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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佛教教育基⾦金會及安省佛學聯社合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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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心靈輔導」圓桌會議
為向佛教社區⼈人⼠士徵詢有關未來「佛教⼼心靈輔導」碩⼠士課程的意⾒見以切合本地的需要，加拿⼤大佛教教
育基⾦金會與 多倫多⼤大學 Emmanuel 學院在 2014年6⽉月⾄至 2015年1⽉月期間，合辦⼀一連串的圓桌會議，搜
集各⼈人的寶貴意⾒見。
於六⽉月⼆二⼗十⼀一⽈曰在正覚寺舉⾏行第⼀一次會議，講者由左⾄至右：Bhante Saranapala 法師，汪嘉禮醫⽣生，
Mark Toulouse 院⻑⾧長，Kosu Boudreau 導師，梁思敏⼥女⼠士 (Rita)，⻩黄⽟玉莲教授 (Renita)

First Buddhist Chaplaincy Roundtable on June 21, 2014 at the Ching Kwok Temple in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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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社區關懷計劃
從今年起，加拿⼤大佛教教育基⾦金會將會發展新的資助項⺫⽬目，包括佛教⼼心靈輔導課程，以訓練專業導師及義
⼯工在醫院、善終服務機構、監獄及其他公共機構提供輔導服務，本會亦會為合資格的學員提供獎學⾦金。此
等為佛教徒⽽而設的課程在加拿⼤大乃屬⾸首創，⽇日後，有志從事這⽅方⾯面輔導的佛教徒便不⽤用遠赴外地去學習了。
很⾼高興向⼤大家宣佈，多倫多⼤大學的「以曼儂亞學院」Emmanuel College 開辦了「佛教靜修及精神健康」⽂文
憑課程。這課程是借助⼗十分受歡迎的 「佛教、⼼心理學及精神健康」Buddhism, Psychology & Mental Health
學⼠士課程的成功經驗⽽而設。這⽂文憑課程將較着重佛教⼼心靈輔導⽅方⾯面。從這⽂文憑課程修得的學分，亦可轉⽤用
到將會設⽴立的「佛教⼼心靈輔導」碩⼠士課程。我們希望佛教社區⼈人⼠士能給予這些佛學課程⼤大⼒力⽀支持及捐助，
好讓佛教同學能在加國本⼟土接受到這些專業訓練。「佛教靜修及精神健康」⽂文憑課程⾸首兩科將於2015年1⽉月
開課，有意報讀者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emmanuel.utoronto.ca/Prospective/Academic_Programs/Diploma_in_Buddhist_Mindfulness_and_Mental_Health.htm

訪問 West End Buddhist Centre ⻄西區佛教中⼼心Bhante Saranapala法師
簡介：法師⼗十歲時在司理蘭卡出家，⾄至今已有三⼗十年，他來到加拿⼤大後，完成了佛學的學⼠士、碩⼠士及博⼠士的課
程。除了在寺內主持弘法活動外，他常應邀到加拿⼤大及美國各地推廣佛陀教育。

問 : 請問法師您在貴中⼼心以外還有擔任甚麼⼯工作？
答：我以出家⼈人⾝身份，義務擔任多倫多⼤大學佛教導師的職務。
問：請法師和我們分享⼀一下您的服務⼼心得。
答：很多⼈人因知道我是佛教導師，便以電郵和我聯絡，希望得到⼼心靈的輔導。現在社會⽣生活實太緊張，家
庭⽣生活也不完滿，令⾄至⼈人⼼心㥬惶。因為很多⾮非佛教徒的夲地⼈人，他們覺得佛教⽐比其他宗教包融和開通，所
以就會向佛法尋找⼈人⽣生道理，想得到⼼心靈的安慰。 追求佛教⼼心靈輔導的⼈人雖然多，但能夠幫助他們的導師
則不多，⽽而我⾃自⼰己也不夠時間幫助所有毎天來找我的⼈人。
問：找您輔導的⼈人是否都是學⽣生 ？
答：來找我的並不單只是學⽣生。除了學⽣生外，其實社會內也有其他有很急需要佛法的輔導的⼈人: 住醫院的病
⼈人、護理院的⽼老⼈人、甚⾄至是監獄的犯⼈人，他們是很難得到院⽅方提供佛教的⼼心靈輔導和關懷，尤其是病危⼈人
仕，也不容易得到佛教的善終服務。因為絶⼤大部分現在擔任院牧公作的⼈人部是天主教、基督教徒，所以信
主流宗教的基督教及天主教的⼈人仕，就很容易能在醫院、⽼老⼈人院和監獄得到院牧的⼼心靈輔導。如果佛教界
能訓練⼀一群專業⼈人⼠士及義⼯工，來擔任院牧⼯工作，便是⾮非常理想的。所以當你去年告訴我多倫多⼤大學
Emmanuel College 「以曼儂亞學院」同意創辦佛教院牧教育的碩⼠士課程，訓練佛教專業宗教師和提供業餘
佛教⼼心靈輔導関懷的義⼯工課程，令他們可以去醫院，⽼老⼈人院等等的 公共院舍服務，我是⾮非常⾼高興的，我願
