作别佛事为原则，回向亡
者往生极乐世界；助念团义务提供佛友或家属亲友，临终时各项贴心帮助以及咨询服
务。
本中心常年活动 :
★ 每周单日PM 08:30－PM 09:30

念佛共修

★ 星期二 PM 08:30－PM 10:00

佛友之交流会

★ 星期四 PM 08:30－PM 10:00

昔加末陈成记老师佛学讲座

★ 周年纪念暨新年联欢 : 农历新年期间，庆祝周年纪念及新春欢聚。
★ 浴佛节: 每年五月，卫塞节前一个星期，举行浴佛活动。
★ 卫塞节: 每年在卫塞节前一夕,参与释迦院主办的花车游行。
★ 盂兰盆孝亲报恩念佛共修: 每年七月主办盂兰盆孝亲报恩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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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强校长简介
演出者简介：
学历: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
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特殊教育硕士
曾任:
国立丰原高中校长
国立台中启明学校校长
国立台中启聪学校教务主任
台中市书法学会理事长(第十二、十三届)
国立台中图书馆、静宜大学、东海大学书法指导
文化杯、观音杯、圣寿杯书法比赛、大墩美展、全国学生美展书法评审
冷泉杯全国歌唱大赛裁判长、台湾区运动会桌球裁判
现任:
朝阳科技大学、华梵大学「中国艺术鉴赏」教授
瞽者同心国乐团、三加一乐团、乡音合唱团团长
台湾发展研究院书法指导老师

演出者简介：盲人音乐明日之星
目前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三年级，主修古典音乐。出生后即罹患先天视网膜
细胞色素病变，群医束手，乃至全盲。自幼在音乐方面展现出优异的秉赋，
音感绝佳，有付金玉的好歌喉。四岁开始习琴，靠记忆读谱，琴艺高超。于
1999年获史坦巴哈音乐艺术协会钢琴独奏冠军，2002年勇夺独奏及重奏双料
冠军，2003年得希朵夫钢琴赛全国冠军，2005年得到北富银身心障碍表演艺
术兰花奖，并经学校推荐参赛获得总统教育奖。此外在爱盲基金会之安排
下，和影星任齐贤合拍公益广告「白手杖」，并为「环保」、「奇迹的夏
天」和「水蜜桃阿嬷」等记录片配乐。就读于台中启明学校时，每个月到丰
原医院弹奏钢琴，以舒解患者之病苦，是一位深具悲悯心的爱乐人。

马六甲培风中学华乐团演奏

演出者简介

黄裕翔同学-钢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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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風橋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客家本色

音乐会节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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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过台湾 无半点钱
剎猛打拼耕山耕田
咬姜啜醋几十年 毋识 埋怨
世世代代就恁样勤俭传家 两三百年无改变
客家精神莫豁掉 永远 永远
时代在进步 社会改变 是非善恶充满人间
奉劝世间客家人 修好 心田
正正当当做一个善良介人 就像摁介老祖先
永久不忘祖宗言 千年 万年

朋 友
这些年 一个人 风也过 雨也走 有过泪 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真爱过 才会懂 会寂寞 会回首 终有梦 终有你 在心中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声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声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中马国际文化交流音乐会

友

情

（三遍）友情，人人都需要友情，不能孤独走上人生旅程。
要珍惜友情可贵，失去的友情难追，诚恳，相互勉励，闪耀着友情的光辉，
永远永远让那友情，温暖你心胸。
要紧握热情双手，莫让那友情溜走，诚恳没有虚伪，要互相友爱常相守，
永远永远让那友情长驻在心头。

望 春 风

李临秋词 邓雨贤曲

（一）孤夜无伴守灯下 清风対面吹 十七八岁 未出嫁 遇着少年家
果然标致面肉白 谁家人子弟 想要问伊 怕歹势 心内弹琵琶
（二）想要郎君做尫婿 意爱在心内 等待何时 君来采 青春花当开
听见外面有人来 开门该看觅 月娘笑阮憨大呆 被风骗不知

