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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和　雪公老師出外辦完事回來，老師看到我臉

色不好，就教導我說：給人家辦事，歡歡喜喜也辦一件事

情，不高興也是辦一件事，你要歡歡喜喜辦？或者是不高

興的辦？我們辦事歡歡喜喜的辦多好！如果你懊惱，這個

功德就沒有辦法得到了。

　　所以之後我就知道，老師平時就在教誨我了，自己就

會知道那裡有錯。可是那種浮躁，有時候還是會表現出

來，常常會發牢騷，有時候甚至當著　雪公老師的面嘀嘀

咕咕的。　雪公老師就訓示：誰叫你「吃我們這種飯」，

你若還要做這種事情，你就要認了；人家叫你吃狗屎，你

也要吃！唉!可是我有時候就是沒有辦法啊。

　　有一天，吃飽飯以後閒聊，他老人家就說：你看你跟

我一段時間這麼久了，我有什麼能力啊？我一想就說：老

師講經說法的佛學很棒，醫學、詩學等等，那一方面都很

棒啊。我就一直講、一直講，可是好像都不合他的意啊！

　　我後來就提出證明了：像一位師姑氣喘病，人家叫她

吃什麼十全大補，結果病更嚴重了，去醫院看病，很多的

中醫、西醫都束手無策。他先生來請老人家去，看到這種

情形，很多醫生都沒辦法，等於在等死了。但老師就開了

幾味藥而已，這個病情就緩和啦，第二帖藥就好啦，這不

是老師的醫術高明嗎？還有好幾件，老師寫幾樣藥，病就

消除的情況，都是老師高明的醫術啊！我提出很多的事實

證明，但他都沒有承認。他說：你講那麼多啊，都不是我

真正的學問。

　　我就一直想，想了很久。老師說：只有一個字，不必

想太多，就一個字而已。多的，我還可以想，只一個字，

再怎麼想也想不到。他說：在你的心上，一支刀放在那

裏，用刀一直在挖，你能怎麼樣？在你的心臟上面一直的

挖，你想想是怎麼樣，那個字怎麼講？「忍！」我想，忍

好像沒有什麼嘛！忍辱波羅蜜只是六度其中一度而已嘛，

但是我不敢這麼講，可是我心裡上確實這樣想，心裡想，

這好像沒有什麼。

　　老師看到就說：怎麼，你不相信我有這個能力啊！我

說：不是啊！這個好像不是很怎麼樣啊。老師說：你不認

識啊？那麼將來有一天，你就會知道這個字。平時一點小

事，你就這麼浮躁，你就忍不下來，將來怎麼辦事呢？怎

麼替佛教辦事呢？你要知道，我一生就靠這一個字。

　　所以，他才講他的過去。在大陸的事已經不知道，在

台灣的事就有人知道，我到台灣來，教內怎麼樣對付我，

教外的外道怎麼樣來破壞中華文化，把中華文化的根，

把人民的根，把祖先牌位拿去換麵粉、換奶粉。「慎終

追遠，民德歸厚矣！」民德啊！人民的這個德啊，已經沒

有祖先，只有自己啦！現在的現實，這些問題，是破壞人

心的呀！我當時假如忍不住，這些教內的問題，教外的問

題，我也不管，可以嗎？我就是這麼忍過來的啊！

　　還有，你跟我這麼久，你難道沒看到，有一些人對我

好，也有一些人要怎麼對付我，我所設的法，他們都在破

壞！叫他們念一句佛號，就這一句佛號，好好的念佛，執

持佛號。結果他們要趕經懺，我可以怎麼樣呢？他們聽一

套做一套，破我的法呀！你想我要怎麼樣對他們？我只有

忍啊！

　　你還有看到，誰誰誰怎麼樣；你也講過啊，這個人只

有聽老師的話，老師你怎麼不勸他呢？你想想看，我哪有

不勸他，我勸的不只十次啦！他還是陽奉陰違，我要怎麼

樣？我可以把他趕走嗎？我只有「忍」！我只要稍微嚴厲

些，他就不學佛啦！我等於害了他的慧命。目前這樣，多

多少少，還保持他能夠繼續來，這就要「忍」的功夫啊！

明明看到了，要怎麼樣去轉他？要怎麼樣去幫助他？不能

夠主動的讓他不來！

　　所以，來者不能拒絕，他要來，不能拒絕；他自己要

走，我也沒辦法啊！這一些，你將來也會碰到啊！你假如

沒有「忍」的功夫，你將來會遭受到很大的波折！所以要

「忍」啊！所以老師才給我寫了一幅：「忍辱波羅密達到

覺岸」。要「忍」哪！

　　他老人家的學問，都是在平時生活之中提出來，用出

來。人家都說：耳提面命。這很重要！我假如沒有親近他

老人家的話，聽經也聽啊，自己究竟去做什麼，我自己也

不知道，習氣還是照樣地！到時候我還是會假公濟私喔！

我會利用公家，來做我私人的事喔！或者是要怎麼樣地來

那一套喔！

　　所以，我一直在維持老人家所教訓的原則，不敢去違

背！因為假如稍微有這麼一點點違背了，慢慢、慢慢的就

變了，一直變，變到後來就完全大變了！是由小小的變動

勾起來的，若沒有維持原則，一直慢慢的變，變久了，就

變歪了！所以他老人家對我的影響，可以說是一生的。

雪心文教基金會暨聯體機構
108年6月至109年2月雪心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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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1.暑期教育營隊：

 　◎大專教育志工研習營：6/30(日)-7/6(六)

 　◎教師研習暨成人教育：7/3(三)-7/6(六)

 　◎第一梯次國學啟蒙班：7/7(日)-7/13(六)

 　◎青少年快樂人生成長營：7/14(日)-7/20(六)

 　◎屏東西勢國學啟蒙班：7/14(日)-7/20(六)

