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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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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藍色                                                       

日期：2007年12月1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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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好生活催眠工作坊

色彩與人生初班 ( 工聯會課程 )

本質占星學

Aura-Soma (靈性彩油) Level 2 課程

Aura-Soma 聚一聚

脈輪能量工作坊系列及訓練課程

香港新時代中心有幸邀得奧修能量蛻變學院(OSHO ENERGY TRANSFORMATION INSTITUTE)導師Sarovara於2007年
起舉辦一系列為期三至四年的脈輪能量工作坊系列及訓練課程。

課程設計如下：
1. 愛與覺知: 靈性成長的2條路徑
2. 第四脈輪 (心輪) ― 從心之道         [於2008年1月舉辦]    
3. 第二脈輪 (臍輪) ― 超越依賴的愛 [於2008年6月舉辦]    
4.       第一脈輪 (海底輪) ― 從恐懼到愛
5. 第三脈輪 (太陽輪) ― 超越力量及控制 (報讀前須完成其中一個脈輪工作坊)
6. 第五脈輪 (喉輪) ― 溝通、創意及信念
7. 第七脈輪 (頂輪) ― 內在的男性與女性能量
8. 第六脈輪 (眉心輪) ― 打開直覺之門
9. 能量諮詢訓練課程

參加者可自行選擇其中有興趣的工作坊參加。如完成七個脈輪系列將獲奧修能量蛻變學院頒發額外證書。完成訓
練課程後將獲證書認可，提供能量諮詢。

蛻變能量諮詢訓練 (Transformational Energy Consultation Training)
能量諮詢是指透過直覺接收當事人的內在能量，以便協助他們處理生命中的課題。當事人可分享他生命中遇到的
某一狀況或困難，然後諮詢師利用直覺探討當事人的脈輪能量，再提供其他諮詢方法。能量解讀可指出解決困難
的方向。由於直覺不同於邏輯，諮詢過程完全不是基於分析或諮詢師的個人感覺或知識。反之，我們需要透過靜
心與愛的特質，協助蛻變過程，並鼓勵個人成長。

諮詢師會繼續提供一些實用的治療技巧，如輔導，或不同個性能量層面的對話 (dialoguing)，或透過有意識的深呼
吸釋放情緒，或靜心。訓練課程中會教導這些不同的方法。而且，訓練中亦會教導更深入的脈輪系統，並將之前
七個脈輪工作坊整合。

訓練課程是七個「蛻變脈輪能量系列」工作坊的整合。報讀的基本要求需最少完成其中一個脈輪能量工作坊另加
第六脈輪工作坊。參加者不需對脈輪系統有認識，但參加者對「蛻變脈輪能量」工作坊認識愈多，訓練課程將愈
深入。完成七個「蛻變脈輪能量」工作坊的參加者將獲OSHO ENERGY TRANSFORMATION INSTITUTE頒發一張
額外證書。

訓練課程的設計是以靜心為中心，教導一些可與人分享的治療性方法，亦可提供一個持續的個人蛻變。此課程適
合一些有志協助他人或有志幫助自己在蛻變成長的旅程上的人。

從心之道 ― 第四脈輪的蛻變

這個工作坊開啟我們靈性的心的奧祕。

處於胸口的正中，我們能找到心輪的能量，而心輪是七個主要能量中心的第四個輪位。 

心輪是開啟其他脈輪的中心，靈性之旅是從心開始的。心輪其中一個功能是啟動我們整個能量系統。由於它處於下
三輪 (連繫著情緒層面、身體層面及無意識的頭腦) 及上三輪 (較連繫著思想層面，靈性層面及超意識) 之間，我們能
夠通過自己的心而發掘我們整個內在世界。通過開啟我們心輪的奧祕，我們更能接近我們的內在世界、我們的真我。
跳進心裡，我們能夠放下頭腦的控制，從而找到信任、平靜、慈悲及愛這些質素。  

心輪非常能夠輔助處理下三輪的困難，通過心輪的接受性，我們能夠轉化無意識的求存恐懼、倚賴及關係的課題、
力量及控制等課題的陰暗面。而這些課題為我們的日常生活製造很多挑戰。

