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New Age Centre 香港新時代中心

11月份會員通訊

會員動向之〝扮鬼扮馬哈佬喂〞
於10月31日萬聖節當晚，香港新時代中心於何文田某餐廳內舉辦了〝扮鬼扮馬哈佬喂〞聚餐。當晚大家均盡慶而歸！
於活動尾聲時更由大家一人一票選出〝我最喜愛的鬼王之王〞。最後由Libra獲得當晚〝鬼王之王〞美譽。以下是當晚之
活動花絮。

Yashoda 課程最後召集
Yashoda於十一月所開辦的家族星座 (Family Constellation) – 家族之愛的自然流
動及靈性按摩 (Psychic Massage)課程尚有少量名額，如若同學們有興趣報讀，敬請勿
失良機！
欲了解以上之課程或個人諮詢內容可瀏覽以下網址：
家族星座 (Family Constellation) – 家族之愛的自然流動
http://www.hknewage.hk/C_Y_FC.html

靈性按摩 (Psychic Massage)
http://www.hknewage.hk/C_Y_PM.html
查詢或報名可致電 852-31840974 或電郵至 registration@hknewage.hk

Sarovara老師課程推介

Aura-Soma (靈性彩油) 課程
中階課程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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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此中階訓練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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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年：
12月25日 (星期四 -- 公眾假期) – 上午 9:30 至 晚上 8:30
12月26日 (星期五 -- 公眾假期) – 上午 9:30 至 晚上 8:30
12月27日 (星期六) – 上午 9:30 至 晚上 8:30
12月28日 (星期日) – 上午 9:30 至 晚上 8:30
12月29日 (星期一) – 下午 6:30 至 晚上 10:30
12月30日 (星期二) – 下午 6:30 至 晚上 10:30
費用：會員HK$6,800；非會員HK$7,000 [合共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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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日或之前付款) – HK$6,500 [合共46小時課程] (附送課程內的錄音CD)

本質占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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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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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1
日期2009年：
1月2日 (星期五) – 下午 6:30 至 晚上 10:30
1月3日 (星期六) – 上午 10:00 至 晚上 10:00
1月4日 (星期日) – 上午 10:00 至 晚上 8:00
費用:
會員HK$3,500；非會員HK$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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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0日或之前付款) – HK$3,300 (附送課程內的錄音CD)
LEVEL 2
日期2009年：
2月20日 (星期五) – 下午 6:30 至 晚上 10:30
2月21日 (星期六) – 上午 10:00 至 晚上 10:00
2月22日 (星期日) – 上午 10:00 至 晚上 8:00
費用:
會員HK$3,500；非會員HK$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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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0日或之前付款) – HK$3,300 (附送課程內的錄音CD)
欲覽此課程之詳細內容可瀏覽以下網址：http://www.hknewage.hk/C_Essential_Astrology.html

