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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的司徒丽仪赛姐生性热情开朗，有个美丽的洋名 — Rose（玫瑰）。 

 

1989 年 10 月，Rose 赛姐的经期异常且帶来难以忍受的疼痛，起初她以为這只是稍微

长了一点的生理期，所以并沒有刻意去理会，只是服用止痛药抑制。但是最后因为流

血过多昏倒，被送入医院急救。 

 

医生告诉 Rose 赛姐必须开紧急手术來找出病因。由于流血过多，医护人员经过一番

努力后，才找到一条适合的血管输入麻醉药。手术总共花了 4 个小时才结束，医生发

现她的右卵巢破裂并帶有很多血块在周围。医生告诉 Rose 赛姐的丈夫如果她不能在 4

个小时以內甦醒并停止流血，那么将会面临生命的危险。 

 

Rose 赛姐心有余悸地回忆：“我一直相信神与我同在，因为我在 3 个小时內甦醒并且

止血了。出院前，医生說我必须在 2 个月后回來进行子宮手术。最終我並沒有再回到

医院去，因为一位來自新加坡的赛信徒把我帶到了槟城 Gelugor 赛中心改变了整件事

情的进展。” 

 

那一位赛信徒就是 Bro Chong Ah Man。还记得 1989 年 11 月 23 日那一天，他特地从

新加坡飞來槟城庆祝赛 Baba 的生日。他告訴 Rose 赛姐通常這个时候，他都会在印度

百善地或新加坡，但是卻不晓得为什么这次会选择來槟城庆祝。从机场，他要求 Rose 

赛姐载他到 Gelugor 赛中心去膜拜赛 Baba。 

 

“当我們到达时，我吓了一跳，因为那儿至少有 400 位赛信徒，由于人潮拥挤，我們

进入不了中心所以只好站在路旁观看。那时 Bro Chong 指向了一張挂在中心的赛 Baba

相片，并告诉我們祂就是一位还活在印度的神。” Rose 赛姐心中嘀咕，一直以來只

拜观世音菩薩的她不相信怎么可能会有一位神还活在印度。  

 

Bro Chong 试图介绍赛 Baba, 但是 Rose 赛姐不能接受，“一位头发浓密的印度人怎

么可能会是神呢? 那些正在歌颂 Baba 的信徒們就好像美国的 Johnson Group 一样， 

膜拜着一位假冒神的普通人。” 然而为了不要冒犯朋友的一番好意，她只是微笑的保

持沉默，在中心待了一会儿后就离开了。  

 

隔一天, Bro Chong 再次要求 Rose 赛姐帶他回到赛中心。在那儿， 他介绍了 Uncle 

Thangaraj 和 Aunty Indranee 这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帶她们到一间祈祷室去，接着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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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了一些他们说是在 Baba 相片上出现的圣粉。过

后因为 Bro Chong 告知关于 Rose 赛姐的手术，所以

Aunty Indranee 给了一张 Baba 的相片，并提议 Rose 

赛姐向 Baba 祈求祝福。起初她很不愿意，但是经过

Bro Thangaraj 解释可以在心中默默的祈求 Baba 的帮

助，她決定试一试。Rose 赛姐告诉 Baba:“听我朋友

说祢是神，可以帮助我的病情。我在祢的相片上看到

了那些粉(有灰色, 黃色和粉红色)，如果祢真的是神

的话，就在我這张相片上变出彩虹般的七种顏色的粉

吧。” Rose 赛姐把那张相片留在祈祷室，決定于她

們和 Bro Chong 去福隆港（Fraser Hill）度假回來后

才审看。 

 

度假返回槟城的隔一天，他们又回到了赛中心。一到了中心， Bro Thangaraj 立刻告

诉 Rose 赛姐說 Baba 已在她的那张相片上变出了七种顏色的粉。当时的她简直无法相

信所听到的一切, 她认为那一定是 Bro Thangaraj 所为，因为 Bro Chong 曾经告诉他

们 Bro Thangaraj 可以进入另一种境界去帮助人，所以一定是他‘听’到了 Rose 赛

姐与 Baba 的心中话。 

 

回到家，Rose 赛姐把相片上的粉全部擦掉，然后把它放在神台上，接着又再告诉

Baba 说：“如果祢真的是神，那就在我家变出那些粉吧。” 果真第二天那张相片上

又出现同样的粉。 从那一天开始，Rose 赛姐就开始走向亲近 Baba 的旅程。她每天向

Baba 祈祷，并把圣粉擦在肚子上，深信祂一定会帮助免除动手术的必要。擦了圣粉一

段日子后，她再也不需服止痛药了。  

 

朝圣朝圣朝圣朝圣    

经过几次的尝試后，Rose 赛姐终于在 1994 年有机会到印度百善地。这一趟总共有 36

人参与, 由她当团长。在那儿的第五天，Rose 赛姐成功争取到第一排座位，很幸运的

有机会与 Baba 接触，而且还得到与祂对话的机会。进入会面室后，Baba 吩咐 Rose 赛

姐坐在祂的椅子旁，然后让她触摸祂有如婴兒般柔软的莲花脚。之后祂告诉 Rose 赛

姐必须接受第二次手术。她告诉 Baba 沒有这个必要，因

为她的病已经被 Baba 的圣粉治好了。当然，只有 Baba

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祂回答说：“不，妳一定

要动这个手术，我将会在那里护持妳。” Rose 赛姐心想

Baba 肯定是一时忘了。 

 

