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zu Chi Santa Rosa July/August Birthday Celebration and Business Meeting
Saturday, 7/6/2019（慈濟聖塔羅莎 七/八月慶生及會議）
Chair & Minutes-Takers: Ai-Chu Wu （主席及記録）

Participants （出席者）：Ai-Chu Wu, Anh Huynh, Frank Wei, Kathleen Thompson, Laurice
Mogannam, Nancy Loui, Rebecca Tam, Sue Lin, Tran Van, Winst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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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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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嚴法師人間菩提）
20190703 - Passing On the Tzu Chi Spirit to Our Next Gener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LWhalHLlyw&list=PLYfJOvcvKb2TzA8TfdNdZzja5WxdYu56p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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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未來活動）
* Events in July and August（歡迎大家參加七/八月活動）http://www.tzuchisantarosa.org/
Lunar July Focus（七月吉祥月活動理念）：Save the environment and lives;
Prevent and prepare for disasters
、宣導─正信普度,虔誠一念，鮮花素果，減燒金紙。
、呼籲─齋戒護生，以開闊心胸疼惜苦難眾生，普及一切眾生。
、回顧─莫忘那一年，社區結合消防局舉辦防災教育。
共修經藏：《地藏經》
共修日期：2019/7/26(五)～7/28(日)
共修時間：晚上 19：20 敲板，19：30 開始 (敬請預先集合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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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名稱：「慈濟一台」或「慈濟二台」
* Healthy Santa Rosa 2019 （牙医義診）: Free Dental Clinic, 9/7/19, 9 am to 3 pm.

Volunteers RSVP with TB clearance by 8/7/19: Sister Ruby Chen. （歡迎志工）
* Moon Festival Celebration and Business Meeting （九月慶生及月會）:
9/14/19, 1 to 3 pm.

•

Thanks to all fruit offerings and office duty volunteering. (感恩供果值班福緣)
July: Ruby
Aug: Tran
Sep: Ai-Chu
Oct: Anh
Nov: Rebecca

•

Meeting adjourned at 3 pm. （三點散會）

•

Suggestion: “Will read the website, newsletter, and minutes more thoroughly.”
（會仔细看會所網頁，每月活動，及月會記録）
“The aerobic warmup dance before 1 pm is healthy and happy. Please share the link”
（會前的暖身有氧舞蹈很健身又開心.請分享網址：海草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hWNgHFZUcY&feature=youtu.be）

上人甘露: 法語人間真實的《法華經》「經變圖」
回顧歷史，見證時代，印證佛法
「回到了舊時代的舊分會，這裡很令人留戀，而且具有歷史性──慈濟在中區的延
續發展，以這裡為起點，培育出許多精進的人間菩薩；而且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就是
以此地為慈濟志工集合地點，也是賑災指揮中心。」上人來到民權舊會所舉行歲末祝福
典禮，談到九二一大地震瞬間造成許多家庭破碎，悲悽苦難不堪回首，但也是從那一刻
開始，愛心菩薩從四面八方湧向中部災區，來自全臺各地的慈濟志工齊集民權路舊會
所，走入災區展開救助、膚慰悲痛。
「在悲苦人間，真誠菩薩發揮無染大愛；災難景象怵目驚心，天人永別、家庭破碎
的苦相讓人同感悲痛，除了當地志工立即動員幫助受災鄉親，還有來自海內外的慈濟志
工從四面八方而來支援。見到此情此景，就想起《法華經‧從地涌出品》提到菩薩從地
湧出，一幕幕真實畫面就是《法華經》的『經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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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此一大災難將屆二十年，但是在座許多人都經歷過這段受災、賑災、重建的過
程，可以為時代作見證，為人類寫歷史，還能以自身經驗印證佛法道理。
「來到這裡，有許多回憶湧現。莫忘二十年前的驚世災難，也希望不曾經歷過的年
輕一代，知道天地威力強大，在驚世的災難過後，要起警世的覺悟，莫只是用網路看自
己有興趣的部分，忽略了真實的、歷史性的大災難。」上人表示教大家做九二一大地震
二十周年展示，主要是發揮教育良能，教眾謹慎防災；另一方面是讓人感受到人間互助
的溫暖，也願意付出愛心助人。
喚醒腦細胞，激發智慧、延續慧命
臺中慈濟人雖然已經有了新家，但是民權路的舊分會還是由當區慈濟人、福田志工
細心照顧，每個月在此舉行精進共修，凝聚精神能量。即將離開民權舊會所，上人感恩
師兄師姊們把環境維護得很好；這裡是臺中慈濟的「起家厝」，從早期的照片、影像喚
醒記憶，回憶無窮。
「來到會客室，就會想到在這裡成就的事情不少；小小空間可以做這麼多決策、成
就這麼多好事，實在很不簡單。所以說，對的事情，堅定信心去做就對了，現在才能讓
我們有這麼多溫馨的人間事可以回味。」上人鼓勵資深慈濟人「喚醒腦細胞」，回憶過
去、把握現在、成就未來，行菩薩道的腳步不能停歇，要不斷地激發智慧，延續慧命。
共知共識，共善共行
「做二十周年的回顧展，不是為了討人情還是炫耀慈濟做了多少，是為了教育，而
且期待人人提起感恩心，這一念感恩心是人的魂魄，做人不能沒有感恩。」上人亦提起
去年菲律賓海燕災區舉辦五周年攝影展，相片中的人站在海報旁見證，對參訪者分享災
難前後的人生轉變。
「海燕風災才過了五年，大家記憶猶新，居民都能見證這一段歷史；九二一大地震
將滿二十周年，人、事、時、地、物都還能追溯，也有許多人可以親自見證，當時所拍
攝的相片、影片就是最好的依據，參與其中的資深慈濟人可以站在影片前對大家談當時
的經過，同時回顧自己這一生是如此用心在為人間付出，自我肯定此生很有價值。」上
人說，無論是慈善救助或環境保護，都需要人人有共知、共識，最重要的是「共善共
行」，好事要大家一起來做。
利益大眾的好事要永遠記得，損害人間的無明言語要馬上忘記
「我們要為時代作見證，活絡我們的腦細胞，喚醒當時的記憶。」上人教大家回想九
二一賑災，找出當時的相片，看到當時的人物景象，就能提起當時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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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事要永遠記得，有一些事當下就要忘記──利益大眾的好事要永遠記得，
對人無益的、有害的，沒有經過證實的惡言妄語，聽到的當下就要把它從記憶中抹除，
才能往好的方向培養腦細胞，去除無明、增長慧命。假如無明沒有去除，總是不明道
理，聽了有心人捏造的言論，就在心中起煩惱，甚至再轉述給別人聽，惡業愈造愈重，
惡習會愈積愈多。」
上人教大家自我訓練多說好話，多起好心念，不要隨著無明風起舞。「慈濟總是取
於社會、天下，用在社會、天下；因為『信己無私，信人有愛』，所以認定該做的事就
要把握時間趕緊做好，若是力量不足就再向社會大眾呼籲愛心，帶動人人共同來做。過
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更期待的未來也能不斷延續這分善與愛，讓愛的能量源源不
(摘要自《衲履足跡 2019 年春之卷》 二○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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