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對象： 
- 家長、老師和社工 
- 管理階層、團隊領袖和需要拓展人際關係的專業人士 
- 生命數字諮詢顧問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費用：會員$100， 非會員$120 (歡迎會員帶朋友出席) 
名額：15人 
主持：Karie Chan

我看前世回溯                                                                                                                    Venus Wong

* 如對今期 newsletter 有任何建議，歡迎電郵至 karen@hknewage.hk *

文章分享 ~ 開創健康環保新生活                                                                                         Aska Wong

各位Aura-Soma 的同學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有時做Aura-Soma reading 時，總是對某種顏色沒有多大感覺呢？ 

由學完 Level 1至現在，同學們可能已遺忘了很多顏色的意思，所以舉辦了這個 Aura-Soma 聚一聚，希望憑大家對每
種顏色的一點一滴，滙集成完整的資料，以應付於12月開辦的 Aura-Soma Level 2 課程，或是在我們做個人諮詢時，
可提供該種顏色的更多訊息給 Seeker。 

在每次的聚會中，會以一種顏色作為該晚的主題，同學們可就該種顏色分享自己的感覺、常見該種顏色的象徵符
號、個案分享、用油後感等等，務求令大家對每種顏色都有新的體驗。 

聚會對象：修畢Aura-Soma Level 1 或 Level 2 的同學
 

主題顏色：紫色                                                          主題顏色：黃色

日期：2007年9月13日 (星期四) 7:30 pm - 9:30 pm                       日期：2007年9月27日 (星期四) 7:30 pm - 9:30 pm  

費用：每位 $50 
名額：10人
如欲報名或查詢，請致電3184-0974

一直十分喜歡太極的圖案，特別是用電腦合成的流動版本，總覺的這個簡單得不得了的黑白兩色組合蘊藏著很深遠
的意義。 

看到這個圖案，許多人都容易聯想起「對比」、「兩極」，對我來說它包含的意義卻顯得更大更多。還記得有一次
帶領一個有關顏色治療的催眠工作坊，談的都是日常生活裡各種色彩如何影響我們的身心狀況，活動後有一位參加
者表示她工作的地方所有同事的案頭都不得放置任何其他色彩的物品，實行要全民活在一個黑與白的空間，仿如一
個跟色彩分離了的世界，面對著這些制約令她感到無奈，也很想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跳出限制，為自己找回更
多生命的色彩。當時靈機一觸，就想起了這個太極圖案，正如靈性彩油 (Aura-Soma) 概念裡透明色跟深紫紅色（屬
系統內最接近黑色的一種顏色），兩者都包含了所有的基本色調，象徵了最大的可能性，從兩者之間時刻活出平衡
的狀態也許就是她所身處的黑白世界最好的提示，說罷她向我報以一個滿足的微笑，我也很感謝這一條問題帶給我
的啟發。 

這種黑與白的互動，也令我聯想起靈性成長的過程，好比要我們拿揑好內與外、黑與白之間的平衡。事實上有不少
人以為靈性就是指一面倒地把事情看得正面一些，卻沒想到盲目地依從這種立場會把我們推進了超越現實的位置，
當我們返回真實世界便有機會觸發起更多的無力感。此外，許多同學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常常強調要清理心靈的垃圾，
個人的體會卻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了我，有時候，生命力的源頭正是那些我們不想去面對的關鍵點，實際的練習和親
身體驗令我發現適當地給自己一些空間去處理這些不想面對的部份，每一次都能為我引發出更實在更強的正面資源，
這不就正好像太極的互動嗎？當你能面對更多的黑暗面，你也能掌握好源於內在更多光明的力量。在這種互動當中，
你給了自己真正去伸展擴張的空間。 

反映在我們的生活裡，這種互動其實也無時無刻地在運作，黑中有白，白中也有黑，好像提醒著我們遭遇到的事物
不同的面向，安穩中也要懂得未雨綢繆，困苦裡也要看得到希望。 

要達至平衡當然並非易事，又或者甚至有人會認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至少我們都能夠嘗試從中理解，我們都擁
有這種機制去掌握好內在力量的源頭。無論你這一刻已感到有太多的憤怒、恐懼、內疚、怨恨、執迷或懷疑，你讓
自己去追尋更平衡的狀態，你實在也給了自己更強的反彈力。

