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zu Chi Santa Rosa Monthly Birthday Celebration and Business Meeting Agenda
Saturday, 5/4/2019, 1 to 3 pm（慈濟聖塔羅莎慶生及月會）
Ai-Chu Wu (Chair & Minutes-Taker)

Participants （出席者）：Ai-Chu, Su-Ning, Kimme
Agenda Items（會議項目）:
•

Welcome Song: Let's Share Our Love (讓愛傳出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YgfdBOeyo&index=34&list=PLVXnt2LdKDtV6jLiMPhzTCE6MQXBnOYUj

•

2’31”

“Happy Birthday” to wish all May birthday stars happiness, blessing, and growth in
wisdom life. （生日快樂祝壽星無量壽福慧命增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gGQhc1iQ&feature=youtu.be

3’44”

•

“Song of Offering” and Vegan potluck. （供養歌及午齋）

•

Master’s Teaching: Life Wisdom 4/30/19（證嚴法師人間菩提）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UiZAEgWtM 地獄苦相在人間 Providing Continued Support to Idai
Survivors in Mozambique

•

Prayer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為天下眾生祈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T9lJ3DzMAs&index=3&list=PLVXnt2LdKDtXRHpcCZjM-84QlI0dcKFMI

5’41”

•

Gratitude to all volunteers and friends for supporting past events.
（感恩所有志工及朋友們支持過去的活動）

•

Discussion of coming events.
* May Events（歡迎大家參加本月活動）http://www.tzuchisantarosa.org/
* Great Love Community Activities （大愛社區午餐）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27657304063811/
Mondays, noon to 2 pm, Burbank Housing Community Center，1421 Range Ave.
Lunch Provided with RSVP by Sunday to howard.tzuchi@gmail.com
* Tzu Chi North Bay (Santa Rosa and Ukiah) Buddha Bathing Festival (3 in 1 celebration)
（慈濟北灣三節合一慶典）5/5/2019. Click to see film of Hua Lien Buddha Bathing Festival

Start with a pilgrimage to show respect to the Buddha, all parents and sentient beings, then we pray for
purity, harmony, and peace in the world. After bamboo banks return home, we have vegan potluck
lunch. Everyone brings a vegan dish to share and own utensils. (朝山感念佛恩親恩及眾生恩.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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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淨化，社會祥和, 天下無災！竹筒回娘家，共享午齋素菜分享，自備環保餐具)

The invitation is on our webpage: (邀請卡)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sites&srcid=ZGVmYXVsdGRvbWFpbnx0enVjaGlzYW50YXJvc2F8Z3g6MWE5MmQwYjhkMjRmZjcwYw

As well as the agenda are attached below: (節目單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sites&srcid=ZGVmYXVsdGRvbWFpbnx0enVjaGlzYW50YXJvc2F8Z3g6NTliZWNkMjJlNTdhZGZjYg

•

Thanks to all fruit offerings and office duty volunteering. (感恩供果值班福緣)
May: Judy
June: Van
July: Ruby
Monday: Ai-Chu
Thursday: Ai-Chu
(10 am – 1 pm)

•

Meeting adjourned at 3 pm. （三點散會）

•

Suggestions and Decisions: （提議及決定）
“I am glad that I came to where I was invited.” （真高興我被邀請就來；做就對了）

五月上人甘露法語: 轉識成智‧善用資力
這幾天有這麼多人在精舍活動，卻很安靜；
人多，聲音靜，就知道每個人都將自己的道心、行動舉止照顧得好。
團體美，代表每個人的精神理念都很堅固，
這是師父的期待，對的事情能繼續，做就對了。
一年多前，我就跟顏執行長說：「不要忘掉非洲，我們要以非洲為重點。」
過往非洲都是平安的，但不知為什麼，我會每次都提，
直到現在，要大家的視線同時往非洲這個方向看，不可思議啊！
無論眾生在何處，佛菩薩的慈悲心眼，都平等觀天下眾生。
人人精進，佛菩薩歡喜；眾生共業，佛陀也無奈。
非洲的眾生到底是什麼業力，讓他們一出生就在這樣的世界裡？
清修士(張佑平，法號：誠佑)跟大家分享「黑暗的彩虹」，
這一道彩虹，在黑暗中是悲哀？或是光彩耀目？
彩虹出現，時近黃昏也很快會消失。
大家看到非洲群聚的村落，同一個當下，同一個世界，
他們的生活環境是那樣，我們的生活是這樣；
我們見苦要知福，知福的人更要時時造福。
你我來人間，依報在天下任何一個國度；不是自己選「我就是要來這裡。」
是過去生造福的因緣，牽引來跟這對父母會合。
投胎在這個家庭，叫做「依報」；人生成功或失敗，要靠自己的「正報」。
有的出生在大好家庭，漸漸卻家道中落；
有的生於貧寒家庭，靠著努力，做什麼像什麼，赤手創業，事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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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此世，我們依前生的因、靠現在的緣來人間，
過去因緣受報在此生。來生呢？就要靠自己了。
推開生命之門，我們已經有菩提大道可走，可以了解道理；
這條路鋪得很平，鋪得很大，彼此要互相勉勵。
別讓生命的門一打開，前面無道沒路。
師父一直反覆叮嚀「人間佛法，轉識成智」， 希望說到大家能記得、會背。
「識」就是知識，你「知」道、你認「識」，都是世間事。
知與識如何轉成智？就是要力行。一條路只有寥寥幾人走，會很寂寞。
若能像朝山的隊伍，一大群人同行，整齊莊嚴、隊伍浩蕩長！就是力量。
期待慈濟的法脈浩蕩長，需要社會上不分年齡、不分階級的投入。
佛陀為了追求平等，出家求道，覺悟後說法，希望人人有智、有慧。
智是「分別智」，如何分別對錯，辨清生命方向？
今生的因如何成就？來世將依何緣牽引？
此生要造因，造因也要聚緣。
聚緣，來生要與誰同行？
師父常常對自己說感恩，感恩過去生跟很多人結好緣。
現在科技發達，天下災難一起，師父在「晨語」一呼籲（註 1），
幾十個國家同時聽到，採取行動。
立即看見實業家尋線找路，希望取一條平安路，將愛的力量膚慰苦難蒼生。
「企業志業，善用資力」，取自社會，用在人間，
不論大的力量、小的力量，點點滴滴，都把愛的能量啟動起來。
愛的呼喚，有力出力，有智慧用智慧，
若是經營事業的人，就要懂得「取在社會，用在社會」。
將父母所生養的身體、生命發揮大用，是報父母恩。
「佛法真諦，滋長慧命」，生命是一生一世，慧命是來生來世，
要知因報果，重視因緣。
請大家莫忘在慈濟的任何「那一年」、「那一天」，都是生命最真純的價值。
(恭敬整理自 2019 年 3 月 31 日南高屏「找回慈誠護法心」研習營之上人開示)
註 1：2019 年 3 月 27 日靜思精舍早課，上人晨語開示呼籲善行共振，
全球愛心援助伊代氣旋席捲的非洲三國，關心長期黑暗的非洲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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