脈輪能量蛻變工作坊系列及訓練課程
由恐懼到愛：第一脈輪的蛻變
這個工作坊將深入探討第一能量中心的挑戰。第一能量中心位於脊骨底部。
海底輪的功能是生命能量生長。此能量中心包含了生存、紮根及性能量的課
題，如果我們生命中這些課題達致平衡，生命能量將通過內在能量管道提昇
至愛及靈性。但是我們所有人也在生命某些時刻面對圍繞這些課題的基本恐
懼。恐懼是我們透過能量進化而成長的路徑上第一個主要障礙。如果我們能
面對並釋放這些恐懼，個人成長的旅程會變得更喜悅及熱愛生命。
當我們在恐懼時，第一脈輪是在一個收縮的空間。當我們在自我接納的空間時，海底輪能夠放鬆。在這工作坊中，我們把
覺知的蛻變質素帶進恐懼的課題。我們將有意識地進入阻礙我們生命能量及享受的恐懼當中。此工作坊是一個進入我們恐
懼的深入探索，從而讓我們能夠把它從我們的頭腦及身體中釋放出來。工作坊中的特別設計練習令參加者能全程投入並達
致個人蛻變；亦會教授動態靜心技巧、七個脈輪的功能的教導、及第一脈輪的深入研究。請準備迎接一個強烈的個人化體
驗，因為全然及真誠的質素正是蛻變的動力。亦正是愛及接受的質素讓我們有面對困難的勇氣。
「由恐懼通過往愛的唯一道路是靜心，因為靜心讓你能由頭腦跳躍到無頭腦，由頭跳躍到心。心是你的天堂而頭是你的地
獄。」
奧修 -- Nirvana Now or Never
註：課程導師以英語教授，另有粵語翻譯。
日期2009年：
1月7日 (星期三) – 7:30 a.m. 至 10:30 p.m.
1月8日 (星期四) – 7:30 a.m. 至 10:30 p.m.
1月9日 (星期五) – 7:30 a.m. 至 10:30 p.m.
1月10日 (星期六) – 7:30 a.m. 至 10:30 p.m.
1月11日 (星期日) – 7:30 a.m. 至 6:00 p.m.
費用:
會員HK$8,500；非會員HK$8,800 [合共70小時課程] (附送課程錄音CD)
[須自付營地食宿費用 (約HK$1,500)]
香港新時代中心會員可享有提早付款優惠(須於2008年12月10日或之前付款) – HK$8,000 [合共70小時課程] (附送課程
錄音CD)
[須自付營地食宿費用 (約HK$1,500)]

12月感動呈獻 ― 創造生命的奇蹟you Can Heal Your Life電影分享會
創造生命的奇蹟 -- 作者 Louise L. Hay (露易絲．賀)。這本書在出版至今全球熱賣超過三千萬本，這是一本極棒的好
書，它能重建你的生命，發掘自尊與自愛，展開自我成長與自我療癒之路。
在這本書中，沒有深奧的哲理，作者一步一步帶領你去檢視那些局限你的想法與信念，協助你看到問題的根源，並放下對
自己的批判，你會找到改變的力量和我們每一個細微的念頭，都可能在下一刻締造出現實。甚至是身體的病痛，也和思維
模式息息相關。但是只要願意對自己的心靈下功夫，煩惱和疾病都可以被消融。
長久以來，作者露易絲．賀一直深信：「我所必須知道的一切，都會顯現在我面前。」「我所需要的一切都會來到我的身
邊。」「在我的生命世界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個人心中所思考的，往往將決定他往正向或負向的路上走，透過她的
信念及勇氣不但改變了她的人生，更令到身邊的人及接觸過她著作的人們有所得著！
在這套電影中，透過作者露易絲．賀的現身說法，講述她一生的經歷如何令她領悟到愛的禮物！還有一班身心靈的專業人
士與及一些因接觸過她而改變了自己人生的人士作出分享及見証！
-片長90分鐘，英語對白,中文字幕
-地點: 香港新時代中心
-日期: 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
-時間: 7:30pm-10:30pm(逾時不候)
-場地費用: 會員HK$60 非會員HK$80
-名額: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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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覽《創造生命的奇蹟》的內容簡介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HI/RefBookDetails.asp?BookID=275

課程報讀或查詢可致電 31840974 或電郵至 aska@hknewage.hk

亞氏保加兒童，是靛藍小孩的降生嗎 ?

