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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分享之前，禅修寺院的画⾯栩栩如⽣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为出家及在家众提供⼀个灵修的

空间. 于 Ti-Ratana ⽂冬禅修寺院 ，有志于朝圣者将体验到与佛陀⼀⽣相关的四⼤圣地

禅修寺院⽬前正在建设中，占地23英亩，位于⽂冬镇的连绵起伏的⼭丘上 -- 标志着 Ti-Ratana集团 建
⽴幸福和健康社会使命，迈⼊另⼀个⾥程碑。第⼀阶段的建设于2018年11⽉开始，原订于2020年底完
⼯。然⽽冠状病毒的爆发延缓了⼯程的进度。这也影响了此项⽬的筹款⼯作。令⼈遗憾的是，除了延

误之外，建筑成本的上涨导致了项⽬超⽀。据估计，建筑费⽤将达3000 万⻢币。

此寺院的设施是为活动⽽设计的。包括⾯积约 6,500 平⽅英尺的教室，总⾯积约 10,000 平⽅英尺的
综合礼堂，可⽤于法会和特别活动，以及多个观景台，楼顶花园和禅修座台。各种活动，如课程、研

讨会、讲习班或会议都可以在这⾥举⾏。此外，超过⼀英亩的⼟地将分配作为⻘少年营地设施，以培

养⻘少年的领导能⼒。

藝術家構思 Ti-Ratana ⽂冬禪修寺院⼤堂⼊⼝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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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些⽆法前往印度⽐哈尔邦神圣的摩诃菩提寺朝圣的⼈们，重现佛陀⼀⽣中的 4 ⼤圣地 - 蓝毗尼，
菩提伽耶，⿅野苑及拘⼫那罗。通过其标志性的建筑、景观、雕像、图像、视频和录⾳，神奇的佛陀

教诲为有意朝圣者带来了活⼒。

作为该区的⼀座佛教道场，禅修院处于⼀个理想的⾃然环境，让在家众通过⾝体⼒⾏、情绪上的正念

和禅修来重新定位⾃⼰，并将佛法⽤于⽣活上。

这所寺院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彭亨州森林中，距离加叻⾼速公路只有很短的⻋程。洁净的空⽓、清澈的

溪流和热带动植物，Ti-Ratana ⽂冬禅修寺院 结合了现代⽂明设施和天然朴实环境的魅⼒。

在建筑设计上与⾃然共存，本地的野⽣动物已开始返回昔⽇的橡胶种植园，让到访者看到⽣命同体的

含义，并有机会对所有的众⽣实践慈悲⼼和仁爱⼼。

藝術家對 Ti-Ratana ⽂冬禪修寺院 第⼀期⼯程的⿃瞰圖的描繪
 

免責聲明：上⾯的作品是藝術家對 Ti-Ratana ⽂冬禪修寺院 的印象，因此，最終的場所建設可能與構思不同。
僅此特別感謝與感恩創作這些3D效果圖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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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包括企业在过去为我们的筹款活动慷慨解囊。本会已恢复募捐活动。欢迎⼤

家分享这机会让有缘者参与此项⽬。我们了解，疫情对经济与商业构成了⼀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影

响了每个⼈的⽣活。我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逆势⽽⾏。虽处艰难时期，我们仍希望有⼼的捐赠者能出

来协助本协会渡此难关。我们诚意请求任何⾦额的捐款，⽆论是1令吉、10令吉、100令吉或更多

布施（dana）或扩⼤⼼量的做法是佛教最重要的其中⼀种功德。它⼴泛地被认为是⼈类最基本的品德
之⼀。布施发⾃爱⼼与⼈分享所拥有的。它反映了⼀个⼈的深度和⽆私的品德。您的捐赠有助于传播

