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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社 12 週年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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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分感謝九位重量級嘉賓，出色分享，欲罷不能，
萬分精彩，讓125位參加者感動不絕，嘆為觀止。 
人生最幸福的12年，感恩數百位義工，攜手成長，
眾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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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12週年晚會精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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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le Tse (DP34)  
DP幫助無數人尋回自己，讓無數人
受惠並把愛延伸開去，功德無量！義
工團隊更服務無數人，讓更多人體驗
愛與被愛的威力 
華山現在的自在coach錄音更把修行
生活化，讓普羅大眾睇自己，修身修
心，每個人都能助人自助！   
DP，12歲生日快樂！  

Heidi Cheung (DP37) 
今天晚上能夠有9位超重量級身心靈導師分
享生活體驗，真是獲益良多，原來他們也
是DP成員，究竟DP魅力何在？能夠吸引那
麼多星級導師來參加DP課程，因為每個人
都是希望生命得到成長，讓生命更加豐盛，
用生命影響生命！在DP做得最多就是分享，
講得最多就是愛！因為在這裏能找到愛的
力量！ 
DP Happy Happy Birthday ! Yeah !   

https://www.facebook.com/hypnotse?fref=ufi
https://www.facebook.com/hypnotse?fref=ufi
https://www.facebook.com/hypnotse?fref=ufi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95666613&fref=u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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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42 開課啦! 

   DP42非常圓滿：同學們坦誠的表達個人感受，華山老師精準地幫同學們做
情緒轉化，讓學員舒發多年被抑壓的情緒，讓大家非常感動。同時十分感謝
教練團隊盡心盡力，創造感動大豐收。資深教練表示，整日課程超級流𣈱 ；
也有教練表示，課程設計越來越自動波，讓教練輕鬆自在，見證學員的珍貴
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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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分感   

萬分感激出色優秀的教練團隊，
沒有你們就沒有自在社。感謝你
們的清靜貢獻，讓DP42超級圓
滿，真正功德無量。 



9月15日是自在社服務利民會精神
病康復者10週年，衷心感謝阿健10
年前開展社會服務。今次是利民會
的朋友第一次踏入DP課室，感謝志
明和Alza用心籌備今天的10周年活
動，有DP Wings自組的band隊獻
唱，也有DP Magic 表演精彩魔
術，為康復者帶來一個非常愉快的

下午，笑聲無盡。衷心感謝  DP 
Wings多年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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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服務利民會精神病康復者1 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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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42傳心工作坊，因為受颱風山
竹影響，改期到30/9舉行，這並無
損學員參加的熱誠。看見同學們為
自己，為家族所付出的數公升眼
淚，原來可以洗滌心靈上一些兒時
的傷口，並得到釋放，真的替他們
高興。 
最深刻是絕大部份的學員也說在深

度醫治練習 (寫信給父母及回信) 的
部份有很大得著，當代入對方角色
後，了解到父母輩的不容易，多了
體諒及理解，自己也輕省了很多。
最後Jeff帶領大家把已治療好傷口
的手指公(鹽水理論)，與身邊的夥
伴扣在一起，讓這個眾「指」成城
為工作坊畫上完整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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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42 傳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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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大圈分享 



 
 
 
 
 
 
 
 
 
 
 
 
 
 
 
 
很久沒有做劇烈運動的我，原本沒有
想過要參加DP Friends在9月的泰拳互
動工作坊，怕太激烈不太適合，但卻
因為角色的原故而去了，估不到卻有
意外的收穫。認識BR是在DP34，知道
他武功了得卻一直沒有機會見識，今
次真係大開眼界，見識到他的真功
夫。原來BR 修練泰拳已經接近四十
年，更曾經是香港公開賽冠軍，又當
過電影的武術指導，教授泰拳十分有
經驗。平常愛攪笑的他當進入教練角
色時變得相當認真，聽他由熱身運動
開始，一路給我們的仔細講解，就不
難明白為何他有這身本領。所謂台上

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武術確是不簡
單的，泰拳也不例外，看BR 簡單的一
個站樁，一個架式就已經十分有功
架。唔講唔知，如果配備齊全，泰拳
原來算是最安全的一種武術，怪不得
近年吸引很多女士去學習泰拳，無獨
有偶，當晚參加活動的有八成是女
士。當中有熱愛泰拳運動的愛好者，
也有從沒接觸甚至很少運動的朋友。
面對這羣程度參差的朋友，BR 不但沒
有覺得頭痛，反而是從頭到尾耐心指
導，當中還不離他的攪笑本色，一邊
教、一邊攪笑，真係由頭笑到尾，笑
到肚痛。旁人可能會奇怪以為我們在
學大笑泰拳。整個晚上，就是這樣一
邊學習，一邊揮拳，充滿歡樂地渡
過。結束時大家還不斷追問BR 何時再
開班，就可知道大家有多享受這個晚
上。再次感謝BR 為大家的準備和教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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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DP Friends ~ Fun Fit Fight 後感 
~ Johnny Chan (D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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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月十一日離開香港前往東京生
活，一直得到家人和很多朋友的支
持。在這個多月來，我需要適應新
的工作、穿梭日本韓國兩地、學習
新的語言、找房子、佈置家居、重
新熟習駕駛、努力做家務、第一次
走進廚房為自己做飯。 
 
