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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紅博士和馬桶老師，用心帶領義工團隊，到元朗戒毒村，
以生命影響生命，支持一群積極戒毒中的過來人。今次服務
的義工也有正在上更生教練課程的學員，同是過來人，特別
感受到戒毒村內弟兄那種渴望被尊重、被聆聽、被關心、被
接納的需要，大家互相鼓勵及支持是很大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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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戲劇治療工作坊 ~ 演出我未來
Sammy Liu (DP35)

大家好，我是 DP35 的 Sammy Liu，我
喜歡接觸新事物，也很喜歡藝術，所以
參加了戲劇治療工作坊，想不到有極大
的收穫。

這次工作坊的主題是預演未來。我的夢
想是創立一間幼兒教育公司，很幸運這
個創業夢想，被同學們選中為今次工作
坊的故事，而我就是這個夢想故事的主
人翁，剛巧現在正是自己創業的起步階
段，這個角色扮演特別有價值。

在戲劇中，我飾演教育中心老闆，所有
同學則扮演會來上課的小朋友及課程導

師，他們想要營造一個最真實的上課畫
面給我看。

同學們熱烈的在排戲，笑聲及歡呼聲此
起彼落，他們扮演的小朋友都可以讓他
們再體驗到童真；扮演導師的，又可以
抒發平時工作的壓力。

很快我的「創業夢想」戲劇開始了。在
過程中，每一個細節，每位同學的角
色、演技，都讓我感受至深 - 創業時喜
悅的心情、困難時刻、自己真切的反
應，這些都完善了我的創業計劃，亦令
我更加認識、了解自己的想法。

戲劇的最後，是所有人扮演賓客出席我
公司的開幕禮，他們為著我的夢想送上
祝福，我衷心感謝大家滿滿的支持。

很榮幸能夠將我的未來預演一次，可以
從中剔除不如意的經歷，留下我真正喜
歡的場景，這使我的未來有一個非常明
確的方向。

最後，我十分欣賞戲劇治療工作坊的導
師 Ken Ma，他為人風趣幽默，同時對
教學很有經驗及熱誠。很高興能夠在自
在社認識眾多教學經驗豐富的導師，再
次感謝導師的教導及啟發。

02

Ken sir正在了解Sammy的創業之夢



5月6日到訪八二顯徑中心，初次接觸這
些苑友，感受到很簡單的遊戲及親切的
問候，也可以讓他們開心喜悦。原來我
們只要付出一點點，對他們來說已經非
常滿足，感恩義工的盡情創造，讓苑友

們可以享受一個充滿歡欣的早上。

DP Wings 八二顯徑中心的服務，十
分需要恆常的義工參與，衷心渴望
DPers 可以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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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DP Wings ~ 顯徑八二出隊服務

526 DP Wings ~ 猫義工服務
繼貓醫院探訪後，今天DP Wings 動物
服務來到老友記家中，為貓貓處理身上
的糾結，同時也渴望解開婆婆因解决不
到貓貓的糾結而帶來的心結。起初見到
貓貓肚仔和腳仔長滿了一團一團厚厚的
毛結，並且指甲已生倒鈎，感覺到牠那
份無助。幸好我們及時放下自己内心的
投射，替貓貓來個破冰遊戲，好欣賞阿
健、Yvonne及 Romi 三人默契非常，分

別負責抱、氹、剪的角色。當中最值得
欣賞我們的地方，當然是過程中不斷採
用大量欣賞稱讚的工具，與毛小孩不斷
情感連繋，並鼓勵貓貓堅持不放棄，最
後成功除去牠大部份纏繞多時的糾結。
這次服務真的好棒，能够將貓貓身上的
困擾解開、婆婆難題解決、情緒也因此
得到即時轉化，真的很有意義，期待我
們下次的出隊。



今年3月中的時候，當 Annesa 董事邀請

我加入 Life Game Team 開始，已

sense 到踏上了一條不歸路，坐咗上一

艘唔知去邊叫 “馬桶號” 的大飛，慶幸

有其他4位都喺比人氹咗落嗒的船友

(Angela Tsoi, Barney Siu, Louise Au

& Ricky Ngai) 一齊同舟共濟地互撐，

所以都安樂啲，唔怕搭沉船，其實講到

尾都喺自己的選擇啫 !

