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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26-04-2019 第一课  : 《自觉觉他》- 认识你我 

03-05-2019 第二课  : 《佛教与辅导》- 佛教辅导的起点 

10-05-2019 第三课  :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一) 

17-05-2019 第四课  :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二) 

24-05-2019 第五课  : 《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概述 

31-05-2019 第六课  : 《辅导技巧与模式》(一) 

07-06-2019 第七课  : 《辅导技巧与模式》(二) 

14-06-2019 第八课  : 《辅导技巧与模式》(三) 

21-06-2019 第九课  : 《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一)  

       《辅导角色扮演与演练》 

28-06-2019 第十课  : 《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二) 

06-07-2019 第十一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三) 

13-07-2019 第十二课: 《自我照护》《辅导角色扮演与演练》 

29-06-2019 户外教学:  参访海悦辅导中心 

善友辅导中心 

        佛教施诊所 心宁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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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员: 林秀玲 

 

第一课: 《自觉觉他》- 认识你我 

感恩有这机缘，能夠学习助人又助己的课程。 

 

一直盼望的＂佛敎輔导基础课程＂第一课终于来临了。 

 

今天让我了解到成为一位助人者，只具备助人的热诚和爱心是不

足夠，还需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位有效助人者。有效助人者必备的

特质：自我意识和理解、良好的心理健康素质、开明、客观、能

力、诚信、真诚、尊重、同理、賦能 不批判、责任感、无条件的

正向关注、对自身与他人的种族与文化因素的敏感度与理解等。 

 

而今天我学到的是如何和前来求助的案主,保持一定安全距离,给

予温暖感，减少案主的防御心，同时需在短时间取得对方的信

任。 

 

 

第二课: 《佛教与辅导》- 佛教辅导的起点 

帶着平靜而期待的心上第二课，而今晚课程內容对我觉得比较沉

重，让我陷入思考；在现今社会和未来的社会问题，抑郁症已经

是上升的趋向，关注不只是前来求助案主，更需要关注是自身边

的家人或朋友等。 

 

今天了解和学到一般辅导和佛教辅导的分别，有如定融法师所

说：佛法辅导是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融入辅导从而帮助世人认

识、处理和脱离烦恼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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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一) 

今天是在大众学佛硏究会上第三课《执着的觉知》。执着的影响

都是由一个《我》开始，人的执着导致了生命苦难而生，抱括执

着的影响到是、情绪、行为上、生理上、精神上。更是右左我们

种种身丶口丶意而造成种种业,放下执念不易，但需要坚持学习。 

 

执着的对治： 

缘起（一切皆是条件所生） 

无我（没有实在的我） 

无常（一切皆会变异败坏） 

正念（醒离须与正见相应） 

守戒（守护六根防止造业） 

可先用施舍来削弱（我）与（我所）的执着 

 

 

第四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二) 

今天学习之前，先是自我先了解，情绪管理自我评估表，一面填

写一边思考，才发现有很多时候一直只是关注外在人事物，而忘

了关注自己内在起伏变化情绪。 

情绪基本分类己有多种：有中国古代有七情说法、美国心理学家

普拉切克（Plutchik）提出八种基本情绪，还有其他心里学家提

出九种类别，但一直所知的是基本四种情绪、快乐，悲伤、愤

怒、恐惧。而需要正念培养，让修学正念的重要，保卫着外在和

内在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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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生病也会影响到身体健康，抱着病来上课，身体是显得有些

疲惫，但心里是寧静的。 

 

今天的课程很深入，才懂的什么是心理精神疾病与障碍区别，谢

谢老师的用心敎导，让我们收益良多。 

 

 

第五课: 《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概述 

今天学到如何分别西方心理治疗法与佛教辅导的方法。印象最深

刻是一篇，佛陀说一切事物皆具有三种特性：无常、苦、无我：

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我”。‘我’只不过是各种身、心因素的

综合体,这些因素也根据因缘果报而不断地改变。一切都由“我”

开始！ 

 

第六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一) 

缺课 

 

第七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二) 

助人者基本目标：三层次目标 1.聆听   2.同理   3．改观 

 

前来的案主有些是需要处理情绪，有些是需要同理。有效辅导必

备以下条件： 

 建立融洽关系、真诚、尊重、同理心、积极聆听、不批判

（接受每个人价價、不分别心）。 

 无条件正向关注/关怀（不要求，可以有认同但要有专业技

巧） 

 比如自己穿在别人的鞋子，感受别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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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三) 

小外甥女突发的病情，紧急情况必须动手術，事情太突然，让整

家人都措手不及，而只有九岁的孩子更是不知发生什么事，我们

只能给予她精神上的支持，祝福她平安健康。 

 

 

第九课:《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一)《辅导角色扮演与演练》

今天学习角色扮演，分为两人一组，A 扮演案主，B 扮演辅导员。

A 想象案主如何倾诉心中的心事，而 B 扮演辅导员角色，学习如何

用心聆听案主内心的声音，而重述对方的内容，用不同的言语技

巧重复一遍，让案主能够感受到被同理到。 

 

用心听佛法，未辅导别人，自己已经被辅导了，感恩。 

 

 

第十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二) 

缺课 

 

第十一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三) 

速静（快速回复自然的正念） 

 

 同情疲累 

帮助别人而自我无法抽离，而自己疲累。 

如何用《正念》让迷失的航缐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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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员：黄雪芳 

 

第一课:《自觉觉他》- 认识你我 

带着喜悦心情来上这期待已久的第一课. 

 

首先，定融法师让大家作天气报告。天气变化，不论晴天、阴

天、雨天， 都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师父巧妙的以天气报

告，作为窥探来者（案主）的心情，同时又安抚来者波动的情

绪，也作为建立融洽关系的前奏。 

 

有效的沟通，能消除彼此的障碍，也帮助对方表达心中意思。融

洽关系为有效的辅导前提，能给案主有安全、温暖感，卸下防御

心理，得到信任，消除隔阂。求助者多数有畏惧心理，有着不被

理解的担心和害怕被责备的忧虑。 

 

辅导员应有著接纳的态度、让案主感受到他的可亲，关爱、宽

容。良好辅导的基础，在于真诚、尊重和同理心。 

 

这一课，让我了解怎样做个称职的辅导员。 

 

 

 

第二课: 《佛教与辅导》- 佛教辅导的起点 

师父观察到这社会现象：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变化迅速与浮动，

人们的情绪问题也倍增压力，随着精神疾病个案也频频上升。师

父也引用权威报告与数据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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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在国内外从事辅导工作多年，深深感受到心理失衡病患，其

家人与看护者深陷困境又得不到有效支援的苦。现行的西方社会

学心理咨询辅导理论及其它宗教辅导，似乎也不见有效解决问

题。有趣的是，现行西方心理治疗法所采用的技巧与方法，都与

两千多年前佛陀辅导法类似。所以，师父希望人们能通过佛教辅

导来协助求助的信众。 

 

解决方法是有了，然而佛教辅导后续的实践与推广仍然困难重

重，主要在于“佛教专业辅导教育培训”这一块。 

 

师父的理念阐述：“佛教辅导是以人为本，悲与智的展现，以法

关怀与疗愈人们心中的困苦。并从觉知中自我调伏，进而到达心

境的安乐。”师父慈悲的本怀，积极弘扬佛法，推广佛法教育，

致力于结合佛法教育和心理学知识,作为有效的协助和引导人们面

对和解决问题的工具。 

 

