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回內在小孩 – 認識本質

甄朗瑜

信任愛, 愛自己後, 對於發掘自己的本質興趣漸濃｡
腦海裡不斷浮現出三個字: 我是誰?
於是, 開始從生命數字的角度去探索｡
以出生年月日計算, 我有很多的2號數｡ 於是, 順理成章地以為自己的能量很陰性、很靜態｡
可是, 當加入英文姓名來作生命數字的全面解讀, 情況可謂截然不同!
我的本質絕對不是一位靜態動物｡ 實相是我蘊含很重的3、5、7號數成份, 尤其當中的數5
–以上這3個數字加起來的能量, 我會形容為猶如一隻脫彊野馬｡
起初對數5能量完全迷茫｡ 它跟我何干? 我有哪些生活習性以及思想模式有數5的影子???!!!
當時對於骨子裡很5號的發現, 感受頗複雜, 情緒中夾雜了: 震驚、錯愕、混亂、不知所惜......
以往對自我形象靜態的認同徹底被打破｡
天啊! 我該如何接受這個實相?
在驚恐中調適了大半個月時間, 試著從生活細節中去進行自我檢視｡
最初想起了一些兒時往事, 發現我曾經是一個頗大膽的小女孩, 可是人漸長大, 膽色不見了, 換來的只是事事感到恐懼｡
接下來發現的是好奇心｡ 一直以來, 我對於新鮮的人與事其實很有與趣去發掘與探知｡ 所以, 強於跟陌生人打交道, 我一直誤以為是數2的同理心
在影響......原來數5的好奇種子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繼續探深一點, 我找到了幽默感、不愛跟循常理與佻皮的一面｡ 事實上, 每天上班的地方就是充斥著上述氣氛的公司, 假若我本質裡沒有這些成
份, 根本不可能跟同事們對答如流, 亦不可能在公司裡成為其中一名老臣子｡
最意外的發現還要數創意｡ 從小到大都自覺欠缺創意, 在生活上沒有甚麼創造驚喜的能力｡ 但當我肯拿出勇氣去覺察, 鬼主意便越來越經常湧
現｡ 跟我一起上Soul Love的隊員, 有時會給我古靈精怪的舉動氣得雙眼翻白, 不過我亦給他們帶來額外的歡樂｡
回想這幾個月來的個人探索旅程, 給我替內心那個蹦蹦跳、充滿生命力與好奇心的活潑女孩解凍｡ 一切不再沉重, 整個人從內在思想至外在行
動變得爽快了、輕鬆了｡ 能量流通越輕快, 轉變亦會來得越明顯｡
奧修禪咭中有一張牌: 冒險Adventure很能夠代表現階段的我｡ 上述加深色的字眼全是我的本質｡ 我會好好利用上天賦予的本錢: 2號殼、5號心
(感受性與接受能力 + 冒險精神與爆發力)去繼續走我個人成長之路, 探知內在這個開發不完的寶藏｡

好書介紹 -- 靈療．奇蹟．光行者 (Doreen Virtue, Ph.D.)

吳泯瑩 Winnie NG

與天使有緊密連繫，發展了自己一套天使療法 (Angel Therapy) 的作者 -- 朵琳， 她在很小的時候已經有靈視力，而且她出生於一個形而上學的
家庭，因此更在小時已學懂何謂肯定語。但是，朵琳並不是沒有面對過人生的挑戰及考驗，她也曾誤入歧途而減低自己的靈通力。或許就是
有這些經歷，讓她更能於身心靈路上行走，而且與天使有緊密的接觸。
或許大家小時候會憧憬著遇到天使的一天，但又隨著成長而相信這是騙人的謊言。但是，從朵琳於這本書中的成長故事裡，可以告訴大家，
天使是確實的存在，而且他們隨時隨地照顧、祝福及看守著我們。不同的天使帶著不同的光來到世上指引著我們，我們也是光的使者，只要
被喚醒，我們就是去療癒這個星球的時候了。
較早前，看畢了這本「靈療．奇蹟．光行者」及「召喚天使」，已經時常將書內的祈禱文誦讀，發現自己更加正面及充滿力量，而且也感受
到天使的確存在。甚至，天使還會進入我的夢中給予我訊息，要我學習甚麼東西。到近期再看剛買回來的「培育新世代的靛藍小孩」，即時
又作書中的練習。原本很頭痛的我，昨天進行了一個淨化練習，是項練習是邀請大天使麥可幫忙清理負能量及恐懼，也給予人類更多的勇氣
及正能量。在進行練習不久後，原本灰黑黑的下雨天，我合上眼卻感覺到自己在光之中，當然完成練習不久後就睡著了，但是起來卻一點頭
痛也沒有。但是，身體某些地方卻很不舒服，與友人談起整個過程後，卻記起這個練習也是讓我們面對自己恐懼的地方，我身體上的不適是
因為大天使讓我了解我那兒有恐懼，下一步就是集中在那處了解那個恐懼。
這本由朵琳著作的「靈療．奇蹟．光行者」，是她以自己的經歷讓大家了解何謂光行者及天使存有，若然大家繼後再想了解關於天使，不妨
可再看她的另一著作 -- 「召喚天使」，建議你們要作書中的練習，這將會使你們與天使有更確切的接觸，而且也幫助你們去除負能量，變得
更正面。