爱、同理⼼和佛教的⽆缘⼤慈同体⼤悲的精神。我们的所为正灌输这种精神，照亮当地和全球⼈的⽣

活。修布施能为你及家⼈带来好的果报

Ti-Ratana ⽂冬禪修院的施⼯進度 截⾄2021年4⽉
 

布施捐贈

 通過⽀票
Persatuan Kebajikan Ti-Ratana, Malaysia

通過銀⾏轉賬

 Persatuan Kebajikan Ti-Ratana, Malaysia 
UNITED OVERSEAS BANK (UOB) A/C No 1213 00 2118

重要說明：根據 No.Warta Kerajaan 765 的免稅條⽂。所有捐贈的現⾦/⽀票/郵
政匯票都會有正式的免稅收據 (免稅號碼：01/35/42/51/179-6 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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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些中⼼经过仔细评估周边地区的

情况，已决定重新开放，以及基于政府的

安全标准作业程序。从2021年8⽉31⽇
起，我们蒲种分⾏三宝佛学会蓝毗尼园佛

堂，已经重新开放给那些低⻛险的⼈和完

全接种疫苗者。

想获得法师祝福或⼼灵咨询的⼈，可提前

2天通过他们的脸书，电⼦邮件、
WhatsApp或⽹站进⾏预约。

有兴趣者也可以使⽤线上祝福和咨询的服

务。

你是否已完全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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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历的10⽉或11⽉举⾏，供僧⾐节是由

在家众所组织的，⽬的是为僧侣赠送新的

袈裟。于供僧⾐节中会隆重地供上⼀件袈

裟给寺院主持，是⼀种表法即最有德⾏的

僧⼈接受居⼠们的供养

结夏安居⼜称⾬安居。出家众进⾏为期三

个⽉的年度闭关。在⾬季期间进⾏结夏安

居，僧团留在寺院和庙宇内。在某些寺

院，在结夏安居期间出家众会很精进的修

⾏。⼀些在家众则选择吃素减少与⽣命结

冤。

何謂結夏安居與供僧⾐節？

左图：2019年供僧⾐节的游⾏活动分别在我们的蒲种和巴⽣分部举⾏

右图：奉献者和委员会成员触摸2019年的供僧袈裟
来⾃不同宗派的僧侣们在2019年的供僧⾐节⻬聚于我们的

Puchong分会。虽然供僧⾐节是⼀个源⾃上座部佛教的传统，
但许多僧伽都参与此节⽇，促进佛教界的团结。

 

Ti-Ratana Lumbini Garden 
周⽇佛學院

免費學習佛法  

每周⽇上午10點
適於所有的年齡階層

在綫課程

請向蒲种分會報名

作者 Mrs. Lee
蒲种分會的前任佛學院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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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提到，有30名在外的僧⼈打算回來与佛陀⼀起闭关渡过⾬季。然⽽，当七⽉的满⽉（闭
关的开始）到来时，他们还没有到达⽬的地。按照惯例，他们必须留在原地。因此，僧侣们

很失望，在远离⽼师的情况下渡过了三个⽉的闭关。闭关结束后，僧侣们結束了他们的旅

程，返回⻅佛祖。佛陀知道他们的失望后，就开⽰以⿎舞和启发他们。佛陀建议他们⼀起制

作⼀件新的袈裟，僧侣们开始缝制袈裟。在当时，所⽤的⽅法是将碎布⽚铺在⼀个框架上，

然后将它们缝合起来。这个框架被称为Kathina。

根据仪式的规定，袈裟是通过将补丁缝在⼀起⽽制成的。据称是为了模仿早期僧侣在出外时

看⻅所熟悉的成⽚稻⽥。居⼠们⾸先供上要制作袈裟的布，然后由僧团在同⼀天进⾏标记、

裁剪和缝制，之后交返予在家众进⾏供僧⾐仪式。

Kathina 的另⼀个含义是 "困难"，这表⽰佛陀弟⼦⾝负艰巨的使命，故须遵循佛法所需的坚韧

供僧⾐仪式也提醒，僧团与在家众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僧侣们以⾝作则教化在家众，⽽作

为回报，信徒们则满⾜出家众⽣活的基本需求。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佛陀所强调的，当然也