吳泯瑩Winnie NG

在10月份的newsletter曾分享了有關與亞氏保加兒童相處的經驗，當中曾提及到有關靛藍小孩 (Indigo child)。甚麼是靛
藍小孩呢? 在新時代的學說中，於80年代出身的孩子，是帶著靛藍色的光。他們是一群老靈魂，選擇來世是因為想帶動地
球上的人類作出覺醒及作出轉變。因此，這群孩子多是智慧高、直覺力強或是較成熟的人。在性格行為上，對於不公義及
不公平的事情敢作出反抗，敢作敢言。當中的原因就是想引領人類去明白世俗給我們的制約，讓我們可以重生。還有，靛
藍小孩多數有著個人的天才特質，特別是音樂或是藝術方面等。甚至乎，有部分孩子是會記起前世的記憶。
再提回亞氏保加兒童，相信他們極有可能是靛藍小孩，甚至可能水晶小孩 (crystal child)。與亞氏保加兒童相處漸深，
很感受到他們有股吸引的力量。(我所遇過的亞氏保加兒童多擁有很吸引的外貌，而且是很高智商，十分聰明。) 另外，
他們的直腸直肚，不理會俗世人的眼光而我行我素，以及許多時的反社會行為，都容易被誤認為是一群 “沒得救＂的孩
子。但是，他們的來世的任務，卻真的非同小可。
從亞氏保加兒童家長得知的亞氏保加兒童的前世經歷或有趣事件：
分享 (一)
兒子於差不多4歲時，有一次在睡房快要睡的時候，他向媽媽說：「媽媽，我未做你個仔之前，我處於一個打仗的時間。
(兒子有描述當時的情況)。我的丈夫去了打仗，我是一個女人。」、「Mammy，我以前唔係叫你mammy，我叫你MUMmy嫁!
以前我地都不是住而家這種屋的，沒有那麼多的樓，也不高，以前的很疏，也沒有這麼多精美的傢俬，很簡單。」(這個
小孩很少看電視，終日喜歡於自己的創作世界，很小時已經有畫很多的圖畫，因此他應該不會是看過了電視或書本而說出
這些說話。)
分享 (二)
兒子現在都將近五歲了，但他於三歲的時候，是可以背誦經文 (整首經文背誦)。孩子很愛哭，唯獨一入佛堂就不哭，而
且很安靜地聽經超過兩小時或以上。當媽媽現在再問孩子是否記得經文時，孩子知道媽媽不喜歡，刻意地說：「忘記了。
」但媽媽刻意地背出兩句來誘發孩子再背經，孩子回應：「你真好野，咁都俾你背到。」(一個近五歲的小孩，卻有著很
大人的口問。)
以上只是兩個分享，還有很多關於亞氏保加兒童有趣的故事。所以，如果家中有亞氏保加兒童的家庭，好好珍惜與他們相
處的時間，多參透這些孩子帶甚麼訊息給你們，不要再改變他們，讓他們更適應社會。社會上的規範，全是人定，很難說
他們應該做甚麼就是適應社會，這只是一種控制。另外，已有小孩的家長，你們的孩子很可能也是靛藍小孩，就跟這群老
靈魂多點溝通吧，讓他們的智慧進入你的生命。
還有水晶小孩 (crystal child)，、彩虹小孩 (rainbow child) 及星星小孩 (star child)，他們的分別又是怎樣呢? 再
下一期newsletter，繼續與大家分享。

幸福第一回

甄朗瑜

創作本詩那天正是小妹的生日。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節目: 只是日間在家休息與跟父母吃頓晚飯, 但內心感覺依然充實。充
實來自於近數月漸了解到什麼是愛自己; 同時也來自於眾好友們對我送上的愛與祝福。活了數十載, 今年的生日過得特別
有意思。因為, 我看到了人生的豐盛, 一種內在開花的感覺浮現了。
有見及此, 我把這個感覺留住: 以文字的形式, 以新詩的格局......寫下此刻體會。
幸福第一回
情緒像流水: 時而波平如鏡; 時而驚濤駭浪。
感受像天氣: 時而雲淡風輕; 時而風雲變色。
色調或綠、或紅、或黃、或藍......
不管它們以什麼調子呈現, 這些都是真實而立體的感覺。
只要肯去聽, 曲調越聽越華麗;
只要用心看, 色彩越看越玲瓏。
美滿人生; 精彩際遇; 幸福滋味,
方才開始了第一回合!
甄朗瑜
零八年十月

