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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做七到佈教所─彰化一晃20年
吳圳華

　　民國84年11月13日先岳父離開人世，沒有任何經驗的

家人希望老人家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處理後事，不要叮叮

噹噹吵鄰居，不要鋪張浪費損老人家的福，不要隨道士擺

布，乃有幸請到鄭老師率領雪心文教基金會的蓮友們來助

念。在祥和安定莊嚴的佛號中，我們平靜穩定度過了失親

的傷痛期，當時並不了解佛力的效用，只是隨俗逢七天

做七念佛一小時，滿七

後，延續每週念佛共修

的因緣，隔年，彰化念

佛會就順緣而成。

　　每星期一次的念佛

共修，都是智燈社友會

的學長來帶領，接著安

排學長輪流通俗演講。

因為  恩師的講經時程

滿滿，每年只有在年底

圓滿時，才到彰化一次。民國90年政府實施周休二日，我

們才爭取機會祈請到 恩師每個月的第四個星期六上午到彰

化講經兩節課。如今 恩師已經往生極樂，我們依法繼續老

師的步伐，講經共修無間斷。

　　民國95年底，藉著彰化區年度講經聯合圓滿，同時舉

辦彰化念佛會成立十周年無遮園遊會，得到  恩師及全省

各聯體機構蓮友的護持，參加人數近八百人。96年的雪心

常會上，　恩師改稱彰化念佛會為彰化佈教所，因緣特

別，台中的蓮友結緣來裝設看板招牌，以利詢問者。

　　匆匆一晃20年，蓮友人數3位到30位，人數不多，但是

法務持續，從未錯過　雪公冥誕紀念、往生追思等大型的

活動。參加助念團，隨緣盡力；教育營隊認養膳食；雪心

念佛講經共修活動，盡量參與。20年來蓮友定期念佛、聽

經共修不斷，附設啟蒙班，推動念佛家族，期待回報  師

恩佛恩於萬一。未來的日子，雖知無常，仍將一本初衷，

追隨　雪公及恩師的教導，敦倫盡份，不忘菩提，正助雙

修，行解相應，一心念佛，求生極樂，惕勵自己並與蓮友

共勉。

雪心文教基金會青年經典班培訓
研習對象： 年滿16歲之雪心青少年，大專教育志工，35歲

以下各聯體機構幹部。

研習時間： 105年10月1日（星期六）起，每個月的第一個

星期六下午1：30到5：30。

研習地點： 台中市立德街197號，雪心會館10樓。

課程大要： 1、淨土五經 2、八大人覺經 3、地藏經 4、

論語。以深入經藏，探討生死、命運與人生，

老實念佛為主軸。目前研讀內容為佛說無量壽

經中的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

研習費用： 師資、課程、教材、膳宿等費用，由本基金會

提供。

雪心文教基金會暨聯體機構
106年6月至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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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26 山東蓮友來贈塑像
菩提妙悟，以心印心