是佛教得以传承和延续的重要因素。这是唯⼀俗家⼈的仪式从早期的佛经所印证的，其重要

性由此可⻅⼀斑

2020年的供僧⾐节：只有住在附近的⼈能够亲⾃参加，⽽其他⼈则在⽹上观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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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本⽂时，我们有3个分会已经确认2021年供僧⾐节的⽇期。更多的分会可能有此活动及
供赠袈裟的仪式，但我们⽆法在本期刊中公布

请关注我们的⽹站https://www.ti-ratana.org/kathina留意最新的动态。

2021年供僧⾐節的讚助活動

点击各分会的位置来赞助

蒲种 - 2021年10⽉31⽇
巴⽣ - 2021年11⽉4⽇
⼋⼤灵村 - 2021年11⽉7⽇

150令吉的袈裟配套装在蒲种分会是没有供应。联合赞助⼈的价格因每个中⼼的价格⽽异，因为
配套所包含的物件以及场地的⼤⼩⽽有所不同

http://puchong.ti-ratana.org/kathina
http://klang.ti-ratana.org/kathina
http://ti-ratana.org/kathina-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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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庄是 Ti-Ratana 佛教协会即将推出的⼀个佛教道场，位于海拔500多英尺的地⽅，就像

城市中的森林。平静、葱绿的环境与⼤型的透明落地玻璃窗相结合，提供了轻松的氛围来练习禅

修。

Ti-Ratana ⼭庄是由数年前已过世的主⼈所捐赠的。这座将近半个世纪的建筑，以前是由⼀群志同道

合的佛友⽤来弘扬佛法。它位于 Balakong 和 Seri Kembangan 之间，当然你永远不会想到它是⼀

个修⾏的地⽅。

此中⼼将成为下⼀代佛教徒的主要活动场所，并为未来的先进技术提供良好的技术装备，辅助弘法

利⽣的⼯作。

寺院之鐘聲令
⼭莊⽣氣勃勃



作为⼀个超过2500年历史的宗派，佛教应为其悠久的历史传承⽽感到⾃豪。但若我们看⽪尤研究

中⼼预测的统计数据，佛教徒的⼈⼝正在下降。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事实是，我们可能有点落后

了。⼤约10年前，⼀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周⽇上午的聚会。我们吃东西，看表演，唱歌和玩

游戏。然后到了最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个不同信仰的精神聚会。但它似乎很有吸引⼒。我于是

问我的朋友："像这样的聚会有多久了？" "我不知道，但我⽗亲在⼗⼏岁时也曾做过同样的事情。"

我们看当今的佛教⻘年聚会也是如此。聚餐、看电影、唱歌 、运动和玩游戏，甚⾄跳舞。但我们

这样做可能有点太晚了。在 1970 年⾄ 2000 年，有⽆数对外弘法的⼯作，通过各种现代⽅法接触

到佛教⻘年。但随着时间的演变，许多佛教组织遗忘了两件事：⼀是互联⽹，⼆是随之⽽来的便

利。同时，许多⽗⺟没有佛教背景，⽆法传递正确的佛教意趣给他们的孩⼦。因此，许多年轻⼈

改弦易辙，⽆视宗教或者投向他们认为最 "酷 "或最有魅⼒的宗教。

佛⻘领域发展得很缓慢，我们的⻘年部在 2013年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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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代的佛教徒   作者 Rain Lee