《與神對話》 一部真正以身心靈角度出發的電影展露於人前，是新時代的一個里程碑！ 

這部電影出自於一本書，名為《與神對話》，一部能改變人生的著作！只要帶著
覺知的心去觀看，你必定會有所得著！尤其正在身心靈路上行走的人！故事講述
一個結過五次婚、有九個小孩的男人，在他最潦倒的時候，神來之筆「寫」出了
這本「驚世之作」。 

尼爾對於自己生活的不順遂十分憤怒，他質疑自己的信仰與及一直相信的神，為
了發洩不滿，他給神寫了一封信，竟然得到回應…… 

神「直接的」回答了尼爾的種種問題，包括所有生命與生活中各個層面的問題： 
「人的一生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是否永遠也不會有足夠的錢？」 
「我到底做過什麼事，活該要有如此不濟的一生？」 
「如果真有萬能的神，這世界怎麼還會有這麼多的災難？」 
尼爾的生活亦因為《與神對話》而得到改善，他遂將這份信念帶給其他人！ 

電影分享會內容： 
*揭示物質生活與靈性生活是可以共存的 
*懂得放下執著，事情便會有所改變 
*愛是一切的答案 
*分享自己擁有的，你便會豐盛起來 
*你不是孤獨的，你一直都與自己同在 
*設有互動分享時間  

*為讓大家有一個寧靜舒適的環境以便節目順利完成，請各參加者務必準時出席，多謝合作。 
參考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N9uCzVtuR2k

- 片長約 1小時30分，以英語旁白及配以英文字幕
-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 日期：2007年10月5日（星期五）
- 時間：7:30 pm - 10:30 pm（逾時不候）
- 費用：會員HK$60；非會員HK$80
- 名額：15人

塔羅牌是其中一種古老而有效的工具幫助使用者藉由與潛意識及較高意識的連結以達到對自身與他人的瞭解。它被
誤解或誤用來作為算命的媒介已有多年，現在應是將其回歸到真正用途的時候，也就是將其作為個人意識與覺察的
工具。任何人都可以學習使用塔羅牌，以新的觀點及角度探索自己或他人的真正身分及內在心態，或是清晰現實生
活或人際關係上的視野。將塔羅牌引進你的生活，就好像擁有一位具有智慧的密友，時時刻刻為你提供明晰的瞭解
與忠告。

我們上課所使用的 Aleister Crowley 牌，算是當今其一最被推崇的塔羅牌之一。它是由上世紀初一位神祕學大師所設
計出來，具有相當深度足可進行靈性、心理及現實生活上的解讀。

在過程中，你將學習到如何藉由直覺、感覺將七十八張牌一張張地進行內在的連結。藉著這樣的方式，你將準備好
開始將它們像跳板般地使用，以擴張、建構直覺的心智及有意識的覺察。所有關於成為熟練的讀牌者所需的資訊及
獨特的牌陣，都詳列在工作坊中所使用的中文書籍。

Thoth 初階 
2007 年10月27日 (星期六) – 10:00 - 8:30 pm 
2007 年10月28日 (星期日) – 10:00 - 6:00 pm 
2007 年10月29日 (星期一) – 10:00 - 8:30 pm 
2007 年10月30日 (星期二) – 10:00 - 6:00 pm 

初階及進階課程費用： 會員HK$7,000；非會員HK$7,400 
香港新時代中心會員可享有提早付款優惠(須於2007年9月15日或之前付款) – HK$6,660

如有查詢，請致電 852-31840974 或電郵至karie@hknewage.hk 或瀏覽: http://www.hknewage.hk/c_thoth.html

Thoth 進階　 
2007 年11月3日 (星期六) – 10:00 am - 8:30 pm  
2007 年11月4日 (星期日) – 10:00 am - 6:00 pm

與國際大師的90分鐘相會–Mangala 個人諮詢

Mangala 於2007年10至11月份留港期間將提供直覺諮詢 : 

Mangala 使用塔羅牌和生命數字作為工具深入地進入無意識的頭腦裡，來探索你生命中正在發生的是什麼。這 90 分
鐘的諮詢好像一面鏡子，向你反映出一些可讓你認知到的實相。你會感到它們很熟悉，因為它們是從你較高的本質
或存在來的。 

你所得到的訊息會很實際且實用，可以看到你和人的關係，你的工作，並且回答你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最能進入到
你的本質或存在，那個萬物的源頭。這諮詢不僅能讓你清楚看到目前正在發生的事，也可以了解到它為什麼會發生，
而你需要如何處理。這諮詢可讓你客觀地看到你頭腦的運作方式，你的制約模式，和你目前須要學習和發展的地方。 

