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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會議發表大樹下教育專案
國際佛光會在印度促進婦女平等
本報芝加哥訊

   聯合國婦女署婦女地位委員會第66屆平行會議於3月16日進行
第三天議程，以「國際佛光會在印度促進婦女的平等」為主題，發表
印度「大樹下」
（Under The Big Tree）的教育專案，近千人上線參加。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會長心保和尚表示，國際
佛光會對於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性別和種族

之間的平等，給予支持、尊重與包容。聯合國全
球傳播部外展司民間社會部負責人迪亞洛（Hawa
Diallo）
，讚揚國際佛光會以各種包容性教育計劃和
職業機會，賦予婦女權力，打破社會中的各種偏
見，建立婦女平等。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東南亞及印度副秘書長
覺誠法師分享，國際佛光會在印度之緣起，從1963
年，星雲大師到印度的菩提伽耶與印度的首相尼赫
魯
（Nahru）
會面後，成立了第一個非漢語系的國際
佛光協會，建立菩提伽耶佛學院，沙彌學園，女子
佛學院和育幼院，給予貧苦家庭孩童受教育的機
會，增加信心，翻轉人生。新冠疫情期間，國際佛
光會也給予印度物資上的援助，在菩提樹下撒下種
子，弘揚
「人間佛教」
。
菩提迦耶佛光山負責人、大樹下項目負責人
妙軒法師，以紀錄短片介紹佛光山印度佛學院，與

佛光伽耶育幼院。在印度比哈爾邦（Bihar）進行的
「大樹下」
教育專案，是沒有圍牆的教室，不受空間
限制。以
「救急不救窮」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的原則下，協助當地人解決當地的問題，以「三好
●做好事 說好話 存好心」為教育鄉村孩童的核心
課程。參與
「大樹下」
的學生們感恩的表示，感謝星
雲大師的悲心宏願，給了她們受教育的機會，與開
發潛能的平台，有好幾位同學都進入大學，希望畢
業後依自己的專長能夠回饋故鄉幫助更多的人。
會議最後由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祕書長覺培
法師致閉幕詞，衷心感謝過去17年來在印度從事教
育工作的所有老師和法師們的辛勞，讓大家看到印
度土地上的光明花朵。
芝加哥協會會長周邁平分享在2016年參訪佛
陀聖地時，體會法師們在惡劣氣候，物質條件匱
乏，人力不足的環境下，不畏艱難，實踐「但願眾
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菩薩精神，感動不
已，並自我期許為弘揚
「人間佛教」
盡力。

■佛光山以「國際佛光
會在印度促進婦女的平
等」為主題，發表印度
「大樹下」（Under The
Big Tree）的教育專案。

佛光山提供

■佛光山在新德理的道
場。
佛光山提供

4月是防止虐待兒童警惕月
伊州兒童家庭服務部展開活動

每年的4月，是防虐待兒童警惕月。伊
利諾伊州防止虐待兒童、醫院、Poshard受
虐兒童基金會、民選官員、兒童福利利益
相關者邀請民眾一同參與伊州舉行的虛擬
培訓紀念活動。為期一個月，長期遵守在4
月防止虐待兒童警惕月期間，分享兒童虐
待和忽視預防意識信息，並在全國範圍內
促進預防工作。
今年的主題是「共同成長」，呼籲大家
採取行動相互支持，關注所有人類生存和
發展所需的優良環境。
伊州兒童家庭服務部（DCFS）主任馬克
史密斯博士指出，過去兩年的疫情期間對
所有人來說都是極其艱難的。當我們的學
校、企業、商店和餐館關閉時，我們為處
於危機中的家庭提供的支持服務變得更加
重要許多家庭的心理健康。通過這一切，
從伊州兒童家庭服務部主任馬克史密斯博
士指出表示，從未動搖過他們加強家庭和
保護兒童安全的使命。
DCFS找到了支持服務的家庭的新方
法。最終確定了對Zoom（雲端會議）的採
用；創建了一個新的移動應用程序，以便
部門接受護理的青少年可以與他們的親
人、個案工作者和支持系統保持聯繫；並
對在線虐待和忽視兒童報告系統進行了全
面檢查，使其對使用者更加的友好，任何