有關Mangala課程最新消息
各位同學，由於Mangala腰部舊患復發，原定今年八月份舉行的課程需要延期至明年四月。Mangala的腰疾由今年初復發至
今仍未康復，她只好無奈取消今年歐洲及亞洲各國的工作，留在家中休息。我們現正與她商討日期及其他細節，現決定
將所有原定課程順延至2009年4月中舉辦。詳細日期及時間將儘快公佈。我們將於未來兩周內逐一聯絡所有已繳付學費或
個人諮詢費用的學員。對於此次特別事故為各位帶來不便，我們深感抱歉。

課程預告
2008年11月

Yashoda老師

家族星座療法(Family Constellation)工作坊
靈性按摩(Psychic Massage)工作坊
個人諮詢

2008年12月

Sarovara老師

靈性彩油中階(Aura-Soma Level 2)訓練課程
本質占星學(Essential Astrology)Level 1

2009年1月

Sarovara老師

海底輪工作坊 – 從恐懼到愛

2009年2月

Sarovara老師

本質占星學(Essential Astrology)Level 2

以上課程資料及詳情將於下月公佈，敬請留意!!

最新貨品推介
中文的訊息牌套裝
硬盒包裝連中文書及精美絲絨袋

此套裝內的中文書內容乃中英對照

此套裝內的中文書內容乃中英對照

英文的塔羅牌套裝
盒內附有英文書及精美塔羅袋一個

特別推介
一副無框邊的英文塔羅牌套裝
這副塔羅牌的特別之處在於
作者很花心思地將每張塔羅牌能順序地拼湊成一幅長長的圖畫
極具收藏價值

如若對以上貨品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31840974

最新課程或活動推介
7月8日(二)
生命的遊戲(奧修禪卡)讀書會
主持人：Aska Wong
內容：讀書會的目的是協助同學加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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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8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_Osho_Zen.html

7月10日(四)
Connolly 塔羅牌初階課程 開班
導師：Michelle Woo
內容：本課程適合對塔羅牌有興趣人士
修讀。
﹝全期四課，每課3小時﹞
費用：會員$800， 非會員$90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_Osho_Zen.html

7月12日(六)
靜心 (Meditation) 減壓與覺知初班 FULL
導師：Prachi
內容：學員可透過靜心的練習，回歸自己
的心中，是現代人的偷閒加油站。
本課程將介紹不同的靜心技巧，適合任何
人士參加。
﹝全期四課，每課2小時﹞
費用：$450
地點：香港工會聯合會業餘進修中心
KY中心
時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_Med_Basic.html

7月14日(一)
生命數字分享晚會
7號人-做個身心靈平衡的幸運兒
主持人：Karie Chan
內容：過多的頭腦計算分析，令我們失去
機會；過多的情緒感覺， 令我們失去空間
接收和找到自己的方向，7號人課題喚醒
我們內在智慧去把握機會展現力量；每天
都做個身心靈平衡的幸運兒。
費用：會員$140， 非會員$16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

7月15日(二)
塔羅/生命數字聚會
主持人：BMS Synergy Group
內容：提供機會讓同學練習解讀，並可聚
在一起互相交流、分享及支持。
費用：會員$5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HI/Gathering.asp