　　山東蓮友常敍述　雪公與鄭老師行誼，蓮友王令濤先生聞後，景

仰不已，遂塑師生晤談之景，紀念之際，敬獻雪心典藏，以表山東學

子感懷思念之心。「雪山巍巍，林木蒼蒼，道貌傳承，山高水長」

斗南念佛會成立20週年心得
程燕瑜

　　一眨眼，20年了！當年腹中醞育的小生命今已入大學

之門，而斗南念佛會為阿彌陀佛做了什麼？捫心自問，心

中雖然慚愧所做不多，但真是盡力而為了。

　　20年間，不忘初心，將最初的感動化為綿長的報恩行

動。道場易地三處，今終有尚稱合適的聽經道場。20年

間，護持有緣親友往生，不捨一人……。

　　菩提道上的學習，希望自己無忝所生、無愧師恩。

苗栗念佛會20周年　　　黃芳玉

　　昔日恩師　鄭老師開示：只要能有一個人受益，不捨

一人，道場就要辦下去。

　　20年前，堅持一句「阿彌陀佛」，不趕經懺、不辦法

會，只是老實念佛！

　　曾經被質疑背後有何動機？曾經被嘲諷不自量力，業

緣纏身還想利益眾生？

　　感謝老師不辭辛勞弘護正法；感謝蓮友大德護持道

場；感謝親友全力支持。一路走來，堅持了２０年……，

依舊是這句「阿彌陀佛」！一句話能受用、一句佛號不起

分別，即使有的人只是來吃飯，即使來的人脾氣大，來了

就是有緣、來了就能受用這句佛號。

　　未來，不改題目、不變初心，還是「阿彌陀佛」，老

實念下去……。恩師說：不在道緣就在業緣。我們轉業緣

成道緣，只有老實念佛，以期當生成就。

104.1.25 衣缽傳承：
　　104年1月25日週日，　雪廬老人冥誕追思會前，山東魏慶友老師對　

鄭勝陽老師承師恩養師志的心，用黑陶製作「衣缽傳承」贈送給雪心文教

基金會。衣缽本指佛教師徒相傳的法器，佛法傳承的依據。上面缽、下

面架子，缽下方刻有蓮花瓣，以示淨土念佛法門-遍種西方九品蓮（表佛

家）；缽上方梅花（表儒家）：梅花，越冷越開花，表顯儒家氣節。所採

照片，乃民國74年　雪公與鄭老師於梅花盛開的梅樹林所拍攝。

　　廬山攜友賞梅詩：

　　尋香待月踏蒼苔，除卻詩家不種梅。

　　何日能移千萬樹，舟車回到歷山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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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1.暑期教育營隊:

　◎大專教育志工研習營：6/29(四)－7/6(四)

　◎教師研習暨成人教育：7/2(日)－7/6(四)

　◎青少年快樂人生成長營：7/9(日)－7/15(六)

　◎第一梯次啟蒙班：7/16(日)－7/22(六)

　◎第二梯次啟蒙班：7/23(日)－7/29(六)

　◎西勢啟蒙班：7/16(日)－7/22(六)

2.鄭老師冥誕報恩佛一：11/19(日)

107年
3.雪公冥誕紀念會：1/21(日)

4.大專教育志工暨成人教育講座：1/24(三)—1/30(二)

5.新春佛七：2/18(日)—2/24(六)

6.鄭老師往生三年報恩佛一：2/4(日)