在這工作坊中，我們會練習一些特別針對支持我們打開心輪的靜心。由於心輪亦是一個直覺的地方，我們將開始練
習能量解讀；深入別人的心輪以協助他們發掘自己的真理。 

「由心開始[靈性]旅程是非常好的。具有聰明才智的人之道是從心之道。」奧修

2008 年1月2日 (星期三) – 7:30 am - 10:30 pm 
2008 年1月3日 (星期四) – 7:30 am - 10:30 pm  
2008 年1月4日 (星期五) – 7:30 am - 10:30 pm 
2008 年1月5日 (星期六) – 7:30 am - 10:30 pm 
2008 年1月6日 (星期日) – 7:30 am -  6:00 pm  

費用: 會員HK$8,500；非會員HK$8,800 [合共70小時課程] [須自付營地食宿費用 (約$1,200)] 
香港新時代中心會員可享有提早付款優惠(須於2007年12月10日或之前付款) – HK$8,000 [合共70小時課程] 
[須自付營地食宿費用 (約$1,200)]

如有查詢，請致電 852-31840974 或電郵至karie@hknewage.hk 或瀏覽: http://www.hknewage.hk/C_4th_Chakra.html

要素 --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本質。 
本質 --真正的我們的核心及中心，一種如鏡子般純淨的觀照意識。 
占星學 -- 星體移動的科學。
  
本質占星學是由我們性格的表面移往我們核心本性的方法，它幫助我們確認不同層面的自己，由我們日常生活使
用的性格、到隱藏於我們性格的更深層面、以及我們的人生課題及本質 (即本性)。 

占星學是天空上的星體移動的科學，它是一個巨大的時鐘可以告訴我們當時的狀態。占星學最受歡迎於用作一般
性的太陽星座的預測，但其實這就如乘搭火箭到下一個巴士站般！當我們開始更有智慧地運用占星學，我們將發
現自己的出生圖正是一幅顯示自己的地圖，而我們圖表中每一個行星的位置正顯示我們性格的一面。這便是占星
心理學。而在本質占星學中我們將可探索得更遠及更深入。   

本質占星學主要利用放在地上的一個大圓形以代表某人的出生圖，並加上星座及行星的象徵及符號。然後此人會
被邀請站在自己的圖表上並成為自己的圖表，直覺地感受自己圖表的能量。用占星學感覺的層面取代思想的層面。
有趣地，這個感覺的層面對所有人都是簡單及容易的。很神奇地一個人圖表的能量能透過一種基於Gestalt 或內在
聲音對話 (Inner Voice Dialogue) 治療而生的對話技巧而被感受到及更深入地探索。   

你的木星能夠溝通它的感覺、思想及告知你在過去及現在它是如何在你生命中運作，它想要採取的機會及方向。
然後月亮能夠告訴你它的感覺。如果它們處於和諧的相位，通常我們可預計它們會合作愉快；但由於現時我們注
重於直接在內在體驗這些行星，所以我們可能會發現更多它們內在的關係。在你人生的什麼時候你會較多聆聽你
的內在木星而忽略你的內在月亮。 　

這個方法可應用於出生圖 (birth chart)：
發掘每個行星的內在聲音，它代表你那方面的性格，它的作用，它在你過往、現時及將來的生命有否足夠的空間。

這個方法可應用於推運圖 (transit chart)：
發掘那一個出生行星現時最被强調，及更重要的，現時需要學習什麼課題。 

每一節個案對出生圖的探索均是由圓圈的中心開始及完結，而這中心亦是本質的空間。當我們開始時，圖表中心
的空間代表我們整個性格，我們各個不同部份的總和。而在個案的完結時，我們回到這個總和，然後我們將體驗
最重要的數分鐘；當我們觀照到我們並不是所有部份的總和，而只是一名觀照者、一名觀察者正在欣賞於生命舞
台上以不同性格特質上演的一套話劇。這便是靜心。當我們體驗到並聆聽到我們自己不同部份時，這個靜心將會
非常深入。 

本質占星學的目的包括： 
讓每個人明白占星學指出時間是一個讓我們學習人生課題的一個機會，不要逃避「命運」，而是接受生命所賦予
我們的。 

     * 發現行星及星座是代表性格特質的「內在」聲音。 
     * 體驗並且明白個人蛻變的過程是通過認知不同部份的性格特質，包括我們出生圖上較不熟悉的行星所代表的
       「陰暗面」。 
     * 通過明白我們傾向投射那些行星能量於他人身上，從而體驗並明白如何蛻變我們於關係上的模式。 
     * 體驗占星學最重要的特質是帶出一個空間以便觀照。圖表的中心正反映我們的中心、觀照者。占星也可達致
        靜心。 

