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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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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赛信徒大会 （Sai Convention)
2010年赛信徒大会于9月3日至5日在波德申的
Glory Beach 渡假村举行，共有954名信徒参与盛
会。主题是‘欢庆人生’。出席的嘉宾有Dato’
Ghazali Yusoff (大会主
讲人),丹斯里许子根博
士,Dato’ Jegathesan
及Dr Ravi 等。大会期
间也举行了大马赛中央
理事会的常年会议。
Suresh教授被推选为新
亚罗士打青年团的歌剧表演
任理事长。除了多项精
彩的文化表演，大会也
安排了研讨会，讨论如
何在个人、家庭和社区
生活中落实‘欢庆人
生’的概念。

吉打州水患：勘灾行动
2010年11月，吉打州亚罗士打市区一带住宅区
淹水。市民蒙受财物损失，自来水供应断供。亚
罗士打与浮罗交怡的赛兄姐们前往灾区慰问灾
民，把食物送到默贡救灾中心及德卡再也的330
户灾民手中。同时
也帮助直落湾也一
带的村民疏散到安
全地区。过后，居
林，港口，亚罗士
打赛中心的兄姐及
几位义工和灾民，
亚罗士打市区泛滥成灾
把救济品移交给安
南武吉廉价屋区的
50户灾民，再往
Wawasan中学和武
吉槟榔的救灾中心
发放物资。雪中送
炭的精神，好温馨
大家逐户发放物资
感人。

丹斯里许子根博士莅临

赛社区关怀服务（SaiCare）报告：捐献器官

2010年Sri Permata中学英语辅导班结业
赛教育组在八打灵再也
Sri Permata中学主办的
英语辅导班(ROSE)已进
入第三年。共有56名预
备班学生和16名中一学
生参与辅导班。10名赛
中心和附近社区的志愿
老师承担辅导任务。
2010年的结业课于11月
10日举行。老师们展望
2011年的课程能办得更
完美，如定期举办激励
课程向学生灌输积极的
学习态度。

由塔瓦赛兄 (S。Thava)领
导的赛社区关怀服务小组至
今已获得约6500名社会人
士承诺捐献器官。捐献者
只需填写宣誓登记表格和
宣誓卡，然后把表格提呈
老当益壮的塔瓦赛兄
于国家器官移植中心即可。
马廉先生及其家庭的10个
成员于卫塞节当天承诺捐
献所有的器官，精神可嘉。
塔瓦赛兄乃是此项关怀服
务的驱动力，虽然年届高
龄，其献身精神令人钦佩。

全体辅导班老师合影

辅导班正在进行中

马廉与家人承诺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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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巴地欢庆世尊降临世间85载

印度总统出席妇女日节庆

印度总理出席毕业典礼

世尊与总理进入礼堂

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信徒聚集在印度布达巴地（Puttaparthi）庆祝世尊沙迪亚赛的85岁生日。
沙迪亚赛信托会依照惯例每五年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典。布达巴地镇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街道两旁
布满美丽的装饰和世尊画像。数以万计的信徒多日前已到来，当局准备了大型的食堂，悉心安排可容
纳逾万名访客的设施。

世尊在山景体育场的坐台观赏表演

世尊加持表演信徒并切蛋糕

当局邀请了数位著名音乐家呈献一连串精彩的文娱表演，於11月15日拉开帷幕，陆续在百善地精舍
演奏。与此同时，当局也推出30集，取名为《主的神圣训示》的视频，纵观世尊的使命和带给世人的
法理。一项关于沙迪亚赛乡村发展计划的展览会于室内体育馆举行，展示在1388个村庄所进行的八
项活动。17日，世尊为85对新人主持集体婚礼。18日，沙迪亚赛小学的学生呈献文化表演。19日是
妇女日，今年的嘉宾是印度总统Pratibha Devisingh Patil女士。