其後知道目的地是自在城，便全力前進

啦！耐何當時只有馬桶船長識操作艘

船，其他船員都嗚吓嗚吓 (我講我自己

咋！)，如何可以喺 22/5 到達目的地

呢？為咗讓DP朋友們體驗坐大飛的感

覺，唯有向前衝了。很佩服所有 “馬桶

號” 的出色船員，各自發揮自己所長

(淘制服、印銀紙、印貼紙、做導遊、做

社區主任、招聘主任、遊戲主持人....在

人格分裂的狀態下完成任務)，本著無論

如何搞掂佢的精神，終於可以如期到達

自在城。其實連籌委們都未玩過就要去

做統籌，又一次證明 fake it to make it

是可以的 !

喺自在城內，看見不同村 (有錢人/中產/

窮人) 的村民對生活有很多不同的演繹。

窮人村的村長為咗讓村民有書讀，不惜

去偷有錢人村民的錢來幫想讀大學的村

民交學費，出發點是非常好的，同時如

果被捉到，可能村長要犧牲自己了。而

有錢人的錢被偷後，她沒有去問自己條

村的村民或村長借錢，反而自食其力，

去打兩三份工，為自己生活負責任。讓

我看到，窮人村的團結，有錢人村的疏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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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Life Game~ 如何玩轉人生呢？
Wing Chan (DP28)

04

Life Game Team members

寒窗苦讀呀！
魔鬼考官 (其實已不斷放水了)

我被人偷晒啲錢呀！



經過一輪的寒窗苦讀及嚴謹考試後，終

於有一位博士、十位碩士、好多大學生

出現啦！學歷就是找工作的指標，要碩

士才可以做醫生，大學生才可以考護

士、空中服務員，如果只得中學畢業，

只能選擇做助理廚師、清潔等，社會就

是如此現實。同時也有商人的出現，靠

買賣包銷商品去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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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博士生 (有錢人村)

揾份好工不如揾個好老公，而呢位有錢

人村的女村民，為咗愛情，甘於帶埋嫁

妝嫁去窮人村 (嫁左比窮人村村長)，窮

也窮得 so sweet。最後窮人村的總資產

比開始的時候翻了好幾十倍，證明窮不

會窮一世的，只要肯發奮上進，凡事都

有可能的。

商人包銷商品去賺錢

窮人村的碩士及大學生

4位商人見證命運弄人的一幕

俏空姐 空少與醫生 地勤空姐 男護士與女警察

遊戲中有真愛



同時也有官商勾結的政治婚姻 (Johnny

Chan 局長 & Red 商人)，大家其實都喺

為咗慳一份生活開支及交少啲稅而結

婚，現實這種情況比比皆是，都是自己

的選擇。

當大家在努力工作賺錢之餘，原來發覺

賭博及炒股票是那麼容易賺快錢的，什

麼局長、醫生的幾千元的薪水算什麼

呢！因此大家瘋狂地投入這個極速揾快

錢的世界，人性顯露無遺。懂得利用市

場環境，最後特別是窮人村的資產極速

倍增，而機會是自己爭取的。

當大家以為有錢、有樓、有伴侶從此會

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時，一場天災的降

臨，摧毀了大家擁有的一切 ~ 金錢、家

人甚至自己的性命。

人生如果可以從來，我們會如何選擇

呢？忠於自己？抑或跟隨大社會？或許

有人會說，活到現在如何再選擇呢？我

哋可以為自己人生下半場做選擇，活出

真正的自己。選擇祝福自己、祝福別

人，互相鼓勵及支持，讓我嘅出現比我

嘅冇出現，令身邊的世界好 it it 已經很

足夠了。

活動最後有小組分享及大組feedback，

聽到有不少朋友說整個遊戲好好玩，好

耐都沒有試過玩得咁盡興了。對自己都

有反思，有些更非常深刻。活動有很多

進步的空間，皆因只是體驗版及我們只

有不足兩個月的時間準備，有此成績，

籌委們也老懷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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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ny Chan 局長 & Red 商人

都是數字遊戲 世事難料富貴如浮雲

靜思時刻 有愛有祝福



以下是部份參加者的體驗 (另有兩篇文章

詳細講述)

1. 局長薪水雖然是咁多職業裡最高 (有

$8,000)，都不及喺睹檯上一舖就可

以嬴得過萬元，洗乜做得咁辛苦呢！

2. 我真實人生是不會炒股票的，同時當

我發覺原來賺錢咁容易，是否可以比

自己在真實的世界多嘗試？讓自己寬

闊一些，不要被框著呢？(不是說要

去炒股票)

