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百善季讯                 
 SCA Quarterly Newsletter,  December 2012 

 

The Heart Full of Compassion  
is the Altar of God 

 

满怀慈悲的心就是神的殿堂 
       

             10-12/8/2012           2012年全国赛会员大会 
 

马来西亚赛中文组        

 约1200名赛信徒出席一连三天在波德申Glory 

Beach Resort举行的2012年全国赛会员大会。本届

大会的主题是“尊敬父母，加强家庭关系”。负责

筹备此次大会的赛青年团，在筹委会主席Ganesh赛

兄的领导下，把会场布饰得富丽堂皇。 

   今年大会邀请了两位海外嘉宾，Sis Geeta Ram 

Mohan 和 Bro Sumeet Tappoo，跟大家分享他们与

世尊的经历。世尊是Sis Geeta 父母家的常客，她

出生时，世尊为她取名，足见她与世尊的缘分非常

殊胜。而 Bro Sumeet 是个宝莱坞的艺人，多次在

百善地精舍演唱，获得世尊的赞许。 

   中央理事会顾问，Dato’Jegadeesan 做主题演

讲时训勉赛信徒要积极参与家庭教育，促进青少年

心灵的健康成长，以及引导青少年传承孝亲敬老的

传统美德。过后大会进行分组讨论；中文组的讨论

会有43人参与。中文组主席 Bro. Billy 向大家汇

报工作总结，接着由周德惠赛兄带领的新加坡赛兄

姐们主持巴赞学习，把最新出版的巴赞光碟里的赞

歌，一一解释歌词和示唱。  

   8月11日举行的德育课程毕业礼，全场满座。除

了颁发证书给毕业同学们，同时也感谢老师们对孩

子的关心和辛勤的付出。大会也颁发“领袖奖”给

拿督阿兹曼阿敏，以表彰他掌管的团结局在实现各

族团结所做出的贡献。 

   文化表演节目丰富多元；有Bro Sumeet的演唱

会，管弦乐队演奏，中文组合唱团，以及压轴戏剧

《真正的继承》。精彩的表演赢得阵阵喝彩。 

   大会也颁发奖状给周德惠赛兄，林彩鸾赛姐和

Sis Mageswari Moorthy，表扬他们在个别的服务

领域中的卓越表现和无私的奉献。在最后的问答环

节里，三位嘉宾 Dato’Jegadeesan，Sis Geeta 

和 Bro Sumeet 就观众的提问作了详细的解答。     

      12日中午，历时3天的全国赛会员大会，在祥和

与法喜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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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2012  百善地尼乐园：新活动通报 

 为了鼓励到访的信徒们在逗留期间保持精

进灵修的生活，百善地尼乐园安排了以下一系

列额外的活动： 

1．赛法讲座 - 每天早晨在Kulwant大殿的峇

赞和圣火礼过后，信徒们可以到位于购物中心

附近的会议厅参加赛法讲座。讲座于上午10时

30分开始，讲师于世尊的生平和教义发表约一

小时的演讲。当局邀请学者、作家、以及来自

印度和海外的资深信徒主讲。  

2．天文馆 - 有鉴于日益增多的需求，天文馆

纪录片播放的次数也相对提高。 

星期四   - 印地语  10AM - 11AM 

星期六和星期日- 印地语  10AM - 11AM 

              - 英语  11.30AM - 12.30PM 

 

3．电影欣赏会 - 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将

放映关于世尊生平和教义的电影。以后将按需

要增加次数，并考虑播放多国语言的影片。 

14/7/2012 “孝敬父母”戏剧和朗诵全国总决赛 

 孝敬父母是各种品德

的基本前提。赛中央理事

会推动“孝敬父母”(简称 

HOPE）为2012年的重点活

动。从今年3月开始，全马

多个州的赛组织展开了5 

项“孝敬父母”为主题的

校际比赛，有戏剧、朗

诵、写作、壁画和贺卡创

作。总计共有超过5000 名

来自约200所幼儿园、小学

和中学的学生参赛。 

    全国总决赛于7月14日在吉隆坡西蒂哈斯玛医生

礼堂举行。当天，逾700人出席观赛，参赛者有200

名。可贵的是，三大民族的学生同台演出，融洽交

流，充分体现“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观众也深深

感受到孩子对父母的敬爱。期望“孝敬父母”活动的

开展，有助于传播孝道文化，弘扬关爱老人的传统美

德。 

19/8/2012 槟城赛中心：破屋翻新喜迎开斋节 

 槟岛Teluk Kumbar的

一对老夫妻，收入微薄，

无力维修住了多年的老房

子。摇摇欲坠的破屋每逢

下雨就漏水，面临倒塌的

危险。年迈的两老健康状

况堪忧，妻子也承受中风之苦。  

   约50名来自槟城赛中心、扶轮青年服务团和

当地伊斯兰青年阵线的成员，纷纷响应前来帮

忙。志工们拆掉老房子的一部分，并迅速安排

建筑材料和工匠。在随后的几天，盖建屋顶、

安装水电、刷漆的工作逐一完成。 

   开斋节那天，一些赛信徒和扶轮青年服务团

的成员拜访老夫妇，带来了礼物与两老度过一

个难忘而有意义的开斋节。 

17/9/2012  思菩提颂赞组: 中元节持名祈福会 

 农历中元节期间，思

菩提颂赞组举办持名祈福

会，共有59人出席。在为

时3小时的法会中，大家

诚心念诵世尊的圣号，为

众生百姓祈福，祈求世界

无灾无难，和平兴盛，并将持名的功德回向给祖

先。 

   大家心里观想世尊，齐声恭念，法喜弥漫四

方。每念一遍圣号，大家在世尊圣相前敬米粒。祈

福会结束后，大会收集每家人的白米，寓意集大家

的福份和亲情，然后把所集合的白米分发出去，让

赛兄姐们家家户户添粮补寿，沾百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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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2012 槟州中文组：灯笼制作和提灯游行 22/9/2012 新山Melodies Garden赞颂组成立 