此照⽚是疫情前所拍摄，已过度地被使⽤，它是唯⼀张有年轻⼈的照⽚。



2017年，我被我们的⼤主持委以重任要重振⻘年组。但说实话，我不知该从何做起。⾸先，我向

每位朋友发信息。但⽆⼈愿意加⼊。当我开始上学院时，我想出了⼀个主意。我们的课程要求参

与者完成10 ⼩时的社区服务。完成超过10 ⼩时的社区服务会有奖励。在我开学的第⼀周，我⾛进

辅导员办公室，问她："⼩姐，你有时间吗？" 半⼩时后，Ti-Ratana ⻘年志⼯服务会就此诞⽣了。

三年来，数⼗名⻘年⻛⾬不改，不仅是佛教⻘年，还有其他信仰的⻘年。他们希望与朋友有⼀种

社区和联谊的感觉，每周与我们⼀起在蒲种分会清洁寺庙。活动不是重点。在扫地、整理书籍、

擦拭桌⼦的同时，他们也可以和朋友及同事交谈，谈论课堂上发⽣的事情，或最新的电影或游

戏，以及他们刚刚得到的最新笔记本电脑等等。之后，他们会吃午饭，并在饭后继续聊天。

在某种程度上，来社区服务只是为了出去玩。但这⼀切都改变了 - 在2020年，正如我们所担⼼的

那样，发⽣了冠状病毒疫情。⼀切事都转移到了⽹上，志⼯者会议也是如此。除了帮助直播法会

活动之外，没有什么事可做的。还有⼀个问题：许多志愿者不是佛教徒，因此他们不能参加我们

的在线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是佛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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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卫塞节和 2019年 供僧⾐节，⻘年部协助当⽇的⼯作。



在⼏乎⼀年没有活动之后，2021年4⽉举⾏了⼀些 Ti-Ratana⻘年志⼯服务会议，但仅此⽽已。 5

⽉初，疫情愈加严重导致志⼯服务项⽬再次停顿，⻘年部再次虚渡今年。在2020年的⼏个⽉⾥，

我是整个协会中唯⼀活跃的⻘年。实际上，除了卫塞节和供僧⾐节，早在2017年、2018年 和

2019年，情况都是如此。同年的5⽉，来了⼀位⾼中⽣，可惜的是，后来她由于在校担任许多职

务⽽⽆法参与。

2021年7⽉，我⾛进⼤主持的办公室，向他咨询多年来的问题及解决⽅案。听取了他的⼀些很好

的建议后，我再次询问学校的朋友，这⼀次他们同意了。⾃此以后，⼀切都发⽣得很迅速。作为

新⼀代的佛教徒，我们积极地开发项⽬（暂时保密，⽬前只有⾼层管理⼈员和我们在家众顾问知

情），以及筹划年度Sayonara⻘年营。

后来与导师会⾯并遵循所有的SOP。在所有的谈话中，我们却可惜没拍任何的集体照⽚。你要相

信我们的话，或由我们拍摄照⽚来说明这⼀点。

但是3个⼈的团队并不⾜以⽀撑下⼀代的佛教徒。看此⽂的读者若是⼀名年轻⼈，不妨与你们认

识的年轻朋友加⼊我们的⾏列吧! ⽆论是会员，还是作为委员会成员，我们都需要您的帮助! 关于

报名的细节，请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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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TR佛⻘委员会成员与本佛教协会主席 Irving Ho 以及我们在家众志⼯者顾问，90年代TR佛⻘會 的
前成员 - You Cheong，进⾏视像会议。



加⼊成爲委員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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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加⼊佛教⻘年部

加⼊成爲我們的會員

加⼊成爲我們的會員：

+60125483680.

Ti-Ratana 佛⻘會
 

誠聘⾃愿者

 
空缺職務

秘書

活動主管

物流主管

公共關係主管

 
今天就加⼊我們，成為我們團隊的⼀員

發郵件或發發信息給我們，申請相關的職務

youth@ti-ratana.org

http://wa.me/+6012548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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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巴⽣ - 邀請參加結夏安居的活動

結夏安居是在 2021年7⽉24⽇下午3點進⾏。三位委員會成員出席
此活動，邀請 Bhante K. Saddha到巴⽣三宝佛寺觀禮⼀年⼀度的

結夏安居的活動。

 
在結夏安居期間，僧團成員必須在每7天中⾄少有⼀晚觀察安居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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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慈愛福利中⼼ 與你⼀起網上⾳樂會