 　◎第二梯次國學啟蒙班：7/21(日)-7/27(六)

 2.中秋無遮晚會暨慈親聯誼：9/13(五)

 3.雪廬山秋季報恩佛七:9/19(四)-9/25(三)

 4.雪心助念團-助念關懷研習：9/29(日)

 5.鄭老師冥誕報恩佛一:11/24(日)

109年
 6.雪廬老人131歲冥誕紀念會：1/1(三)

 7.鄭老師往生五週年追思紀念大會暨文物展：1/12(日)

 8.雪廬山新春團拜：1/25(六)

 9.雪心會館新春團拜：1/26(日)

10.新春報恩佛七：1/27(一)-2/2(日)

雪公130歲冥誕紀念暨示寂33周年追思

深植信願行～學習雪廬老人的心　　恭敬節錄自鄭老師89年10月27日開示



雪廬老人示寂33周年追思紀念會～王炯如社長於雪廬山會場致詞

　　我們雪心文教基金會的創辦人，也是導師的鄭勝

陽老師，在　雪公老恩師往生之後，一直到他自己往

生，天天都跟　雪公老恩師在一起，天天都跟老恩師

談話的！這怎麼說呢？他每天出門工作之前，必先在

老恩師靈前上香稟告：今天的主要工作，祈求老恩師

加被，一切順利；晚上臨睡前，再向老恩師稟告：今

天的工作成果。他在向老恩師稟告的時候，必得恭恭

敬敬的，就當老恩師在眼前一樣！也就是孔子所說

的：「祭神如神在！」〝如在〞就是〝就像在眼前一

樣〞。祭神如神在，拜佛也如佛在，拜恩師也一樣，

如恩師在！恩師一直眷顧我們，守護我們，跟生前一

樣，一直都沒變！而這種〝如在〞的感受，也只有心

中有恩師，天天遵照恩師的心，做恩師工作的鄭老師

才感受得到！

　　雪公老恩師往生已經33周年了！大家的心裡，

是否也跟鄭老師一樣，天天有老恩師存在呢？有沒有遵照

老恩師的遺教呢？鄭老師天天向老恩師稟告，就是表示天

天不忘老恩師的遺教，天天依教奉行！而他在每年舉辦老

恩師的往生追思紀念會，除了感念老人的德澤與深恩，目

的也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老恩師的遺教，永遠不變的依教

奉行！這樣才是老恩師的好學生，才是真正的〝雪門弟

子〞！

　　台中蓮社也怕雪門弟子們，也就是蓮友們忘了老恩師

的遺教，所以每年印的月曆上加印　雪公老恩師在蓮社成

立時，手訂的「社風」十條，年年都印上去，讓大家至

少每年讀一遍，好反省自己有沒有每條都做到？有沒有違

背？這十條「社風」，可能大家沒有拿到蓮社的月曆，沒

有看到；也許有人看到了，沒有在意，沒有讀它，今天學

人藉著老恩師的紀念會，再重讀一遍，提醒大家。

　　這十條「社風」是：

第一條： 真心奉行教義，用智慧上求佛道，用慈悲下化眾

生。

第二條： 力遵三皈五戒，雖未受戒，亦當發心守戒。

第三條： 深信因果，多積福德，勿爭名利。

第四條： 社內同修，不宜分黨分派，互相攻擊。

第五條： 不得兼修外道，使邪亂正。

第六條： 同教團體中，不問出家在家，凡有弘法事宜，必

須讚歎、擁護，不許嫉妒。

第七條： 除探討教義外，不議論同教中任何人之是非。

第八條： 凡遭毀謗，平心自省；有改無勉，不與人諍。

第九條： 要常覺知，自己道德、修持、學問，皆極淺薄，

不可心生驕慢。

第十條： 要精進修持，積德求學，不惜心身二力，布施一

切，為眾生拔苦與樂。

　　如果以上十條，條條做到了，那就太好了，是老恩師

的好學生，模範生！如果違背了，也就是不聽老恩師的

話，唱反調，當然不是老恩師的好學生，甚至不算是老恩

師的學生了！很慚愧的，學人雖然不敢違背老恩師的這十

條「社風」，但是並沒有百分之百做到！還要再盡心盡

力，以求完美！

　　老恩師是很慈悲的！他不會因為你違背了他，就棄你

不顧，他會一直期盼你改過自新，還是期望你當生成就，

在極樂世界等待著你！學人願意跟大家共同勉勵！做一個

真正老恩師的學生，真正的雪門弟子，好好遵守老恩師的

遺教，這一生一定要當生成就！往生極樂！那麼，一定會

看到老恩師和鄭老師在極樂世界〝笑相迎〞！含著笑容迎

接我們的！敬祝大家：當生成就！光壽無量！謝謝大家！

讚頌　雪公

一、贊雪翁

六朝元老一雪翁，夫子特使釋迦封。

儒佛融通西來意，天降大任濟蒼生。

二、莒地流芳

中原混戰多兵燹，劫火遍地年復年。

你來我往拉大鋸，七攻七守不間斷。

黎民成了砧板肉，新墳遍野陰風慘。

雪公仗義救一邑，天降英才挽狂瀾。

三、莊太史慧眼薦雪公入幕衍聖公府

撫劍插菊義氣投，論史聯吟恩未酬。

太史慧眼委大任，聖門星光耀千秋。

四、民族又添一棟樑

軍閥混戰國本喪，倭獸吞華野心狂。

家國危機似累卵，虎狼圖謀大旗張。

聖裔國脈之所系，庇佑華夏不應亡。

雪公出使擔大任，民族又添一棟樑。

作者及詩作因緣簡介

　　詩文作者蘇國成先生，號：孺子牛，筆名：魯叟，生

於山東兗州。退休後加入《兗州民間文史研究會》，從事

鄉村史志的編纂。

　　蘇先生與曲阜魏慶友老師時相往來，初聞　雪公生平

事蹟，就被　雪公為民族為歷史所作功績而感動，非常敬

仰　雪公的德行。寫下六十多首詩，讚頌　雪公在大陸的

行誼。經蘇先生首肯，刊登其中八首。

瞻仰舍利 李久先教授致詞 父女檔古箏和大提琴合奏 黃平福老師致詞 誠心回向

王炯如社長致詞 國內外師長貴賓專注念佛

馬來西亞蓮友瞻仰報恩殿內展出的往生菩薩舍利 雪心吟詩班吟誦雪廬頌和多首　雪公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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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在世，未遇佛法之時，總是痛苦煩惱，