3. 當擁有一般人夢寐以求的金錢和社會

地位時，我竟然不感到開心和快樂，

從來沒有思想過我的人生是什麼，最

後感悟到，當生命到了盡頭，所遺憾

並不是我這一生做錯了什麼事，而是

我好想做而並沒有做到的事！

4. 活動內的結婚環節，整個感覺很夢

幻，又好離地，為錢財而結婚，成為

我們的共同目標，可能是現實社會的

縮影。兩公婆努力搵錢，卻忽略了互

相認識、溝通和情感交流，賺到錢卻

未能令到兩性關係戶口加分，值得我

反省。

5. 有人說結了婚後會與伴侶一齊去做事

情的，例如賭博，每人買一邊，就算

輸了也開心，感覺上有人陪伴、商量

是非常窩心的，重點是不用單打獨

鬥。

這個只是體驗版，好戲在後頭。今年年

尾 DP Retreat Camp 的主題就是 "玩轉

我人生精彩版"，日期及場地已敲定了，

未參加過，或者想再體驗的朋友，請記

低以下重要日期及時間呀！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為自己創造一個非一般的 2019吧！渴望

到時見到大家。

日期：29-30/12/2018 (星期六、日)

時間：29/12 上午10:00 - 30/12 下午

6:00 (包4餐)

地點：西貢戶外訓練營

名額：80人

費用：稍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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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籌委的悉心安排，也感謝你們的無私付
出，成就了一個不一樣的生命遊戲……生命
旅程！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從最開始，命運安排
我在一個貧民小區成長，一生和貧窮結下了
不解緣。從小我就要明白，一定要努力讀
書，找到一份好工作，才能夠出人頭地，脱
離貧窮就是我終身目標。第一個遊戲，就要
面對人生的最大考驗，就是讀書(背書)，由
於我已經放下書包很久，這真是一大挑戰，
第一次考大學不合格，但看見其他村民一個
接著一個都能夠考試成功，壓力由然而生，
內心感到不安，感到焦慮、恐懼和自卑，因
為恐怕被別人看不起，也害怕從此不能夠擺
脫窮困的厄運。人生追求只是一張大學畢業
證書，終於我都能夠大學畢業，好像是將會
脫離貧窮的第一步，人生就有一線曙光，自
己有著最強信念，只要我願意去努力，奮
鬥，生命是可以由我去創造，命運是由我去
掌握的！

踏入社會，要找一份在社會上有地位，受到
別人尊重的工作，我也能夠如願以償。遊戲
一個接著一個，已到達了結婚年齡，要踏入
人生另一階段，好渴望能夠找到一位理想伴
侶，執子之手與子皆老，感受到內心有著愛
和被愛的渴求，感謝上天，非常開心地擁有
一段美滿婚姻。同時也非常幸運地去投資，
能夠賺到很豐厚的金錢，感受到人生就是最
幸福，最完美了。然而海嘯的一幕，讓我不
知所措！令我震撼！生命就是如此脆弱無
情，回望過去，我的人生只是活在別人目光
之下，家人期望，社會規範，和一些不公平

的制度下，我只能隨波逐流，不能夠擁有自
己的決定，不能夠擁有自己的想法，當擁有
一般人夢寐以求的金錢和社會地位時，我竟
然不感到開心和快樂，從來沒有思想過我的
人生是什麼，以往不斷努力讀書，努力工
作，努力去賺取金錢，原來只是好想得到別
人的認同，讓別人感到我的存在價值。只是
為生存而生，並不是為生活而活，因為一直
以來，我並沒有好好的享受生命！從來沒有
敞開心胸感受自己真正需要，沒有好好瞭解
自己，我最想擁有什麼的豐盛人生呢？

這個生命遊戲讓我感受到脆弱的部份，也感
悟到，當生命到了盡頭，所遺憾並不是我這
一生做錯了什麼事，而是我好想做而並沒有
做到的事！

但願終此一生，擁抱著無悔無憾，笑看人
生，感恩!