2021年8⽉7⽇ 星期六 晚上8点 - 我们成功举办了⾸次在线直播⾳乐会，TiRatana Stand Together
Inaugural Online Concert。这场⾳乐会在 Ti-Ratana慈爱福利中⼼的官⽅YouTube频道和 脸书⻚⾯

上直播。

 
Ti-Ratana 慈爱福利中⼼每天为数百名贫困居⺠提供服务，包括⽼⼈、孤⼉和单亲⺟亲。由于疫情的
缘故，我们⽆法举办实体筹款活动，导致我们的捐款迅速减少。因此，我们组织在线的⾳乐会 "Ti-

Ratana Stand Together Inaugural Online Concert"。我们希望能借此凑获⼀些资⾦，来渡过这个艰
难的疫情。

 
我们邀请了当地的艺⼈和歌⼿，如著名的DJ Leng Yein, 朱浩仁, 赖淞凤等。由于⾏动管制令仍在进⾏
中，为了安全起⻅，我们决定让所有的艺⼈在⾃⼰家⾥预先录制他们的表演，并遵守国家的SOP。在

现场演出期间，我们只有⼏个⼯作⼈员和两位司仪在现场⼯作。

 
感谢所有在幕后⽀持我们和在现场表演的⼈。我们官⽅⽹站的⽹上捐款平台和电⼦钱包，令这个艰难

时期的捐款变得更简单和⽅便。你们的奉献和持续⽀持，让这场⾳乐会才得以成功。

 
进⼊节⽬直播室之前，我们都进⾏了新冠肺炎检测。我们仍有计划在明年再办⼀场⽹上⾳乐会，敬请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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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巴⽣ - 盂蘭盆節

盂兰盆节或⻤节是某些东亚国家举⾏的⼀个中国传统节⽇。这节⽇向逝者供⻝物、饮料、祈祷

和进⾏某些拜祭仪式。

 
然⽽在佛教中，根据佛陀在上座部中的教导，⼾外经 (⼩诵经注七 ) 和 善⽣经 (⻓部31经)，⼈
们应该为他们逝去的⽗⺟和亲⼈⼈提供布施。通过⾏善积德并将功德回向给亡者分，当逝者分

享到功德⽽感到欣喜时，会得到提升。

 
为了配合盂兰盆节，Klang Ti-Ratana Vihara举办了诵经，祈福仪式（每天3场），还有法师

们的佛法课程，以及供灯、鲜花、清⽔和⽔果。

 
将功德分享予亡者离苦得乐不受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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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蕉賴

觀世⾳菩薩得道⽇
2021年7⽉28⽇，我们在观世⾳菩萨得道⽇，进⾏

了供灯和供花的仪式。

供灯和供花的捐款将被⽤于照顾被弃养的动物，以

及为巴⽣⾕地区的B40穷困团体和社区的残疾⼈，

提供⼲粮和医疗⽤品及药物。

还向动物收容所提供了现⾦资助，也提供了⼀袋袋

的猫和狗的托盘。

个家庭获得了⼲粮的提供，⽽三个有残疾成员的家

庭也获得了现⾦的援助。

“我們學會了奉獻，不是因為我們擁
有得多，⽽是因為我們知道⼀無所

有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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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巴⽣

觀世⾳菩薩得道⽇

汉语⾳译「阿婆卢吉低舍婆罗」或更有名的观⾳菩萨，或⼤慈⼤悲观世⾳菩

萨，是⼀位听到世界的苦难并向众⽣伸出慈悲之⼿的⼤菩萨（能达涅槃但选择

倒驾慈航帮助众⽣的觉悟者。

 
观世⾳菩萨有三个主要的纪念⽇--开悟证道，出家修⾏，诞⽣之⽇。

 
于Klang Ti-Ratana Vihara，欢迎⼗⽅向观世⾳菩萨表达敬意和做供奉。观世⾳

菩萨的造型是⼿持莲花，巨⼤的雕像⾼度超过1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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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蒲种 - 新任的常駐僧侶