有别于传统辅导，佛教的辅导功能协助求助者面对及处理人生与

心理的问题，同时起到教化的作用。 

 

因此助人者必须具备有专业效能的特质。所以师父让我们做自我

评估这方面的潜能。 

 

 

第三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一) 

今晚的课以佛理讲座教授，师父受大众学佛研究会邀请举办的公

开讲座，讲题是《执着的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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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对题目作出诠释： 

执着：对人，事，物的喜爱与厌恶，从个人的思想，观念，情

感，物质甚至广泛的对外在环境都产生执着。 

觉知：觉，即觉察（发现）；知，即明了（认识）。 

人的一贯习性会让人们在不知不自觉中养成一种习惯。在不知觉

中就会后知后觉了，再严重就导致错知错觉，及引发一连串行为

问题。 

 

人的执着影响到情绪的喜怒乐，不但使自己烦恼，也影响他人。

当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心理会感到痛苦，不满，气愤，不安焦

虑。执着有不同程度，严重的话，行为上：言语自恼恼人，自伤

伤人,  如争执，打杀，强迫行为，盲修瞎练。生理上：可引发各

种身体疾病。精神上：可导致严重的精神失衡与障碍，如强迫、

忧郁及精神失控等疾病。 

 

人们会执着，在佛教即四取： 

1. 欲取：执着于贪五欲. 

2. 我取：执着“有我”之五取蕴. 

3. 戒禁取：执取与解脱无关的戒（盲修瞎练） 

4. 见取：执着邪见(六十二种错误知见)  

 

由于人们对“虚妄不实、五蕴和合的身心”，固执的认为存在一

个“能自在主宰的实我”；由于本来无我，却妄生执着，处处以

我为中心，便产生了种种烦恼。烦恼的根本原因在“无明”，无

明是对无常，苦，无我三法印的“不如实知”，而引起执着，续

而不合理的“错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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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的对治 

 从圣人解脱者的角度去观察、思惟、觉了因缘法、无常观

等. 

 从缘起，觉知随时可能失去和瓦解的现象。 

 无常即是没有永恒，一切都不停的在变化变质 

 

师父教导解决之道，即以佛法的观点与角度去认识自己与世间，

以开启人生的智慧与圣人的见解。所以，我们应该多鼓励身边的

亲友，与佛结缘，从而弱化或消除心中贪嗔痴。 

 

 

第四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二) 

心理健康与情绪管控有很大的关系。师父介绍了关於情绪方方面

面的概念与问题：如情绪意义，种类，各种状态；如感觉，思

想，行为，生理，心理，极为可能导致失控的风险。中医角度看

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等等。还说明一个情绪健康的

人应有的情况与应具备的素质。师父发了一张情绪管理自我评估

表，以科学方法来评估。师父最后总结，情绪是感性的，必须以

理性调节，方可平衡。能觉知与掌控情绪，就不会丧失理性。从

正确的见解认知着手与培养正念，就会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 

 

师父的教导，让我对此课题有更深的认识。生活中，有些人火

爆，爆点低 (short-fuse)，应是不善管控情绪的人；又有些人，喜

怒不形于色，太能操控情绪；更有一类是看起来堆满笑容，但却

给人感到深不可测的阴沉，让人不寒而慄。对比之下，后两者太

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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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概述 

今天不例外，师父首先让大家速静；即快速的调整情绪，平静心

情静坐。接着天气报告。但今天有许多有特色的天气报告，因此

却成了个案教学，有了意外收获。 

 

师父分析了：失调障碍（Mood Disorder），心理疾病与精神病的

区别，严重的障碍 Psychosis 个案,师父一再强调到达这个程度的

个案已经不是佛教辅导员能胜任了,必需转介到专业的医疗治疗。 

 

 

第六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一) 

西方心理治疗有三大主流： 

1. 行为治疗 

2. 认知治疗 

3. 心理/精神治疗 

 

佛教心理治疗有三个核心：无常、无我、涅槃 

 

佛教对自体、自我、无我的见解： 

 自体 – 五蕴（色受想行识）、四大（地水火风） 

 自我 – 识（意志，意欲） 

 无我 – 假我（因缘和合） 

 

 

第七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二) 

心理辅导是兼具咨询及融洽互动方式，协助求助者释放内心的困

惑和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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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助人技巧为辅导的基本条件包括：建立融洽关系、真诚、尊

重、同理心、积极聆听、不批判和无条件正向关怀。要成为一个

胜任的辅导员，还必需掌握有效的八个基础辅导技巧：专注态

度、提问、反应、情绪反映、观察案主、面质、导引、影响。 

 

师父也以汉字“聽”做深入的解释。聆听的要素要用耳朵倾听，

十分投入，以一心一意的专注态度，用心感受，用脑子思考，还

要用眼睛看。 

 

非言语的察言观色，眼神交流，肢体语言，面部表情，行为动

作，穿着打扮，精神状态，回应状态，情绪反应也都能透露内心

讯息。因此，可利用这些技巧探测案主的内心世界。 

 

 

第八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三) 

今天师父教导的是“辅导技巧与模式”的演习课。 

 

在七项有效辅导的基本条件中，同理心尤其重要。有了同理心，

辅导员才能将心比心感同身受，换位思考及设身处地从案主的角

度看问题。 

 

希望学习辅导员必须具备的七项条件与掌握八大技巧，能运用在

生活中，或能帮助身边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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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一)《辅导角色扮演与演练》 

佛法即生活。我们每天都在重复着积聚苦的因，承受苦的果，却

茫然无助。如果不懂得方法，就无法根本改变，无法让病治愈。 

 

佛陀教导解脱生死之道,即以“四谛”与“缘起”为灭除诸苦为目

标。 

 

一切苦的根源都由欲望的驱使而贪求，执取，染著，促使烦恼的

升起。而烦恼归类为三大类：贪，嗔，痴。 

 

 

第十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二)   

师父简捷教导我们佛法的核心是缘起，总纲四圣谛，目标为灭

苦。让我对佛教的认知提升了。灭即是熄灭，灭尽之意。灭尽三

界之烦恼（惑）业因及生死果报，不就解脱了吗？ 

 

道谛是灭除烦恼的方法。烦恼有粗到细分三个层次，修行也是由

底到高三个阶段。 

通过持戒去除违犯性烦恼,修禅定去除困扰性烦恼，修慧学弃除潜

伏性烦恼。 

 

修持八正道可得到灭苦，得到清明的领悟力及证悟无上智慧。能

远离邪见，转凡愚成圣贤，故称“圣”, 通乎涅磐，故称“道”。 

 

八正道具有八个要素，具备三重训练，培育三学戒，定，慧。培

育的正是道德行为，思想发展，智慧启发，这一切的培育，即是

让我们一期生命过得清净，无忧圆满。远离恶习，多造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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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正见，正思惟即自然流露出来。没有正念时必须抽离，才不

致以深陷困境。 

 

佛陀的教法可以引导我们灭苦，甚至到达解脱. 