一朵小花
一朵小花 啊---------------------啊------------啊----------------- 一朵小花
小花生长在我家的粉墙下哟 我摘下小花送给了他 送给了他
几番风吹雨打 不知花落谁家 我始终忘不了它 忘不了我的小花
我要和他带着小花一起回家 陪他骑着白马去到那山上的古树下
啊------------同看雨后云空的片片彩霞
片片彩霞

潇洒走一回

王惠玲 陈乐融词 陈火力 陈秀男曲

天地悠悠 过客匆匆 潮起又潮落 恩恩怨怨 生死白头 几人能看透
红尘呀滚滚 痴痴呀情深 聚散终有时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我拿青春赌明天 你用真心换此生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牵阮的手（台）
牵阮的手
牵你的手
牵你的手
我也甘愿

淋着小雨
不惊艰苦
走咱的路
受尽苦楚

牵阮的手
牵阮的手
牵你的手
希望甲你

徐锦凯词曲

跟你脚步
淋着小雨
不惊艰苦
白头偕老

牵你的手
牵阮的手
虽然路途
牵阮的手

走咱的路
跟你脚步
有风有雨
走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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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如何不想他

刘半侬词 赵元任曲

（一）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他
（二）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他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他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他

阳关三迭

音乐会节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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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词黄永熙曲

渭城朝雨浥轻尘，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红豆词

曹雪芹词 刘雪庵曲

 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
滴
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 瞧不尽镜里花容瘦
展不开眉头 挨不明更漏 展不开眉头 挨不明更漏 呀---呀--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呀-------呀-------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移 我的爱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教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中马国际文化交流音乐会

		

橄 榄 树

（一）不要问我从那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流浪
（三）还有 还有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那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为什么流浪远方 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那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红

叶

李炳南编词 洪金龙作曲

秋风起 霜降天高 看无边红叶 萧萧复萧萧 蓦地里 吹墬之流水
猛然间卷入云宵 满地滚滚情颠倒 几片翻下粪圊 几片飞进酒瓢
点妆台 傍窈窕 （过门）随行人 马迹遥 淅淅沥沥 飘飘 飘飘 噫
忽一片 来扑僧寮 课诵未罢 旃檀还烧 老僧拾起 脱尔尘劳
夹在经册作个 念诵记号 这正似三界无安 人生无聊 谁有幸
投入佛怀抱（后奏）

天 伦 歌

锺石根词 黄自曲

人皆有父，翳我独无? 人皆有母， 翳我独无? 白云悠悠，江水东流
小鸟归去已无巢，儿欲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何处觅源头？
莫道儿是被弃的羔羊，莫道儿已哭断了肝肠；人世间惨痛，岂仅是失
失了爹娘。奋起啊，孤儿！惊醒吧，迷途的羔羊！收拾起痛苦的呻吟，
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服务牺牲，服务牺牲，
舍己为人无薄厚。浩浩江水，霭霭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
大同博爱，共享天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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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DDING
 ou by my side that how I see us.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us. We’re on our
Y
way to say”I…do”. My secret dreams have all come true… I see the Church, I see
the peo…ple. Your folks and mine happy and smi…line. And I can hear sweet voices
sin…ging ”A…ve Ma…ri…a”. Oh my love my love, This can rea…lly be.That some
day you’ll walk down the ai…sle with me. Let it be, make it be that I’m the one for
you. I’d be yours, all yours, now and for--e----ver. I see us now your hand in my.
hand. This is the hour, this is the mo---ment. And I can hear sweet voices sin…ging
”A…ve Ma…ri…a”. ”A…ve Ma…ri…a”.