S. Gunaratana 法师 应我们⼤主持 Ven Datuk K. Sri Dhammaratana 的邀
请，于 Ti-Ratana Lumbini Garden Puchong 结夏安居。 P. Vineetha 法师 回
到斯⾥兰卡，H. Hemaloka 法师 则忙于 Ti-Ratana 慈爱福利中⼼的事务和许

多其他的慈善项⽬。

 
他于2021年7⽉21⽇抵达该中⼼。⽬前，他为该地区的社区提供服务。预约前
来的⼈必须完全接种疫苗，并遵守SOP，⾄于⽆法前来的⼈，则通过视频电

话。他会英⽂，国语（⻢来⽂）和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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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蕉賴

點亮佛燈普照眾⽣

 Cheras SDS 与 法志法师 於 2021年8⽉
8⽇，农历七⽉初⼀ 主辦《點亮佛燈普

照眾⽣》的活动。

 
SDS的员⼯、家⻓和祈福者⻬聚⼀堂，

表达对逝者的孝⼼和敬意。

 
在法志法师的带领下，⼤家⼀起读诵地

藏菩萨本愿经，祈求地藏王菩萨的保

佑，免除⼲扰，消除业障，并将功德回

向给亡者。

 
愿所有会员和他们的家⼈参加此法会，

都能得到三宝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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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年部⾸次的視像會議

Ti-Ratana佛教⻘年部的第⼀次会议由以下⼈员组成 H.Hemaloka Thero法师（图中没

有），精神顾问 Ti-Ratana 佛教协会主席 Irving Ho，⻘年部主席 Lee Lin Jun

（Rain），⻘年部的财务主管和代理秘书 Ethan Hoe，体育和信息技术部主管 Ze

Yang，以及出家众志愿顾问，同时也是 Ti-Ratana 佛⻘会的前成员 You Cheong。

 

⾸次会议上，提出了佛⻘会官⽅标志的⽅案，以及所有的宣传品。技术项⽬交给佛⻘会

负责，需要年轻⼈的技术专⻓。⻘年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来⾃各种信息技术领域的学⽣。

 

第⼆次会议上，佛⻘会建议协会增加预算，提升直播活动的质量，因为在未来会经常以

此⽅式与⼤众接触。由于经济的考量，这个动议经仔细的考虑与讨论，最终被批了。标

志和宣传品也获得批准。也讨论了技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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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蒲种 - 盂蘭盆節

饿⻤节是世界各地华⼈社区庆祝的传统中国节⽇。它是⼀个专⻔纪念亡者的节⽇，特别是那些被

认为已经去了下层世界的⼈如地狱。

 
⼈们认为，在农历七⽉⼗五之夜（通常在西历七⽉或⼋⽉），地狱、天堂和⼈世间的⼤⻔开放，

可以⾃由往来。焚烧⾹纸、供品、蜡烛和供奉⽔果是为死者准备的，据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享受

吃东西。

 
在南传部和北川部的宗派中，佛陀分别讲了《⼾外经》和《盂兰盆经》，其中受祝福的⼈解释了

饿⻤的境界，他们全年都在地球上游荡（不只是⼀天）。他们曾是⼈类，但在世时候造很多恶

业，感应在这个境界⾥⽣存。⽣活在这个领域，永远饥饿难于进⻝

在佛教信仰中，在⽣者最好代亡者⾏善，当作为饿⻤的时间结束时，他们会转⽣到更好的地⽅，

或者他们能提前转⽣。焚烧⾹纸和其他物品只是⼀种⽂化传统。随着佛教在全世界的传播，⽂化

和信仰相连⼀起。

 
Ti-Ratana Lumbini Garden 于2021年8⽉21⽇和22⽇举⾏了盂兰盆节法会，其中⼀场由 ⻢来西
亚⾸席⼤⻓⽼ Ven Datuk K Sri Dhammaratana 主持，另⼀场由 H. Hemaloka 法师 主持，所有