　　鄭公聖揚老師在往生前，長達17年，幾乎每年都風塵僕僕的遠赴馬來西亞，弘

揚淨土念佛法門，並於當地成立了許多正知正見的淨土道場。這麼多年來，接引不

少的蓮友，專修淨土念佛法門，而且幫助蓮友們在臨終時靠著正確的助念，呈現各

種不可思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瑞相。致使所有大馬的蓮友們，學佛信心倍增，明

瞭發願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是解脫自己無止盡的六道輪迴唯一的途徑。這是在

鄭老師未去大馬前，從來沒有的情形。

　　正因老師弘法護法的堅持，如今馬來西亞的華人到大馬各地雪心道場聽經聞

法，念佛共修的大德越來越多，對病人及老人的關懷，愈來愈積極，也更能把握住

他們往生的時效。各道場成長很快，甚至於較偏僻的鄉下，也有雪心的淨土道場。

而且，有一個特點，來學佛的蓮友都很年輕，他們真正如　雪公老恩師所期望的能

三代同修。看到各道場的年輕人，甚至小孩子，都是文質彬彬，善根深厚，真是令

人感動。

　　我們一行23人，在大馬蓮友的安排下，走了1千8百多公里路，去了10個道場，

各道場都安排弘法大會，來聽法求法的人非常多。他們之中有的人路途非常遙遠，

卻不辭辛勞，舟車勞頓，為的是聽聞一場佛法的饗宴，真是精神可嘉。

　　與其說是弘揚佛法，不如說是去觀摩學習，彼此之間互相切磋琢磨，在道業

上，都能受益良多。尤其各道場都有舉辦座談會或幹部交流，他們所提的問題，都

是很實際且迫切需要答覆的重要問題，其中包括念佛方面、助念方面、學佛問題、

道場經營之疑問等等。我們的師長團們都能適時地予以解惑，並盡力達到圓滿，安

定了各道場的人心，贏得了大家的信任，印證了鄭老師以前帶領我們去大馬弘法時

所說過的：「不是猛龍不過江」。

　　雖然這次弘揚佛法的交流很成功，但這並非我們有過

人之處，而是鄭公聖揚老師17年來的辛苦耕耘所奠定的基

礎，我們只是追隨鄭老師的腳步，一步一腳印，繼續將淨

土法門弘揚下去。如今，大馬蓮友都具足正知正見，彼此

也已搭起穩固的橋樑，建立深厚長遠的關係。　鄭老師最

後一次去大馬時，健康情形已亮起紅燈，但是他說：「我

在台灣的法緣盡了，我的法緣在大馬，爬也要爬去」。在

大馬的永祥園開示時說：「永祥園可做為教育基地，立足

大馬，放眼國際，把淨土法門弘揚於全世界」，這正是繼

承　雪公老恩師－「願將娑婆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

的弘願啊！

　　鄭老師在104年1月5日從馬來西亞弘法歸來，2月10日就安詳往生了。法緣雖

盡，但老師傳承的正法仍在，也仍繼續教出弘法人才。今後就靠大家團結一致，繼

承鄭老師的遺志為弘護正法、為轉移汙俗，勇猛精進，努力不懈。

　　鄭老師

往生將近兩

年了，老師

在世之時，

非常重視馬

來西亞的法

脈傳承，希

望不要在他

往生後就疏

離了。我們從台灣赴馬的雪心師資團隊帶著這份使命，期

盼這趟中馬文化交流，能更促進彼此的團結與凝聚，護持

這支法脈好好延續下去。

　　8月17日下午兩點左右，班機飛抵吉隆坡機場，來接機

的大馬蓮友約有一百多位，陣容浩大，熱烈歡迎我們的到

來。得知有些蓮友開五小時的車程，專程來接待我們，更

深感他們求法的心切及渴望，令末學十分感動。

　　此行臨行前，董事長及領隊吳圳華老師特別提醒，以

前的中馬交流之行有鄭老師當保護傘，現在保護傘沒了，

我們必須更加謹言慎行。因為這次每位參加的師長，都是

大馬蓮友學習的榜樣，言行舉止務必如禮如法，隨時保持

端莊。我們也都謹記在心，遵循師長的囑咐，此行真的是

任重道遠。

　　此行我們參訪了10個道場，據葉紹輝老師說，我們在

大馬共奔走了1800公里，相當於繞台灣兩圈。每個道場的

蓮友對法都相當至誠恭敬，且都在日常生活點滴中表現出

來，讓末學印象深刻，很有感觸。舉例來說，他們在我們

抵達及離開機場時均熱烈歡送，在我們蒞臨每個道場時都

列隊歡迎並唱歡迎歌表達心意，還有茶點的用心製作，住

宿的細膩安排，每個房間都事先貼好名字，餐桌已寫好名

牌，每桌安排台馬蓮友各半以便交流互動等，處處表現他

們細緻周到的用心，這些都是值得末學學習的地方。

　　大馬的華人目前已是第三代，大部分的大馬華僑人民

生性純樸善良，以務農及經商為業。他們受到馬來西亞的

政治因素及種族問題影響，精神上非常苦悶，他們都有一

份共同的心願和使命，希望把中國傳統文化好好傳承下

去。恰好有因緣遇上鄭老師把淨土法門傳到大馬，他們如

獲至寶般的恭敬，至誠求法。他們真正感受到娑婆世界的