MEMORIES

音乐会节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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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night not a sound from path---ments.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She’s
M
smiling a – lone. In The lamplight the weather leave col-lected at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an.
Memo-ry all a-long in the moon – light.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It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Day---light I must wait for the sun ----rise. I must think of a new life. And I mustn’t give
in . When the dawn comes tonight will be a me-mo-ry too. Ant a new day will be –gin.
Borm out end of smokey days, The spell court mellow of mor---------ning… A street
lamp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a----nother day is dawing. Touch me, It’s so ea-sy to
leave me all a—lone with no memory of my day in the sun. If you will touch me, You;ll
understand what happiness is look a new day has be—gun. Memo—ry all a –long
in the moon-light.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It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Unchained Melody奔放的旋律
 h, my love, my dar-ling, I’ve hun-gered for your touch a long, lonely time. And time
O
goes by so slow-ly, and time can do so much. Are you still mine?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God speed your love to me. Lone-ly rivers flow to the sea, to the
sea, to the open arms of the sea. Lone-ly rivers sigh, “Wait for me, wait for me.” I’ll be
coming home; wait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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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道场连络网
道

场

联络人

地

址

电

话

传真/E-mail

8583, Taman Jaya Kelemak,
马来西亚黄金榜
002-606-5561463
78000 Alor Gajah, Melaka.
雪心文教基金会 居 士
002-60-19-6662771
Malaysia.

06-5561463
kp.ng@st.com

304, Jalan Kai Poh, 84800
黄金榜
002-606-9766207
Bukit Gambir, Muar, Johor,
居 士
002-60-19-6662771
Malaysia.

06-9766207
kp.ng@st.com

马来西亚香光莲社

马来西亚002-606-3353579
陳天明 328/329, Taman Asean Jalan
马六甲玛琳佛学
002-60-12-6381991 06-3353579
居 士 5, 75250 Melaka, Malaysia.
(O)002-606-2825176
中心
马来西亚妙音净宗学会

30, Jalan Nagari. Segamat
(H)002-607-9318637
陈成记
Baru 85000 Segamat Johor
(O)002-606-2828492
居 士
Malaysia

6 9 3 A , Ta q m a n m e g a h ,
马来西亚周經球
7 5 4 5 0 , B u k i t B e u a n g , 002-60-12-9187113
自在往生助念团 居 士
Melaka.

06-2322758

马来西亚成果园弥陀村

叶必和 L o t 3 6 6 M u k i m M a c h a p
002-60-12-6816895
居 士 Melaka, Malaysia

馬來西亞成果念佛會

99-1, Lorong Sidang Omar,
(H)002-606-2310280
葉必和
Jalan Penghulu Abbas, Bukit
06-5532700
(O)002-606-5532500
居 士
Baru, 75150, Melaka.

马来西亚金马扬念佛会

何家勋 6, Kampung Sentosa, 28380
002-60-19-9054500
居 士 Kemayan, Pahang. Malaysia.

马来西亚汤曙豪 1145, Jalan Anggrik 1, 71700
002-60-19-3298387
文丁香光念佛会 居 士 Pajam, N. S. D. K. Malaysia.
马来西亚林
武吉波浪佛学会 居

668N, Taman Bukit Melaka,
利
B u k i t B u r u a n g , 7 5 4 5 0 002-60-13-6269215
士
Melaka, Malaysia.

马来西亚菩提佛学会

56, 56-A, Jalan Melaka
古开房 Baru20, Taman Melaka Baru,
002-60-12-6317743
居 士 Batu Berendam, 75350
Melaka, Malaysia.

馬來西亞阿沙漢觀音廟

江石生 2 4 1 0 - , P e k a n A s a h a n , 002-606-5236368
居 士 Asahan, 77100, Melaka.
002-60-19-6862948

lim_lee06@
yahoo.com

馬來西亞黃合成 SI 126, Taman Mengkuang,
002-60-16-3379932
巴也明光佛學會 居 士 Masjid Tanah, 78000, Mel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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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马国际文化交流
时
间：2008年8月16日至9月1日
主办单位：马六甲雪心文教基金会
中华民国雪心文教基金会
承办单位：成果念佛会、玛琳佛学会
昔加末妙音净宗学会
马六甲放生团
协办单位：马来西亚各佛教团体

音乐会
2008年8月25日（星期一）
时间：PM 08:00－PM 10:00
地点：SECK KIA EENH
（MALACCA BUDDHIST ASSOCIATION）
57,JLN GAJAH BERANG
75200 MELAKA, M”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