世尊乘坐信徒牵引的金黄色四輪座車抵达挤满人群的体育场

体育场的美丽夜景

20日，世尊为沙迪亚赛国外组织的大会开幕，逾15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22日是沙迪亚赛高等教育学
院第29届毕业典礼，印度总理Manmohan Singh莅临参与其盛。23日，世尊穿着白袍，乘坐众信徒牵
引的金黄色四輪座車于中午12时抵达山景体育场。优美的音乐即刻奏起，只见人山人海，人头攒动，
世尊挥手致意，万众欢腾唱颂吠陀经。五颜六色的气球，直升机撒下的玫瑰花瓣，为庆祝会添上浓厚
的喜庆气氛。世尊宣布了一项教育计划，“Satya Sai Vidya Vahini”，免费传授科学技术予乡区的贫穷
学生。23日晚上，世尊穿着黄袍，于7时许到达观礼台。首先是一场绿色激光科技表演。然后，合唱
团呈献“Prema Pravaham”，即一系列的七首歌曲叙述世尊对人类的圣爱和祂的使命。灿烂夺目的烟
火表演为这一次的盛会划下完美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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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罗交怡赛中心欢庆世尊85岁诞辰

吉打港口赛中心庆祝世尊85诞辰

浮罗交怡赛中心于11月18日提前举办世尊的85岁
诞辰庆祝会。吉打州居林、亚罗士打、吉打港口
和槟岛牛汝莪赛中心的兄姐们也前来分享这份喜
悦。当晚约有700人出席盛会。赛中心的德育班、
妇 女 组、青 年 组 的 组 员，以 及 来 自 浮 罗 交 怡 小
学、中学、音乐学院的朋友们所呈献的精彩舞蹈
与钢琴伴奏，获得了观众的赞赏和掌声。11月23
日世尊生日当天早上举行Omkar与念108次的伽耶
特黎真言。晚上，赛兄弟姐妹一起唱诵峇赞，至
诚的祈愿世尊生日快乐，感恩世尊的慈爱福佑。

吉打港口赛中心于11月19日庆祝世尊赛峇峇85岁
诞辰。早上开始Omkar 和峇赞，出席的信徒有80
位左右。当天也有捐血运动及分派米粮，今年一
共捐得43包血，分派米粮则有120户家庭受惠。
峇赞后，中心邀请了舞师团和24节令鼓来祝庆。
接着是拜天公仪式，大会安排了青年组员装扮八
仙助兴。自由餐会后，人类道德价值文娱晚会开
始。除了本中心的学童外也邀请了浮罗交怡及亚
罗士打赛中心的同学呈献表演。一共有300多人
参与庆典，大会还准备了礼品及峇峇的光碟送给
大家。

传统印度舞祝庆

舞师团和24节令鼓祝庆表演

切蛋糕仪式

古晋赛中心：终生心育关怀讲座

柔佛新山区赛中心庆祝峇峇85华诞

为了配合庆祝世尊赛峇峇的85岁生日，古晋中心于
10月31日在回教伊斯兰资讯礼堂举行了一项以终
生心育关怀为主题的大型公开活动。主讲者是砂大
的那拉教授，共有500多人参与。出席嘉宾有联邦
工程部副部长拿督杨昆贤，砂州首席部长政治秘书
薛华东,马来西亚多元宗教网络砂拉越分会主席富
士达医生,伊斯兰资讯中心主管，社区领袖等。田
赛兄代表古晋中心报告社区领养服务活动的进展。
大会还安排了捐赠器官醒觉活动，超过二十多人注
册捐赠器官。当天的文化表演有短剧、西藏和印度
舞蹈、华乐合奏等。节目在德育班同学的美妙歌声
中圆满结束。