 

佛教辅导的起点在于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怖和畏惧。 

 

 

户外教学 –参访海悦辅导中心、善友辅导中心、佛教施诊所 

海悦辅导中心：提供心理咨商与辅导，服务对象为弱势群体及乐

龄人士。 

 

善友辅导中心：心理咨商与辅导专业团队，结合正念持法和受验

证的辅导和心理治疗法的服务。中心也对青少年提供指导和友好

服务，公共和专业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学习领导知识和技巧，来改

善他们的生理、心理、社交和精神生活。 

 

佛教施诊所：定融法师应佛教施诊所执行长贤通法师所邀，为新

加坡中医施诊所设立第一家心理辅导服务，在这里还留下定融师

父的足迹。 

 

 

第十一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三) 

法师给我们个案运用佛法辅导分析，以八正道之三学戒定慧对治

法，处理帮助案主行为上，情绪上，认知上的次第过程。再以四

圣谛之辅导架构来解决问题，协助案主达到改观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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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员:张亚鸥 

 

第一课: 《自觉觉他》- 认识你我 

法师提到辅导 is not advice giving, 这让我很惊讶。记住要真诚，尊

重，同理。遇到有人倾诉要适当的 paraphrase 对方讲的内容，使

对方感到被理解。改善与家人关系从微笑，问候开始。看心情的

天气。 

 

 

第二课: 《佛教与辅导》- 佛教辅导的起点 

有幸扮演友善的辅导员，通过实践学会了正确运用微笑，同理，

关心，接受。这些在与家人和朋友相处中同样适用。感恩法师教

导。自己之前就是说话没有艺术，小孩说走得又累又热，我说这

算什么！ 

 

 

第三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一) 

“执着的觉知”，师父提到了世俗的“拿起的教育”导致人们形

成很多的执着。自己的成长不就是这样吗?从小被教育要拿起成

绩，相貌，财富，脸面，婚姻，家庭，事业，地位等等，以致心

里诸多执着，导致很多痛苦。现在可以学习放下，多么轻松。 

 

 

第四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二) 

遇到情绪要找原因，执着什么，随佛想，如果是佛陀会怎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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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概述 

课堂练习，每位同学描述自己的一天感受，让大家来观察他们的

情绪，发现好多同学的观察力都很强，值得自己学习。这方面自

己的确不够敏感，有需要加强。 

 

 

第六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一) 

课堂播放无常影片，人从小变老；苹果、香蕉、老鼠腐烂变化；

生活中要多留心，去观察无常。同学分享有人打电话不停的说，

让我想起了自己妈妈以前也是这样，唠叨。原来是我没有正确聆

听，重复她所讲的。 

 

 

第七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二) 

讲到怎样同理别人。这说到了做父母易犯的问题：直接说教孩

子。孩子也需要被同理的，重述她的感受和事件原因，再帮助她

共同寻找转机。 

 

 

第八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三) 

学到了要怎样听，对方才会讲。想想自己的经历，对朋友比较能

做到不批评，不否定，不教诲，不建议等等，对家人就比较难做

到，因为有太多的我所见和执着在家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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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一)《辅导角色扮演与演练》

师父讲要在五蕴中观生灭，生病和死亡的时候也要这样，观色受

想行识的生灭，证无我。还有守护六根，防贼进根门引发烦恼，

意根的散乱胡思乱想也要尤为注意。 

 

 

第十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二) 

因家里小孩生病请假。后来看了讲义内容涉及八正道，还好上觉

醒的教育时有听到。感到理论理解后，在生活上完全落实很不容

易，比持戒难多了。 

 

 

第十一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三) 

正念课，专注触觉练习，觉察到洗手时水流过皮肤的感觉，简单

而令人欢喜。最近家里事情多，能有圆点可以学习、调整自己的

内心，十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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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员:张爱萍 

第一课: 《自觉觉他》- 认识你我 

一路走来感受到佛法很好，但是要懂得如何权巧方便去开导情绪

受困者真的不容易。一直觉得很需要跟着一位导师学习这一方面

的知识及方法。今天感觉很欣慰，原来有那么多志趣相投的佛友

也有同感。感恩有因缘能够和大家一起学习，真的很幸福。 

 

 

第二课: 《佛教与辅导》- 佛教辅导的起点 

法师讲述宗教辅导在现今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及意义，让身为佛弟

子的我冲击蛮大、感触很深、心顿时感觉很沉重。让我反思佛弟

子生在现今社会的意义和使命！真的，佛教徒修出世的法做入世

的回馈，才是真正发挥慈悲喜舍，才能自觉觉他。生在末法时代

的我们还能遇到佛法、能修持是何等有福报。人人本具佛性，愿

自己也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协助迷途众生开启心中的净土。祈愿

人人都能身心祥和健康。 

 

 

第三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一) 

犹记得初入佛门时，曾听过继程师父解说如何去“我执”的方法

之一，就是不要开口闭口都用“我”这个字，要把自我中心放

下。当时回家后很努力地学习每一句话不可以用“我”来开始；

比如我想要吃面包、我的书本、我的房子。 。 。用此方法学习

降低对“我”的强化与执着。当时的实践是难忘的体验，因为好

困难喔，常常为了把“我”字从句子中拔除而导致原本已经不善

言辞的我变得更是常常口齿结巴，很难表达自己想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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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月流逝，似乎也淡忘了当初的“执着”！ 

 

今晚聆听定融法师开示之后，心中升起了好多问号？脑海里不断

在思索到底 OCPD、OCD、八识田、习性与“执着”是因果关系吗？

“执着”是单纯生病吗？还是基因造成？ 

是因为“执着”的种子植入八识田中，进而形成难调的习性？接

着下一世投胎后变成报生的 OCPD or OCD 吗？哈哈头脑偶尔也真

会天马行空！ 

 

 

第四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二)  

情绪是与生俱来的，回想起照顾呱呱落地的弟妹，真的可以验证

到在我们懵懂无知时就已经会闹情绪了！那么 “与生俱来”应该

也就等于累生的习性随业报生而来？那么凡夫与生俱来的习性实

在太多太多了。 。 。太恐怖了！ 

 

从小至今，也不知从几何时，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学会观察情绪、感

受情绪、了解情绪，也会自我宣泄情绪。随着年龄增长、社会经

验的积累、人际关系扩大后，应该是生存之道吧，从后天中熏染

中变得更懂得察言观色；因为情绪很容易写在脸上、在我们的举

手投足间会不小心透露出来。 

 

幸好，随着岁月的流逝也让我学会了更从容自在地面对各种“惊

喜、惊骇、无奈、遗憾、等等等。。。”那么情绪的波动自然而

然就减少很多。学佛后就时刻提醒自己提起那份觉照，心不那么

容易随境转，那么破功的机率慢慢地愈来愈少，情绪自然就得以

保持平静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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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概述 

今天很开心，总算对各精神疾病有更深刻及明确的分辨方法。原来

每一种精神疾病是有明显的差异的，以前总感觉他们都是大同！ 

 

一路走来，在慈善团体主诊个案的关怀中，也曾经碰到过多类精神

疾病案列，但是当时并不会分辨细微的差异，只是直觉地告诉自

己，对方有精神状况就对了。对这一群病患，自觉很无力，一直

也没有老师可以求助只好自己乱石投医！我曾经采用过“书写静

思语”的方式来提起他们的专注力，减少他们胡思乱想的时间。

其实效果还不错，一两次后，慢慢地案主都会把功课完成。但是

这个方法无法持久，几个月后案主很快会失去耐心，不愿意再提

笔写字，结果又回到原点了。自我检讨时在想是因为志工一个月

只探访一次吗？还是家里无人鼓励，孤独一人没有力量恒持？ 

 

视频中的看护者本身也是一位精神病患，却因为一份孝心、一份愿

力支持着她走到今天。可是会担心如果她与爸爸妈妈缘尽时，她

还可以支持走下去吗？曾经有个案因为父母往生后，精神状况变

得更严重，因为她在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寄托，人生也就失去方向

了！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那么启发人人心中的大悲与大愿是否

就能对精神疾病免疫呢？又或是大悲与大愿力能把在精神病症的

边缘人拉回头？ 

 

