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
主辦

「生命提昇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協辦

由「李嘉誠基金會」之「香港仁愛香港」
贊助

『生死教育』活動系列：
「生命之光」講座
座位有限，請從速訂座，機會難得，以免向隅！
英語講座，「備有粵語即時傳譯」

•   從「瀕死體驗」得知大多數人在臨終時會遇見亮光，此亮光帶來甚麼訊息呢? 對生命有
何重要呢?

•
•

死別至為傷痛，為何「瀕死體驗」的悟示可以撫慰死者和喪親者呢？
本會再次邀請了有多年研究及輔導經驗的歐美權威學者，更深入地介紹瀕死體驗中的獨
特體驗，如光明大愛的出現，生命回顧等，並提供喪親者最佳的協助以期可重拾信心
及希望。

『敦珠佛學會』自從2000年以來，致力於推廣『

本會非常感激及幸運地得到各方好友、善信們的

生死教育』，所舉辦的講座均曾邀請海外著名學者主

全力鼓勵及支持，經由公平競選方式，終於在2011年

講、以及與相關的學術機構合辦。已推出之一系列『

8月6日成功地申請並獲得，由『李嘉誠基金會』贊助

生死教育』演講、講座及課程，及定期出版的文字及

及推出的“香港仁愛香港”公益活動之第二回合贊助

影音等多媒體資訊，均是現時在香港非常缺乏的。

經費，作為提供『生死教育』的經費來源。

由於普遍的人都缺乏對『生死教育』的認知，因

參加此次深具意義的“香港仁愛香港”公益活

而造成種種令離世者及其家人在離世前後的恐懼、創

動，並得到香港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公平、公

傷，以至悲劇，同時亦做成現代人未能構建完整的人

正、公開地選出具有意義的不同項目，用以惠澤社

生觀、世界觀、以及精神素質，從而產生種種的倫常

群，是一種榮幸。『敦珠佛學會』今次有幸獲得贊助

及社會慘劇。

的項目名為『生死教育』，乃屬於『教育』的部份。

在『生的教育』方面，有自我增值及心理質素提
昇課程，不單令其在工作上增強實力，更重要的是在

主講嘉賓簡介：

心靈及情緒上得到開導、紓緩及支援，好讓其建構
穩定、積極及正面的人生觀及價值取向。而在『死的
教育』方面，重點在認識及了解死亡的真相及真正意
義、掌握正確應付死亡的方法，從而提昇其對生命意

(1)      愛芙琳‧艾爾塞瑟–瓦拉利諾女士
(Ms Evelyn Elsaesser-Valarino)

義的深刻及真正的認識，令其熱愛生命與生活，活得
   在超過三十年，

更開心、更精彩。

愛芙琳．艾爾塞瑟－
為此，本會決定於今年2012年8月5日 (星期日) 下

瓦拉利諾女士以大部

午，於香港灣仔之『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有關

份時間投入有關「瀕

『生死教育』的講座，其詳情如下：

死體驗」（NDEs）
及因而引起之影響的
研究。在此題目上，

『生死教育』活動系列：
「生命之光」講座

她的著作包括書本和
論文。她經常在瑞士
及其它歐洲國家和美
國參加國際會議，

日期：2012年8月5日 (星期日)

愛芙琳．艾爾塞瑟–瓦拉利諾女士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正

和會議論文集作出貢獻。她是「國際瀕死研究學會」

地點：香港灣仔之「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1

(IANDS) 的歐洲聯絡員，也是「國際瀕死研究學會」

(博覽道入口)
主講嘉賓及題目：

並定期的對論文集

德國分會的特別顧問。
她也是西班牙「靈性傳播會」(SEDEL) 的榮譽

(1)    愛 芙琳‧艾爾塞瑟–瓦拉利諾女士 (Ms Evelyn

會員。多年來，她是瑞士「科學和醫學網絡」

Elsaesser-Valarino) — 有關「光明」的教授：「

(SMN) 的聯絡員，亦是法國巴黎「超常經驗研究院」

瀕死體驗」對生死的啟示

（INREES）的榮譽會員。

(2)  珍尼詩‧M‧柯頓教授  (Professor Janice M.
Holden) —「瀕死體驗、臨終顯像、及死後溝
通」在哀傷及哀傷輔導的角色扮演
講座入場費: 港幣 $50，需要「即時傳譯」者附加港幣       
$30 (備有粵語即時傳譯)，即港幣 $80

   此外，她的著作 On the Other Side of Life，中譯
《柳暗花明又一生》，曾以六種語文發行，及另一部
與榮休教授簡力榮 (Kenneth Ring) 合著的Lessons from
the Light，中譯《穿透生死迷思》，共有十種語文發
行，兩部中譯均由臺灣遠流出版。

講題概要:

艾爾塞瑟–瓦拉利諾女士將於這次講座，

發展潛質。她專研「瀕死體驗」，並發表了30多份學

闡釋「瀕死體驗」的三個主要範疇，分別是：

術論文、書本章節和為數眾多的口頭報告。

(i)

生命回顧 — 當「生命回顧」時，瀕死體驗者

   自2000年，柯頓博士在「國際瀕死研究學會」

在立體的 — 充滿著色彩、聲音、氣味和沒有

(IANDS) 董事會服務了六年，其中三年任會長。其他

時間區限 — 情景中，回顧了他們人生之每一

主要的工作當中，她為《瀕死體驗：迄2005年》的

件事，他們開始明白他們的行動、言詞、甚至念

期刊文獻索引、及《瀕死體驗，第一部：認識愉悅的

頭，如何影響著事件中有關的每一個人，一一在

瀕死經驗》，並主編《瀕死體驗手冊：30年之調查研

回顧場景中顯示。他們的所作所為所造成的衝

究》(2009，Praeger)，內載有「瀕死研究」行內的頂

擊、那些作為他們感到驕傲的、以及那些較負面

尖研究人員，對迄2005所有的瀕死研究，作出詳盡

的，通過再次地經歷事件，他們可得到一個的整

及批判性的評鑑。目前，她是《瀕死體驗期刊》的編

體的全面瞭解。但並非單從他們本身的觀點，而

輯。

。。

也是從有關的人士之立場來看。「生命回顧」是
具有高度變化和教育性的，它讓自身對人類的責

   柯頓博士持有德州核准專業輔導員–監督、德州

任，和我們對生命中相遇過之人士的同理心，衝

核准婚姻及家庭治療師、以及美國之國家核准專業輔

擊了我們自己。

導員。

(ii) 經歷「瀕死體驗」後的影響 —「瀕死體驗」

講題概要：圍繞「瀕死體驗、臨終顯像、及死後溝

對那些經歷者們激發起大量和基本的「價值、目

通」這三種「超越個人經驗」的研究，顯示它們實際

標、及如何生活」之種種問題。經歷「瀕死體

上往往是給喪親者慰藉、重拾信心、以及希望的來

驗」後的主要影響為：「生與死」的概念和「自

源。在講座中，柯頓博士將解釋每種經驗的定義，提

我」的概念，與及有關社會性和物質性的議題。

出每種的案例、以及闡釋研究的結果，以指出這些經

這些人格的轉變，對「瀕死體驗」之經歷者們，

驗對喪親輔導有壓倒性的效益。她會解釋輔導員和其

具有深重的蘊義，我們將對此提出論述和分析。

他醫護人員，應如何與喪親者交流這些經驗，促使喪
親者的哀傷過程得到最佳進展，及他們總體的利益。

(iii) “光明”的啟示 — 「瀕死體驗」會觸發起態度
和信仰體系的深遠改變，主要由於遇見了“光明
的存在”，這是該現象的核心經驗。這些來自“
光明”的教授，並非只局限於「瀕死體驗」之經歷
者們，而是對所有願意學習、以及想深化認識和理
解這種「超越個人經驗」的人士，皆有所裨益。
(2) 珍尼詩‧M‧柯頓教授
(Professor Janice M. Holden)
   珍 尼 詩 ． 柯 頓
教授(教育學博士)是
美國北德州大學輔
導學教授、以及「
輔導學和高等教育
學系」之系主任。
她主要的專業為立
足於超個人觀點的
輔導，意味超越通
常時空的界限經
驗，和它們相關的
珍尼詩．柯頓教授

參加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購入場券
$50 (英語) ______張，$80 (粵語即時傳譯) ______張，合共_________元。
全部合共________元，直接存款/現金/支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項目由本會填寫
     報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場券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法:
1) 郵寄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請連同參加表格，寄回本會會址：「香港柴灣常安
街77號發達中心4/F」；或
2) 直接存款： 直接存款入香港匯豐銀行「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戶口 ﹕579-2-006529，敬請將存款收條及
填妥之參加表格，傳真至本會號碼： (852) 3157-1144，或者寄回本會會址。
門票及收據將會以郵寄方式送呈訂座嘉賓的詳細地址。
查詢： 請來電(852) 2558-3680，
或電郵 info@dudjomba.org.hk
訂座之嘉賓可於本會網頁下載訂座表格，於填寫後傳真或寄回本會，亦可致電本會索取傳真表格。
網址: http://www.dudjomba.org.hk

敦 珠 佛 學 會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通 訊 地 址 ： 香 港 柴 灣 常 安 街 7 7 號 發 達 中 心 4 樓

4th Floor, Federal Centre, 77 Sheung On Street, Chaiwan, Hong Kong

電話：(852) 2558 3680 傳真：(852) 3157 1144
網 址 ：http://www.dudjomba.com

電 子 郵 件 ： info@dudjomb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