新山的所有赛中心于2010年12月4日联合庆祝世
尊赛峇峇的85岁生日。今年的庆典邀请公众人
士参与。当天在Johor Jaya 的多元文化礼堂举
办心育博览会和人类价值绘画比赛。一共30多
个义务和企业团体被邀请展出他们的理念和活
动，以提升公众对人文教育的认识，认同和支
持。这一次的博览会获得政府的支持，州务大臣
委派代表开幕，并在会上语多鼓励，认同赛组织
所推行的各种服务活动。士古来赛中心有幸参
与，在博览会场布置两个摊位展出赛的教导和中
心的活动。晚上6时欢唱峇赞后是文娱表演，有
歌唱、舞蹈和话剧表演。

德育班同学合唱

那拉教授主持讲座

州务大臣委派代表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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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古来赛中心的展览摊位

甘马挽赞诵组开幕典礼

柔佛州健检活动

马来西亚赛组织在登嘉楼州甘马挽成立一个新的
赞诵组。Yap Lee Yong 赛兄和 Teo Guet Cheng
赛姐夫妻俩发心舍出他们在甘马挽市区的店屋一
楼，作为赞诵活动中心。黄炳煌赛兄协调装修工
作，在仅仅一个月内完成这个庄严富丽的道场。
12月11日是甘马挽赞颂组的开幕典礼，远从麻
坡、新山、文冬、劳勿、瓜拉登嘉楼、关丹和雪
隆赛中心的逾250名信徒带着祝福来共襄盛举。活
動于下午6时开始，首先播放有关世尊巴巴的视
频，回顾及见证赛组织的真善美。接着麻坡百伽
律德育班同学表演舞蹈，然后念诵吠跎经。巴赞
过后，Pritam Singh 赛兄致词时祝贺及感恩甘马
挽信徒成立一所堂皇的中心。Teo Guet Cheng赛
姐和黄炳煌赛兄分享建立甘马挽赞诵组的因缘和
事迹。節目于晚上10時圆满落幕。

2010 年12月19 日，柔佛州的赛志工与 PFIZER
公司于东甲Asahan联办一场健检活动，开放给
附近居民做免费的健康检查。这次健检所提供的
服务包括血压、血糖、胆固醇、子宮颈膜片检
测、牙科、眼科及医疗咨询。当天，4名医生，
20位医护人员和46位志工参与，共有210位民众
受惠。居民多属于低收入者，平时少为自己检查
身体。其中有10位居民经过健检才惊觉健康已亮
起红灯，需要到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办健检
活动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感恩柔佛州的医疗队
伍和志工们捨出时间来关注民众健康。

Dr.Ong 为居民健检

众人一心为老人家服务

亚罗士打赛中心: 青年团圣诞聚会
甘马挽赞颂组的开幕盛况

会所内的堂皇供座

2010年12月24日-25日，亚罗士打赛中心青年团
与教育组联办圣诞聚会，约35名学生参与。首先
由Sis Ooi和 Bro Dandaithapani主持猜谜游戏，
然后每一组呈献一出包含道德价值的戏剧。当天
的节目以圣诞节倒数活动结束。第二天早上，大
家念Suprabatham和参与有氧运动。早餐后继续
交流会，由Sis Rathidevi主讲素食的益处。交流
会其间也串插一些充电活动。最后，Sis Ambikapathy敦促同学们要维护母语，以及进行一切
服务时诚恳待人。期望大家学以致用，好好设定
新一年的展望。

怡保打扪山洞赛中心办讲座
打扪山洞赛中心建立在怡保市郊的一个石灰岩洞
内，周围环境山清水秀，堪称全马最独特的赛中
心。中文组受邀于11月7日举办一场中文讲座会，
共40名会员及公众人士出席。 早上10时巴赞过
后，杨孔伟赛兄讲述 世尊沙迪亚赛的使命 与教
义，并播放有关赛组织济世活动的视频。之后，
中文组主席Billy Fong赛兄介绍马来西亚赛组织，
包括中文组的活动。讲座于中午12时结束。

独特的世尊神龛

打扪山洞赛中心礼堂

圣诞交流会

活动通告: 卫塞节庆祝会(Buddha Purnima)，Puttaparthi, May 1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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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价值戏剧表演

网址：www.sca.org.my
电邮：info@sca.org.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