災厄很多，不知如何是好，對於真正的善惡是

非，不能澈底瞭解，難免不斷的再造惡業，廣結

惡緣，所以苦惱無量，輪迴不休。

　　民國38年2月　雪公老師（當時為至聖先師

奉祀官府主任秘書）護持孔府，隨政府播遷來

台。憫念國家的興亡，文化的凋零，於公事就緒

後，即開始弘揚儒佛經典，挽救民族的命脈，滋

潤眾生的法身慧命。雖遭遇許多的障礙與挫折，

不但不為屈服，反而越挫越勇，以身示範「不疲

不厭」，還用筆發表於佛教雜誌，讓儒家的倫

常品德教育，佛家當生成就的淨土法門，得在台灣成長茁

壯。由於長住台中，當時台中即成了福地，教化民心歸於

純樸，社會安定。

　　我於18歲開始學佛、學詩，喜歡讀書，但是對於佛法

還是一片茫然無知，直到服兵役時因基地在台中，故能常

去蓮社共修，由鄭聖揚老師的慈悲引薦，得以跟隨　雪

公老恩師學佛、學詩。此時，才真正懂得學佛是要當生成

就，要當生成就，唯有以深信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極

樂世界。

　　雪公老恩師的教導，一般來說，於道場弘揚佛經，有

時還以儒家的經典以經註經，最後總是導歸極樂，勸人深

信願，執持一句阿彌陀佛的名號，務求當生解脫，往生西

方極樂世界。個人的修持，除了嚴守戒律外，也專持一句

佛號，誓求往生，以此自利利他，自度度他。有來請法

的，皆如是說，如是行。

　　自從追隨　雪公老師學佛後，自覺生活過得很充實，

很忙碌。時常聽經，也時常聽鄭老師講經，或學辦事。有

空時則仍喜歡讀書，除了淨土方面歷代祖師的法語及淨土

經典的研討，儒家則以《論語》、《易經繫辭》等。因鄭

老師是　雪公的侍者，所以我可以從鄭老師的口中，聽到

許多珍貴的法寶。

　　雪公老師往生前一年，又由鄭老師的因緣，而得侍候

雪公老師。這時朝夕相處，就不只是學問上的追求了，在

為人處事，應對進退各方面，　雪公老師總是要求很嚴，

恨鐵不成鋼的愛心，逼著我不可退轉，不可懈怠。曾示：

「不多事，不多話，多事多患，多話必敗。」要我遵守。

對於道業上，則時時提醒蕅益祖師的開示：「得生於否，

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這是千

古不易的準則。我何其有幸，得遇善知識，又何其有幸，

侍候在　雪公老師身邊。在未學佛之前，雖遭諸多的痛苦

煩惱，如今，確實感受到，只要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再

大的逆境與苦惱都值得，因為這些都是我們學佛的歷程

中，最大最有利的增上緣啊！

　　雪公老恩師往生後，因有屏東蓮友的請法，經請示鄭

聖揚老師後，得蒙允准，即於民國75年6月，為回饋桑梓，

每週六回屏東弘揚淨土經典，勸人念阿彌陀佛，求當生解

脫，使本來像是文化沙漠的屏東，經過30幾年的開墾耕

耘，有許許多多的蓮友懂得念佛，也成就了不少的蓮友，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最真實的鐵證，一句萬德洪名，