這諮詢不僅是呈現訊息給你而已，你會發現藉由覺察到你無意識頭腦的運作方式，馬上地，事情就會開始有所不同。
諮詢過程將會為你和你的生命創造出一些實質的改變。 

這90分鐘的諮詢會有錄音，錄下所有的訊息，你可以帶回家聽，慢慢消化，還可以在往後的數個月，甚至是數年後，
參考這些訊息並從中學習。 

每節諮詢為 90 分鐘，查詢日期可瀏覽: http://www.hknewage.hk/C_Mangala_Consultation.html

費用: 會員HK$1,800；非會員HK$2,000 [如有需要，可另加翻譯費用：HK$180] 
香港新時代中心會員可享有提早付款優惠 (須於2007年9月15日或之前付款) – HK$1,600 
[如有需要，可另加翻譯費用：HK$180] 

查詢或報名可致電 852-31840974 或電郵至 phoebe@hknewage.hk

電影分享會 - 與神對話 CONVERSATIONS WITH GOD

夢工作DIY分享會

黑與白                                                                                                                                 Venus Wong

自在好生活催眠工作坊

9 月份自在好生活催眠之夜 － 吃出美麗健康 

你認為自己的體重合附「標準」嗎?　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敢說自己是百份百喜愛自己的身體呢？有些人希望增磅，
同時有更多的人天天想著如何減掉身上的脂肪。在追追趕趕的過程裡，有沒有想過這個標準是人家給你，還是真正
為了自己的健康而定立出來的呢？ 

今時今日，減肥成了不少城市人生活重要的一部份。的確，某些時候減重是有需要的。特別是現今社會的飲食文化，
我們在不知不覺間被鼓勵把許多不必要的東西，甚至是有害無益的所謂「美食」填進肚子裡。滿足了一時的口福之
慾，卻犧牲了自己的身體健康。 

合適的飲食安排，身體會變得更活力更健康。然而吃什麼，吃多少都是生活的大課題，涉及了文化、人際、情緒等
各方面的影嚮。實情說到底還是要找出自己對食的信念。"You are what you eat" 正好說明了我們今天決定了吃什麼喝
什麼，都直接反影了我們為自己的健康投了怎麼樣的一票。 

這夜讓我們一起發掘出更多更絕妙的飲食大計，人人吃得又健康又美麗。減肥也好增磅也好，齊齊在飲食裡找尋愛
自己的動力。

日期：2007年9月19日(星期三) 
時間：8 pm - 10 pm

10月份自在好生活催眠之夜 - 憤怒多面睇 

你常常容易感到憤怒嗎？不管你有沒有在意，我們這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經歷過種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憤怒。
然而正因為我們都活在社會化的規則之下，要表達憤怒好像必須要有個合情合理的因由，找對場合再配上合適的
人物才可以發洩出來，不然便容易被配上一個「情緒化」的罪名，人人敬而遠之！當這一切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
沒有發生的情況之下，有些人甚至選擇就此把憤怒的情緒生吞下去便以為相安無事，如是者內心真正的情緒長期
地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然而觸動憤怒的事情卻往往會一再出現，揮之不去。長期漠視憤怒情緒之下，終有一天就
是連自己為什麼會憤怒也摸不著頭腦！ 

當發洩憤怒被指為不應該，另一方面把它收藏起來卻又對身心造成多重傷害，我們應該如何逃出這個死胡同？讓
我們一起跟它來一次正面交鋒，真真正正地重新認清它的真面目，讓憤怒成為你的資源，學懂怎樣把它處理好，
而不再是長久地控制著你的局限。 

日期:2007年10月25日(星期四) 
時間：8pm - 10pm 

地點: 香港新時代中心 
費用: 會員$200， 非會員$250 
名額: 12人
主持: Venus Wong 

內容： 
• 主題分享 
• 小組催眠練習

* 請注意：為免影響催眠活動過程，參加者必須準時出席，逾時不候。為免影響其他參加者， 遲到者可能被拒絕
                  參加當晚活動。

報名及查詢 3184-0974 或 email to karie@hknewage.hk 或瀏覽 http://www.hknewage.hk/C_Hypnosis_Workshop.html