這課程適合什麼人參加？ 
任何有興趣發掘及瞭解自己的人。 

對占星學有認識會有幫助。你需要提供你的出生資料，包括日期、時間 (愈準確愈好) 及地點。請帶同你的出生圖
出席，你須於上課前2星期把以上資料遞交中心以便列印你的圖表。 

在這課程中，有經驗或專業占星師可學習一種新的諮詢技巧，以豐富或取代傳統的出生圖及推運圖解讀。

2007 年12月28日 (星期五) – 6:30 pm  - 10:30 pm 
2007 年12月29日 (星期六) – 10:00 am - 10:00 pm  
2007 年12月30日 (星期日) – 10:00 am - 8:00 pm 

費用: 會員HK$3,500；非會員HK$3,700 
香港新時代中心會員可享有提早付款優惠(須於2007年11月30日或之前付款) – HK$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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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主要目的在於探索色彩的深層象徵，及其與不同層次的意識與健康之間的聯結；探索色彩與三位一體法則、
遺傳傾向及其天賦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以得到對色彩與意識的進階了解；以及連結靈性彩油的色彩系統與其他智
慧傳統，如佛教、瑜珈、數字學與占星術。

在完成此二階訓練後，學員可加入ASIACT的執業師系統並開始提供公開諮詢服務。

課程內容包括：
◎ 色彩：探索色彩的四個層面－象徵、靈性、心智、情緒。
　 所有顏色中所含的三原色與三種傾向。
◎ 三位一體的法則：微妙體結構、佛教形而上學、瑜珈之觀點、基督教三位
     一體。
◎ 不同層次的諮詢： 靈性、心智、情緒、能量。
◎ 平衡油與數字學。
◎ 師父精華：關於師父能量的更多解說。
◎ 色彩呼吸。
◎ 在靈性彩油系統中寶石的功用。
◎ 色彩與行星能量與占星學之間的關聯。
◎ 運用色彩在衣著與飾品上。
◎ 關係諮詢：經由雙方所選擇的顏色組合，可透露此關係的模式與潛力。
◎ 轉世體驗。
◎ 順勢療法的能量模式。  

費用：會員HK$6,150；非會員HK$6,500 [合共42小時課程] (附送課程內的錄音CD)
香港新時代中心會員可享有提早付款優惠(須於2007年11月30日或之前付款) – HK$5,800 [合共42小時課程] 
(附送課程內的錄音CD)

2007年12月21日 (星期五) – 下午 6:30 至 晚上 10:30
2007年12月22日 (星期六) – 上午 10:00 至 下午 6:00
2007年12月23日 (星期日) – 上午 10:00 至 晚上 8:30
2007年12月24日 (星期一 ) – 上午 10:00 至 晚上 8:30
2007年12月25日 (星期二– 公眾假期) – 上午 10:00 至 晚上 8:30
2007年12月26日 (星期三– 公眾假期) – 上午 10:00 至 下午 6:00  

請注意: 此課程只供Aura-Soma Level 1畢業生參加。
如欲報名或查詢，請電郵至karie@hknewage.hk或致電3184-0974 亦可以瀏覽 http://www.hknewage.hk/C_Aura-Soma_L2.html

夢工作DIY分享會

塔羅牌是一面鏡子                                                                                                                      一水莊

直覺式塔羅牌課程花絮

2007年 Mangala 老師再一次的到來我們中心舉辦直覺式塔羅牌課程！今次的課程吸引了不少同學參加，透過老師的
帶領和一系列的靜心及練習來融入直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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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mberg活動花絮

2007 年10 月，我們被 Bloomberg (一家國際性的財經公司) 邀請出席他們的員工夏日嘉年華活動，為當日參加活動的
過百名員工提供塔羅牌及靈性彩油的諮詢服務。今次我們首次採用靈性彩油(Aura-Soma)作公開諮詢，讓大家接觸及
了解顏色對我們的影響和關係！當日的氣氛非常熱烈，在我們一班專業的BMS成員講解之下，所有參與的員工都聽
得非常投入！他們都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但仍然可以在我們的帶領之下感受得到塔羅牌及靈性彩油的奧妙！

有關活動情況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photo_gallery/2007Bloomberg.htm