真是不可思議啊！

　　雪公老恩師一生，從不做生日，總是說：「自己的

出生，就是母親受苦受難的日子，母恩未報，做甚麼生

日？」又：「要報父母恩，唯有自己更精進念佛，到了極

樂世界，一切一切都能成辦！」

　　雪公老恩師，已經走了33年了，但是生前的一切，猶

歷歷在目。猶記起老恩師的教誨──必須時時親近善知

識，因此在雪心常聽師長講經典，也研讀淨土經典ヽ淨土

祖師的法語，以加強信願；更深入的執持一句萬德洪名，

一心念佛，才能當生成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解脫生死

輪迴。這淨土法門的專修，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　雪公

老師把佛法帶到台灣，我們既已遇到了，千萬不可錯過。

如此洪恩大德，如何回報呢？只有順從教誨，大家同生極

樂，同在蓮池海會，才不辜負佛恩！不辜負師恩！

　　最後附帶說明的是，自　雪公老恩師往生後，鄭老師

在雪心年年舉辦　雪公老恩師冥誕和示寂周年追思紀念

會。雪心於今年108年1月初在雪廬山上所舉辦的　雪公老

恩師130歲的冥誕紀念大會，我有兩個證據，證明今年是老

恩師130歲：一是老恩師的身分證，我曾看過：民前22年

生。往生是民國75年，當時是97歲，沒有人異議，如此推

算到今年，我們紀念老恩師示寂33周年，豈不是130歲嗎？

第二是，我於民國70年，每星期三從屏東趕到台中聽　雪

公老師講經，就搭乘　雪公老師的便車，由鄭老師開車，

只我們三人，老恩師怕我退轉，很難得的，寫了墨寶賜

我：「強持孤客坐如山，頓使禮疏難與還，且喜世交繁子

弟，暗驚群季鬢多斑。」落款寫九二雪叟。那75年往生，

即是97歲，有什麼不對呢？難道　雪公老師連自己的年齡

都不知道嗎？　老恩師直到往生，絕不癡呆，絕不糊塗，

也不多話，還勸大家一心念佛啊！

欲報之恩昊天罔極～雪公老恩師往生33周年 涂貞光

五、只手護持衍聖公

國破家亡心如烹，欄杆拍斷翹首東。

筆陣無力挽狂瀾，只手護持衍聖公。

六、舍命為國寶

護佑國寶甘苦辛，聖脈珍籍得保存。

雪公獻堂肯舍命，丹心忠義銘昆侖。

七、別難，歸更難

倭獸欺我弱，挑起侵華戰。

為避兵燹凶，灑淚別故園。

護聖至巴蜀，追扈愈八年。

國破心肝痛，家亡身倍煎。

抗戰終勝利，歸心似飛箭。

買舟急東下，匆匆往家轉。

奈何戰重啟，梓路又阻斷。

羈旅石頭城，流落整十年。

望鄉淚濕枕，思親髭撚斷。

懷揣紅豆熱，三返唯一還。

抵里情先熱，升階淚暗彈。

寧肯骨肉負，不教聖裔寒。

浮海再辭親，寄漚日月潭。

望斷鵲華路，無奈夢墳田。

八、國難未靖

少陵出峽喜欲狂，雪廬返鄉倍憂傷。

未見高位登賢士，難下襄陽向洛陽。

孺子牛　　　戊戌秋

讚頌　雪公

涂貞光老師致詞大鼓 ～ 振人心

了解　雪公生平

大馬蓮友參觀　雪公文物展 大鐘 ～ 警有情

專注聆聽法音 馬來西亞雪心黃金榜主席致辭 雪心豐原阿漢班準備美味佳餚

蓮友參觀文物展 往生菩薩舍利無言的攝受蓮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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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心聯體機構負責人合影留念 師長敲鑼  無遮大會開始 中區啟蒙班親子表演

雪心豐原的代表致詞 台南張丁友師伯致辭 屏東各道場進入大會 啟蒙班表演 南區各道場的代表致詞

　　民國50幾年，鄭勝陽老師來豐原初轉法

輪，最先是在慈龍寺。因為慈龍寺是出家眾

修行的地方，出家眾有出家眾的規矩，在家

居士在那裡講經，須配合出家眾運作。一段

時間後，有位發心的蓮友，祈請老師去他家

二樓弘法，所以老師離開慈龍寺，開始了在

第2個道場講經的因緣。

　　幾年後，聽經的人漸漸增多而坐不下，

又有蓮友發心，提供較寬敞的地方，祈請鄭

老師去講經，所以老師轉移到第3個道場弘

法。在民國66年（1977）左右，有位蓮友的

新房子蓋好了，可提供更方便的講經場所，

請示鄭老師後，老師同意換到新場所繼續弘

法。換到第4個場所後，因緣成熟，於民國69年（1980）2月24日，鄭老師恭請　雪公老恩

師來為蓮友們開示，老恩師便將鄭老師在豐原講淨土念佛法門，及一起念佛共修的蓮友團

體命名為「豐原佈教所」。隨著法緣越來越殊勝，在民國76年（1987）時，鄭老師隨順蓮

友們的法緣，成立「豐原助念團」；民國78年（1989）開辦國學啟蒙班，且鼓勵提倡三代

同修，進而舉辦慈親會等法務，大大增強了豐原蓮友與鄭老師所結的佛緣。

　　鄭老師常引用經文並告訴蓮友：「想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

為了讓蓮友有種善根福德的地方，民國82年（1993），在卓蘭購地，由孔子77代孫，孔上

公德成先生命名為「雪廬山」。因為地理位置，與豐原較近，所以雪廬山大部份的建設，

包括整理環境、除草、種樹、建「大悲殿」和「明倫堂」等，均由鄭老師帶領豐原佈教

所蓮友來完成的。當時的建築，都是大家發心，用人工灌漿建造而成。一直到民國88年

（1999）因921大地震，「大悲殿」受損害後，改建成「報恩殿」，大部分的工程與建設費

用，也是由鄭老師與豐原蓮友們，共同努力打拚建造完成的。

　　民國89年（2000）12月3日「雪心助念團」在雪

廬山舉辦成立大會。當天下午，報恩殿動土。民國

92年（2003），即在雪廬山舉辦報恩殿落成後第一次

佛七，並陸續在山上，開辦國學啟蒙班、青少年成長

營、大專教育志工營、教師研習營、和成人教育研習

等活動。至今，豐原佈教所的蓮友們仍繼續護持雪廬

山的法務和活動。例如：每星期一去山上念佛，由何

素貞師姊的同修戴龍駒主任，發心開車載蓮友上山念

佛；中午的香積，是由第三班班長王瓊參師姐發心帶

領。在舉辦各項活動時，蓮友們也發心，來山上打掃

報恩殿及周圍環境。因為雪廬山是鄭老師的精神指

標，豐原蓮友們不敢忘本，唯有持續的護持，才能表

達對鄭老師的感念及報恩。

　　萬法緣生緣滅，老師是豐原的導師，也是大家的導師，鄭老師在帶領豐原蓮友40幾年

後，終於用行動說：你們長大了，要自己學會走路，我要放手了，大家只要跟著祖師的腳

步走就對了，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等你們。在民國104年（2015）2月10日，鄭老師先去西