生命數字 (Numerology) 分享晚會

Mangala老師的 Thoth 塔羅牌課程

於女性譚崔工作坊中，Salila老師讓我們覺察到壓力不
是其他人給我們，而是自己給與自己：傳統的女性觀
念、自己對自己的要求等等……當晚我感受到各位女
仕的互相支持，雖然只是短短的數小時，但各位女仕
於當晚仍很享受於展現自己內在隱藏已久的女性能量。
很期待Salila老師再開辦這些工作坊啊！

有關課堂情況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photo_gallery/2007tantra.htm

塔羅心靈諮詢顧問專業培訓工作坊 (Tarot Consultation Professionals–Refinement Training Workshop)

課程預告 風水學會花絮

Pulsation 呼吸療法 女性譚崔工作坊感想                                肥比

一連三天的呼吸療法，充滿愛和溫暖的結束了！Salila老
師帶領我們回歸身體層面，然後進入心靈世界，一直走
到靈性上的狂喜。無論情緒上的阻塞或是身體上的壓力
都能完全釋放，我們就像重新出世的小生命，充滿著活
力和衝勁；Salila老師答應我們盡快安排時間再來臨香港
教導我們更多身、心、靈的智慧。真的非常期待呀！

有關課堂情況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photo_gallery/2007pulsation.htm

2007年8月2日香港風水學會誠邀我們香港新時代中心
進行一個命理術數與塔羅牌及生命數字的中西文化交
流會。這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整合！ 當日Michelle
為各位來賓講解塔羅牌與生命數字的關係，對於一向
接觸傳統命理術數的朋友來講，感覺非常之新鮮，頓
時泛起更加熱烈探求生命的興趣！ 

有關課堂情況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photo_gallery/fengshuiclub.htm

Sarovara 將於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到港舉辦以下課程: 

2007年12月21日至12月26日 
                                        Aura-Soma Level 2 
2007年12月28日至12月30日 
                                        Essential Astrology (本質占星學) 
2008年1月2日至1月6日 
                                        Heart Chakra (心輪工作坊) 

詳細課程資料及時間將於九月初公佈，敬請留意網頁。

人生如夢，夢如人生！有人說夢世界是虛假的，現實世界是真實的！也有人說現實世界是虛假的，夢世界才是真實
的！ 

夢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元素，不論是預言性的夢、重複的夢、連續的夢，甚至乎白日夢等等，當中都有其意思
及訊息要讓我們去知道！但如夢初醒之後意識便活躍起來，夢境內容亦很快煙消雲散，錯失了潛意識給予我們的啟
示！ 

要了解夢是什麼的一回事，做好夢的工作尤其重要，每一個人都可以運用一套屬於自己的夢工作，從而去跟自己的
潛意識作更深層的溝通以及改變人生！透過這個分享會可讓大家對夢有更多的認識及了解、夢跟我們的關係、正確
解讀夢境的重要性、夢中的象徵物、透過夢進行自我療癒、認識不同類型的夢。 

當你掌握了屬於自己的夢工作後從而好好的去運用，那麼你便開始覺察自己的生命跟靈魂，從大我的角度去成長！ 

討論重點： 
*夢世界和現實世界與靈魂的關係 
*在夢中找回真正的自己 
*夢種類的認識 
*透過夢進行自我療癒 
*了解夢中象徵事物背後的真正身份 
*創造自己的夢境 
*設計屬於自己的夢工作 
*將夢中生活帶進現實生活的重要性  

10月份主題：＜<惡夢>＞ 

相信大家都曾造過一些驚嚇、恐怖以及令自己不安的夢，我們稱之為 -- 惡夢！惡夢往往都會令到我們驚醒！有時惡
夢還會持續不段重複著，以致汗流浹背不敢再入睡！有些惡夢更會以連續劇的型式出現，每一次的夢境都彷如劇集
一樣，有的一直在重播某段劇情，有的以接著上回的故事延續下去！ 

原來惡夢的成因有很多，亦因人而已。要知道惡夢的形成，是因為當中有著一些重要的訊息要讓我們知道，故此我
們的潛意識運用了一種具體的方法去讓我們覺察從而去處理！了解及面對你的惡夢，有助於你去化解疑難，發現新
的洞見！

日期：2007年10月3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費用：會員$100，非會員$120 
名額：15人 
主持：Aska Wong 