人都可以更輕鬆地報告可疑的虐待或忽
視，並確保兒童更安全。現在，我DCFAS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有彈性地走
出了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
伊利諾伊州防止虐待兒童組織執行董
事丹尼斯麥卡弗里聲稱，我們的世界已經
在改變。每個人都在談論恢復正常，但事
實是我們有一個新的常態。這種新常態包
括意識到事情可能會在瞬間發生變化，了
解我們有責任互相保護，並知道我們都在
一起。
「預防虐待兒童必須成為常態」，4月是
傳播所有兒童都應該擁有美好童年這一信
息的最佳時機，所有人都可以在保護兒童
安全方面發揮不同的作用。
為了提高認識，伊利諾伊州DCFS將
在全州舉辦活動，以紀念防止虐待兒童
月。所有活動都向公眾開放。所有伊利諾
伊州人都可以參與其中，並通過在4月1日
身穿藍色衣服並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帶有
#GreatChildhoods和#GoBlueIllinois標籤的
照片來表明他們對預防及終結虐待兒童的
承諾。
4月預防虐待兒童警惕月的多項活動：
2022年4月1日下午1時開幕，地點在：
John A. Logan College（Building H Atrium）
,
700 Logan College Drive, Carterville；觀

美京博雅苑組織
首次歡樂春遊行活動

春，萬物復甦。那報春的第一批花兒已然盛開，動物園裡的
動物經過一個冬天的休養生息，此刻也耐不住春風拂面，野花飄
香，紛紛走出戶外，暢享大自然的美妙春光。
日前，美京華人活動中心博雅苑（CCACC Academy）幼稚園
的孩子們開啟了2022年第一次的出遊行程：踏春——華盛頓史密
森尼國家動物園（Smithsonian National Zoological Park）。
乘坐著美京華人活動中心的班車，穿上學校統一發放的白色
T恤衫，與同學、老師、家長相伴出遊，孩子們的小臉蛋上洋溢
著濃濃的喜悅和快樂。他們太期待這一次的旅行，因為最近幾周
學校里學習的主題就是「動物」。看了那麼多的圖片，學習了好多
動物的生活習性，也觸摸到了各類材質的人造動物模型，而此時
此刻，終於要親眼看到活生生的、真實的動物世界，他們怎能不
一個個充滿著期待和興奮呢！
這次的參觀以班級為單位，小班、中班、大一班和大二班每
個班的學生都由本班老師和義工家長帶領。由於報名做義工的家
長實在太多，我們只能抽籤選出幾位。即使這樣，還是有好多家
長自駕過來參加義務看護孩子遊園的活動。一個班級一條拉繩，
串起了全班的師生。每到一處，因為義工家長認真負責地幫忙
維持秩序，每個班級排隊有序前行，我們的老師得以集中注意力
給孩子們介紹動物的名稱、特色，孩子們則興致勃勃地觀看和聽
講，時不時提問，氣氛十分歡樂祥和。
作為中國的國寶--大熊貓，自然是不能錯過。孩子們很開心
地看到了憨態可掬的熊貓津津有味地吃竹子的情景。館外的那
片竹林，讓充滿探索精神的學生們禁不住好奇地去摸摸、看看，
好不開心！如此近距離地了解動物的世界，對孩子們充滿了吸引
力，用不虛此行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
大象館里關於大象體重、所吃食物的諸多介紹和比較，讓學
生們對陸地上最大的動物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當他們瞭解到一
隻大象每天要吃的食物的分量，小朋友們不禁張大了嘴巴。這樣
形象直觀的認知方式對2至5歲的孩子特別友好，他們可以一下子
就明白食物和體重的一個對比。老師講得生動有趣，與孩子們現
場的直接觀看相配合，真可謂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校外教學。
為保持與學校作息時間的一致，晌午時分，貼心的老師們給
學生們安排了一次短暫的休息，給孩子們提供了統一的零食和飲
料。孩子們在戶外就餐，吸引了眾多小鳥來圍觀。這種別樣的風
景為此次出行增添了不少的驚喜和樂趣。校長架著照相機，跑前
跑後，穿插在不同的班級為大家留下靈動的美麗瞬間。
三個小時的參觀，飽了眼福，在回程的路上，孩子們細數著
看到的各樣動物，喜不自禁！快樂的時光如此短暫，真是意猶未
盡！只能回看那一幅幅照片，細細品味回憶曾經的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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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直播、虛擬會議：www.facebook.com/
preventchildabuseillinois/
2022年4月1日早上10時，在Madison
County Government Building，157 N. Main
Street，http://www.riverbender.com/video/
live/details.cfm?id=1284
2022年4月1日至4月30日在Aurora Art
Exhibit Paramount School of the Arts（20 S.
Stolp Ave., Aurora），在4月的展示包括了兒
童、學生與本地藝術家及關懷兒童者的各
式作品。
2022年4月5日早上10時：觀看直播
https://us06web.zoom.us/webinar/register/
WN_HrdUMO-FSOyngajtbWPWPg
關於伊利諾伊州兒童和家庭服務部
（DCFS），DCFS成立於1964年，負責通過
響應兒童虐待熱線1-800-25-ABUSE（1-800252-2873）上接到的電話來保護兒童免受
虐待或忽視）。以保障兒童安全為目標，
DCFS通過廣泛的服務加強和支持家庭。
當保護孩子的安全意味著將他們從家
中帶走時，DCFS會盡一切努力讓他們與家
人團聚。當孩子的最大利益使這成為不可
能時，DCFS致力於尋求愛心家庭的收養，
為孩子提供一個安全和永久的家。DCFS還
負責所有伊利諾伊州兒童福利機構的許可
和監督。
本報芝加哥訊

