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 請 函
李炳南教授示寂二十週年紀念暨

智燈社三十五週年社慶文物展



　　國立中興大學智燈學社慶祝成立三十五週年暨

本社創始者　李雪廬教授示寂二十週年紀念，特舉

辦文物展，宣揚中華文化，提昇人文素養。謹定於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舉行開

幕剪綵典禮，敬備茶點。恭請

蒞臨指導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教育部立案雪心文教基金會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智 燈 學 社

邀 請 函邀 請 函

敬邀



展覽日期：九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

　　　　　至九十五年三月廿六日(星期日)止

展覽時間：每日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九時止(例假日照常開放)

展覽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小禮堂

參展地點、路線：

1.參展地址：國立中興大學小禮堂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二五○號

2.自行駕車： 從高速公路北上或南下皆可由南屯交流道下，往〔國光路〕右轉，再直走至〔興大

路〕，進入「小禮堂」。

3.公車路線： 從台中車站搭135或22號的公車，於「中興大學」站下車，進入「小禮堂」。



目    的： 中興大學智燈社創立三十五週年所定之目

標──諦觀宇宙、了悟人生、開拓心胸以

此建立正確人生觀。

指導單位：國立中興大學

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智燈社

協辦單位：雪心文教基金會

圓滿人生： 所謂「創業難，守成尤艱」，社團的成立與經營亦如是。社史區將介

紹智燈社的創辨人──李炳南教授及創社淵源，展出三十五年來的活

動照片和成果，並說明智燈精神及其影響。繼往開來，燈傳無盡，圓

滿人生在於點燃你我心中智慧的燈。

真假幻化： 歷史文物是生活、生命以及人類文明演進所留下的痕跡，這些御用的

器物，翡翠樓中的金釵玉環，文人雅士的文房四寶，歷經改朝換代，

幾度易主，彷彿默默地訴說著生命中相同的故事；富貴花間露，功名

草上霜，想當年叱吒風雲的王公、將相、嬪妃、貴婦和名流雅士，如

今人何在呢？無論用什麼方法，都不能改變人生不變的定律──生、

住、異、滅。

大地輪迴： 藉化石展覽可以了解地球曾經發生的種種變化，以及大自然中的生滅

現象。藉由億萬年的化石來反觀，人生不過是百年過客，相形之下，

人類是何等的渺小啊！不論人生是渺小抑或是宇宙遼闊，真正能留住

的又是什麼？宇宙人生的真實又是什麼？值得我們省思。

永恆境界： 宇宙人生所演變的真真假假，都是虛妄不實的，惟有佛菩薩的清淨莊

嚴，能除去煩惱心，轉變為清淨心，令人如入寶山，皆能領受那份寧

靜。還有佛陀不可思議的舍利，及現代念佛往生所留下的舍利群，足

以證明念佛的不可思議。

展覽內容

國立中興大學智燈社
創立三十五週年紀念文物展實施計劃



會場服務

洽詢服務

實施計劃
活動時間

     

   日        期     活動內容     時            間 地    點

3/18(六)～3/26(日)    文 物 展          AM 9:30～PM 9:00 小 禮 堂

3/17(五)      音 樂 會     PM 7:00～PM 9:30 小禮堂前

3/18(六)      開 幕 式     AM10:00        小禮堂前

3/25(六)      智燈之夜     PM 7:00～PM 9:00 小禮堂前

服務台服務：諮詢服務——派註專人提供各項諮詢服務

書刊提供：智燈出版——〈智燈學社社刊〉

　　　　　　　　　　    〈智燈學社三十五週年特刊〉

            雪心出版——〈雪公示寂廿十週年追思紀念〉專刊

                        〈現代往生錄〉套書

                        〈雪心文教基金會簡介〉

導覽解說：定時導覽——上午10:30～11:30 下午15:00～16:00

                        晚上19:00～20:00

            團體導覽——請備函或來電預先申請

            導覽申請時間——早上 9:00～下午17:00

            導覽申請專線——0912-333380 王秋棻小姐

提供贈品： 參展期間備有不同的精美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諮詢電話  ：（04）22873935、22808260、22804752