奧修演講欣賞會

奧修 (Osho) -- 一位很有影響力的靈性大師，是深入修行的導師，也是生活的導師，曾研習過哲學，當過許多年哲學
教授。他的生活和教導影響著全世界來自不同層面無數的人，他的存在是無時間性的！他生在東方的文化氛圍裏，
又熟諳西方文化，他的洞見涵蓋了東方無時間性的智慧，以及西方科學和科技最高的潛力，它就像一條無形的線，
串起了所有這些層面。在他的生命之中進行了多場的巡迴演講！而所出版過的著作就有600多部！ 

他所演講的範圍非常豐富，當中包括靜心、自我覺察、性、金錢、佛陀、開悟等等！他每一場的演講都定必爆滿，
等待聽他道理的人總是絡繹不絕，他的語調平緩，滔滔不絕，把人類漫長的歷史，通過通俗的語言講述出來。因此，
只要是活著的人，都能夠聽得懂。尤其是他把很多深刻的道理，用簡單的故事加以闡述，娓娓道來，富有韻律，使
聽者心動。在奧修的演講裏，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本真回歸，生命其實是簡單的、透明的。因此，簡單就
是真，簡單就是美。 

透過一起欣賞奧修的演講，你將會對自己有更新的洞見及覺察！再加上我們的互動分享環節一起的去探求及了解生
命給予我們的訊息！ 

演講主題：放下 (Let go) 

分享會對象： 所有對奧修學說有興趣之人士 
日期：2007年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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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非會員$80 
名額：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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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份自在好生活催眠之夜 - 聖誕篇 : ＜我是天生購物狂！＞ 　 

購物能帶來滿足感，然而瘋狂放縱地消費，卻可以令人不能自拔，讓物買了我的心，而不是我買物！最後讓剎那的
快感換來負債的憂慮，剝奪了讓自己過輕鬆好生活的權利。 

畢竟我們都活在一個物質世界，消費是一件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日常事。只是我們從零歲開始，心腦同步被天天
落藥，灌輸了什麼一定要買一定要擁有的觀念，當中有多少是一個大笑話，多少是一個可悲的假象，多少是真正讓
你能滿足生命，讓自己體驗宇宙豐盛之實體，你能把它們都分辨出來嗎？ 

繼續做個購物狂，然而先為自己創造更多心靈和物質上的豐盛，脫離昔日身處的消費大騙局，給自己繼續開心買買
買！ 

日期 : 2007年12月5 日(星期三) 

12月份自在好生活催眠之夜 - 新年篇 : ＜不如..重新開始＞ 

完結，象徵着新開始 

新的一年將至，你有沒有給自己一刻安靜下來，回顧這三百六十多天的生活裡自己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的空間？一年
前的你，是不是正希望一年後的這一刻走到這個位置？ 

我們每天都在活出生命，也同時每天都在步上回天家的路。一路上，是否還有一些解不開的結，感到總是欠缺了一
點點，在工作、感情、個人成長上仍帶有遺憾，讓你自覺仍未能找出自己最豐盛美好的一面。 

給自己一個機會，讓我們一起破解這些死胡同，學習放開來，放走陪伴了自己多年的心理關口和障礙，重新建立真
正由心出發的素願，由新的一年開始，一步一步讓自己「心想．事成」。 

日期: 2007年12月1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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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遊戲(奧修禪卡)讀書會是為那些希望透過奧修禪卡得到啟發的朋友而設。要真正領會到奧修禪卡的精髓，必
先對每張牌的課題有深切的體驗，讀書會的目的便是協助同學加強對「生命的遊戲」內課題的領悟。如何活現禪的
哲學，在當下覺察及回應生命中的挑戰，這正是生命這遊戲有趣的地方。 

日期:2007年12月4日(星期二) ****以後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二,如有更改會另行通知 
時間 : 晚上7:30 - 10:30 
地點 : 香港新時代中心 
費用 : 會員費用$50 非會員費用$80 (歡迎會員帶朋友出席!) 
人數:20人 查詢及報名 3184-0974 或 karie@hknewage.hk 

出席同學記得帶你既生命的遊戲(中英文版均可!)