亞裔學生聯合會舉辦 亞太裔美國傳統月海報藝術比賽
作品要求︰旨在展現在亞太裔歷史
和、或文化中的重要人物、地點、事件或
時刻的原創藝術作品。作品必須以素描、
油畫和數字藝術呈現，並通過在線提交。
電子提交申請：完成並提交在線申請
單（申請鏈接：https://bit.ly/APASAAG_
postercontest2022）
內容包括：學生姓名、年級、學校、
作品名稱和介紹；填寫並提交同意和授權
文件（Consent & Release Form）
；上傳藝術
作品或經掃碼的文檔；藝術作品以jpg格式
提交，不超過10M；藝術作品必須用以下
方式命名：「學生姓氏_名_學校名.jpg」
；截
止日期：2022年4月20日。
主 辦 方 —— 亞 裔 學 生 聯 合 會（ A s i a n
Pacific American Student Achievement
Action Group）作為一個諮詢機構，其成員
與MCPS定期對話，就影響亞太裔（APA）社
區的問題提供反饋，並代表亞太裔學生進
行社區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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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華埠廣場二樓， 辦公室分租。面積
12呎x 21呎，木地板，光線足。適合會
計，律師，診所。租金每月$785.00
（煤電費用分擔），隨時可搬入。
有意者請
Email ：Chicago@nysingtao.com
或電話留言：312-842-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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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方——蒙郡華人家長協會（CAPAMC）
； 美 京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C C A C C ）
；
李佳信慈惠基金會（Calvin Li Memorial
Foundation）
；引領未來學院（L4FA）
；越南
美國人協會（AVA）和蒙郡亞裔美國人促進
網（MoCoPAAN）。如有問題，請電郵至
apasaagmcps@gmail.com或登錄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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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5月是法定的亞太裔美國傳統月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AAPI）
Heritage Month），旨在回顧亞太裔在美國
的歷史、挑戰和對美國社會的貢獻。
今年為第三屆年度亞太裔美國傳統月
海報藝術比賽，並繼續邀請所有蒙郡公校
（MCPS）K-12年級的學生參加。參賽作品
必須為原創，旨在展現在亞太裔歷史和、
或文化中的重要人物、地點、事件或時
刻。比賽分為三個組別：小學低年級組（K2），小學高年級組（3-5）和初高中年級組。
每組組別都將評選出一等獎（100美金獎
勵），二等獎（75美金獎勵）和三等獎（50美
金獎勵）。獎金將以禮品卡形式發放。所有
作品將由社區藝術專業人士評選。獲獎作
品系列將會以海報形式在獲獎者所在學校
展出。
參賽資格：報名者必須是蒙郡公校
2021至2022學年的注冊學生。每名報名者
僅限一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