傳真電話  ：（04）22801217



圓滿人生

　　台灣若是能在中華

文化的歷史上留下一席之

地，李雪廬教授將是關鍵

人物之一。近百年來中華

文化受到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侵華的影響，爾後共

產思想、唯物哲學、五四

運動，儒學式微，乃至文

化大革命，幾乎剷除中華文化的命脈。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遷台，

孔子奉祀官府亦由山東曲阜播遷台灣，孔聖嫡裔七十七代哲嗣孔德成

先生隨府來台，宏揚儒家學說，其得力助手──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

府主任祕書李雪廬先生是日治戰後以個人力量在台灣推動中華文化最

具貢獻與影響力的人。

　　李雪廬教授，本名豔，字炳南，號雪廬，後人尊稱為雪公老師，

點燃智燈的雪廬老人



圓滿人生

平生為學，儒經內典，博洽淹貫，詩文、法學、醫學，無不精醇高

異；其思想、行誼以及所創慈益事業，皆是研究宗教、歷史文化與社

會民情的豐富寶藏。

　　李雪廬教授一生所到之處，必惠施當地，或施醫、或弘法、或

辦學，隨緣興作，法幢高樹，廣興慈善事業。其手稿、儒佛講表、醫

典及所闡釋的儒佛典籍，廣博宏深，是探討中華文化在今日之價值與

實用性的重要資源。李雪廬教授以在家居士身份，在台首創各種宏揚

正信佛法之機構與組織，以民間力量推動育才團體、佛教慈益事業，

對台灣歷史文化之變動、風土、民情與慈善事業之發展，有極大的貢

獻。    

　　中興大學智燈社創始的淵源是從李雪廬教授開始。民國六十一年

興大夜間部中文系聘請李雪廬教授來教授唐詩，詩中多蘊有深奧的禪

意，同學們對佛學產生濃厚興趣，興起共同研習佛法及創社的動機。

承蒙李教授為社團命名為「智燈」，取其「智慧心燈，燈燈相傳，燈



傳無盡」之深意，希望藉此開啟學員對宇宙、人生哲理的體認，作為

人生旅程之引領。

    最初活動場所，設於當年興大的傳達室旁，初以幾本刊物贈送推

動社團的活動。民國七十年搬到活動中心三○五室，為建立同學們的

正知正見，第十一屆社長啟請鄭勝陽老師首肯擔任指導老師，至今已

有三十五個寒暑。受鄭老師啟發，智燈社畢業學長，為繼續充實國學

及研修佛法，延續佛燈明，於民國八十一年成立「智燈社友會」，並

在各地成立分會。自利之外，一方面回饋母社協辦大專佛學講座及研

討活動；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啟蒙工作和相關社會教育服務。

　　智燈社現址雲平樓地下室。平時有講座及研討、聯誼、攝影課等

活動，固定在每年寒暑假舉辦大專講座。九十三年度榮獲全國大專院

校學生社團評鑑績優獎，感謝校方及各位老師的呵護與指導。

　　今年適逢李雪廬教授示寂二十週年紀念暨智燈創社三十五週年，

智燈社及智燈社友會為感念師恩並紀念社慶，特舉辦「永恆與真理的

追尋」文物展，將展出李雪廬教授的舍利、詩文遺墨、手稿書信、以

智燈社現任指導老師

鄭勝陽老師



及證照遺物，搭配珍貴照片，供人瞻仰外，還有受李雪廬教授德澤影

響，而志求往生者所留下珍貴的舍利，化石、歷史遺物等文物，藉此

拋磚引玉，期望將佛法之利益，廣被十方。

於九十三年度大專院校學生

社團評鑑榮獲績優獎

智燈社創社三十週年文物展於小禮堂會場前合影



聖者凡夫,原非兩樣，儒冠袈娑,俱是虛妄

默而無言,一著向上，借他印心,偶現色相

雪
公
文
物



豐子愷居士為民初高僧弘一大師之在家弟子，擅文藝與書畫，為近代文藝大師，曾著有[護生畫集]，

以圖文規勸世人戒殺放生、愛護生命長養慈悲心；尊崇  雪公之德行，於書信中，向雪公請益。



雪公文物

故居小客廳

雪 公 一 生 勤 奮 好

學、孜孜不倦，平

素居不是念佛就是

看書，曾言：「書

架 上 的 書 不 是 擺

著好看的，隨便你

取一本來，開卷任

問，定有所答。」

無怪乎老人精通古

今，學識淵博，立

為人師。

故居

雪 公 故 居 於 今 現

址台中市正氣街九

號，雪公每月雖有

優渥薪俸，但從不

未自己享用，一月

開銷僅一仟元，其

餘全部投入公益慈

善事業，做益眾工

作，以「寄漚軒」

表出世之志，與近

代動輒皇皇大廟之

風氣，迴然不同。



不忍閒逸

雪廬老人最後一次

在豐原佈教所，侍

者扶持老人禮佛。

雪公寫照

雪公對台灣的人民

貢獻，是如同暗夜

中的一盞明燈，對

於社會安定也有很

大的力量，可謂功

在台灣。