方，觀看大家的蓮花精進與否。

　　鄭老師往生後，因緣變化，如今在豐原的講經場所移轉至三民路190巷1號的現址，並

正式命名為「雪心豐原佈教所」。「雪心」是雪廬老人的心，鄭老師一生都沒有忘記老恩

師，「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心。長期蒙受鄭老師法乳滋養的豐原蓮友

們，更不敢違背二位老師的教導，將矢志永續弘護鄭老師承傳淨土法脈，並祈請德高望重

的林德金師伯擔任執行長，繼續帶領雪心豐原佈教所及助念團所有法務，希望藉由推展　

雪公及鄭老師示現的佛菩薩工作，能夠利益更多眾生，以不辜負二位老師的轉輪心。

　　在108年（2019），新的開始，雪心豐原佈教所會一如以往，不忘初心，努力護持道

場，讓法輪常轉，並期許大家能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阿彌陀佛。

雪心豐原佈教所–不忘師恩永續師志　　林秋杉代表雪心豐原於  雪公冥誕紀念大會致詞

雪公冥誕無遮大會美食攤位

台北蓮心佈教所 台南文教中心、鹽水念佛會竹北佈教所中區正念班電信篤行班

苗栗念佛會 田中二水念佛會 東林佈教所 雪心豐原阿漢班

雪公冥誕紀念大會會場

雪心豐原佈教所念佛聽經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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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活動組副學員長董佳祐，今天要分享這幾天來的