我生長在一個傳統的潮州人家庭，長大過程
中目睹親妹妹被遺棄，身為家中長女的我當
時只有5-6歲左右，因為未能拯救她感到非
常傷心與難過！令我帶著恐懼、缺乏信心和
安全感地成長，將這份感受帶進我的婚姻，
近幾年與伴侶關係經歷感情臨界點。他是一
位捨己為人、有情有義的好丈夫，好爸爸！
有幸參與DP“玩轉我人生”的 life game，
過程當中，留意到現實中的自己，未能信任
伴侶可以與我共同攜手努力創造未來。我承
認自己有脆弱、憤怒、冷漠的部份。我選擇
相信家庭有互相扶持，我選擇創造幸福快樂
的關係，我感恩從前遇到的人和事，是來成
就今天的我！(這句是當天考試的其中一條題
目，同時十分認同) 08

感悟我人生 {life game} 
Heidi Cheung (DP 37 )

認真準備考試的Sunday

玩轉我人生的後反思
Sunday Wong ( DP33)

投入遊戲的Heidi



昨天參加了傳心行動工作坊，正如我在

圍圈時的分享一樣，好攰⋯同時又感覺到

有鼓力量流入我心。

我們永遠都不會太遲去擁有一個幸福的

童年！感受很深！

以往我習慣為過去的童年生活硬加一層

色彩係上面，假裝很體諒父母親的出發

點，要做個乖孩子，同時抑壓著內在情

緒，抑壓了小孩子時的我，需要被照顧

被關懷的渴望。

昨天透過工具把內心的渴望表達了出

來，同時做了家庭圖，更能代入當時爸

爸媽媽的角色去回應自己，照顧番當時

嘅自己，感覺和之前假裝很明白父母的

用心栽培完全不一樣，打從心底裡多了

一份感恩、感動和真正的體諒。

多謝各位小導師、組長的帶領，也多謝

一起參加同學們的陪伴，讓我感受到這

份幸福！有機會之後都想再參加，睇下

自己仲有咩未被發現嘅童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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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傳心工作坊 ~ 找回幸福童年
Kaye Wong (D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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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與地獄的分別，在哪裡？

人生之中，誰沒有遇過艱辛跌倒的時

候？如何可以站起來？對過來人而言，

家人、同行夥伴的愛與支持，格外重

要。

五月三日晚的更生教練課程，舉辦了別

具心思的「天堂晚宴」，學員邀請自己

最重視的家人、伴侶、朋友甚至社工，

來共晉晚餐。新生協會的鄭振華牧師，

特別光臨，跟我們分享戒毒的福音。鄭

牧師已經戒毒35年了，憑著自己的經

歷，支持過無數在毒海掙扎的生命，重

新找到人生的方向。他說：「戒毒是一

生的事業。」曾經濫藥的人，只有一件

事要做 -- 那是今生唯一的一件事：「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天堂晚宴的食物很豐富，大家都吃得好

開心、好飽足，因為我們用非常特別的

方式吃，過程充滿了愛與溫馨。

飯後，是真正的「主菜」出場：學員在

同學、教練與華山老師面前，公開向自

己帶來的嘉賓道謝、道愛甚至道歉。場

面真是非常感動、非常震憾！第一位表

達的硬漢子，向女伴作出一生的承諾；

一位爸爸向女兒、太太表達愛；一個弟

弟向哥哥、阿嫂表達會愛惜自己，不再

依賴毒品。

一位社工，應學員的邀約而來，坦言是

好奇這個課程到底是甚麼葫蘆賣甚麼

藥，因為學員自從上了這個課程，「情

況改善了不只50%！」他甚至懷疑課程

內有蹺蹊，可能有隱藏收費！社工幽默

比喻學員的進步幅度：「以前他來見

我，彷彿在耍醉拳，現在改了耍太極

拳，將來說不定會耍洪拳！」言下之

意，學員的力量，愈來愈大了！

當我們感受到愛，當我們珍惜愛，當我

們分享愛，我們就感受到天堂 -- 天堂，

其實就在我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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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青年更生教練課程 ~ 五月分享
Red Chan (DP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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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華牧師特別光臨，分享戒毒福音