真假幻化 走過歷史的長廊

　　六祖壇經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恰如求

兔角」佛法是落實於人間，如果純粹以世間的眼光來看歷史文物，往

往使人沉迷於古董的價值評論，但是歷史文物所賦予我們，除了藝術

與美感，還給予我們許多不同的教誨和醒思。文物遺跡是一種生活、

一種演進和一種生命的痕跡，讓參觀者睹物思

人，當年叱吒風雲的王公將相，他們用過所留下

的東西，所用的人如今何在？不管是追求長生不

老或各式仙丹妙藥，都不能改變人生定律......生、

住、異、滅。

　　秦始皇即是一例，當年建立雄偉的萬里長

城，即使經過幾千年歲月摧殘及人為破壞，依

舊屹立不搖，但是秦始皇今何在呢？只留白骨掩

石榴龍鳳瓶

龍鳳屬釉下彩，紅石榴屬釉上

彩。龍鳳表吉祥之意，紅石榴

表多子多孫多福之意。(上圖)

螭龍酒瓶

螭龍為傳說中嗜酒的動物，

飾於瓶邊，警惕世人勿貪杯之

意。(右圖左)

豆

青銅豆有深腹的，有平盤的。

深腹的多有蓋，據古書乃盛

肉類製成的醬用的。而平盤的

豆則用以盛放乾果肉脯之類。

(右圖右)



真假幻化

荒丘罷了！所以在科學昌明的今日，人類揚言

征服世界，但終究還是無法征服無常的變化，

若以佛法的眼光來看歷史，就是一門覺悟世間

的學問，因為不論時代如何演變，相同的問題

依然存在－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由生到死的

歷程中，必須經歷什麼樣的事情，又留下些什

麼，佛法就是在觀察和解決這些人生實際的問

題，如何在「無常」中追求「真常」？

　　唐朝名臣魏徵曾向唐太宗諫言「以銅為

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衰，以

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走過歷史的長廊，如

何從歷史及文物中得到智慧，這才是觀展及展

出最大的意義。

壺

古壺盛水，也用於盛酒，

器形因時代不同而變化頗

大。此壺兩側的看守獸乃

警惕世人貪杯誤事之意，

而壺身紋飾呈現多種動

物，或為一地域性的文化

代表，抑或為一地區的圖

騰信仰代表。

(左圖左)

青銅樹枝頭人面鳥身像

樹枝頭上有花果，果上立

一人面鳥身，帶面罩、方

面凸眼、高鼻、獸耳、穿

孔、寬翅羽、鳳尾開屏。

(左圖右)

避邪

由西域傳入的有翼獸「辟

邪」被視為有趨吉避凶功

能之神獸。所展之辟邪獸

頭高昂微側，口微張似在

低吼，前胸、四肢及曳地

長尾，昂首闊步，氣宇攝

人表現出強烈之力與美，

乃漢時的風格。



　　我們生存的環境，又稱為宇宙，大至整個虛空，小至足下的寸

土，都包括在宇宙的範圍。山河大地，看似安定，卻無常多變，看似

牢靠，實危險不安。佛經所言：「世間無常，國土危脆」、「三界無

安，猶如火宅」；佛菩薩所說的真理要如何來印證？以億萬年前生物

化石的「成、住、壞、空」就是最好的證明。

　　化石是許多古生物，存活在地球上的證據，任何動植物生存一段

時間後，有的是自然死亡，有的則因災難，而造成滅絕。過去地球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大災難造成好幾次的生物大滅絕(例如：白堊紀的恐

龍大滅絕)，一直是科學家們努力想解開的謎題。

　　這次展出的化石種類繁多，從地球最早期的元古代開始，歷經了

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同時展出許多美麗的礦石，以及台灣本島

出土及澎湖海溝撈獲的許多珍貴化石。

　　化石雖然無語，卻訴說著不同地質年代的故事，為山河大地滄海

桑田的變化，做了最好的佐證。

大地輪迴 無常的遺物

菊石

年代：古生代 泥盆紀(約四億年前)

說明：菊石是一種頭足類的貝類，約從四億

年前的泥盆紀早期的鸚鵡螺目進演化而來，

在後來的三億七千萬年間，大量存在於全世

界的海洋裡，一直到白堊紀末期，與恐龍一

起滅絕了，現在還有鸚鵡螺生活在太平洋的

深海之中，可以說是一種活化石。   



大地輪迴

恐龍大便化石

年代：中生代 侏羅紀(約一億四千萬年前)

說明：糞便在古生物的研究上非常的重要，

科學家可由糞便化石的大小與形狀來判斷 

這是何方神聖所遺留的，且由內涵物來判斷

當時生物所吃的食物種類與生活情形；此化

石是在恐龍巢穴化石中找到，推斷應為小恐

龍所遺留。

狼鰭魚化石

年代：中生代 侏羅紀(約一億四千萬年前)