现今社会的竞争及压力，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会起起伏伏，在生命

最低潮时，精神状况紧绷，那么罹患初期忧郁症状应该也是挺正

常的吧？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因为离职随夫定居海外，期间感受到

那股忧郁的心情。但是如果心有力量往正向去思考，那么面对

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也是一种人生历练。看来初期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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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感恩这样的警讯让我的心因此而沉

淀，让思路更明朗，重新调整方向，继而开启人生的另一扇窗。 

 

 

第六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一) 

西方心理治疗的理论与策略已有 200 多种，佛经上说佛陀运用八万

四千法门来应众生根器及需求作辅导。佛说种种法为治种种心，

法无定法，只要应机，就会帮助到对方。 

 

西方的心理治疗方法较针对当下的问题进行处理，可能应现今社会

的需求，任何事情都讲求速度。总觉得这些都是枝末上的应急方

式，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处理根本问题。另一方

面也有可能是问题太大太复杂了只能选其一来解决燃眉之急；还

有一些派别认为只要把枝末问题解决了，那么根本问题也会迎刃

而解。 

 

西方心理治疗与佛陀引导众生离苦得乐的核心是有差距的！现今社

会科技愈来愈发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真的更有效了吗？应该

说是人与机器的沟通是更得心应手了，但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沟

通的能力大大地削弱了。不管是年幼儿童、学生、上班族、老人

家，因科技造成大家的“忙-盲-茫”，日以继夜不停地流转在多

层无形的压力中，导致心理疾病的病患剧增。该如何摆脱根本无

明覆盖，应该是关键吧！我想要让众生真正离苦得安乐，还是要

了解到佛法的核心，那么普及教育与佛教辅导需要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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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二) 

同情心与同理心是我们常上的课题。课程听多了就自以为自己已经

懂得何谓同理。犹记得在甘露上临终关怀课程时，才真正感受何

谓同理。在道哲法师的角色扮演环节，法师一直纠正我所回应的

方式，原来自己一直以为懂得同理对方都是错误的。言词上还是

需要特别注意，要懂得该如何说话不批评不说教！真的是需要用

心聆听认真回应。之后也上了冯以量老师一系列的倾听同理课，

更巩固了这方面的认知。 

 

“知道”和“做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虽然已经很警惕自己，偶

尔还是会惯性地以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去沟通。对孩子或

小辈经常没办法做到同理，更多时候是以说教方式来互动与沟

通，所以遇上青少年更长陷入话不投机中。其实当长辈一旦对孩

子有期望时，要做到同理真的不简单！ 

 

 

第八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三) 

辅导技巧的训练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举手投足间；就如佛

法就在行住坐卧、挑柴运水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是靠身口意

的沟通，但是研究数据证明超过一半的记忆与感受是从肢体语言

的互动中摄受的！让我想起了『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

好』。除了要更加警惕自己的“身”才到“口”的沟通，我觉得

最重要的还是“意”。如果“意念“是正向的、慈悲的、利他为

上的话，那么”身“和“口”才能统一和谐,自然地配合。发自内

心的真诚与慈悲是无形, 却是可以被感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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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一)《辅导角色扮演与演练》

今天很感恩终于听到“法的疗愈”架构，核心是缘起、总纲是四

谛、目标是灭苦。 原来一直团团转，一切的纠结还是要回到源头

--缘起。 

 

回想起自己的生命过程中，也曾面对过好几次人事物的难关，心

里的挫败和委屈，让自己浪费了多少盒的纸巾，失去了多少夜晚

的安眠。 。 。以前总觉得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任何挫折都可以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淡忘，也以为伤口已经愈合了，可是不竟

然…… 当这个伤口不小心被碰触时，我还是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一

样的『痛』。 

 

直到多年以后，对“因缘观“有了更深层的体会，开始把内心的

纠结用因缘的角度去解读、分析。从此发现心中坦然多了，这时

心才能开始真正的放下，无怨、无恨、无嗔，无苦。 。 。我学

会了告诉自己“当下的因缘就是如此，是自己福报不够，所以没

有一个更好的因缘，那么尽本分做能做的就好”。自此，疤痕真

的表里愈合了，不再因碰触而再度受伤！今天才得知一切的纠结

还是要回到源头--缘起。 

 

第十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 法的疗愈(二) 

今天定融法师教导我们如何分析个案，很有系统的方式。 

 

我尝试分析以下临终关怀个案。 。 。 

案主告知去年 9 月份被诊断出小脑接近颈项部位长肿瘤，进行切

割手术后就开始化疗。医生迟迟未能确诊，最后告知是淋巴癌。

完成化疗后，开始接受复健以提升体力及恢复日常生活自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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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案主无法接受为何经历了种种疗程后，身体并没有恢复过

来，反而愈来愈糟糕。原本行动自如却变成双脚无力，失去行动

能力，必须坐轮椅，做任何事情都得靠别人的帮助。案主觉得自

己像废人一样，什么都不能做，都要依赖别人。案主想放弃复健

运动，感觉极度失望、不满、耿耿于怀，向家人发脾气。案主也

投诉孩子们对她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身边的朋友离她而去因为

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主述问题：『病苦』折磨失去原有功能 

心理状态： 否定阶段、沮丧、敏感容易受伤 

主要想法： 无助、沦为废人、生命没有价值 

呈现行为:  不满医生的治疗、把家人当出气筒、打算放弃所有治疗 

激起情绪： 不满、失望、沮丧、生气 

维持时间： 10个月 

已用对策： 案夫带案主四处求医--中西医、复健等等 

辅导目标： 面对及接受目前的身体状况（脱离否定阶段）、探索

      如何保护及发挥身体其他功能 

辅导方法： 聆听、同理、转念 

其它考虑： 如果情况没有改善，转介心理医师 

 

 

第十一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 法的疗愈(三) 

今天重新复习正念课程，察觉到之前学后并没有用心地把它运用

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是错过了很多可以让自己进步的空间。课程

扣紧佛法，让自己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及思索该如何结合正念修

习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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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工作忙碌，还有家业、事业，感觉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想

想就连基本的用餐时刻也没有把正念用上，该如何修正自己的习

性呢？真的要非常正念才能把恶习祛除转成良好的习惯。心要专

注才能生“定“，定生”慧“，要把”正念“修习归在定课的一

部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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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员:李惠君 

 

第一课: 《自觉觉他》- 认识你我 

圆点佛教辅导基础课程上课的第一天，法师的惯例就是让我们互

相打招呼，问好。在这样的互动下，我们的陌生感，减少了，谈

话起来也比较轻松自在。 

 

在法师的引导与交谈中，知道同学们都带着一颗热诚与善良的心

来到圆点取经，然后以佛法的教义融入辅导慨念与技巧，帮助更

多有需要的人。即如依法师所说, 现在这个世纪，人类沟通与众

生交谈需要有技巧的，即使是自己的家人. 