回到槟城的一个月后，同样的病痛又回來了。医生告诉

她必须再进行手术。手术当天 Rose 赛姐祈求 Baba 履行

祂的诺言，一定要在手術時与她同在，结果祂真的来

了。祂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和帶有一双像天使的翅膀在

天空中飛翔。祂双手握着一個呼拉圈，然后把它從 Rose 



赛姐的脚往上穿过头，之后她就昏迷了。手术非常的成功。 

 

在 Rose 赛姐的人生历程中，Baba 多次的予以援助，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最令人难忘的

一段经历。  

 

无微不至的扶助无微不至的扶助无微不至的扶助无微不至的扶助    

Rose 赛姐在一个美食中心经营经济饭摊，生意非常得好，这使到周围的小贩们都妒忌

她，几乎每一天都把她的盤子、汤匙和叉子給弄丟。虽然在那儿赚不少钱，但是她不

想与他们继续相处，心中向 Baba 抱怨日子过得像在‘监狱’里一般的痛苦。她祈求

Baba 替她找一個接近她的家和附近工业区的地方來经营经济饭生意。 

  

 

两个星期后，Baba 实现了她的愿望。一位在工业区附近的咖啡店老板来找她，问她是

否有兴趣到他的咖啡店经营。在 Rose 赛姐印象中那儿已经有了一个经济饭摊，所以

她不可能到那儿做生意。咖啡店老板却说只要 Rose 赛姐愿意到那儿去，他就会要求

那一个经济饭摊搬到他的另一间咖啡店去。Rose 赛姐非常的疑惑，询问他为何如此热

心邀请。咖啡店老板坦然相告有一位相貌似天文学家，穿着橘色長袍，一头茂盛头发

的印度人，到他的店里指点他如果想要生意好的话，就一定要去找 Rose 赛姐来经营

经济饭。  

 

一个月后，Rose 赛姐迁移到新地点，生意还是像往常一样好。还记得在开业的第一

天，当她正要把盛菜肴的盘放入热水盆上时，发现一片片樟脑（用于圣火礼）漂浮在

热水盆中。对 Rose 赛姐来说，她知道这代表 Baba 的祝福。  

 

很幸运的，Rose 赛姐后来又有机会与 Baba 会谈。祂笑问道：“这不是比‘监狱’更

好吗?” 她听了心悦诚服 Baba 的无所不知。后来，Rose 赛姐的生意扩展到 4 个摊

位，维持了 15 年的生计，一直到她決定退休为止。  

 

回回回回馈馈馈馈社社社社会会会会    

多年来，Rose 赛姐都很想帮助别人，回馈社会。因为她拥有丰富的烹飪和做糕点经

验，所以她开始了一个烹饪班。几年的努力，烹饪班拥有超过 1000 名学员，每名学员

只需缴付 3零吉就能学到超过 10 道菜。此外，她还会附送材料和影印食谱予学员。 

 

1997 年，Rose 赛姐到印度白草原（Whitefield）而且又得到了 Baba 的祝福。她告訴

Baba 想要把烹饪和做糕点的经验传授给贫苦的女士们，让她们自力更生。Baba 非常贊



同且承诺会加持，之后 Rose 赛姐就信心十足展开她的计划。 

  

 

2008 年 8 月，某间银行的人员联络 Rose 赛姐，他是来自吉隆坡总公司的社区计划负

责人，询问 Rose 赛姐是否有兴趣参与他们的单亲妈妈援助计划。经过几次的会谈，

双方达至共识，Rose 赛姐负责寻找 100 名贫苦的单亲妈妈和 300 名孩子，银行则资助

每人 100 零吉。Rose 赛姐成功集合了所有的人选，并于 10 月间在槟城 Equatorial 

Hotel 颁发资助金给他们。 

 

还记得在那天的自助餐时，银行的总裁与 Rose 赛姐会谈后，非常满意这一个计划，

立刻在现场把资助金提升到每人 300 零吉， 这一下使得每一个人都感到欣慰不已。  

 

隔一天，银行负责人又通电话转告 Rose 赛姐，总裁再拨出 26,000 零吉赞助接下來的

六堂烹饪課。有了這一笔钱她就能买新的搅拌机、冰箱、材料等等，再也不需要自己

资付任何的成本。后来更为这些单亲妈妈找到了超过 500 间工厂及食堂来购买她们的

成品。 

 

 

 



 

 

Baba 是多么的慈悲呀！祂说过：“那些诚心呼唤我的名字的人，哪怕是那么一次，也

会得到我的丰厚恩典。” Rose 赛姐祈求 Baba 扶助这个烹饪班，祂实现了她的夢想，

帮助贫苦的母亲们，让她们有了再站起来的力量。她希望这一个计划将会永远得到

Baba 的祝福持续下去。  

 

热情，是 Rose 赛姐的动力。把 Baba 多年来施予她的热爱传承出去，为单亲妈妈开创

人生的新局面。Baba 说得好：“Manava Seva is Madhava Seva, Loka Seva is 

Lokesa Seva 为人服务就是为神服务，为世界服务就是为世界之主服务。” Rose 赛姐

坚持要做到最好，看见单亲妈妈们满意的笑容，就是最好的回报，而自己的生命也因

此活泼生动，充满亮丽的热和光。 

 

2009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