活动都在脸书和 YouTube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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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蕉賴 - 盂蘭盆節

法志法师于 2021年 8⽉22⽇⾄9⽉6⽇，
以⼤乘佛教的传统进⾏14⽇的法会，祈求
消灾免难，⻛调⾬顺及如意安康。我们很

⾼兴看到许多捐赠者和赞助者参此盂兰盆

节。

 
赞助者都祈求平安，⻓寿和消灾免难。

 
基于疫情的关系，只有特定的信徒和⼯作

⼈员都在中⼼协助法志法师进⾏法会。

 
直到 2021年底，我们将继续在初⼀和⼗五
供灯，献花，诵经和祈福。法志法师将主

持这些活动。

 
由于我们不对公众开放，只有50名信徒和
志⼯者在这节⽇中协助法师。请通过我们

的⽹上节⽬加⼊我们，并在SDS的脸书上
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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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活動會報
巴⽣ - 綫上共誦慈愛經

每年，Klang Ti-Ratana Vihara 都会与其他佛教会⼀起参加 "共诵慈爱经 "
的活动。

 
参与这活动的⽬的是通过⼀起诵经，向世界发送慈⼼及仁爱之⼼，祈求所

有的众⽣都能幸福美安康。

 
然⽽，这两年很特别和具有挑战性，每个⼈都被限制会⾯。所以这活动是

通过 Zoom 视像会进⾏的。
 

祝愿所有众⽣幸福安乐，免除灾难，⾝⼼安康以及离苦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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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活動會報

週⽇佛學班
蕉賴 @ 10am - 12pm 通過 Zoom 視像 每週⼀次
巴⽣ @ 10am - 12pm 通過 Zoom 每兩週⼀次
蒲种 @ 10am - 11am 通過 Zoom 視像 每週⼀次

Youth: Sunday @ 11 am 通過 Zoom 每兩週⼀次
將來會進⾏實體教學，依疫情的情形⽽定，具體時間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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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總部的佛法講座

請查看我們的臉書⾴⾯，了解即將舉⾏的佛法講座

Almost Daily Chanting (Live on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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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oming Events
SDS Hymn Singing

Sukha Dhamma School is happy to invite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DS
2021 Solo Hymn Singing Competition. 

Come and show us your talent. 
 

Step 1: Select a hymn (hymn, lyrics and minus on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j8-
dkwajG8AqOtJcFdLPKkoRqBfYCDD?usp=sharing)

Step 2:  Record a video of yourself singing the hymn with the music only (minus one). 
Step 3:  Record a verbal self-introductory video of less than 1 minute, reason(s) for choosing the

particular hymn.   
Step 4:  Name both videos as participant’s name. Example: “Joe Shen-1” and “Joe Shen-2”.  

Step 5: Submit the video via WhatsApp: 012-5862692 to Bro Joe Shen OR upload into Google Drive
and share with joeshenheng@gmail.

 
Registration form: https://forms.gle/8ynqsBGR2rzaPXBp6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via WhatsApp: 

Bro Joe Shen (012-5862692)  
Sis Malini Loke (012-320 9889)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j8-dkwajG8AqOtJcFdLPKkoRqBfYCDD?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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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oming Events
Kathina

At the time of writing, 3 of our branches have confirmed their dates for Kathina 2021. More
branches may have Kathina or robe offering ceremonies which we were unable to publish in

this version of the bulletin. Please follow our website at www.ti-ratana.org/kathina for the
latest updates.