 

第一课的重点：要有效能助人者之特质。如果是一位经过培训的

辅导者，对不同种族的文化都有所觉察与認同感。对于助人者是

身，心也必须有高层次的自我觉察与接纳。还有助人者个人价值

观得真诚，要有同理心，尊重他人，建立亲切感，良好的人际风

格，精力充沛，并具有道德守则。 

 

 

第二课: 《佛教与辅导》- 佛教辅导的起点 

师父形容现今是个科技变化迅速，人心急躁浮动的时代。生活增

加压力，情绪焦虑不安，所以促使患上精神疾病的个案，有增加

的趋势。 

 

抑郁症病例患者，在身边朋友圈內时有听闻，只是程度的轻重分

别，甚至老年长者，青少年的自杀率节节攀升，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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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师父就开办了佛教辅导课程，让我们再重温佛法经典法义，

结合相关的辅导技巧，给予求助者协助。 

 

佛教辅导是以人为本，用慈悲的心境与智慧判断，诚心同理的关

怀与疗愈求助者心中的困苦，引导启发从觉知中自我调伏，调整

心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勇敢的面对问题时，才能达到內心的

平衡与精神层面的提升。今天学到我与求助者必须建立起融洽与

和谐的关系。对于受辅导者一定要真诚。 

 

 

第三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一) 

法师今晚在大众研究会，举办一场佛理讲座，我们学生们也随他

到那上课。讲题是《执着的觉知》。 

 

从法师的讲述，我们众人都会对人，事，物带有些许执著，但自

己不曾觉察与意识到。执著不仅使自己苦恼，在情绪，行为，生

理，与精神上都造成影响。 

 

执着的法义即是执取，就会有所缚束。 

我执即是我见，处处以我为中心，便产生种种烦恼，烦恼的根本

在于“无明” ，无明是因对三法印的无常、苦、无我的不明不白，

所引起的执著，导致一切不合理不正确的错误行为。 

 

每个人都带有某方面，某程度的执著，还有无始来的烦恼与习

气，或是又被灌输错误思想与行为，因此执著不断的受到强化，

不接受诸法实相，不肯放下我见，所以造成世间无数的天灾人

祸，这都是我们的“无明”所引起，师父说人如果“无知”是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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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时时刻刻都要做个有觉知的人，常常检察自己的起心动

念，正念，正觉知。 

 

 

第四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二) 

今晚课程內容是分析什么是情绪。情绪的分类，情绪的智商，情

绪的影响与觉知，还有情绪管理表。评估表蛮有兴趣，做了自我

评估分数结算得了 62 分。凡得 50-69 分大致上对情绪的管理能力

还不错，具有成为情绪智商（EQ）高手的潜力.證明我的情绪健康

正常。 

 

情绪就是人的感觉，思想与行为在某程度上的看法，做法偏向极

端。最普遍，通俗的情绪有喜，怒，哀，惊，恐，爱。情绪也常

和心情，性格，脾气等互相作用。也受到荷尔蒙和神经递质影

响，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都会引发人们行动的动机。一些

情绪引发的行为，表面觉得是没经过思考，实际上“意识”是产

生情绪重要的一环。 

 

情绪这课题仔细阅读起来是蛮复杂，情绪是一种感受的状态，是

属于感性层面的，若能以理性来调节，是可以达到平衡的作用。 

 

在现今繁忙紧张的生活环境下，时时培养正念，修学正念，就不

会失去觉知与清明，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 

 

 

第五课: 《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概述 

现代人的心理精神疾病的症状共有 12 类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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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障碍几乎人人皆可遇到，比如失业，人际关系冲突造成情绪

波动与失调，在一段时间內生活规律紊乱，行为异常，性格乖

张，现实问题所引起的情绪障碍，成为心理障碍。 

 

第六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一) 

辅导有二个技巧与模式；一个是西方心理治疗法，一个是佛陀辅

导的方法。 

 

西方形式的疗愈法，主要的三大主流，行为、认知和心理分析与

治疗取向。由于分类复杂，自己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容

易掌握与运用。 

 

佛陀辅导的方法，是从心理治疗出发，让求助者明白，自体的

身，心、五官意识，都是因缘和合而蕴育所成。世间一切的人，

事，物，山河大地，没有永恒不变；在适合的时机，用这些真理

法则，随缘引导达到案主能改观为目的。 

 

 

第七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二) 

做个合格辅导员必须要有辅导的基本技巧与条件。与求助者建立

友好关系，真诚积极的聆听，尊重与同理案主的感受，对案主的

倾诉不能给予批判与建议。 

 

法师教导必需把握的技巧是专注聆听、察颜观色，同理感受，在

熟练应对后，才加以引导与善巧的改变案主的想法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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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三) 

师父为了加强我们对辅导技巧与模式的了解与运用，这堂课把辅

导技巧与模式再逐一的详细说明，还增加了一些技术模式，让我

们比较深入的了解，在面对辅导过程当中，遇到棘手和尴尬局面

时的应对方法。谢谢师父。 

 

 

第九课:《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一)《辅导角色扮演与演练》

师父让我们再从新温习佛法的要义，再融入辅导架构，进行法的

疗愈。 

 

从整个架构程序，看到苦因是众生的我们自己，对人，事，物的

不圆满，不合意而导致情绪的苦恼，执著，放不下，躜牛角尖，

又不能自拔，终于生病了。 

 

佛法告诉我们所以感苦，是自己对爱欲的贪取，执著，染著。对

实相没有正确的认知。烦恼是心跟外界不断发生互动关系。通过

六根与境，加上识，三合生“触” 而分别。贪、瞋、痴即是当心喜

欢或不喜欢，排斥或占有，对外境的本质不了解，通过根门接触

目标，及不正确的思维，烦恼就这样产生。 

 

烦恼也分三个层次 

1.违犯性的烦恼:呈现于身门，语门。 

2.困扰性的烦恼:浮现在心里，还没付诸行动。 

3.潜伏性烦恼:在心坎深处，还没表现在身，语，意三门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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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追根究底烦恼根本的苦因，不外是一个“我”与“我见”的

束缚。如果能够明白外境的本质，通过正确的思维与知见，好好

守护六根。紧记世间万物始于缘起，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感恩

师父。 

 

第十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 法的疗愈(二) 

灭谛即是熄灭，灭尽之意。灭尽三界之烦恼业因及生死果报。 

 

道谛是如何灭除烦恼。烦恼有分三个层次粗到细，修行也是由底

到高三个阶段。 

 

通过持戒去除违犯性烦恼;修定去除困扰性烦恼;修慧去除潜伏性

烦恼。 

 

八正道是八个灭苦的要素，包括道德生活上所需的一切条件。修

持八正道可得到清明的领悟力及证悟无上智慧。能远离邪见，转

凡愚成圣贤，故称“圣”，通乎涅磐，故称“道”。 

 

八正道具有八个要素，具备三重训练，培育三学戒，定，慧。培

育的正是道德行为，思想发展，智慧启发，这一切的培育，即是

让我们一期生命过得清净，无忧圆满。远离恶习，多造善业。即

使不能跳出轮迴，也已播下正知见与正念的种子在识田中，来世

趋向善道，继续保持人身，不断与三宝之缘，努力修行，直到了

生脱死。 

 

 

 



33 | P a g e  
 

第十一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 法的疗愈(三) 

法师从新温习辅导基础的技巧，一再提出重点为聆听，同理。 

 

当案主前来求助，辅导者要很专注聆听，带着同理心，还得细心

观察情绪反映，声调和面部表情及肢体语言等，整个辅导过程必

须准确反应。 

 

法师给了数个个案，让我们分析，真不简单，脑袋都慢三拍。知

识知一二，运用起来，却不容易，得多加训练。 

 