 新山 Melodies Garden 赞颂组由一对华裔

夫妇 Bro Chong 和 Sis Chong 主持。该赞颂

组座落于一栋独立式住宅，每逢星期六傍晚7时

举行峇赞。中心环境幽静，地方宽阔，布置得

清雅肃穆。柔佛州赛组织协调员 Bro Govind   

和士姑来赛中心主席纪木英赛姐带领12位赛兄

姐出席了9月22日的首

次巴赞。大家心中都充

滿法喜，並感恩世尊让

新山一带的信徒多了一

个进行峇赞和交流的场

所。  

 第二届东马赛会员大会在沙州亚庇赛中心举行，101位来自沙巴、沙捞越

和汶莱的信徒参与这两天的盛会。首日的节目于下午6时半开始，峇赞和晚餐

过后，司仪 Johnny Cheah 赛兄以诙谐有趣的开场白让现场气氛一下子热闹

起来。亚庇赛中心主席 Thangam 赛姐表示感谢所有出席嘉宾们所给予之踊跃

支持，使到亚庇赛中心能成功主办此大会。接着亚庇赛中心合唱团呈献赞歌

组曲，用歌声和乐声表达对来自远方客人的欢迎。 

   次日早晨，众人一起静坐和峇赞，然后分组讨论关于服务、修行以及中文

组的事务。邝润培赛兄主持中文组事务的研讨会，大家一致同意明年的几项

活动：主办华小道德故事比赛，组织合唱团，举办持名祈福会，办暑期游学

团。午餐后，大家继续交流，杨孔伟赛兄主持了学唱新赞歌的环节。最后，

苏瑞士博士总结研讨会所达成的共识–于2013年在东马举办下列活动：社区

服务计划，孝亲日，人类价值观戏剧和题为“道德是人生成功的基础”的大

专生培训营。  

15-16/9/2012       亚庇赛中心：第二届东马赛会员大会 

    槟州中文组和各赛中心在浮罗山背崇德小学

联合举办中秋节灯笼制作比赛和提灯游行，吸引

了当地8所华小一千多位小朋友、家长和当地居

民参加。参加灯笼制作比赛的小朋友非常踊跃，

活动现场挂满了各式各样、创意丰富的灯笼作

品。举办当局也派发灯笼，供儿童与家长们一起

提灯游行，而且还有身穿古代服装的队伍游行表

演，让大家感受到中秋节日的温馨与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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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通告:2013年农历新年庆祝会，百善地，13-18 Feb 2013 (初四至初九） 

 逾400名吉打港口佩实华小学生和团体代

表，身穿古装人物装扮，在中秋夜晚提灯游行共

庆中秋节。  

 这项活动由吉打港口居民理事会主办，励智

关爱之家、佩实华小联办，多个吉打港口社团组

织（包括赛中心）应邀助兴。   

    活动节目总监庄志平表示庆祝活动强调神话

人物及老百姓街上游行，共赴中秋聚会团圆。他

估计共有1500名吉打港

口居民参与当晚的聚

会，众人难得在中秋佳

节团圆与共庆，并从中

学习惜福与感恩。  

网址：www.sca.org.my 

电邮：info@sca.org.my 

30/9/2012  槟岛东北县中心：孤儿院医药营 

 槟岛东北县赛中心在 Permatang Damar 

Laut 的 Rumah Seri Cahaya 孤儿院举办每年

一度的医药营，为50多个儿童和成人提供免费

体检，包括了身高、体重测量、视力、头虱检

查等服务。医生也分配驱虫药、维生素，和在

必要的情况下，把病者转到中央医院做进一步

的诊治。 

         《百善》第37期出版 

   《 百 善 》 第37期 于

2012年11月出版，内容

包括世尊峇峇从2007年

12月 至2008年1月 的4篇

讲道，主题强调培育爱。

为了纪念已故维克托卡努

（Victor Kanu），《赛峇

峇的圣笛》这篇文章里介

绍了这位把一生付出于赛

人类价值教育的发展，建

立了赞比亚“奇迹学校”的伟大信徒。其他的人物

介绍有沙迪亚赛高等医学研究所治愈的第一个病

人，维杰巴斯卡尔（Vijay Bhaskar），以及多年来

翻译赛法，谱写中文赞歌的周德惠赛兄。除此之

外，这一期的《问与答》中概述了峇赞和领袖如何

以爱去包容同修的学问。 

      敬请大家到各赛中心领取。 

  29-30/9/2012  全国灾难管理和救灾培训课程 

    马来西亚赛中

央理事会和首相署

国家安全理事会在

吉隆坡精英大学联

合举办全国灾难管

理和救灾培训工作

坊。该工作坊共有

85位分别来自35个

组织的学员参加，包括赛组织的12名学员。 

    两天的课程以讲座和研讨会的形式灌输灾难

管理的知识，所包涵的主题有：灾难管理和救灾

的挑战，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救灾角色，经

验交流，社区防灾工作等等。讲座由来自国家安

全理事会、卫生部、社会福利署、MERCY、国际红

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多位资深专家主讲。理事长

苏瑞士教授说这课程让学员们掌握了应对灾害的

知识和能力，以及提高了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之

间的合作。  

 30/9/2012    中秋节穿古装提灯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