報名或查詢可致電 852-31840974或電郵至aska@hknewage.hk

分享會對象： 
*所有對夢有興趣之人士 
*經常造夢，有特別深刻夢經驗及常被夢魘困擾之人士 
*夢工作者

Aura-Soma 聚一聚

我們非常之鼓勵更多同學以塔羅作為媒介去幫助身邊的人成長，令世界更加美麗！很可能你已經聽到自己的聲音
，希望這是你的前途–理想的工作！又或是你相信用塔羅牌可以更深層認識自己！參加這個工作坊系列都可以幫
助你！ 

這一連串工作坊中，我們的重點會讓你發掘及提昇自己的個人特質，成為能獨當一面的塔羅心靈諮詢顧問！個人
成長的路是漫長又具挑戰性的，工作坊能協助你加快這過程，用正面成熟的心態使用塔羅作為心靈治療的工具。
要達到這樣，並非傳統教學般的考試或證書課程所能做到，你只需要向內覺察！當你覺知，你已經準備好成為別
人的僕人時，你就是生活的大師！
 

這個工作坊是針對已修畢 Connolly 進階的學生。皆因有很多同學回應，對於自己Connolly解讀仍未有信心，彧是希
望自己解讀能更有深度。其實 Connolly 是一副非常有空間及闊度的塔羅牌，而透過解讀過程(reading)，同學更能建
立自信心、觀察力及人際溝通。透過個案的練習，了解及調整 Reader 的心理關口。並加入不同遊戲或練習，幫助
同學去穩固解讀塔羅牌之深度。 

畢竟塔羅牌的哲學能反映在生活上，有趣之餘又可以容易地發覺自己思想或行為模式的框框。從而給自己人生路
途更多可能性。工作坊歡迎所有喜歡用塔羅牌去幫別人進步和自我成長的同學。 

每一個工作坊都會有一個主題，自信和信任是基石，打好基礎讓你更有空間幫助自己及Seeker去照這面＂鏡＂。 

內容： 
• 真實個案討論及練習 
• 個案心得分享 
• 心態上矯正而提升技考 
• 以塔羅牌為主體而設計的遊戲及分享 
• 靜心練習 
• 心理學理論實踐

日期：2007年9月29日(星期六) 
時間：2:30 pm - 7:00 pm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人數：10人 
費用：會員$360，非會員$400
導師：Karie Chan，Venus Wong  

有興趣參加留位或查詢 3184-0974 或 e-mail：karie@hknewage.hk

專業靈性諮詢顧問培訓基本課: 自信及信任工作坊

你懂得聆聽嗎? 一個溝通的高手，未必是很會說漂亮動人的話，但必定是能夠細心聆聽的人！ 

作為一個心靈諮詢顧問，懂得聆聽就好像接通了天地線，明白面前這個人的言內之音！學習聆聽，你會有更客觀
闊大的心胸接納自己及別人；你會感受到對方的心，提昇同理心！你會有耐性及包容和了解到別人的盲點！聆聽
訓練工作坊的得著會伸展至你和身邊的人際關係！不要放棄在你身上潛藏的聆聽力量！ 

聆聽訓練工作坊針對已完成自信及信任工作坊的同學，更進深地運用自信於與人互動上。並繼續曾探討的心理學
理論！ 

內容：
• 小組討論及練習 
• 個案心得分享 
• 心態上矯正而提升技考 
• 以塔羅牌為主體而設計的遊戲及分享 
• 靜心練習 
• 心理學，NLP 和催眠治療理論實踐

專業靈性諮詢顧問培訓01進階課: 聆聽訓練工作坊

日期：2007年10月19日(星期五 --  公眾假期) 
時間：上午10時 - 7時 (中途會有休息及午膳)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人數：10人 
費用：會員$750，非會員$850
導師：Karie Chan，Venus Wong 

有興趣參加留位或查詢 3184-0974 或 e-mail：karie@hknewage.hk

古希臘哲學家及數學家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認為數為萬物的本原，生命數字 (Numerology，又名靈數學) 便是基
於此概念而生。其實這些古老智慧亦能實用地運用於這個社會上，但由於人的複雜性，很多人仍感疑惑究竟9個數
字如何能夠涵蓋所有人？ 

如果想深入了解生命數字 (Numerology)，最好的方法便是去了解你自己和你身邊的人。生命數字 (Numerology) 是一
種方法亦是一種心法。如果單憑資料了解這些數字，只能令你紙上談兵；其實 1 至 9 號包含九類人生課題、九種
生活態度，而且我們每一個人一直循環不斷地在經歷。當你察覺到，然後品嚐到當中的甜酸苦辣，這些經過細味
的經歷便會成了個人的聰明才智，讓你協調關係，幫助處理衝突，輕輕鬆鬆面對不同的挑戰！ 