苦，一心嚮往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的淨土，因此

學佛的心非常懇切。他們知道要三代同修，護持往生才有

保障，因此教導子女一定要學淨土法門，才能當生成就、

了脫生死，不再輪迴六道，子女也都能聽從父母的教導。

因而大馬的團隊有年輕化、朝氣蓬勃的氣象，不由得讓我

們讚嘆鄭老師有遠見，17年來把淨土法門在大馬深耕播

種，現在已開花結果，真的做到立足大馬、放眼世界，把

　雪公老恩師的精神法脈，傳揚世界各地。再次的感恩　

雪公老恩師把佛法帶來台灣，辛苦地耕耘。

　　感佩鄭老師依教奉行的精神，我們這群淨土行者，都

有責任遵循鄭老師的腳步，繼續把淨土念佛法門弘揚傳承

下去，來報答師恩。

馬來西亞參訪心得　　　　　　　張鳳芝

武吉甘蜜香光蓮社弘法座談新山念佛會助念弘法座談麻坡妙音念佛會弘法座談

永祥園志工研習

雪心班台念佛會啟用典禮雪心文丁念佛會弘法座談 馬來西亞馬六甲雪心會館 雪心曼絨念佛會弘法

昔加末弘法大會

大哉鄭公偉哉鄭公勝陽老師     涂貞光 隨喜讚嘆大馬行         陳淑環

　　此次能與諸位師長、學長及蓮友大德，到馬來西亞參加為期兩週的國際文化交流，內心無限

歡欣喜悅！從南馬到北馬，跑了1800公里，參訪10個道場，行程相當緊湊，卻一點都不覺得疲

累，因為每天都有「佛法饗宴」，滋潤著心靈，喚醒我那沉睡已久的佛法種子。以下是末學此行

的心得感想：

（一） 感恩：從民國97年至今，感謝鄭老師給末學機會增廣見聞及學習成長，前後五次的國際文

化交流，。前四次都是與鄭老師一起出國，就好像小孩有大人帶著，根本不害怕與擔心；

但此次缺少了老師的大傘蓋庇護，臨出國前，內心忐忑不安，還好此行23個人，就像生命

共同體，互相關心照顧，發揮團隊精神，沒人生病不舒服，要感謝老師及佛菩薩護佑，及

兩位指導老師的教導，林董事長的帶領，還有同行善友間的互相照應，讓此行順利平安，

圓滿完成任務。還有特別要感謝林董事長給我馬來西亞手機sim卡，讓我可邊拍照，在FB

上把大馬的行程及活動，做即時報導，讓台灣及大馬其他地方蓮友，可以立刻知道交流團

的動態。

（二） 感動：97年首次去馬來西亞，聽老師說是為了整合他們的道場，後來創立了大馬雪心文教

基金會，永祥園也成了教育基地及和佛七共修道場。各地不斷發心成立念佛道場，如：曼

絨、班台、新山、麻坡…等。舊道場根基打穩了，幫忙新道場的建立，像母雞帶小雞一

樣，互相扶持，互相幫助。北馬霹靂洲剛開始只會助念，馬六甲的師兄姐們，半夜12點出

發，開了7—8小時的車，去幫忙他們辦告別式護持到圓滿，兩小時後，再開7-8小時的車

回馬六甲，這份傳法的精神及自利利他的心，真的令人感佩！班台莫老師碰到陌生人，就

極力介紹念佛法門，勸他們念佛，人稱「阿彌陀佛老師」。曼絨方金絲師姐懷胎八個月還

幫亡者更衣入殮，並抱著孩子去陪家屬念佛、做七、告別式，這種精神幾個人能做到啊！

她真的是阿彌陀佛的使者啊！

（三） 感受：每次去大馬，都看到蓮友們對法的恭敬心，及努力求善法的心很強烈。這次去看到

他們道場變多了，人數也增加了。更不可思議的是到每個道場，看到很

多年輕人，他們肯花時間投入，又很珍惜每次學習的機會，這是台灣所

罕見的，也是我們要努力學習的。他們去聽經要開1—2小時的車，非常

不容易，雖然如此，仍不覺疲憊，懷著法喜，不斷精進。在台灣舉辦的

12月教育營隊及4月國際佛七，大馬蓮友報名很踴躍，一下子就額滿。積

極學習，只要有聽經聞法的機會絕不放過。此次有很多座談會，從他們

的發問，可以看出他們是實戰派，真的是從做中學，那股積極精進的殷

勤，像海棉吸水一樣，不斷在學習吸收。平時除了關懷助念外，還不定

期辦兒童啟蒙營、青少年營及佛七，甚至發願以後也要辦理國際佛七，

除了佩服外，真的很隨喜他們，相信願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

　　鄭老師多年到大馬做國際交流及弘揚佛法，法水的灌溉已經開始萌芽，將來必可長成大樹。

老師「立足大馬，放遠國際」的願望，將指日可待。更盼台灣蓮友也能更精進、更發心，讓　雪

公老師「儒佛合一」的法脈，能傳到世界各地去，將是眾生之福，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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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聖賢的家鄉，孺慕之情由然而生，出發前夕心情澎湃，這輩子從不敢想自己有因緣可以尋根朝聖，參訪聖人周公與孔子的故里及