說明：狼鰭魚為硬骨魚綱中的一種，中生代

時期東亞地區特有的淡水魚類，魚體修長。頭

大，上下頜有小而尖銳的牙齒，一般背鰭與臀

鰭相對，胸鰭長。鱗片很小，此類魚屬於群集

性魚類，因而在發現化石時往往在同一石板上

發現數條乃至數十條在一起，栩栩如生，中生

代的海洋裡算是數量相當多的魚類。

矽化木化石

年代：古生代　石炭紀

說明：木化石的形成，通

常是因火山爆發或地殼變

動時帶來大量的塵土與泥

沙；或沼澤地突然下陷，

將生存中的植物迅速掩

埋，之後發生化學換質作

用，礦物質加入或排出有

機體，而產生目前所發現

的木化石，因此是十分珍

貴的化石。

夜明珠

說明：夜明珠”其實是一種叫“熒石”的

礦石，含有磷等物質。吸收外來光後，會

在黑暗中發出熒光或磷光，古代人覺得很

神秘，才稱為‘夜明珠’。中國自古以來

就有夜明珠的記載，視為稀世奇珍，只有

皇公貴族才有能力玩賞。   



永恆境界 佛．舍利

　　當我們走入了歷史的長廊及大地的遺物，應該可以體認世間一切

皆是緣生緣滅、虛幻不實。如何達到永恆的境界？唯有佛法可以破解

生滅的問題。但如何破解？此次文物展所展出的舍利即是證明修行的

成就。

　　一般人對舍利感到神祕、不瞭解，以為它是凡夫俗子之遺骨，

或是體內結石，其實這都是誤解。《金光明經》云：「舍利者，是戒

定慧之所熏修。舍利甚難可得，最上福田。」所以印光祖師在文鈔中

也提到：「言舍利者，系梵語。此云身骨，亦云靈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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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特死而燒之，其身肉骨發變成一串舍利。」所以舍利是有修行者生前

薰修戒定慧而得的堅硬結晶，是無量功德所成。舍利色彩光亮，如水

晶、瑪瑙、翠玉、琉璃等眾寶，顏色有灰、黑、金黃色、銀白等色。

一般結石質感鬆軟，禁不起攝氏一千二百度的火化高溫，也缺乏亮麗

的色澤。

　　舍利非常的堅硬，若是佛舍利，世間沒有任何東西能損壞它，菩

薩以下，其堅度便相應減少。東漢末年三國時代，吳王孫權原不信佛

教，後來因康僧會大師啟建法會三七日，至誠感得舍利，五色光炎照

耀，孫權命令力士以鐵槌砧擊之，鐵槌砧俱陷而舍利無損，於是大為

歎服，而創立建初寺。

　　舍利所以充滿了神祕的色彩，是因為當心與道合，心與佛合時，

也會生出不可思議的舍利。在唐朝有七次迎請佛指舍利，有人以輕



永恆境界

佛舍利

釋迦牟尼佛入滅荼毘後，遺留諸多舍

利，分佈於世界各地，供眾生得以瞻

仰、禮敬、培植福德。

雪公舍利

雪公老恩師舍利，度化眾生。配合顯微

放大照相技術，更能清楚瞻仰其色澤和

結晶。

慢心來看舍利，結果視而不見；反而

有盲人以恭敬心千里迢迢趕來迎接禮

拜舍利，結果業障消除重見光明，並

瞻仰到舍利。在歷史中，此類感應之

事蹟不勝枚舉。〈印祖文鈔〉中也有

記載：「古有高僧沐浴而得舍利者，

又雪兒欽禪師剃頭，其發變成一串

舍利。有志心念佛，口中得舍利者。

又有人刻龍舒淨土文版，板中出舍利

者。又有繡佛繡經，針下得舍利者。

又有死後燒之，舍利無數，門人皆

得，有一遠遊未歸，及歸致祭像前，

感慨悲痛，遂於像前得舍利者。長慶閑禪師焚化之日，天大起風，

煙飛三四十里，煙所到處，皆有舍利，遂群收之，得四石餘。當知舍

利，乃道力所成。丹家不知所以，妄億是精氣神之所煉耳。」又〈靈

嚴山誌〉記載：「......靜權法師講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擬印講

義前後感應大小九顆舍利」。

　　有舍利並不代表修行人往生極樂世界，因為它是薰修戒定慧而

得；但是若有淨土行者，信願念佛求生極樂，念佛時，是心是佛，是

心作佛，一旦往生，必定產生不可思議舍利的結晶，所以它可以做為

淨土行者往生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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