下午佳宁老师教导得是正念，我的了解是当下自己的身，口，意

的造作了了分明。老师让我明白在正念的练习中，才觉察每个事

件细微的现象与平时忽略的感觉。所以正念能培养我们的专注与

冷静，更能过着正知见，有意义的生活。谢谢法师，谢谢佳宁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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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员：王春娇 

 

第一课: 《自觉觉他》- 认识你我 

第一天来圆点, 差点走錯地方，幸好雪枋跟我打招呼，才没走寃

狂路。感恩。 

 

第一堂课，认识你我，破冰船轻松无压力，主要是同修互相认

识。静心活动--观当下，由师父引导, 让我们平静下来。天气报

告由各位同修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 

 

甘露关怀共有五位同修来上此课。她们是Don 林浩男、罗依萍、

黃愛萍、楊秀珠与我。想不到圆缘助线两位义工，Simon Tan和冯

崇胜也来上课, 真好！一起学习。 

 

再温习以前学习的助人者如何建立良好辅导关系--真诚、尊重与

同理。 

 

 

第二课: 《佛教与辅导》- 佛教辅导的起点 

佛陀在两千多年前就巳经开始辅导信众，可自己今天才晓得在阿

含经中有记载，但对佛教教义不太了解....所以才来上此课（虽

然是迟了些，也是机遇啊）。希望从师父这儿，从中学习并得到

一些佛教辅导方式，进而能够在陪伴安宁个案的当儿，善巧的釆

用佛法来引导，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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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一) 

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执着，这些执着形成了习气，已经伴随着我们

一生。 

个人觉得，执着有时会起作推动的作用；而有时因为执着，而防

碍了许多对人与事的发展，皆因状况而定，这也许是有觉知的执

着。 

 

 

第四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二) 

喜、怒、哀、乐、生气、恐惧、嫉妒、紧张、慚愧等等，每个人

都有正面与负面情绪，还有混合情绪如悲喜交织等。  

 

个人觉得，偶尔有些负面的情绪，对自己起着推动力（例如迟到

时会紧张，会有慚愧，就会做改变，调整等）。 

 

情绪是多种感觉、思想与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与生理状态。从心

理学的解说可分类为基本情绪（与生俱来）与复杂情绪（后天学

习到的）两种。情绪在佛教方面指的是精神层面，情绪会左右我

们身、口、意的行为。 

 

认识无常，觉知情绪，并培养正念。正念就是要觉知当下正发生

什么事，而不会迷失自己的观念、想法、经验、见解和习惯反应

模式中(在学习中)。 

 

 

第五课: 《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概述 

今天迟到8分钟，开始静不下来，感觉心跳很快，幸好呼吸慢慢平

x-apple-data-detectors://embedded-result/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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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静心活动真的有作用，集中于一呼一吸，让自己可以慢慢

进入平静的境界。 

 

今天的天气报告，师父的引导有所不同，用较长的时间让我们叙

述多一点，由每位同修表达过去一两天及今天一整天的情绪，让

我们学习如何倾听、观察并同理对方，收到了同修的情绪有正负

面情绪的讯息。所以，学习在辅导之前，能够观察并了解个案的

当下状况是重要的。 

 

 

第六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一) 

佛教心理治疗的三个核心：无常、无我与湼槃。 

 

西方心理治疗的理论与策略： 

行为治疗取向、认知治疗取向、心理分析取向 

录影教学： 

不可自拔囤积癖–我的垃圾妄想曲。对我很有用，是时候开始要

把囤积的东西舍了。 

 

 

第七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二) 

天气报告:师父让我们学习同修的情绪表达,同时了解情绪的来

源。 

同理心的呈现短片（录影教学）:  家暴–循环惡性…… 

 

同理心的选择习题也让我们学习到那一题是准确的答案 ……。 

但个人偶尔会感到事实/现实有时在同理时，会有负面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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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三) 

师父真的好用心，此辅导技巧与模式课程二节讲述不完, 就延长

多一节课。虽然我曾是辅导员，但退休三年来没见个案，技巧生

疏了。师父的课让我重温辅导技巧，是不忘初心的时候。 

 

觉得自己最大的弱点是，不太懂得将佛教辅导方式融入在辅导

中。希望往后通过这佛教辅导课，能在面对信仰佛教的晚晴及安

宁病人时，能带入佛教辅导。 

 

第九课: 

缺课 

 

第十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 法的疗愈(二) 

今天的课也是结合佛法的知识于辅导中，对我来说是较难吸收进

入脑里，这是最大的弱点。师父说得对，要多听佛学讲座等。

（印顺导师： 缘起中道） 

 

何谓八正道？正见，正念只是其中之一。 

佛法的疗愈以佛教三大教义：戒、定、慧三学，缺一不可。 

 

户外教学–参访海悦辅导中心、善友辅导中心、佛教施诊所 

今天《户外教学》参访两间辅导中心 ： 

善友辅导中心 #02-15，5 Upper Boon Keng RD, S380005。 

海悦辅导中心 #02-10， 5 Upper Boon Keng RD, S380005。 

两中心服务宗旨与对象不同，个人目前比较偏向海悦的服务，因

对象为弱势群体及乐龄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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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自我照护》《辅导角色扮演与演练》 

原来佛法太不简单，要做好功课了。会給自己一些时间，来了解

佛陀的教育。 

 

希望以后在助人的道路上，能应用并结合佛法的知识于辅导中。 

 

感恩师父！ 

 

 

 

 

 

 

 

 

 

 

 

 

 

 

 

 

 

 

 

 

 



39 | P a g e  
 

(七) 学员:佚名 

 

《佛教辅导基础课程》 

从第一堂课的认识你我到最后一堂。。。 

 

正正式式的上《佛教辅导基础课程》。虽然还没完全掌控整个课

程要点，但，单单的从认识你我開始，脑子里就就不断的问自

己，认识自己了吗？做好准备进入辅导这条路了吗？ 

 

短短十二堂课，离不开聆听、同理、改观这三大重点。如要真正

做到，尤其还是新手的我，有一定的难度。从最简单的聆听、同

理，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学会在聆听的当下，不参杂个人的论

点、不参杂个人的情绪、不带有判断、分别心，是需要经过一番

自我不断的练习、磨练。 

 

目前，有缘正式接触一个个案。案主的情况是一般普罗大众都经

常能見到的–老年人、寂寞、疑心、不时觉得有人想害她等等现

象。尝试用學得的聆听、同理进入案主的世界，感觉有点卡住，

进入不了她的内心。接着，尝试用回忆的方式，带她进入 5 年

前、10 年前的世界，虽然还没真正找到她的内心世界，但从她開

始有所感触的谈当年的往事，就知道至少已取得她的信任，愿意

有话题。这是第一步，用真诚、尊重、同理以取得案主信任。 

 

真诚–以真挚、虔诚的心待人； 

尊重–尊重任何人的一切。物质與非物质、钱财、有生命及无生

命、有声及無声，乃至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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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等同感受。对于还是新手的我，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鼓

励。让自己更有信心的往前走。 

 

希望短短的十二堂课所学，都能一一用在我未来的辅导路上，更

能加强，发挥到同理心 / 尊重與接纳案主 / 自我开放 / 客观 / 

乐观 / 敏锐 / 有适当的弹性與变通 / 冷静與幽默 / 给人一种

安全感和信任 / 正确的工作观 。。。 

 