心得。每當一梯營隊結束後，老師就會跟我說：「加油

啊！下一梯要與你在雪廬山相見喔！」我說：「老師，如

果我沒有打工的話，我就會來。」老師就會說：「只要有

心，即能排除萬難。」

　　這次果然印證這句話。在山下充滿負能量，每天拜

佛、念佛，希望自己的心能夠平靜些，或許是阿彌陀佛的

指引，讓我這次看到報名表時，毫不猶豫的報名了，因為

我心中一直有一個聲音，那就是──「你該上山了。」

　　上山前，老師賦予我副學員長的任務。這個職務是我

全新的嘗試，心裡難免有些徬徨。第一天擔任副學員長的

角色，我不知所措，完全在狀況外，這時候透過觀察及詢

問學長們，才漸入佳境。角色的轉換很重要，在組內是一

名組員，在組外是一名幹部，角色的轉變，使我必須有更

敏銳的觀察力，視野也要變得更開闊，再組內時也要拿捏

好當組員的分寸。

　　先從一名組員開始訴說：哇！好久沒有享受組員這個

身份，終於可以好好的上課了，而我只需聽從組長和副組

長指令，執行任務。在課堂中學習佛法，第一天聽講，很

挫折，因為我就像鴨子聽雷。我知道老師講的是中文，但

我卻聽不懂老師所要傳達的訊息，心想怎麼會這樣？從小

到大，在啟蒙班和青少年上課，也未曾有這樣的挫折，是

我脫離太久嗎？對這些佛法開始生疏了？但我還是努力的

聽著，終於到課程的尾聲，我聽懂了些許的佛法概要，這

幾天也因為組內有蒙古生，所以我用我的破英文和他溝

通，終於進步了一點，也讓我了解英文的重要性。

　　而副學員長的工作是協助組長及副組長，學習學員長

及輔導長，當組內遇到狀況時，我必須觀察及適時的出

手，給組長建議，讓組長先試試看，若情況不太好，我再

協助處理。這次擔任活動組的一員，讓我學到一個團隊的

組織的重要性。每天開會討論檢討今天事項及分配明天的

任務執行，在開會的同時，也發現學長們真的很厲害，對

於事情的觀看角度和分析，真的讓我大開眼界。

　　隔了一年再度回到雪心，這次的感受與以往不同，好

像是一個全新的體驗。老師也說我變了，心態不僅不同，

也會開始反思自己，眼界也變得更開闊了。我說：「我長

大了，不再是以前的董佳祐，不再是那位自信過頭的小女

孩。」我很感謝雪心賦予我任務，讓我挑戰及學習，並且

這次在山上收穫：有角色轉換，佛法……，所看的事情也

不同了。現在我要繼續學習邁向下個任務，也就是學員長

之路。謝謝阿彌陀佛！謝謝我的家人支持我！謝謝大家！

　　美好時光，過得特別快，況且天下沒有

不散的筵席。 

　　每首曲子都有唱完的時候，縱使千百個

不捨，也無法改變光陰似箭的事實。短暫的

分離，是期待下一次的聚會。等下一次聚會

時，但願你我更成長。

　　人與人之間靠緣分:擦肩而過，點個

頭，微個笑，總是緣。緣有深淺厚薄，來時

不用高興，去時不用怨尤。像一陣風，感到

清涼快樂，等一下結業又要分離，如一朵

浪，緣聚緣散，緣起緣滅，諸法因緣生，諸

法因緣滅，一切在於緣。冬天是迎接春天來

臨，這不是預言而是自然。爾後有因緣聚會

時，這不是預言而是自然。

　　最後由內心深深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幸福快樂，道業更精進，阿彌陀佛。珍重再

見，珍重再見！

緣　 　傅招文

　　各位師長，各位同學，阿彌陀佛！我是

成人班蔡瑩瑩。我是第一次接觸雪心，第一

次上雪廬山。在這七天裡，收穫滿滿:從幸

福家庭系列課程，學習到愛要及時說出口，

和孩子相處要用鼓勵讚美的話，讓他們產生

自信，能夠勇敢去面對困難，能勇於突破逆

境。

　　以前，我的大姊在我人生最低潮時鼓

勵我要念阿彌陀佛，她告訴我，你只要念

佛，阿彌陀佛會幫助你走過低潮。剛開始我

很懷疑，所以念的時候，並不是很用心，可

是慢慢的，我感應到阿彌陀佛對我的幫助。

慢慢的，我的脾氣變好了，我以前很兇，但

現在變得比以前有耐心。我大姊跟我說，你

若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就要常常念阿彌陀

佛，漸漸的我發現，

我的人生道路變得越

來越寬，朋友越來越

多了。

　　有一天，家裡聚

餐時，二姊流著眼淚

跟我們三個姊妹說，

她夢見爸爸乘著蓮花

座往極樂世界去，聽

完 我 們 也 都 眼 眶 紅

了。爸爸往生時，我們一路都念阿彌陀佛陪

著他，他是早上七點多往生，到入殮時，身

體都還很柔軟。感謝阿彌陀佛！

　　秀惠老師在課堂上說，錯過了這一世，

你不只對不起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印

光祖師、　雪公太老師、鄭老師、更對不起

自己。阿彌陀佛不只是一句佛號，更是一句

祝福，祝人無量光明無量壽，要時時掛在嘴

邊，祝福更多的人。

　　感謝師姑、師伯，為我們這些學員張羅

三餐，幫我們燒熱騰騰的洗澡水，以及這

次活動辛苦的工作人員及師長們。也感謝雪

心，這麼用心地安排讓我們可以學習到那麼

多ヽ這麼好的課程。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辦

法一一分享，最後祝大家道業增進、福慧並

修，阿彌陀佛！

將阿彌陀佛放心間　 　蔡瑩瑩

專注學習　時間不空過 歡迎授志工證的教育志工入場 歡樂茶敍  享用點心

眼界更開闊　 　董佳祐

大專志工和成人班專注聽課

拜年喜洋洋

向師長領紅包囉

迎春節送祝福

老師學生交流互動

團隊學習腦力激盪

名山漫步不畏風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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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師、各位學長、大家阿彌陀佛！今天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這幾天的心得。時間過得真快啊！上個禮拜