Click or tap on each branch location to sponsor.
Puchong - 31st October 2021
Klang - 4th November 2021

Desa Petaling - 7th November 2021

The RM150 set of robes is not available at the Puchong branch. Co-sponsor prices vary per
center due to the items included in the package as well as the size of the premises.

http://ti-ratana.org/kathina
http://puchong.ti-ratana.org/kathina
http://klang.ti-ratana.org/kathina
http://ti-ratana.org/kathina-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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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Ti-Ratana Cheras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们 Sukha 佛学院和其他许多中⼼⼀样，开始了电⼦教学。虽
然对我们是考验，但我们很快就采⽤了虚拟教学⽅法，使我们能够与学⽣进⾏视

像的互动。我们还使⽤了各种在线教学的模式，让学习佛法变得有趣和有意义。

 
⽬前，我们每周都在有⽹上的佛学班

课程表

每周⽇上午10:00-12:00，为 4-17岁的学⽣提供英语和中⽂的佛学班，通过 Zoom
进⾏授课。

每周六晚上8.00-10.00，使⽤佛教⻘年会教学⼤纲的成⼈课程，通过 Zoom 进⾏
授课。

 
2022年 的课程报名已经开始

请联系 012-217 3310 或 012-321 8006 通过 WhatsApp 或脸书⻚上的 Ti-Ratana
Sukha Dhamma School 报名。

http://facebook.com/sukhadhammaschool


在線佛學班

慈⼼班 - 4-6歲（英⽂）
       

 
 
 
 
 
 
 

悲⼼班 - 7-9歲（中⽂）
      

 
 
 
 
 
 
 

喜⼼班 - 7-9歲（英語）
         

 
 
 
 
 
 
 

精進班 - 10-12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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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捨⼼/信⼼ 班 - 10-17歲(英⽂)
          

 
 
 
 
 
 
 

戒/定 班 - 13-17歲(中⽂)
 
 
 
 
 
 
 
 

慧班 - 成⼈班（佛教⻘年會的教學⼤綱）（英⽂）*
*上課時間：晚上8.00-10.00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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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oming Events

我們祝福所有的信徒、⼯作⼈員、家⻑、學⽣、贊助⼈、捐助者和祝愿者：

 
願所有的苦難都能避免

願所有的疾病都被消除

願你和家⼈安康

願你和家⼈常受三寶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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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的標準作業程序

注意：⽬前只有部分中⼼对公众开放，进⼊中⼼可能需要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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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Group

* Ti-Ratana 集团并不是⼀个法律术语，⽽是代表所有的协会及其部⻔，以及Ti-
Ratana旗下的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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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頻道

只要單擊或點擊頻道圖標即可觀看。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這是免費的。
你只需要⼀個⾕歌帳戶（⼜稱Gmail帳戶），即可登錄。

 



OUR CE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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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中⼼

孟沙  (HQ) 蒲种

17, Lorong Maroof
59000 Bangsar 
Kuala Lumpur
+603 2287 4800
bangsar.ti-ratana.org

36 & 38, Jalan Puteri 4/2
Bandar Puteri, 47100
Puchong, Selangor 
+603 8051 6630 (WhatsApp)
puchong.ti-ratana.org

@tiratanaofficial | www.ti-ratana.org

Ti-Ratana Bangsar
@trlgpuchong

巴⽣

Lot 57313, Persiaran Aman Perdana 2
Aman Perdana 41050 
Klang, Selangor
+6018 382 3132
klang.ti-ratana.org

@trvklang

蕉赖

Lot 6711, Jalan 5/154
Taman Bukit Anggerik, 56000 Cheras
Kuala Lumpur
+6012 217 3310
+6012 321 8006
cheras.ti-ratana.org

Ti-Ratana Sukha
Dhamma School

⼋打灵再也

21, Jalan Penchal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603 7784 9002
pj.ti-ratana.org

Ti-Ratana Penchala
Community Centre

慈爱福利中⼼

Lot 16106, Jalan 13B
57100 Desa Petaling
Kuala Lumpur

+603 7988 1818
ti-ratana.org.my

@tiratanawelfaresociety

即将开设的中⼼：

Ti-Ratana @ Balakong
Ti-Ratana @ Bentong 



軟件贊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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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所有善⼼的捐助者和捐款⼈，讓

Ti-Ratana 能順利弘揚正法
 

祝愿三寶與各位同在

Sadhu! Sadhu! Sadhu!

我們的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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