內容：生命數字 (Numerology) 分享晚會歡迎大家帶著問題去探討。因為每次都針對不同數字的主要本質去討論和
學習。亦會透過個案、希臘神話、符號學、圖像、顏色和塔羅牌去啟發思維以得到共鳴。 

討論重點： 
- 如何發揮潛能，展現才華，建立成就感 
- 不再重蹈覆轍，跨過「死火位」 
- 有什麼陷阱、恐懼及對於自己的限制 
- 了解如何面對壓力和情緒 
- 感情上的成長，把握真愛 
- 當處於負面能量的狀態時，學習提供指引
  給自己和身邊的人 
- 如何由迷失走回康莊大道

10月主題：5號人生命的主題曲「I believe I can fly！」 

夢想太大遙不可及或是不設實際？還是我們應該向現實低頭？
5號能量教導我們如何化阻力為助力，向理想出發！Go！Go！Go！  

日期: 2007年10月12日 (星期五) 
時間: 晚上7時30分至晚上10時30分 

11月主題：６號人生命的主題曲「愛是最大權利」 

去愛別人是否一定有所犧性？為何愛的背後總有著痛苦？ 
沒有條件的愛都是人類的課題。6號能量讓我們尋求愛和喜悅的雙嬴智慧！  

日期: 2007年11月5日 (星期一) 
時間: 晚上7時30分至晚上10時30分 

報名或查詢，請電郵至karie@hknewage.hk或致電3184-0974或瀏覽 http://www.hknewage.hk/C_Numerology_Workshop.html 

在較早前參加了一個由香港健康報，國際健康協會舉辦的徵文比賽獲得公開組的優異獎，在此跟大家分享！
<<污染損健康環保新生活徵文比賽2007>> ！ 

主旨：社會發展和人為破壞，令環境素質下降，我們的生態系統和生活環境，正受到重金屬、殘留農藥、廢氣、電
磁波、固體廢物等不同有毒污染源的侵蝕，身體健康和生活質素都面臨嚴峻威脅。我們需要的不僅是一片藍天，還
需要一個健康而不受毒害的生活。 

題目：開創健康環保新生活 

我聽過這樣的一段說話！ 

你們生活在最美麗，資源最豐盛的地球！ 
人類早已過著健康美滿的生活，但日子久了！你們已不再當我地球先生是你們的朋友了！以及開始責備我，說我已
變了質，生病、影響人類生存等等。無奈的是，一直以來只有你們不停的在控訴我的改變，但我要你們了解我的改
變是源於你們的生活習慣改變！我只好接受你們的要求而作出調節。 

我的改變是由於你們的心「本質」變了質，人與人之間缺乏了愛，往往以自我行頭，每當做一件事情都是以利益及
個人享受為出發點，對身邊的影響不曾在意，只求達到成功！以膠袋為例，如果你們每一個人都能由小小的習慣開
始，自備購物袋，那麼還需要膠袋的存在嗎？在過去的日子裡，沒有膠袋的日子，你們又是怎樣過呢？那時的我很
欣賞你們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及運用創造力！自行帶備袋子，竹籃等等！大自然本應就不需要消化那些有害物質！
一時的方便，一刻的享受卻換來沉重的代價！為什麼今天的我會變成一個不可靠的地球？我想你們在此反思一下！
我們現在就想想如果你們仍然不作出任何的改善，那麼一百年之後的我會變成怎麼樣？我的改變比起你們所預計的
還要快速！這才是真正的實相！ 

當我聽完這段說話時，我感到地球先生存在著那份的傷痛！ 

開創健康環保新生活的第一步是愛，愛你身邊的人，發揮互相守望相助的精神，合力互相的提醒大家的習慣及行
為，自私自利便不再存在！第二是愛你們生活的大自然和地球，地球是給予你們一切生活所需的資源之源頭，沒有
了他你還可到別的地方嗎？開創健康環保新生活必先要做到一個效應，關愛地球由自身開始！個人的生活習慣，包
括使用能源和物資的心態是應用則用，愛護及善待公物，保持耐用免除了不必要的更換！愛護大自然，當你全心全
意去欣賞和感謝大自然給予你的生命能源時，你又何以會傷害他呢！ 