7月18日(五)
電影欣賞會
活佛傳Kundun
主持人：Aska Wong
內容：這部電影雖然以達賴喇嘛的一生
為背景，但電影裡運用了豐富的藏傳佛
教的語言，可以見到最神秘的藝術「沙
壇城」(曼陀羅)、可以看到最隱密的儀式
「天藏」，還有揀選活佛、座床(登位)、
學習等的過程。
費用：會員$60， 非會員$8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逾時不候)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hknewage.hk/C_Numerology_Workshop.html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forum.hknewage.hk/viewtopic.php?t=936

7月17日(四)
躍動心靈舞蹈工作坊 NEW
主持人：Venus Wong
內容：透過這個糅合了舞蹈、提升敏感度
練習、靜心及分享的工作坊，就讓節拍、
音樂和舞動的身體帶領我們重新與內在的
自己來一次深度接觸，了解她的需要、聆
聽她的聲音，帶你往內看，發掘那違忘了
的部份，進而讓你提升敏銳感觀，跟內在
及身邊的人作更佳的連結，提昇身心健康
。
參加者無須經過任何舞蹈訓練，歡迎任何
人士參加。
費用：會員$450， 非會員$550
地點：天后
時間：晚上8時至10時

7月22日(二)
塔羅/生命數字聚會
主持人：BMS Synergy Group
內容：提供機會讓同學練習解讀，並可聚
在一起互相交流、分享及支持。
費用：會員$5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HI/Gathering.asp

7月28日(一)
生命數字分享晚會
8號人- 展現豐盛的力量
主持人：Karie Chan
內容：有些人的生活平凡安穩,有些人生活
多姿多彩,怎樣的生活才是豐盛?才能滿足?
8號生命數字幫助我們探索內在無窮無盡的
資源!機會不再向外求!
費用：會員$140， 非會員$16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hknewage.hk/C_Numerology_Workshop.html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hknewage.hk/C_Dance.html

7月29日(二)
Aura-Soma靈性彩油聚會
主持人：BMS Synergy Group
內容：透過Aura-Soma靈性彩油這工具，
讓參加者暸解新時代的概念，掌握自己的
生命，發掘自己的潛能。
費用：會員$5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HI/Gathering.asp

7月30日(三)
靜心 (Meditation) 減壓與覺知初班 開班
導師：Michelle Woo
內容：學員可透過靜心的練習，回歸自己
的心中，是現代人的偷閒加油站。
本課程將介紹不同的靜心技巧，適合任何
人士參加。
﹝全期四課，每課2小時﹞
費用：$450
地點：香港工會聯合會業餘進修中心
KN中心
時間：晚上8時15分至10時15分

7月30日(三)
色彩與人生初階 開班
導師：Karie Chan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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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期四課，每課2小時﹞
費用：$320
地點：香港工會聯合會業餘進修中心
KK中心
時間：晚上7時至9時

7月30日(三)
靜心 (Meditation) 減壓與覺知初班 開班
導師：Michelle Woo
內容：學員可透過靜心的練習，回歸自己
的心中，是現代人的偷閒加油站。
本課程將介紹不同的靜心技巧，適合任何
人士參加。
﹝全期四課，每課2小時﹞
費用：$450
地點：香港工會聯合會業餘進修中心
KN中心
時間：晚上6時至8時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_Colour_Basic.html

http://www.hknewage.hk/C_Med_Basic.html

8月8日(五)
生命數字分享晚會
9號人- 展現靈性的魅力
主持人：Karie Chan
內容：為什麼當擁有時,沒有珍惜?當失去
時,沒有放下?是我們太計較得失還是太隨
緣?
9號生命數宇令我學懂什麼是『找到最恰
當的時機、與恰當的人、在恰當的地點、
發生最恰當的事情!』奇蹟一一展現
費用：會員$140， 非會員$16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

8月21日(四)
互動夢工埸 開班
導師：Aska Wong
內容：透過這個課程可讓學員用一個全新
的角度來領會夢境，讓你好好運用夢給予
的訊息去瞭解今生、自我療癒、釋放情緒
與及運用創意等等。
﹝全期四課，每課2小時﹞
費用：$320
地點：香港工會聯合會業餘進修中心
HO中心
時間：晚上7時至9時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_Med_Basic.html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_Dream.html

http://hknewage.hk/C_Numerology_Worksho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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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