　雪公太老師（以下簡稱　雪公）的家鄉，末學何其有幸能參與此次山東殊盛行，這都是蒙受　雪公、恩師鄭老師的德澤及各位大德成全

才有此因緣，末學銘感於心。

參學訪問　雪公故鄉有感 (舟車回到歷山栽) 蔡明正

一、 玉函山拜謁　雪公陵寢及太老師故
里尋訪

　　俗稱堵城(堵車)的濟南，早上七點半出

發，一路交通順暢，司機說很少遇到這種

順暢情形，是佛菩薩、　雪公、鄭恩師的護

佑。拜謁　雪公墓，蓮友眼眶紅了，感念老

人家的德澤，今日能親臨　雪公墓前，五體

投地的祭拜與禮謝。下午探尋老人小時候的

家─南券門巷，內心想像老人兒時景象；私

塾「正覺寺」；青少年求學於趵突泉內尚志

書院，是培養一代宗師的搖籃；西門月城─

老人23歲於此開始弘法，內心無限的緬懷與

歡喜。

二、師承法脈報師恩

　　「雪心諸位大德的到來，是圓滿　雪廬

老人及鄭老師的心願，相信鄭老師在佛國看

到這場景定會非常欣喜。」這是段董事長的

一段話，真是心有戚戚焉，　雪公寫的”廬

山攜友賞梅有感三首之三”一詩中，「……

何日能移千萬樹，舟車回到歷山栽。」

　　賈老先生寫的一段話：「終於盼來了！

我多年的盼望，遠道而來的親人們，你們

一路辛苦了，來到大陸、來到濟南、來到

歷山，"我們獻上鮮花，獻上祝福，獻上心

願！尊貴的客人，蓮友，你們繼承了老人的

遺志，弘法利生，不畏艱難，你們是先

導，你們是模範。在短暫的時間哩，拜

謁　雪公墓，瞻仰千佛山，看看大明

湖，遊遊趵突泉、逛一逛曲阜，走一趟

莒縣，沿著老人的足跡，一直向前，我

們同道共修，攜手併肩，走向天下太

平，走向極樂的西天。」

　　說出了台灣老師、大德的心情，也

看出了大陸的老師、蓮友、大德們的盼

望及熱誠，台灣的老師們用心的報告，談到

「緣起、現在、未來」，法脈師承，道場的

護持與雪心文教基金會的介紹、念佛法要，

並談生死的智慧、關懷與助念等，如何如法

幫助蓮友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超凡入聖的

特別法門。還有曲阜蓮友熱烈的參與問答座

談，同時也感受到當地蓮友對淨土念佛法門

的殷切學習，過程中當地大德們也希望台灣

老師們能再到濟南，把　雪公的法脈師承繼

續弘揚，將來兩岸能常相互來往。

三、 雪心歷山情音樂會串起台陸兩地濃
密情

　　這場音樂會由張自強校長

獨唱解說，張晏晟同學手風

琴、鋼琴獨奏、伴奏，及雪心

11人吟詩班吟唱四首　雪廬老

人的詩，首先由校長以閩南語

吟唱李商隱詞「夜語寄北」凝

結兩岸大德的情懷，開啟演唱

會的序幕，接著雪心吟詩班吟

唱：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殘

蠋、時針鐘及廬山攜友賞梅有

感三首之三尋香等四首詩，吟出　雪廬老人

的心，「未改心腸熱，全憐暗路人，但能光

照遠，不惜自焚身。」末學感念　雪公及恩

師鄭公為法忘軀不辭辛勞，熱淚盈眶不能自

抑，最後一首吟唱"廬山攜友賞梅有感三首

之三尋香"中；「何日能移千萬樹，舟車回

到歷山栽。」更是淚流滿面，末學無德無能

不敢代表　雪公與鄭恩師的師承法脈回到歷

山，蓮友大德回到山東濟南只是形式上的表

法，希望兩岸蓮友大德一起接受學習　雪公

與恩師鄭公所傳孔夫子儒學與釋尊的淨土念

佛法門，能夠當生成就解脫生死。

　　接著張校長以渾厚且優美的歌聲唱出第

一首"天倫歌"，人皆有父，翳我獨無？人

皆有母，翳我獨無？白雲悠悠，江水東流 

……，扣人心弦；還有月亮代表我的心、高

山青，一朵小花。唱高山青時劉博士與末學

一時興起的配舞，更有山東藝術學院張夢馨

教授帶領學生配音，真是驚艷當地蓮友大

眾，同時激起張教授將於105年12月31日帶

山東藝術學院學生樂團，於　雪公128歲冥

誕時與張校長一起演出，又引出兩岸相聚的

因緣，會後蓮友依依不捨的離開會場。這場

音樂會連結了兩岸蓮友大德的心。

四、論語碑苑搭起雪心緣