的今天，我還一如往常的在家裡看著螢幕，做著手指運

動……，這對大學生來說，如同喝水那般平常。如今，已

是我踏入佛門殿堂營隊的最後一天，但是我並不會這樣

想：ｙｅｓ！我終於可以用到我的電腦了；ｙｅｓ我終於

可以睡到早上１１點了。

　　沒錯！我不會這樣想，但是還是有一點點啦！反而很

希望在家中，能夠作息規律，就像我在這邊一樣，心情還

能如這般的清淨，才能在這充滿苦的世界中得到快樂。這

幾天我真的學到很多，譬如：佛法即心法ヽ佛法即學覺悟

ヽ心淨則佛土淨ヽ善惡不會相互抵銷ヽ以忍為友ヽ以苦為

師ヽ自古英雄不怕死，好漢都怕病來磨。最後，也是最重

要的一點，就在報恩殿後面所寫的「一心念佛」。

　　能學到這麼多，我非常開心，但是更讓我開心的是，

能夠認識有緣的師長們以及同儕們，有了師長們的教導以

及帶領，再加上同儕們之間的陪伴鼓勵，相互切磋，相互

學習，讓我在學佛這條路上走得更順，就像站在手扶梯，

慢慢的把我送往西方極樂世界。今後，我也會跟著大家一

起努力學佛的。以上我的心得分享，謝謝，阿彌陀佛。

心淨則佛土淨　　　唐瑞甫

六版: 三篇大專營 + 寒假大專營隊照片

大廚現身說法  美食油然而生以苦為樂的一分鐘短講  我們充滿了陽光朝氣 向學長們學習  

老師  您的課太引人入勝了 小組合照  帥到不行 聚精會神  一同學習

　　做人不要太鐵齒！這話怎麼說呢？還記

得在12月時，有天我的手機叮咚，我看了一

下訊息，原來是媽媽LINE了我，問我說：

「要不要報名大專志工營？」我一口就回

絕。因為當時受到許多報告、考試的轟炸，

心情不太好，加上去年上山時，天氣實在是

太冷了，不是很想上山。

　　但是經過一天的沉澱之後，決定還是給

自己一個充電的機會，於是我上山了，而山

上果然很冷。第一天幹部訓練時，被問到上

山想學到什麼？老實說我沒有想法，但是我

知道，只要我保持著空杯，保持學習的心，

一定能夠有收穫的。在這禮拜，我印象最深

刻的，最有感觸的話是：不在道緣就在業

緣。

　　事事都脫離不了因、緣、果，過去有許

多善因和惡因都等待著緣來結果。平時在山

下的我，因為自身的懶惰，平時都沒有做早

晚課的習慣，那就是將自身放在惡緣。但經

過這禮拜的學習，我了解到了，要時時刻刻

憶佛念佛，將自己放在道緣上。

　　此次上山格外發覺，自己的我執很重，

常常以我為中心，尤其是在打菜的時候，特

別的明顯，有些菜看起來比較不好吃，心裡

就會想著，這個不太好吃耶，那先不要，夾

下一道菜好了。但這幾天學這麼多，我試著

從師姑的角度來想一下，如果她們看到菜剩

下這麼多，一定會很難過，早上3、4點就起

來．幫我們準備那麼豐盛的早餐，我應該以

感恩的心來吃這一餐才是，如果我們可以把

每一道菜全部都吃光光，那她們一定也很開

心的。7天的學習很快就結束了，你學會了

什麼？還想要學什麼？

　　難免有些不捨，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終究是要離別的，如果還想學習，那我們相

約在暑假吧！暑假再一起上山，一起學習，

一起念佛，一起學佛，你們說好不好？

　　一開始我會來參加這個活動，第一是因

為不想回家，第二是朋友的邀約。原本看到

要念佛、要澄心靜慮，還要被限制住時間，

不太想來。

　　因為我們學校是天主教學校，我有參加

學校的彌撒二次，所以我是傾向天主教，但

是最後，我還是憑著直覺，跟著朋友一起

來。一開始在車上沒有幾個人，肚子又餓，

也很想睡覺，但是在抵達雪廬山的時候，天

氣很冷，跟我宿舍比起來，雪廬山像冷凍庫

一般，身體受到很大的考驗。但看到有其他

人已經在那邊守候時，我心情緩和了一些，

原來還有很多人跟我一樣想要在這邊學習。

　　在相見歡玩遊戲的過程當中，漸漸認識

組長跟組員，熱鬧的歡樂中時間過得很快，

到了行政報告時間，就把我從歡樂帶到嚴肅

的氛圍，一大堆要遵守的禮儀規範，有經行

啊，請師，還有奉茶之類；規範著包括摺棉

被，棉被要怎麼摺，棉被還要立正站好；吃

飯時起立離席要從右邊，入座要從左邊等

等。雖然有種種限制，但是境隨心轉，不受

到情緒的拘束，才能過得快樂，才能學習到

東西。  

　　最後我想感謝我的組長，總是在我找不

到路時候，像一盞光明燈指引著我，還有感

謝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人，如果以後還有緣

份，我們還會在雪廬山山上再次相遇，謝謝

大家！

暑假再一起上山學習　　朱修顯 境隨心轉　　蕭渝彥

祝福師長新年好  大大紅包不可少

小組合照  看我們青春洋溢

注意   一分鐘短講要發問了

什麼  營隊結束了  但我還不想走

珍惜相處時光

學習烹調美食  轉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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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學夫妻接觸佛法已近30餘

年，前20年在很多道場學習，無

知的自認是禪、密、淨兼修的資

優生，但事實卻是所學樣樣稀鬆，盲修瞎練

終不得力，所幸還能抱持護持正法的態度學

佛，故未誤入歧途！

　　民國96年岳丈重病，我們夫妻四處尋找

可以協助助念的團體，卻處處碰壁。最終經

由蓮友的介紹，找到卓蘭佈教所，驚喜發現

所長竟然是末學國中時代的授業恩師 - 蔡

慶堂老師，當時 聽聞鄭老師在台北木柵棲

霞山莊講經，我們夫妻便立即趕往向 鄭老

師祈請。聽完我們的報告之後，鄭老師只說

到：我們感受到兩位的孝心，雪心全力護

持，沒有問題、沒有條件，請兩位放心！鄭

老師隨即趕赴豐原省立醫院為老

人家加持，並對家屬做了簡單的

開示，同時由蔡慶堂老師及蔡師

母每天帶家屬念佛及臨終關懷。

　　兩個月之後，岳父往生的助

念及告別式，都由蔡老師及蔡師

母帶領雪心的蓮友操辦。莊嚴隆

重的告別式，兩百位蓮友齊聲念佛的場面，

驚動了左鄰右舍，事後鄰居還好奇問道：你

們到底花了多少錢，請了那麼多人參加告別

式？我們回答是：所有蓮友都是自願來的，

我們一毛錢都沒花。但這樣的回答，鄰居聽

了似乎半信半疑！

　　這種「沒有條件、沒有問題」護持的因

緣，及「學佛就是要成佛」的核心精神，徹

底感動我們夫妻。十餘年來參與雪心共修、

聽經及志工工作，從此不再走訪各個道場，

不再盲修瞎練，一心一意專念阿彌陀佛。這

種重大的改變，卻發生得極其自然也因著這

段隨順因緣，奠定107年成功護持岳母（江

滿妹居士）往生的法道資糧。

　　末學五歲喪父，自幼即靠寡母打零工及

社會的救濟度日，於是一直在內心存著籌辦

幼兒讀經或品德教育，以回饋社會的想法。

因此，當同修提出在沙鹿籌建一個道場，供

海線地區的蓮友共修時，末學毫不遲疑地贊

同。民國103年向鄭老師報告這個構想時，

　鄭老師脫口而出說：那就叫「沙鹿佈教

所」。

　　從選址到硬體完成，歷經4年半的時

間，延宕時間的最主要原因是隔壁太太懷孕

了，拜託我們工程暫停3、4個月，等胎兒穩

定之後再復工，我們商量之後一致認為，既

然要停工3、4個月，倒不如等隔壁太太生產

後再復工，就這樣，工程中斷了10個月。4

年多的施工期間，當然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故事情節相當冗長，細節就不在此一一贅