當下就是改善生活的最好時刻，為了地球，為了未來，我們不得再等候了！環保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你我現在就
一起努力的去實踐開創健康環保的新生活！

生命數字與我                                                                                                                       <一水莊>

我最不喜歡數學，萬料不到我愛上了 "Numerology" ＜生命數字或生命密碼＞。 

首先多謝數學家畢達哥拉斯提出數字是所有事物的本質。其次我要多謝HK New Age Centre 的Karie，沒有他拔刀相
助我這個這麼「奄尖腥悶」的人不會去排隊報讀工聯會的課程。我更要多謝我的 Connolly 及Numerology 老師
Michelle，沒有再次遇上她，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會踏上這條靈性之路。 

唔講你唔知 -- 其實我在上環維德中心上班近兩年，午餐常走去蘇杭街、永樂街等地區找餐館，雖然與centre近在咫
尺但就是沒有碰上 Michelle！世事的發生就是這麽巧妙，我們的重遇卻在一次我完成了一個美國會議的旅程的那一
天，我拖着心力交瘁的身軀下機回家，還掙扎了一會想放棄不參加朋友公司的團年晚飯，但本着不能爽約的精神，
我才出席那個晚飯。我就在這個別公司的團年飯，重遇 Michelle 及 Calvin。或許真的是當學生準備就緒時老師便會
出現！ 

我最後要多謝我身邊的親友，容忍我用他們的出生年月日來練習，每次當我學了些新東西便急不及待跟他們說，零
零碎碎，你們也讓我囉哩囉唆！ 

當然，我自己最大的得着莫過於是更深的去面對自己的「本我」，探索的歷程我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氣，誠實地去看
自己的真貌。透過連串的拓展自我認知，看見自己不完美的一面時，我確是比死更難受；最痛卻是發現自己窮了半
生在否定及遮掩自己的不完美，努力地去做一個完美及好人；然而最致我命及令人陷入傷痛的是發現自己是如何不
能接受自己，更談不上愛自己。 

認識生命數字最美妙的是當我看清實相並願意去接納這個就是我 -- 不論我是好或壞，完美或不完美，這個就是我。
在接納的這刻我取回我失去已久的那股力量，我感覺自己如放下了多年的枷鎖，內心擁有前所未有的視野空間去看
當下的自己、別人及這個世界。我重獲自由做回真正的自己，愛自己，並獲得打從心底裡的真正快樂。 

＜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是我心底裡面對世界上每一個人的夢想，因我深信人的本質本如一臺明
鏡，只要不被愚昧蒙敝，便能重尋智慧回到本我。每個人只要能尋回本我就找到那份真與靜，這時候人世間的爭鬥
紛爭方會消失，世界才會更美好。過去我總覺得自己是未夠好而不願去承擔生命的呼喚，說白一點其實我是害怕去
面對在追求夢想時遇到的失望及沮喪，所以裹足不前，是時候去履行我的人生使命了。

好書推介 ~ 青蛙為甚麼要走路                                                                                              Winnie Ng 

青蛙為甚麼要走路? – 以及怎樣找到夢想中的大池塘 

“青蛙平平原本於一個池塘居住，但時間的流逝，池塘的水開始變少。平平掙扎著是否
需要運用牠的彈跳力，跳出去尋找自己喜愛的地方。＂ 

對於青蛙平平的掙扎，作為讀者的我們很容易就會想，面對生活不境的時候，還需要考
慮其他的東西嗎? 當然是要行動吧! 但是，我們不自知，要作出 「改變」 卻並不是容易
之事。 

“ 改變 - 徹頭徹尾的改變 - 讓人不安。改變發生的時候，會造成某種恐懼。恐懼往往帶
來困惑、遲疑、憤怒、焦慮和絕望。面對改變而產生的恐懼，甚至會牢牢抓住你，俘虜
你，讓你動彈不得。 

不過，前提是你允許這種情況的發生。 

怕變化，怕承受風險，怕被人嘲笑，或是怕他人不贊同你的目標和理想 - 這些都是使自己達成意願、徹底轉變的大
敵。然而這些大敵也是有剋星的。恐懼的剋星，就在勇氣之中。勇氣並不表示無所畏懼，而是在恐懼之下仍然能展
開行動。＂ 

這本書的故事內容十分簡單，但當中的訊息卻十分豐富，它有著我們要面對的許多課題。故事除了帶出改變是需要
勇氣外，還有帶出個人信念如何影響自己的個人行動力或事情出現的可能性、如何往內在找、如何吸引自己的良師
出現、如何順著流走，或是如何找緊著幸福。想知道一隻小青蛙如何活出這麼多的體驗，就快快讓平平作為你的良
師吧!