　　林坤炳

董事長及陳

正勳導演與

山東魏老師

、楊老師，

於論語碑苑

兩個多小時

的見面興奮

會談錄影，

陳導演為了拍錄　雪公的紀錄片，前往山東

拜訪兩位老師，魏老師談了兩個多小時的錄

影帶，鄭老師看了感動落淚，熟悉的山東腔

調，更令老師想念　雪公及老人的心與願望

，之後邀請魏老師與劉老師到台灣，搭起了

兩岸雪心緣，此次論語碑苑聽四位大德舊地

話因緣，感念之心由衷生起。

五、 遊學周公廟、孔廟與孔府、孝子閔
子騫祠慕聖心

　　周公治禮作樂為天下建立各種典章制

度，並使之推行於天下。孔子集夏商周文化

及周禮的大成，建立了儒家文化思想，影響

了中國一千五百多年的教育、政治思想。

　　感謝此次山東諸位老師大德安排，得以

參觀周公廟，透過東野先生及其祖先，家族

辛苦守護將近三千年，保留了今日的周公

廟，緬懷聖賢治禮作樂，才有優秀的中華文

化，由衷的禮敬。

　　遊學孔廟，欣賞歷代御碑，於大成殿

前拜謁至聖先師孔子。末學於求學時期有幸

得讀《論語》、《偶讀四書》，感懷聖人德

澤，才能獲得聖人的教導，可惜自已並未沉

浸其中。遊學孔府，其中保留孔子母親顏氏

住的地方，孔母教子有方，無限敬愛在心

中，緬懷孔子成長、求學，集三代禮樂之大

成，整理詩書、修訂禮樂、並作易傳、春秋

等六經(六藝)，成為儒家基本經典，影響中

華民族文化非常深遠。歷史記載漢高祖經魯

國曾經親自祭拜孔子，最遲東漢明帝開始有

祭孔典禮，唐玄宗時孔子被立廟祭祀，孔子

的後裔累代亦皆有封號，到了宋代仁宗皇帝

正式封孔子後代為衍聖公，迄今相傳七十多

代，其系譜完整可靠，可說世所僅有，　雪

公對日抗戰期間奉命保護孔德成先生夫婦

(即77代後裔)，使得聖人後裔得以安全留存

世間，功不可沒。參觀了莊太史及　雪公教

授孔德成先生之"西學"、"戒貪壁"、及"探

湯"遺址，對孔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最後一天早上探尋　雪公受戒的淨居

寺、藏經閣遺址，現已成濟南復康

醫院新址，感受到世間無常與變

化，觀賞淨居寺碑匾，並參觀閔子

騫祠，吟詠閔子騫詩，體會　雪公

「回首鄉關禮昔賢」的心境，感恩

此次安排，收穫良多，學而後知不

足，　雪公內佛外儒的涵養，此次

探尋老人故鄉，充滿期待，但感覺

自己儒學的貧乏，回台應鼓勵大家

除了佛法，對儒學的學習、推動也

應兼容並蓄，所謂人成佛成也，培

養自己成為內佛外儒的行者，以不

辜負　雪公及恩師鄭公老師的教

導。

六、 明湖居與恩師共餐，雪心歷山學社
話別、座談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一行人乘船遊大明湖心曠神怡，美麗的湖

泊伴著楊柳搖曳生姿，令人流連忘返，感受

到風光之美。晚上在大明湖附近古色古香的

「明湖居」用餐，由聶總主陪，段董事長亦

趕來與宴，林

董事長及魏老

師為恩師鄭公

老師留坐位準

備碗盤筷子，

為老師夾菜供

養老師，圓滿

老師回到濟南

的願望，全體老師大德舉杯敬老師，感念老

師一生奉獻與教導，學生當依教奉行、報師

恩、圓師志，兩岸老師、蓮友大德以茶代酒

互相敬酒言謝、祝福、邀約再相聚，依依難

捨。

　　雪心歷山學社話別、座談，先後由台灣

四位老師及林董事長分享心得，分享　雪

公及鄭公老師平時之教導點滴。之後魏老師

談及下次台灣師長再次蒞臨應在機場跪拜請

法，台灣蓮友愧不敢當。接著雪心歷山學社

聶社長提及希望明年董事長能把雪心文教基

金會的組織章程、道場的經營與未來的理想

推動，能帶到山東濟南分享。在座談尾聲雪

心歷山學社聶社長提出蓮友往生揀到五顆舍

利，經吳圳華老師確認，大家歡喜無限，更

增加蓮友對淨土法門的信心。

　　最後由雪心歷山學社執行長劉廣林老師

感動流淚總結，談及尊師重道，親其師守

其道，承師業、報師恩，談到　雪公所作廬

山攜友賞梅有感

三首之三尋香詩:

「何日能移千萬

樹，舟車回到歷山

栽。」及林振惠董

事長明湖居為鄭恩

師夾菜供養，劉老

師感動熱淚，並言

將依教奉行，修習

淨土念佛法門把佛

念好、辦啟蒙班談

因果教育、學好佛

教儀軌、舉辦三代

同修，請台灣雪心

蓮友大德放心。

　　這是一趟台灣雪心山東參學訪問，賈老

先生說是　雪公架起了橋樑，撐起了渡船，

我們感念恩師鄭公聖陽老師傾其力，串連起

了這個法緣，這個緣很特別，是聖人的緣、

是阿彌陀佛的緣，希望藉此殊勝的緣永結共

成佛道的緣，圓滿　雪廬老人「願將娑婆

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的大願。

尊敬的林振惠董事長、林坤炳董事長，諸位雪心貴賓： 

　　歡迎來到　雪廬老人的故鄉，歡迎蒞臨深泉學院！

　　自2014年1月份與鄭老師及雪心諸位大德結緣以來，心中常常掛念和懷

念與鄭老師及諸位師長相處的日子。時間雖然短暫，但雪心當年給予我們

一行10餘人無微不至的接待與關照，仍讓我們感動和溫暖，在此表示衷心

感謝。尤其是與鄭老師相識和相處的短暫幾天內，老人家是那樣的慈悲、

祥和與睿智，感染了我們每一個人。

　　得知鄭老師往生的消息，我們同去臺灣的一行人都感到痛心與惋惜，

臺灣少了一位弘揚淨土的宗師，我們也少了一位指引人生方向的明燈。 鄭

老師對深泉和我個人的關懷與掛念，劉老師、魏老師也都一再跟我提起，

非常感恩他老人家。 

　　今日，雪心諸位大德的到來，是圓滿鄭老師的心願，也是圓滿　雪廬

老人的心願。相信鄭老師在佛國看到這場景，定會非常欣喜。

　　深泉新校區明年預計啟用，屆時希望林董及雪心諸師長都能蒞臨指

導。

　　最後祝願老師們山東行順利圓滿。謝謝。阿彌陀佛！

莒縣定林寺 莒縣墨寶交流

千佛山(歷山)眺望名勝齊煙九點深泉學院學生歡迎雪心參訪濟南晚晴念佛堂弘法

雪公幼年求學於尚志堂

於大明湖歷下亭吟　雪公詩

濟南深泉學院段勇董事長致歡迎詞

張自強校長贈墨寶予晚睛念佛堂

於玉函山拜謁　雪公墓

緣起論語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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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心蓮友歷山行：