述。雪心沙鹿佈教所終於選定在108年2月22

日舉辦落成啟用典禮，雖在非假日時間，但

感恩有356位雪心聯體機構的師長及蓮友大

德參與盛會。

　　過去雪心各聯體機構的成立，都是先有

一群志同道合的蓮友，一同共修之後，才進

一步尋找或籌建硬體空間；沙鹿佈教所最特

殊的地方，是先有硬體設備，才要慢慢聚集

蓮友共修。因此，初期運作必須仰賴各聯體

機構蓮友們的支持，方得確保沙鹿佈教所未

來的成長。本年度講經及共修時間為每周六

19:30至21:00，歡迎各位師長大德及聯體機

構蓮友蒞臨指導！阿彌陀佛！

　　末學心裡很惶恐，此次來參加　雪公示寂三十三周年

紀念大會，能站在那麼多老前輩面前講話，好像鸚鵡學說

話，講得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多多包涵。

　　我們馬來西亞的蓮友，比較沒有福報，沒有遇到　雪

公太老恩師，但是　雪公太老恩師教了很多海內外的學

生，幸好有蔡榮華老師，把淨土法脈帶到馬來西亞；之

後，靠著鄭老師的苦心，把馬來西亞的蓮友，從南到北凝

聚在一起，倚眾靠眾，要求當生成就。因為有　雪公學生

的教導，現在我們馬來西亞，也有很多往生的證據，供養

在台灣雪心的舍利館。也因為　雪公的學生教導，馬來西

亞現在也有十多個雪心的團體，在學習傳承　雪公留下來

的淨土法脈。這都是他老人家的大願力：「願將娑婆三千

界，盡種西方九品蓮」所成就的。

　　能夠從馬來西亞來到這邊學習的蓮友，都是非常、非

常的有福報！所以我們蓮友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雪公在

末學的心目中，為傳承我們中華文化，有三種不朽的功

德：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末學

真的看到　雪公太老恩師將這三不朽功德，做得非常的圓

滿。

　　為生民立命：眾生最重要的就是法身慧命。眾生慧命

指的是性命，不是生命，生命是有生有滅，性命是不生不

滅；生命是「苦空無常」，性命是「常樂我淨」。　雪

公所教的淨土法門，是讓我們以最快的時間，在這一生裡

面，就能夠解脫生死。到

西方極樂世界，絕對可以

找到我們圓滿的佛性，這

是八萬四千法門第一殊勝

的法門。

　　為往聖繼絕學：聖人

的學問是要讓我們能轉迷

為悟，離苦得樂。沒有遇

到聖人的學問，我們天天

在迷糊之中，造業受苦；

有了聖人的學問，我們

才懂得深信因果，修行解

脫。　雪公把世間的孔子，出世間的佛陀，這兩大聖人的

學問，一生盡心盡力，且用盡一生的心血在傳承！這個聖

學，現在全世界也公認了，儒家、佛家的教育，是可以拯

救全世界人民的學問，這是得過諾貝爾獎的學者，外國的

學者都已經認同了。

　　為萬世開太平：為世世代代的天下蒼生，開出一條

永遠光明幸福的大道，太平大道。怎麼樣開太平？能夠

到達極樂蓮邦才是究竟的太平大道，在我們娑婆世

界找不到真正的太平！所以　雪公講：處事不忘菩

提。我們這個世間是娑婆世界，不宜久留，必須要

培植善根福德，加強信願行，必求當生成就。所以

我們若是真的照他老人家的教誨，如理如法的修，

即使像我們這樣業障深重的凡夫，也都能當生成

就！這是真為天下蒼生開永遠太平的大道。

　　雪公是在這世間，非常完美的大善知識！我們

遇到了他老人家所教導的法，要好好依教奉行。我們大馬

的蓮友，要非常的感恩我們台灣雪心所有的師長蓮友，不

管我們來多少人，來多少次，從來沒有拒絕我們；而且都

很用心在指導我們！

　　所以末學在這裡，代表我們大馬的蓮友，向諸位師長

蓮友行三鞠躬禮。末學才疏學淺，不會講什麼話，只能夠

講自己的一點點心得感想，謝謝大家。

　　稽首皈依聖中聖，印

祖、雪公太老師，唯願慈悲垂

加護。

　　弟子發願，竭盡己能，弘

儒揚佛，專修淨土；秉承　雪

公，教誨精神，四為三不，自

利利他。

為求學問，為轉移污俗。

為求解脫，為弘護正法。

不以佛法受人利用，

不藉佛法貪名圖利，

不昧佛法同流合污。

若遇障礙，不忘師訓。

說話碰壁，遭遇拂逆，心不煩

惱，行不退轉，凡作好事，必

遭魔障，既發大願，不怕困

難，困難愈多，功德愈大。歡

迎困難！歡迎困難！

雪心沙鹿佈教所落成啟用的因緣　 　詹秋貴所長

究竟的太平大道　　馬來西亞馬六甲雪心文教基金會主席 黃金榜

馬來西亞雪心理事就職發願文

佛堂內  師長來賓唱三寶歌 所長上香禮佛 所長夫婦致歡迎詞

新任主席致贈台灣雪心紀念品

道場落成啟用  揭幕來賓合影

就職典禮新任理事幹部入場

與會蓮友唱三寶歌

陳文德顧問致詞

後記:

　　馬來西亞馬六甲雪心文教基金會，於2018年改選理事會理事。新任理事及

幹部們，由新任主席黃金榜居士帶領，特地於2018年12月赴臺參加就職典禮。

典禮延用鄭勝陽老師在世時所訂定的儀式，在典禮中，除了介紹各新任理事幹

部，並發聘書外，所有新任理事及幹部們，長跪於佛前，並恭誦發願文，矢志

遵循祖師和　雪公教誨，專修淨土，以一句佛號，自行化他。

會訊編輯委員會

詹所長致詞喜相迎

凃義雄老師致詞

道場落成啟用揭幕

新任主席致贈雪心指導老師紀念品

凃義雄老師致詞

馬來西亞雪心新任理事幹部在佛前長跪發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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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歡喜享用品味各單位參賽的雪廬山梅子

107年度品梅
得 獎 名 單

1.總冠軍：彰化班葉瑞昆；紅隊第一名：彰化班葉瑞昆，第二名：彰化班陳綉蘭，第三名：彰化班吳圳華。

2.藍隊第一名：雪心卓蘭詹曾森妹，第二名：雪心豐原淨念班藍桂雲，第三名：雪心正念班陳蔡秀針。

3.人氣獎第一名：彰化班葉瑞昆，第二名：雪心法喜班張秀瑜，第三名：雪心正念班陳蔡秀針，第四名：彰化班田中組吳淑味，第五名：雪心正念班蔡慧珍。

屏東雪心西勢精舍落成啟用

大殿內恭唱三寶歌 落成啟用剪綵 師長幹部蓮友於典禮前開籌備會

山東貴賓來訪  108年4月23日 - 29日

雪心西勢精舍揭牌落成

機場迎接嘉賓 山東老師訪問徐醒民和王炯如老師後合影留念 餞別晚宴依依不捨

涂貞光老師致辭

瞻仰屏東往生菩薩舍利落成啟用的清淨莊嚴大殿

大殿佛像揭幕

詩詞吟誦交流合影留念

李志華老師 韓品玉老師 于琮老師 山東老師們吟誦詩篇 參觀雪公文物館 訪問徐醒民老師  長跪向老師進巾奉茶

山東貴賓致贈雪心敦煌古文物拓片 參觀雪公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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