最新課程或活動推介

11月3日(一)
靈性成長系列:
歐林光的智慧之個人覺醒的力量
單元 [III]：把握所有經驗成為成長的機
會
主持人：Karie Chan
內容：在靈性旅程裡，你會發現世界上沒
有任何人或任何事會令你傷心難過，除了
你自己！只是我們將權利默許給身邊人。
完成這個單元你對『愛自己』會有更深層
的體會及行動，你不再願意成為受害者，
你會明白『什麼是對你最好的！』你有重
新的機會去選擇愛與真誠。
﹝全期三課，每課3小時﹞
費用：會員$75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時間：晚上7時15分至10時15分

1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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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5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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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中心
時間：晚上7時至9時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_Dre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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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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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7日(五)
OH 牌課程 開班
導師：Michelle Woo
內容：Connolly 進階畢業生，並有興趣
透過更進深的心靈探索工具瞭解自己及協
助他人洞悉自己。學員報讀前需有足夠練
習及經驗。
﹝合共四天﹞
費用：會員$1800， 非會員$2000
地點：香港新時代中心

11月14日(五)
家族星座 (Family Constellation)
家族之愛的自然流動
導師：Yashoda
課程導師以英語教授，設有粵語翻譯。
[合共3天]
(附送課程錄音CD)
費用：會員$4,750；非會員HK$4,950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_Y_F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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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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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1日(五)
靈性按摩 (Psychic Massage)
導師：Yashoda
課程導師以英語教授，設有粵語翻譯。
[合共3天]
(附送課程錄音CD)
費用：會員$4,750；非會員HK$4,950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www.hknewage.hk/C_Y_PM.html

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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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時至4時

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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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onnolly_Bas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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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8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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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9日(六)
靜心 (Meditation) 減壓與覺知初班 開班
導師：Calvin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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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9日(六)
生命數字解碼初班 開班
導師：Michelle Woo
內容：生命數字雖然是一門廣博的科學，
但卻簡單易明，這個課程不是辛苦漫長、
以頭腦獲取知識的課程，而是包含著樂趣
和直覺力練習的課程。生命數字是關於認
知你的潛能，並瞭解如何發揮！
﹝全期四課，每課3小時﹞
費用：$480
地點：香港工會聯合會業餘進修中心
KY中心
時間：早上10時至下午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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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umerology_Basic.html

11月30日(日)
色彩與人生進階 開班
導師：Karie Chan
內容：進階課程可協助那些對如何運用顏
色去探討自己及希望瞭解顏色如何影響生
活環境的學員。學員於初班時提高了對色
彩的敏感度，我們將繼續探討和經驗更深
一層關於顏色和脈輪能量治療及淨化的效
果。
﹝全期三課，每課2小時﹞
費用：$290
地點：香港工會聯合會業餘進修中心
KL中心
時間：下午3時45分至下午5時45分

12月1日(一)
生命數字解碼初班 開班
導師：Michelle Woo
內容：生命數字雖然是一門廣博的科學，
但卻簡單易明，這個課程不是辛苦漫長、
以頭腦獲取知識的課程，而是包含著樂趣
和直覺力練習的課程。生命數字是關於認
知你的潛能，並瞭解如何發揮！
﹝全期四課，每課3小時﹞
費用：$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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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時

12月3日(三)
色彩與人生進階 開班
導師：Karie Chan
內容：進階課程可協助那些對如何運用顏
色去探討自己及希望瞭解顏色如何影響生
活環境的學員。學員於初班時提高了對色
彩的敏感度，我們將繼續探討和經驗更深
一層關於顏色和脈輪能量治療及淨化的效
果。
﹝全期三課，每課2小時﹞
費用：$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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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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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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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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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5日(五)
創造生命的奇蹟you Can Heal Your Life
—電影分享會
主持人：Aska Wong
內容：在這套電影中，透過作者露易絲．
賀的現身說法，講述她一生的經歷如何令
她領悟到愛的禮物！還有一班身心靈的專
業人士與及一些因接觸過她而改變了自己
人生的人士作出分享及見証！
片長90分鐘，英語對白,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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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按以下網址:
http://forum.hknewage.hk/viewtopic.php?t=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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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