能踏上辅导这条路，并非偶然。能从定融法师所教的《佛教辅导

基础课程》更深一层的理解辅导员该尽的职责，更确定，辅导这

条路，不是空想、不是说说就算了，而是必须经过不断的学以致

用、不断的持续着耐心、信心、恒心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在行

的当下，肯定會面对种种的难关，而我们又该如何的面对它、克

服它，相信这是每位辅导员必须遵守的守则。 

 

当不断的问自己，做好准备了吗？缠绕在内心深处就只是，願： 

   

法輪常轉 

  藏器待時 

  法海無邉 

師道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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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学员:佚名 

 

32 年前的我，曾经对自己看的最清楚又似乎一点也不清楚。那时

我渴望去了解现在的自己，我，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的人生到底

有没有方向与目标？  

 

自从 29 岁接触了佛法后我的人生极大的改变，我改变我负面的情

绪， 一步一脚印观察我自己内心世界，了解当下的情绪状态，感

受并梳理内在情绪，体会内心深处真实的感受，面对自己现在的

生活，从中学习，接纳自己。渐渐的人际关系也改善了，与他人

的互动中，融洽、和谐，接受自己和他人的独特性。对自我性格

特质有更多的认识后会检视自我认知的盲区，意识到以往不曾看

见的自己。经历几十年的生活有自我理解、面对、穿透的能力，

对自己很有信心的规划自己人生的方向与目标，因此有意愿想帮

助他人改善他们错误的观念。 

 

我曾经听过很多讲座，也上过基本助人理念的课程， 那只不过是

普通的知识。师父说在这变化迅速与浮动的世代，人们的心理日

益复杂，倍增压力，情绪焦虑不安。 在今日的时代，心宁关怀和

辅导工作非常重要，除了社会的专业辅导援助，宗教一环也是不

可或缺的主力，我非常同意这个理念。 

 

三个月前我的一位朋友倾诉她的苦恼， 两年前她的儿子发现太太

有外遇，而且证据也具足，要提出离婚，但是我朋友听了过后没

有极大的震惊，唯有安抚儿子的心，让他找出前因后果，原因在

哪里，就要从哪里下手。 不要轻易的提出离婚，毕竟还有一个未

满 1 岁的儿子，儿子就听了妈妈的建议和太太一起寻找辅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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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令他很失望，辅导员只听他太太的一面倾述，没有听到他内

心的痛苦与创伤，令他他非常排斥辅导员，他退出了辅导后，经

过两年的挣扎，最终还是离婚了。 

刚好师父教第 7 课的《辅导技巧与模式》，我在分析她的个案是

否是女辅导员，因而偏袒女性？辅导员有没有专注倾听呢？而什

么因素忽略了倾诉者的心声呢？ 我认为双方面都有矛盾！   

 

 

我在监狱，以佛教辅导囚犯，我只能聆听他们的心声，带着一个

微笑，一声问候，用心关怀他们负面的情绪。我不是一个专业辅

导员只是根据佛教的典籍来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希望能

以佛法帮助他们减少烦恼，但，我无法确保出狱后能以佛法解除

烦恼。 

 

在上佛教辅导基础课程中，我认识到助人者基本目标重点的三层

次，聆听、同理和改观。这些理论文字上都是基础的学识，我问

过自己这二个问题：我具备一个辅导员应有的条件吗？ 

没有。因为我没有上过专业辅导课程，就算有，我也不可能解决

所有倾诉者的问题。 

我的个性特质真的适合做辅导员吗？我只能依佛法的定义去修持

八正道，自觉觉他。让我从课程中，学习到克服困难，净化身心

以达成至善的境界。 

 

感恩有此因缘让我做个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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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学员:佚名 

 

第一课: 《自觉觉他》- 认识你我 

助人者之特质包括种族和文化认同，自我觉察与自我接纳，这些

特质极为重要，尤其生长在新加坡的我们。建立良好辅导关系需

要真诚（Genuineness）、尊重（Respect）和同理（Empathy）。

第一堂课的“天气报告”温馨的让我们觉知自己和他人的内心状

况。讲义里的几个检查表让我们更认识自己。课前的静坐让我们

调整呼吸，更能了解自己的身心状态，自我探索，知己知彼。感

谢师父的用心。 

 

 

第二课: 《佛教与辅导》- 佛教辅导的起点 

这堂课提供了宗教辅导和专业辅导中心的资料，让我们知道了佛

教辅导的地位有待加强。讲义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联系区别

表，让初学者能辨识和了解。原始佛教典籍如《阿含经》、《中

部》、《相应部》、《增支部》、《自说经》等记载了许多类似

心理辅导个案的论述。辅导的巴利文词语是 Upadisati（指出，显

示）。此外我们也了解了自杀倾向初期警告等。尤其在发展中国

家，心理失衡和精神匮乏的增加，心宁关怀和辅导的工作极为重

要，宗教一环也是不可缺的主力。 

 

 

第三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一) 

执着有轻（对人事物的喜好和厌倦），有重（我执、法执），从

思想、观念、情感、物质方面等到外在的环境都可以是执着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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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执着的影响包括情绪上、行为上、生理上、精神上。强迫型

人格障碍 (OCPD -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完美主

义者是人格障碍的一种，也是烦恼的一种。 

 

执着的巴利文是 Upadana （取、取着、执着）。 

四取：（1）欲取：执着欲贪（五欲） 

（2）我取：执着有我（五取蕴） 

（3）戒禁取：执着与解脱无关的戒（盲修瞎练）  

（4）见取：执着邪见（六十二种错误知见） 

乃至十二因缘的“取”故有取就会有缚。对治执着可运用

佛教的因缘法、缘起法、三法印、正念、守戒等。 

 

 

第四课: 《佛教与心理辅导教育》(二) 

这堂课让我们更了解情绪。从西方角度认识情绪智商 EQ，从佛教

角度认识情绪（色受想行识），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医认识七情

等。无论是负或正面的情绪，过度表达或释放都会影响健康、心

理、思想、行为、生命、关系等。 

医学角度分析情绪为因脑部某化学物质失调，也有可能是遗传的

基因等。据一派中华文化解释是德行不足导致情绪失调（仁德品

格缺乏引怒伤肝属木、义德品格缺乏引悲伤肺属金、礼德品格缺

乏引喜伤心属火、智德品格缺乏引恐伤肾属水、信德品格缺乏引

思伤脾属土）。情绪可影响物质，物质也可影响情绪。因此觉知

情绪非常重要。除了培养正念与觉知，也得培养自己的德行、守

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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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概述 

我们认识了不同的精神疾病与心理障碍，主要是现代人的心理疾

病，包括分裂症（schizophrenia）、思觉失调、忧郁症、躁忧症

（Bipolar）、焦虑症等。在发展中国家心理疾病引人关注，当城

市人忙于工作家庭，往往忽略了定期照顾自己的情绪，导致更严

重的心理、精神疾病。 

 

 

第六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一) 

此课让我们认识三个西方心理治疗的理论与策略：行为治疗取向 

(Behavioral Therapy)、认知治疗取向(Cognitive therapy)、心理分析

取向(Psychoanalysis)。佛教的教理如三法印（无常、无我、涅

槃）、四大（地水火风）、五蕴（色受想行识）等与西方心理治

疗的基础原理相似。佛陀教导四谛、八正道中的正见，是可以通

过改观错误的观念，导正负面情绪与行为。 

 

 

第七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二) 

有效辅导的基本条件：建立融洽关系(rapport building）、真诚

genuineness）、尊重（respect）、同理心（empathy）、积极聆听

(attentive listening)、不批判（non-judgmental）、无条件正向关怀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学习了同理心技巧，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回应与同理案主