人生痛苦，是因為未放下的期望

五月十日晚的課程，我們學習用「冰

山」這個工具處理「期望」，令自己更

有決心和動力改變。「冰山」是心理學

門派的必修課，用以比喻人的潛意識：

每個人都是一座冰山，平時只感受到自

己的一小部份，正如別人也只看見我們

的「冰山一角」。

多位學員因為期望練習而真心誠意感受

到了家人的情感，哪怕家人沒有表達，

彼此的潛意識，已經相連、相知。從前

忽略、不了解家人的需要，現在感受到

了，燃起更堅定的心志，改變自己，用

行動向家人道愛、道謝、道歉。

一個學員以父親為對象，先對爸爸說出

自己的期望，然後代入爸爸的位置，用

爸爸的身份說出對自己的期望。結果，

他感受到爸爸的心，發現拉近了與父親

的心理距離。另一個學員，以前認為妹

妹當他是外人，他便把妹妹也當外人，

對家人的態度是「你哋自己搞掂。」。

做期望練習時，感受到妹妹對自己的

愛，渴望哥哥改變，赫然醒覺過去是自

己沒有負家裏的責任，心胸感到灼熱、

膨脹，想主動打電話給妹妹，主動擁抱

妹妹。

另一學員，以為吸毒時沒有問家人拿

錢，就沒有對不起他們。期望練習卻令

他發現其實情感上已經傷了家人，他感

到自己有「非常犀利的決心」，不會再

「睇死」自己，一定堅持戒。

我們對人很多期望，骨子裡原來對自己

的期望是最多的。一個學員發現他對自

己好多期望，但沒有一樣做到，於是痛

苦了很多年。華山老師說：對自己期望

越高的人，越容易自卑。期望會換來失

望，引發一連串的負面情緒與行為。期

望給自己好大的壓力，給對方的壓力也

很大，因為我們會投射。

有學員看到：關鍵不在於戒毒與否。就

算戒毒了，沒有改變錯誤的信念(譬如

「金錢是萬能」)，就沒有改變問題的根

源。戒毒只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唯有

處理吸毒背後的信念問題，才能找回真

正的力量 – 有好的信念，自然會有好的

行為。

三小時的冰山學習，非常緊湊。冰山各

層，總共只有8個字：行為、情緒、期

望、信念，卻是龐大複雜的系統，環環

緊扣，影響著我們生命的各個範疇。一

次又一次，我們學習不再抱怨過去，不

再活在內疚中，回到當下的自己，勇敢

面對，為自己的生命做出最有力量的選

擇 -- 這個選擇，可以改寫過去對我們的

影響，也決定了我們創造怎樣的未來！

第15 期 |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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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心行動」首次試辦讀書會，與DP
人分享團隊入門書《愛與和解》的精
萃，歷時兩個多月，圓滿閉幕！

讀書會報名人數達 30 (其中3位是DP
人同行親友)，六節總出席人次 114，
平均每節19人 ─ 這樣的數字，有點意
外驚喜！

最後一節，參加者說「這是個不一樣
的讀書會」、「一點都不悶」。絶大
部分表示若日後再辦會參加，也會推
介給親友參加。

不一樣，大概是因為我們嘗試為讀書
會融入多元環節。書*茶*花*靜*寫 ─
傳心讀書會的五行元素 ─ 除讀「書」
外，「花」、「茶」為環境增添舒雅
氣色；而「靜」心和自由書「寫」，
根據收回的意見問券，原來最為大家
喜愛。

為此我必須鳴謝兩位良師！感謝摯友
Sally (DP23) 把「自由書寫」帶進傳

心私塾，讓我認識這種療癒的表達創
作；感謝正念導師 May (謝清美
DP33) 教會我多種有趣的靜心法，為
活動注入靜態能量的養份。

感謝Ricky (DP30)、Pinky (DP26)、
Helen (DP39) 三位好友出席做嘉賓，
分享他們在原生家庭、家族連結等課
題上的生命成長學習，真實故事，有
血有淚。

感謝我的兩位拍擋，Jenny Heung
(DP24) 、Patience Lee (DP36)，一
路扶持，分擔台前幕後的要務、雜
務！沒有兩位身體力行的支持，我難
以獨力完成任務。

一位上齊6節的書友1月底「體驗課」
結束時一臉猶疑，她問我：書中講的
東西，好像不大認同，有違自己一直
相信的，是否適合參加？很高興，她
最終報了名，還跟足全程。看著她每
次來的笑容越來越燦爛，由最初不願
入鏡拍全體照，到最後一天入鏡了，
且笑得開懷。課上她少公開分享，昨
晚却興奮的讀出自己的「自由書
寫」。

當初閱讀《愛與和解》，作者周鼎文
一句話，深深打入我心：生命不是在
解決問題，而是在圓滿每個緣份。望
這次和每位書友的相遇相聚，是我們
圓滿彼此生命的一個小片段。

圓滿彼此的相聚 ~《愛與和解》讀書會後感
Jenny Leung (DP25)

Jenny Leung (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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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DP，迎來好幾位國際級的身心靈導師：