生命的遊戲(奧修禪卡)讀書會

不要將安全感存放於金錢上                                                                                                Aska Wong

在物質的世界裡，金錢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對於個人、社會以及整個宇宙都存在不同的層面。金錢是一種能
量，一種流動的能量，但這樣的理解只是流於表面的講法！奧修提到：金錢並不是像它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金錢所
涉及的是更深的部分，金錢並非只是表面上的流通工具而已，它跟你內在的頭腦和態度有關。金錢是你對東西的喜
愛、金錢是你對人的逃避、金錢是你面對死亡的安全、金錢是你想控制生命的努力、金錢代表一千零一件事，金錢
並非只是流通的工具，否則事情就容易多了。所以金錢是深入的，跟生存和頭腦有關係！ 

或許你曾經經歷過欠缺金錢或是入不敷支而感到徬徨的時候！不論你是否留意存款的金額或是保險箱內的財富，當
你的身家指數正在下跌時，大多數的反應是緊張、不開心、徬徨、恐懼等等的情緒！你會開始思索我的錢跑到那裡
去了？今個月是否多買了一點心頭好呢？甚至乎你會責備自己用錢過量、不節制，因而泛起了內疚。早知道的就忍
耐一點，不那麼瘋狂吧！不論你是那一個情況，很自然的便將安全感建立在金錢上！金錢少了隨即安全感也少了！
不安全感增加了！因為金錢是力量，錢是未來，錢是未來的安全、未來的保障。如果你有很多存款，你的未來是安
全的；如果你有好的個性，即使死後的生命也是安全的。而那份安全感跟接受有直接的關係。 

我們接受擁有金錢，但並不接受擁有較少的金錢！正當存款下跌，不安感立即泛起，這正是因為我們不接受自己當
時的狀況！也就是說你不接受自己！每當不接受的狀況出現，就是頭腦正在運作的時候，它會令你焦急起來，快點
想辦法去處理，可能你想找多一份工作，生活上再節儉一些，沒有什麼特別事情便減少出街或與親友共聚等等！為
著是要儉省更多的金錢！但無形中你是正在跟狀況在抗衡。與自己在抗衡！你會感到很辛苦，用了很多的氣力所儉
省的金錢不多，與身邊的親友也疏遠了！而欠錢的狀況遲遲未有改善！但當你開始覺察，明白了金錢的法則，用更
開放更接受的心去面對當下的狀況時，你便不再是抗衡，而是在接受，在容許自己可以是任何的狀況之中。相信自
己，相信宇宙，你是安全的！當你在極好或是極差的環境中仍然可以保持接受性，這便是真正的接受自己，愛自己
及對自己的肯定！金錢是要被使用的！每當使用的時候帶著感謝與喜悅的心，相信自己所支出的每一分每一毫都會
有成千上萬的陪數返回自己的生命當中！越有能力去支出就代表越有能力去得到！這是信任和創造。信任自己在生
命中可以創造更豐盛的財富！但要記住擁有金錢是沒有問題的，但不要有一個一直在想錢的頭腦！奧修提到：拋棄
一直在想錢的頭腦，但是不需要拋棄金錢。金錢必須被創造出來，財富必須被創造出來。如果沒有財富，所有的科
學都將會消失，所有的科技都將會消失，所有人類偉大的成就都將會消失，人類將無法登陸月球，人類將無法飛上
太空。如果沒有金錢，生命將會變得非常沉寂，就好像如果沒有語言，所有的藝術、文學、詩歌和音樂都會消失。
就好像語言幫助你交換思想，幫助你溝通，金錢能夠幫助你交換物品，它也是一種溝通的形式。如果我只有一塊錢，
然後它繼續流通，經過五千個門徒的手，那麼一塊錢就變成五千塊，它流通得越快，就有越多錢被創造出來，它能
夠發揮出五千塊的功能 -- 只是一塊錢！但是那個頭腦一直在想錢的人，他會抓住那些錢，他堵住了它的流通。他抓
住它，他執著於它，但卻不去使用它。 

對於某些人來講，手上持有金錢是安全的。現在就想想你要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是守財奴？金錢的管理員？還是
金錢流動者？ 

做夢也想不到會學塔羅牌。記得 Michelle 叫我學 Connolly 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唔信這些嘢，更加唔會學埋呢 D
嘢！」 

Michelle 問我為何有這麽大反應？ 我說因為坊間實在太多人都話識塔羅牌而不負責任地去替人占卜，我覺得他們太
無品又無 integrity (誠信)，所以我一定不會學這些無聊及不合邏輯的東西。 