意親⾝身去呼籲夲地所有的南傳、北傳及藏傳佛教圑體，來⽀支持這個計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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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靈輔導教育及佛學課程」講稿中譯
(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 Buddhist Studies)
湯喬⼠士導師 (Chaplain Thom Kilts) 於 2014年 9⽉月 6⽇日
加拿⼤大佛教教育基⾦金會中秋籌款晚宴致詞
我今⽇日的演講內容主要是有關「臨床⼼心靈輔導教育」及貴會所推動的佛學課程之間的關係。「臨床⼼心
靈輔導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簡稱CPE。
我於美國科羅拉多州 (Colorado)接受宗教師訓練，完成了佛學碩⼠士課程。當中我必須要修讀 CPE，經
過多年的修讀和實習，我成為了⾸首批在美國被認可的佛教徒CPE導師(CPE Teaching Supervisor)。我
在專業⼼心靈關懷 (spiritual care)⽅方⾯面已有⼗十七年的⼯工作經驗，先後在美國及加拿⼤大不同服務環境中⼯工
作，現時在賓頓市 (Brampton)⼀一間醫院服務 。
CPE ⼀一般來說可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提供⼀一種體驗式的實習訓練，使學員⽇日後可向「加拿⼤大⼼心靈関
懷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Spiritual Care (CASC) 申請成為⼼心靈関懷專家 (Certified Pastoral
Specialist)，他們可以在醫院、護理院或監獄中從事院牧⼯工作。第⼆二，對⼀一些宗教學位課程來說，亦以
CPE 作為他們課程的⼀一部份，因為CPE能提供深⼊入的訓練。如果能把 CPE 納⼊入任何佛學課程中，將
會使課程更豐富及可以與其他宗教訓練共融。
現在我們在加拿⼤大想籌劃設⽴立佛學碩⼠士學位課程，我認為應該把CPE 納⼊入成為學位課程的⼀一部份。因
為很多時教理學 (theology) 及宗教學科都容易流於空泛及很少機會實踐。 CPE 能補充這⽅方⾯面的不⾜足，
CPE訓練能令學員將來可以為不同類別及背景的⼈人⼠士服務，同時⼜又能把知識及佛法⽤用於⽇日常⽣生活中。
修讀過 CPE 的⼈人，如有志成從事院牧⼯工作，亦可繼續進修，申請成為「加拿⼤大⼼心靈関懷協會」的認可
⼼心靈関懷專家。
我現時在賓頓市 (Brampton)醫院提供CPE 訓練。多年來透過訓練學員，我有機會與不同宗教背景的⼈人
⼠士合作，並在⼼心靈關懷服務這專業⽅方⾯面為佛教講說話。
現在安省對於⼼心理治療⽅方⾯面有較嚴格的管制，由於他們這些⼼心靈關懷專家亦要成為註册⼼心理治療師
(psychotherapist)，所以他們可以說是把⼼心理治療及宗教教理學結合渾⽤用的先驅。
⼤大家都知道，佛法在現代⼼心理學及教理學上可以有很⼤大的貢獻。我夲⼈人全⼒力⽀支持推動佛學碩⼠士學位課
程。我認為，⼤大家作為佛教徒或社區領袖，也有責任為培育佛教⼈人才⽽而⽀支持這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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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關懷⼯工作⼩小組
今年七⽉月，安省佛學聯社成⽴立了⼀一個「佛教關懷⼯工作⼩小組」，當中包括有佛教僧侶、醫⽣生、社⼯工、醫療⼈人
⼠士 、善終服務義⼯工、教育界⼈人⼠士、社區領袖及倡導者等。這⼯工作⼩小組主要是籌劃及⽀支持成⽴立⼀一個「佛教關
懷網絡」，為現時在正規醫療服務機構中（如：醫院、善終服務、護理院）或在家中有需要⼈人⼠士提供親善
探訪及⽀支援服務。為使這關懷網絡中的義⼯工得到適當訓練，聯社將與約克區善終服務機構Palcare Network
for York Region 及 Emmanuel College「以曼儂亞學院」合作，為義⼯工安排⼀一般性及佛教關懷訓練課程。
請瀏覽 http://www.palcarenetwork.org/core1.html Palcare Network 的⼀一般性善終關懷訓練課程，查詢詳情
或有意報名者，請與吳⼥女⼠士 (Chris Ng) 聯絡，電話 416-910-4858；電郵 wisdom.tor@rogers.com

~~~~~~~~~~~~~~~~~~~~~~~~~~~~~~~~~~~~~~~~~~~~~~~~~~~~~~~~~~~~~~~~~~~~~~~~~~~~

訪問家居服務統籌主任陳姑娘
問:陳姑娘，據我所知，你在多倫多從事統籌家居服務這⽅方⾯面的⼯工作已超過⼗十五年，要⾯面對不少「⽼老、病、
死」等不同類別的個案。你作為⼀一位佛教徒，能否把你的信仰溶⼊入⼯工作中呢?