書本簡介可登入 http://hknewage.hk/CHI/RefBookDetails.asp?BookID=629 

感謝 … 沿途有您！                                                                                                             Karie Chan

暑假剛剛結束，2007年的夏天我很感謝再次被「社福界」邀請舉行第２年的暑期課程【情迷塔羅】。除了由於我
很懷念在St. John與這個年紀的「朋友仔」相處外，我認為這個年齡有著很多的塑造性。畢竟他們還是未太被社會
同化，他們亦能願意開放地認識自己，而且他們正在找尋自己是誰。我的工作從來都不是改變別人，只是提供多
個選擇給他們；結果對方怎麼選就是他們的自由意志！不論怎樣，種子播了，經過一些日子它會成長的！

我有去年的經驗，加上邀請我的社工朋友，由去年開始我們通過工作上溝通過程而互相了解雙方的理念，我們成
了好朋友，在這亦借機會多謝她，在她的悉心安排及對我的信任，令活動更順其自然的發生。在於大朋友和小朋
友的課堂最大分別是：大朋友喜歡資訊；小朋友喜歡玩遊戲！嘻嘻！我創意無限的小宇宙就最能發揮！所以今年
精簡了資訊，還多了遊戲練習。練習過程，更發現他們比成人更會直接表達他們的需要，分享牌的深入程度比成
人課程還要強。面對他們我會用靈魂角度看待，他們只是有比較「新淨」的軀殼 (Body)，但靈性上是已經很成熟！
奧修說的小孩子比較容易成道就是了！這亦是我很享受跟他們學習、相處的原因。但畢竟我們的社會仍對小朋友
有很多期望，課程完成後中心安排他們面對人群，做小Reader（唉！這只是入門課！）我強烈地反映這樣有些像
「推」他們出來表演的感覺！從他們困惑的眼睛裡我覺得小朋友都有一定要面對的壓力吧！當然我也在成長中，
我改變了態度看整件事，所以我對「朋友仔」的鼓勵是：將自己在這個課程的主菜「塔羅牌如何自我認識」的經
驗與人分享，也留心去聽別人的心聲作重點。事實上塔羅師最大的修為不是講得幾多而是聽到幾多吧！ 

我也想讚揚我的社工朋友，她今年安排一間獨立房間給「朋友仔」做reading，有兩張舒適的沙發，好warm的環境，
而且保護他們不受外界影響！事後，我收到「朋友仔」的短訊得知他們有很好的反應和收到「朋友仔」小小咭片
紀念品 (很warm呀！)。我十分期待再與他們「過兩招」呢！ 
 
今年的活動，經過我回來跟 Michelle 的分享後，我更大感受是香港教育系統進步的方向是：教育小朋友有自我認
識、覺察自己和接受自己，才有發揮自己的空間！而家庭教育都很重要，因為連父母都沒有這些空間，又如何來
鼓勵小朋友將來面對這個大時代呢？ 

願更多New Age思想帶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願每個家庭都在愛裡成長！ 

讓我分享我的私房修行方法給大家！我提議大家用遊戲的心情，認真的態度去玩玩試試。 
今次分享一個練習很簡單，就是每當遇到Stuck住自己事情時，嘗試問自己：「如果我用靈魂的角度，祂認為如
何？」跟著就容許自己腦裡浮出任何的答案。你會發現自己可以有很多很靈性的見解！

大家亦可看些靈性書籍，因為它能注入我們的頭腦，特別在潛意識內，日子有功，就算
日後遇上有什麼挑戰，這些理念慢慢會變成我們新思考模式，不知不覺我們變得更成熟
地處理！ 

在孩子心裡飛翔　作者: 許添盛醫生 
我又推介許醫生的書給大家！這不單是親子關係的書，從靈魂角度每一個來這個地球的
小朋友都是勇敢的靈魂！我們從小到大面到家庭的影響直接影響了我們如何去面對人生，
跟著我們又成了大人有了家庭再用相同模式去影響我們下一代！許醫生在書中用愛帶我
們回到自己的內在小孩給我們一個出口！

書本簡介可登入 http://hknewage.hk/CHI/RefBookDetails.asp?BookID=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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