Michelle 就跟我說 : 『那麼 Linda 你就自己去學習塔羅牌瞭解是怎樣一回事後，將來做一個負責任及有 integrity 的塔
羅牌解讀員吧！』 就因為 Michelle 這句話，再加上我很有興趣學 Aura-soma ，對塔羅牌 (Tarot) 及占星 (Astrology) 有
基礎認識是必須的，所以我就本着學學無礙的心態去上課了！ 

其實 Connolly 是我在香港新時代中心第一個報讀的課程！越認識塔羅牌，我就越覺得它的力量很奇妙。當我越是使
用塔羅牌這工具時，它就如一面鏡子將一些實相如是地反應出來，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最直接的受惠者。當我越是
願意開放自己時，我從牌中接收到的訊息更豐富。當我越能放下是非批判心時，我更有空間去接收訊息及用寬宏慈
悲的心去感受 seeker 的桎梏。當我能善用塔羅牌這工具時，我發現自己與別人的距離拉近了，我感受到與人的連繫。
我越來越相信從牌顯示出來的訊息確是當事人準備好去接受的訊息，雖然未必是他喜歡聽到的訊息。 

我很感謝 Michelle 當天對我這個自以為是及傲慢的人發出挑戰。沒有她或許我再不會接觸塔羅牌 (雖然我數年前已
淺嚐 Voyager 但對我來說確是一些很飄及不實際的東西 ) 。今天我遵守當天她對我的要求 -- 我每次替人讀牌時我都
抱着一個負責任及專業的態度。首先我絕對不接受那些說要試試我或塔羅牌有幾準確的人去做解讀。我堅持要有充
足的時間與 seeker 去設定問題及解讀。我真的很希望有更多人透過塔羅牌解讀能對自己的潛意識有更深的認識、藉
此工具能更了解自己、正面及積極地去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主題顏色：紫紅色   

日期：2007年12月19日 (星期三) 7:30 pm - 9:30 pm

我們生活在色彩的世界，色彩本身就是一種治療工具，你懂得運用嗎﹖不知不覺中，其實你已經將色彩放在生活中。 
例如：你會穿甚麼顏色的衣服﹖你的名片上印有甚麼顏色﹖家中的牆壁是甚麼顏色﹖電腦的桌面是甚麼底色﹖你有
自己鍾愛的顏色嗎﹖這些統統是展現你的特質。你內心世界又會是甚麼顏色呢﹖你需要顏色的能量來令你的人生更
多姿多采嗎﹖顏色在靜悄悄地告訴你一些秘密。原來顏色運用得宜可以提高你個人質素，轉化弱點，治療情緒和心
理引致的身體毛病。 

顏色是一種語言亦是溝通工具，幫助你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重新感覺到愛和幸福。美麗的色彩是一種力量，當
你感受到自己內在的美麗色彩，自然更能散發個人光芒，並透過運用色彩達至身、心、靈各層面的和諧、平衡及喜
悅。 

課程內容包括： 
1. 顏色如何表達我們個人特性和情緒 
2. 顏色頻率和能量與脈輪系統(Chakra)的關係 
3. 運用顏色轉化負面能量為正面動力及如何去發揮個人潛能 
4. 用直覺力去感受顏色的語言作為溝通工具，展現真實亮麗的自己
 
此課程為互動體驗式課程，適合任何有興趣人士報讀。 
課 程：全期4課，每課2小時 
費 用：全期300元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上課時間 
KK62591 1月9日逢星期三 晚上7:00 -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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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8年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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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Aska Wong 

1月份主題 <<創造夢>> 

在夢境的世界及夢中的生活裡蘊含著豐富的資源，目的是為物質世界及醒時的生活提供源源不絕的滋養能量和創造
力！因為在我們物質世界裡的生涯及其變化都是源自於廣大的夢中生活！只要我們學會了解「夢」這個工具，你的
人生將會有所改變，我們本身是一個充滿創造力的靈魂，透過夢境，特別是「創造夢」可以展現出個人的本質和力
量！ 

曾經有不少的科學家及音樂家都是透過創造夢來幫助他們實夢想的！在夢中，他們得到了靈感的啟發，開啟了創作
上更多的可能性，從而改變生命！今天，你也可以透過「創造夢」來實現你所想以及一切你認為解決不了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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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