師長傳法懇切，感慨繫之，當依教奉行，不負　雪公、鄭公苦心。

蓮友朝聖歷山行，竭誠恭敬念師恩，

齊魯追隨雪公跡，傳法佈道益家親，

叮囑學佛正知見，真為生死發虔心，

數場法乳洒甘露，念佛生西為本根。

　　尊敬的雪心文教基金會林董事長、尊敬的各位老師

長、尊敬的各佈教所蓮友大德、尊敬的馬來西亞蓮友大

德、各位貴賓：大家無量光壽　阿彌陀佛！

　　末學馮樹軒，我們一行五人來自　雪廬老人的故里—

山東濟南。「雪山巍巍，泗水湯湯，夫子之風，山高水

長。」末學就出生在泗水河邊，世代沐浴孔老夫子的恩

澤；而對矗立在台灣的雪廬山，更是魂牽夢繞，嚮往已

久。

　　大家請看（背景幕布），　雪公法像背後，遠處是綿

延的千佛山，近處是大明湖，從大明湖看千佛山，正是老

濟南八景之一「佛山倒影」，佛山就是千佛山，我們現在

理解，為什麼叫「佛山」，前面的　雪公即是佛，佛後有

山，所以叫「佛山」。

　　末學一行，今生有幸，能在　雪公128歲冥誕之際，來

台灣朝拜　雪公的道場，能在凝聚鄭公聖揚老師心血的雪

廬山報恩殿前，親近諸大德，激動之情，無以言表。

　　末學在魏慶友、劉廣林兩位老師座前受教多年，受魏

老師與劉老師以及雪心歷山學社眾蓮友們的囑託，末學在

此略表感恩之情。

　　感恩　雪公。「典謨乘伐入鯤台」，如果沒有　雪公

寄藏、傳承正法，我們依然在暗路中摸索，不辨方向，甚

至無法可依，更何談西方極樂世界！　雪公，是眾生法身

慧命的依祜，這一點大陸學子感受尤其深厚。

　　感恩台灣大德師長。　雪公，年屆60，身似孤僧，隻

身浮海來台，寓台38年，不疲不厭，席不暇暖，踏遍寶島

的每一寸土地，遍灑雨露，拯救眾生。如果不是像鄭公聖

揚老師，這樣的大德師長們的護持，慢說　老人能弘法，

生存下來亦屬萬幸。　老人賦詩感恩曰：「不有王孫厄，

何知漂母賢。恩能生白骨，念必到黃

泉。」魏老師在雪心歷山學社讀書會上

為蓮友們解讀這首詩的內在因緣，學子

們紛紛落淚，為　老人感嘆，更為台灣

同胞的善良淳樸而感動。阿彌陀佛。

　　感恩台灣雪心文教基金會。2016年

10月10日，林董事長振惠先生，與雪心

師長大德們，為報師恩，承師志，來

到　雪公的故鄉—歷山腳下，「舟車

回到歷山栽」，實現了兩位先師的遺

願，回饋故鄉，弘法大陸。感恩雪心眾

師長為山東蓮友帶來菩提種子。劉治平

博士「正知正見的師承難遇」，吳圳華

老師「念佛法要」，吳邦衍醫師「生死的智慧─瀟灑說再

見」，蔡明正老師「關懷與助念」，張自強校長與張晏晟

老師的音樂弘法，更有林董事長隨時隨地言教與身教，如

何護持道場，無不感動著眾蓮友。

　　2016年是丙申年，「今日已移千萬樹，舟車回到歷山

栽」。師長們為山東的學子們傳道、授業、解惑，使濟南

的雪心歷山學社、晚晴念佛堂、正弘講堂、山東深泉學

院；曲阜的安愚念佛堂、普潤講堂的眾蓮友，在　雪公接

統印祖傳承的淨土念佛法門的大道上，樹立正知正見，更

加堅定的走下去。

　　歷山腳下的這棵幼苗，還需要台灣師長們持續不斷的

栽培。巍峨的泰山、噴湧的趵突泉，矗立在浮來山上四千

年的銀杏樹，以及曲阜孔廟大成殿前幾千年的松柏，與山

東眾蓮友渴求正法的熱切願望，都在期待著台灣師長大德

們，再次大駕光臨。

　　阿彌陀佛。

五絕•觀台灣雪心歷山行曲阜音樂會

雪心一片情　盡在不言中

聖地傳胞意　長歌共雅同

　　上面這首五絕，是曲阜孔子文

化學院副院長國偉先生的即興之

作。

　　國先生與院長顏廷淦先生是曲

阜詩社的社長。

　　10月16日，曲阜孔子文化學院迎來台灣雪心文教基金會參訪團一行，並帶來了一場高雅的“雪

心歷山情曲阜音樂會”。我院院長顏廷淦攜學院上下熱情接待，使其感受到了親如家人、賓至如歸

的溫馨之情。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海峽兩岸同根、同族、同文化互通交流頻繁的今

天，在　雪廬老人的遺風餘澤影響下，因緣際會，促成了此次歡樂祥和的參觀訪問活動。通過本次

活動，一方面我院向各位嘉賓展示了學院快速發展的國際文化交流合作與孔子文化教育、產業等取

得的重大成就；另一方面，也為台灣雪心文教基金會成員及以中國書法學會張自強副理事長、台北

實踐大學音樂系張晏晟同學等為代表的音樂愛好者、書畫

藝術家搭建了一個展示才華、互相交流的舞台。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我院精心編排了一組展現

武術、古琴、剪紙等具有中國傳統文化魅力的綜合節目作

為促進交流、深化感情的載體，耳目一新的表達形式，贏

得了大家的陣陣掌聲與喝彩。書法展示、吟詩唱和、鋼琴

獨奏、手風琴伴奏等環節也引人入勝，既充滿了文采鬱

鬱、薪火相傳的魅力，也彰顯了海峽兩岸深情厚誼。

(本文轉載自孔子文化學院)

國　偉

雪廬老人128周年冥誕紀念大會　　感 恩 詞 馮樹軒

劉廣林

孔府仰聖門城門外

於孔廟行禮拜謁 孔子於周公廟拜謁 周公

馮樹軒老師 張夢韾教授  張自強校長

105.10.16 　參訪

105.12.31

第二期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