Tedx Talk演說家、荷里活獲獎者、《影響力雜誌》(Influence Magazine)
選出的2017年最有權威人物100強國際導師 Danny Khursigara，分享「如
何成為出色的生命教練？」
The School of the Heart 的掌門人Daniel Mitel 親臨DP帶領心像術靜心，
讓我們連結高我，和宇宙萬物合一。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Judith Miller分享「靈性之旅」的三個階段
(覺醒、開示、合一)，她已經74歲，擁有 40 年心理諮詢經驗，哥倫比亞大
學教學 20 餘年，曾多次因其教授的「一生中靈性發展課程」而獲得「傑出
教師」獎，被列舉為21世紀最偉大的12位精神傳統探索人、精神導師之一。
國際導師 Ky’lama Telos 是澳洲資深靈療師，擁有18年治療經驗，自創
彩虹心(Rainbow Heart) 療癒靜心法，讓我們的心達致更高層次的合一，淨
化我們的心識，帶來高頻和諧的療癒和愛，聯繫更具智慧的高我。
五月九日，身心靈平台於DP舉行英文論壇，探討香港的身心靈教育與未
來，發言者都是業內翹楚。

這些名師來到DP貢獻，是我們的福氣，讓我們體驗高質素的身心靈學習，
開闊我們的心志，讓我們更有力量修為自己。

DP人不斷精進，許多都自立門戶，在不同領域、範疇做身心靈的工作，貢
獻大社會。5月31日是DP大師姐 Athena Au (DP1) 卸下副總幹事角色的日
子，她會開展自己的培訓事業與身心靈工作，我們為她十分高興，也非常感
謝她多年來對DP的貢獻 – 無論以甚麼角色出現，Athena都是DP人的楷模，
以大愛、清淨心，分享生命！

五月星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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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DP Heart， 讓每天錄音，成為我堅持不渝

的DAG，送人鮮花，先聞芬芳，自身能量狀態

每天提升；工作量雖然大增，求助者愈來愈

多，這卻是快樂的煩惱，也是心想事成的任重

道遠，更是DP定位Coach to Serve的厚德載

福，透過每日一小步的謙卑踏實，學習全然

focus out 的清淨貢獻，凝聚為自在Coach的

奇妙旅程。感恩路上攜手並肩的你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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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時間 節目 地點 負責

由 至
1 五 14:30 17:30 療癒者的健康界線 自在社 華山

1 五 19:30 22:30 成功的力量 自在社 華山

2 六 9:30 12:00 DP Wings 服務出隊 - 擁抱夕陽 黃竹坑 DP Wings

2 六 19:30 22:30 快樂義工心靈舞動 (義工團隊活動) 自在社 華山

3 日 14:30 17:45 互累症工作坊
灣仔

小童群益會
華山

6 三 19:30 22:30 生命教練學習圈 自在社
Jonathan 
(DP 02)

8 五 19:30 22:00 家族力量解讀工作坊 自在社
Wing Chan

(DP 28)

9 六 13:00 15:00 敲療工作坊 自在社
Wing Chan 

(DP 28)

9 六 15:30 18:00 歌星夢 Secret Superstar 電影欣賞會 自在社
Donna Wong 

(DP 25)

9 六 19:30 21:30 《讀懂孩子》分享、體驗坊 (I) 自在社
Red Chan 
(DP 06)

10 日 10:20 11:45
DP Wings 服務出隊 –

「保良局顯徑八二智障宿舍」服務
顯徑 DP Wings

10 日 14:30 17:00
DP Wings 服務出隊 –

東華視障老人(頤景)服務
黃竹坑 DP Wings

10 日 19:30 21:30 《讀懂孩子》分享、體驗坊 (II) 自在社
Red Chan 
(DP 06)

15 五 19:30 21:30 第二屆更生教練課程社工簡介會 自在社
Wing Chan

(DP 28)

16 六 14:00 16:30 DP Wings 服務出隊 - 擁抱夕陽 黃竹坑 DP Wings

17 日 14:30 17:45 深層寬恕工作坊
灣仔

小童群益會
華山

20 三 19:30 22:30 生命教練學習圈 自在社
Jonathan 
(DP 02)

22 五 19:30 21:30 【女性能量】療癒分享會 自在社
Athena Au 

(DP 01)

24 日 10:20 11:45
DP Wings 服務出隊 –

「保良局顯徑八二智障宿舍」服務
顯徑 DP Wings

27 三 19:30 22:30 DP Friends Gathering 自在社 DP Friends

29 五 19:30 22:30 「生命教練團隊證書」課程基礎班 自在社
Jonathan
(DP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