答:作為⼀一位公職⼈人員，我不可以在我的⼯工作中弘揚佛法，但佛法本⾝身就是⼀一種⽣生活，很多佛法的教導就是
幫助我們⽣生活得⾃自在⼀一點。「⽼老、病、死」正是佛法「⼗十⼆二因緣」中的重要⼀一環。了解到這些都是無常變
易法，我便盡⼒力為我的病⼈人或受助者改善或造就好的因緣條件，讓他們在那些困苦的時刻，較為舒緩渡過
困境。

問:最近，我們「佛教教育基⾦金會」發起了有關 「佛教院牧⼯工作 Buddhist Chaplaincy」的⼀一系列圓桌會
議，你亦有積極⽀支持，可否分享⼀一些你的看法?

答:我⼀一聽到你們發起「佛教院牧⼯工作 Buddhist Chaplaincy」這個計劃，我便⼗十分雀躍! 其他宗教， 特別
是基督教，在這⽅方⾯面已發展得⾮非常成熟。他們 不單為信眾在信仰上作深⼊入的培育，還給予不少個⼈人輔導，
從信仰的⾓角度去治療⼼心理上的創傷，這是 我們佛教界較為貧乏的。今次透過圓桌會議，認識 到幾位佛教界
⼈人⼠士亦有為病者或臨終者提供⼼心理輔導，這是令⼈人欣慰的，可惜現時佛教界在這⽅方⾯面的 服務仍是鳳⽑毛麟
⾓角，且沒有系統的訓練及資源。今次貴會能主導引發進⼀一步探討「佛教院牧⼯工作 Buddhist Chaplaincy」的
具體⽅方針及發展，這是⾮非常 直得⽀支持的。我更希望⽇日後這些佛教院牧能在不同的設施，如:醫院、護理院中
提供， 讓我們的宗教助⼒力能在我們⽣生命中最脆弱的時刻發揮到最⼤大 的效⽤用。

問:以你個⼈人來說，你會在發展「佛教院牧⼯工作 Buddhist Chaplaincy」這⽅方⾯面作何等程度的參與呢?
答:我本⼈人的專業背景是社⼯工，現職及義務⼯工作都 有為⽼老病弱者或臨終者服務。我除了繼續積極參與你們
安排的圓桌會議外，更參加了安省佛學聯社發起招集的 「佛教關懷⼩小組 Buddhist Care Group」，與其他
志同 道合的義⼯工共同接受培訓、積極籌組及建⽴立這「護 持網」，為有需要的佛教徒，甚⾄至⾮非佛教徒，提供
義務輔導及其他資源。希望更多⼈人能加⼊入我們的⾏行 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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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拿⼤大佛教教育基⾦金會 百萬⾏行
豐業銀⾏行贊助
歡迎⽀支持『弘法隊』 或個別隊員，為佛教教育基⾦金會百萬⾏行籌款

籌 得 款 項 ⽀支 持 多 倫 多 ⼤大 學 佛 教⼼心 靈 輔 導 課 程 及 獎 學 基 ⾦金
請在⼗十⽉月三⼗十⼀一⽈曰中午前捐款，謝謝！

2014 ScotiaBank Toronto Waterfront Marathon/5K Fundraiser
Sponsor our “Buddha Dharma” Team /Sponsor our Team Members to fundraise

for U of T courses in Buddhism, counselling & mental health
Student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http://www.torontowaterfrontmarathon.com/en/charity/befc.htm
聯絡：李⽂文amleeyu@sympatico.ca 416-595-0664或 吳淑瑜 BuddhistEduFoundation@rogers.com 416-910-4858

Please make your donation no later than noon October 31, 2014, thank you!

⻘青少年英⽂文補習班
由正覺寺與安省佛學聯社所合辦的英⽂文補習班，⺫⽬目的為幫助新移⺠民及⻘青少年提升其英語的聽、讀、寫能⼒力。有
鑑於中區有越來越多的新移⺠民聚居，他們的英語能⼒力⼀一般⽐比較差。要在本地⽣生活，⾸首要克服的是語⾔言障礙。我
們直著每週⽇日的假餘時間，以會話的⽅方式，幫助他們克服對英⽂文的⼼心理障礙，直著靈活的教學，提升他們對說
英語的信⼼心與興趣，融⼊入社會。
⽽而⻘青少年除了學校的課業之外，⼤大部份時間則沉迷於網上遊戲，不務正業，虛度時光。有⾒見及此，每週⽇日專為
⻘青少年⽽而設的補習班、除了輔導功課之外，更以益智遊戲來引導他們的⾝身與⼼心靈發展。
設⽴立這個補習班的⺫⽬目的有⼆二：其⼀一，為有須要之新移⺠民提供英語輔導服務；其⼆二，⽗父⺟母在寺參加共修法會時，
⼩小朋友則透過補習班增⻑⾧長其課業，及吸引⻘青少年來寺的興趣。

Tutoring for youth to
help improve their
English
comprehension,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hosted by Buddhist
Education Network
of Ontario & Ching
Kwok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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