感受。如何听对方才会讲，认真地谛听案主的心声：不否定、不

批评、不分析、不建议、不教诲、不发问、不岔分、不陇断、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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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倾听。除此之外也察言观色，观察语言与非语言的肢体表情动

作打扮等。 

 

八个基础辅导技巧可协助案主深入探讨他的想法或理清他想达致

的目标：专注态度(Attending Behaviour)、提问（Questioning）、

反应（Responding) 、情绪反映（Noting and Reflecting)、观察案主

(Client Observation)、面质（Confrontation）、导引（Focusing） 、

影响（Influencing）。 

 

 

第八课: 《辅导技巧与模式》(三) 

辅导模式 PADI 

 案例定义 （问题的定义）Problem Definition 

 已用方法 （尝试的方法）Attempted Solution 

 目标设定 （理想的目标）Desired Goals 

 策略介入 Intervention 

 

辅导时的基本姿态 SOLER 

面向作为 Squarely、接纳姿态 Openly、前倾姿态 Leaning、眼神

接触 Eye contact、轻松自然 Relaxed. 

 

辅导基本技巧 CROPS 

澄清 Clarification、情绪反映 Reflection of feeling、开发与

封 闭 问 题  open-ended question/probing 、 简 述 语 意 识

paraphrasing、总结 summ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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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具有基本辅导模式、姿态与技巧，更要了解基本助人的三层

次目标就是聆听、同理与改观。拥有了正见观念就会有正面情绪

及行为和结果。然后也要懂得技巧性的面谈终结等。 

 

 

第九课:《佛法与辅导架构》-法的疗愈(一)《辅导角色扮演与演练》 

佛陀教法与心理学心心相映。三法印、缘起法、四谛八道目标是

灭苦导向解脱生死。因无明与爱欲导致身心痛苦乃至八苦。了解

苦的起因烦恼的三大类：贪、嗔、痴如何产生。六根六境六识合

生为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情绪引发应为造

作，贪爱执取住境，爱结所系，无明所盖， 轮转相续。烦恼产生

时通过身、口、意呈现出来。三个层次的烦恼：违反性烦恼、困

忧性烦恼、潜伏性烦恼。需从烦恼的根本 [我见] 下手。 

 

 

第十课: 《佛法与辅导架构》- 法的疗愈(二) 

修持「戒定慧」灭除烦恼。持戒去除违犯性烦恼、修定去除困忧

性烦恼、修慧去除潜伏性烦恼。修持八正道、四念处、四正勤乃

至三十七道品、 了知因缘法、缘起法竖立坚固的正见、信根、慧

根导向正思维、正行、正修、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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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学员: Sam Lee 

 

Lesson 1 

没想到师父的课程是如此互动.我感到焦急不安在同学面前表达自

己。回想起我还是在乎旁人对我的看法,有好几次出现 想保护那

个自我的念头。记得师父的提醒要时刻探索和注意内心感受, 我

尽量接受心里的焦虑与同学们一起互动。希望在未来的课程里能

适应多人的场所,守着心情自我提升以提高助人的效益。 

 

 

Lesson 2 

In my daily prayers, I make aspirations to become enlightened for the 

benefit of self and others.  This ultimate goal guides my practice and 

daily actions of mind, speech and body. However, I frequently question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is noble aspiration in secular applications.  

Many Buddhists including myself are concerned with performing Danas 

and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 of gaining merits. Though devotees of 

other religions have different intentions, they are able to bring tangible 

benefits like building homes, schools etc to directly benefit the 

disadvantaged. I feel Buddhists are falling behind when it comes to our 

social role in helping the disadvantaged.  How can we make use of 

Buddhist wisdom and compassion for such a role? 

 

I rejoice in Ven Ding Rong’s vision and efforts in integrating Buddhism 

into secular appl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Counselling. Using 

ancient wisdom to treat emotional, mental, social, behavioral and 

spiritual diseases in this chaotic world is what we truly need as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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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3 

In my reflected on Shifu's Dharma Talk on the craving of the five 

aggregates as me, I, mine or myself that result in endless miseries for 

oneself and others. What can a lay person do to wake up from this 

deep rooted ignorance? Shifu nicely summarized the remedies to 

practise impermanence, causality, selflessness, right view and guarding 

the 6 sense doors. Shifu empathizes that Buddha has pointed the path 

to end suffering and the ball's now in our court to practise it. I rejoice 

in our good fortunes to encounter Buddhism and to be able to 

appreciate Dharma Talks. May we have enough merits to continue our 

study, practice, exploration and realization to benefit self and others. 

 

 

Lesson 4 

To be in tune, identify and rapport with 24 students during the short 

feeling-sharing session require more than just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skills.  Shifu's ability to do so has given me faith.    

 

 

Lesson 5 

This lesson exposes us to the various types of mental disorders. I feel it 

is important for befrienders to have some basic knowledge of these 

disorders so that we can note our observations and refer them 

promptly to our supervisors for clarifications and help. Though human 

minds are very complex, persistent symptoms of negative thinking, 

emotions and behaviour can serve as warning signs for appropriate 

actions to improve clients' long term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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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6 

Shifu shares with us that we could actually use the Dharma of 

impermanence, no self and nirvana to help others alleviate from their 

suffering. All this while, I thought these Dharma are for practitioners to 

meditate upon.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hifu's teachings on how 

to help non practitioners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se skills in the midst 

of suffering.   

 

 

Lesson 7 

To be able to empathize with others' feelings, we first need to practise 

and develop the skill of active listening; listening with attention but 

without judgement.  Shifu shown us systematic ways to cultivate these 

basic skills like paraphrasing with the client (situation, behavior, 

cognitive and emotions). After acquiring these skills, we can gradually 

progress to the more skillful ways to explore and change the negative 

thinking patterns of the client that cause the suffering. 

 

 

Lesson 8 

In this lesson, we were introduced with basic counselling models and 

techniques like P.A.D.I and C.R.O.P.S which can be useful for us to 

design questions for regular practice to make ourselves a more 

competent befri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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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9 

Shifu taught that the 1st noble truth has to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Suffering can aid to strengthen our firmness and determination to put 

an end to it. In the 2nd Noble Truth,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have to be 

determined and they are primarily rooted in craving and ignorance. In 

the 3rd Noble Truth, Buddha reveals that suffering can be eradicated 

completely when meditated upon correctly and in the 4th Noble Truth, 

Buddha proclaims the 8 Noble Paths to Nirvana.  

 

For counselling purposes, we can apply the 4 Noble Truths on assessing 

What actually is the client’s suffering? Clarifying, reflecting and 

exploring how the suffering arises? Setting mutual objectives to 

overcome the suffering and discussing interventions and strategies on 

how to overcome the suffering. I prefer to use 4 Noble Truths model to 

design questions in guiding clients to know and accept their situation 

and move on more positively to avoid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and 

jointly set conditions for the causes of happiness if possible. 

 

Lesson10 

The biggest take away for this course: I learn to appreciate that 

Buddhist Counselling is a spiritual journey that deals with the ultimate 

wellness (emotional, mental, social, behavioral) while secular 

counselling is more goal oriented to solve some particular situations. 

Though I feel quite overwhelmed with the details of this course 

especially the last 2 lessons as they are too intellectual and Shifu was 

going at breakneck speed, it is a breakthrough for me to relearn 

Chinese and understand its essence for the greater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