 
 
 
 
 
 
 
猶幸在DP 打好根底，在生活中學習
放下期望、盡情創造。當我的車子
在東京狹小的車房中被刮花時，我
真的心如刀割，同時我告訴自己這
就是我努力生活的痕跡。當我第一
次用日文作簡短致詞時，身體有點
震，同時我告訴自己我正努力與日
本朋友連繫。當我倦極時仍努力清
潔新居、栽種植物，我很感恩家人
一直以來家人對我無微不至的照
顧。我平生很怕地震，亦曾感受地
震。現時我每天生活在這活躍的地 
震國度，我正學習準備迎接危機，
同時接受生活的無常。 

 
 
 
 
 
 
 
 
 
 
 
 
 
 
 
 
身在東京，我承諾重新塑造自己。
讓自己痛痛快快地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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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生活初體驗 
  ~Thomas Wu (D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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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再當傳心行動團隊內部培訓的
主角講述家庭圖，可以用“圓滿” 
的感覺來形容這次的體驗，當傳心
伙伴說到我有好一些地方與爸爸相
似，像對金錢又或者常帶笑容，在
在都呼喚回來我與爸爸同在的感
覺，我有一種“停泊”在幸褔與爸
爸連結的感覺。伙伴們看到我有承
傳了爸爸對弟弟的期盼，重男輕女
的看法與及爸爸的無力感，更帶我
進一步嘗試瞭解爸爸對金錢及對死
亡看法，他何以想玩就玩，成癮的
原因，我借來更全面理解爸爸的角
度，來得非常窩心。 
 
伙伴們也看出我是家中最大，像家
中一個小大人，在支持媽媽，潛意
識也在補足爸爸，在分擔媽媽的無
奈、委屈與無力，同時也承傳了媽
媽的堅毅承擔，與及不安全感，輕
輕帶出站好自己的序位及健康界線
的課題。還有，爸媽的由內陸移至
香港，是生命的艱難，為我們這一
代來說是“祝福”，當晚我收到很
多的禮物與感動。 
 
加上Jenny Leung 的帶領， 問我一
生最大的難題，現在/近期/曾經面
對的大難題/困境等，我會傾向更生 

 
 
活化的描述生命故事，講述多了生
活片段， 讓伙伴們更能夠感受到我
所重視的，有感覺的地方。很有
趣，當Jenny Leung 導引伙伴們嚐
試用 ^我想跟你說^  開始作回應，
我感覺多了他們直接與我對話，與
我 “這個人” 而不是我的事件或我
的想法連繫，一種被看見，被見證
的力量油然而生。 
 
今次得到的啟發是 :  
主角在陳述自己及家庭的時候，嘗
試多給力，抱不知道的心態，與這
個主角直接連繫，感受他的經歷，
建立足夠支撐信任，一起找尋愛的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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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述家庭圖後感   
~Jenny Heung (D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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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十二年，社群樂一輪 

九月六日是DP的12歲生日。沒有蛋糕，沒有酒水，連簡單的氣球裝飾都是
開始前一小時臨時做的。我們這樣慶祝，樸實無華，九位讀過DP、獨當一
面的身心靈工作者/生命工作者分享，令當晚觀眾聽得如痴如醉，知性、感
性而且笑聲不絕！(所有錄影可以在DP的YouTube 頻道重溫。) 
  
這，就是DP社群的魅力 – 無需豐富的物質裝點，我們已感豐盛富足！ 
  
DP過了一輪(12年)，經歷不少考驗，在艱苦中建立了團隊和基礎，如今收
生穩定、服務質素高、義工社群凝聚力強。2017-2018年間，我們創造了
美滿成果，包括： 
  
義工服務總時數：一萬9千小時，獲得社會福利署的義工運動機構嘉許獎 
義工總人數        ：230位 
社會服務對象的總人數超過2萬人 
不同主題的多元化身心靈工作坊 250 場，導師120位，參加者 18,000人次 
獲得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超過三百八十多萬元，從2017年11月開始，
開辦為期三年共五班(每班四個月)的「青年更生教練課程」。 
華山老師由2018年4月開始，每天提供三分鐘身心靈健康的聲音導航，從不
間斷，完全免費，目前已經有超過3000人收聽。 
  
我們義工本位，這樣巨大工作量和社會服務，整個機構只有一位全職、三位
兼職僱員。創辦人華山老師，從2012年開始做全職義工，為DP至少節省了
二百多萬元薪酬開支。他以身作則的清淨貢獻精神，為DP的義工領袖、義
工團隊樹立榜樣，令我們更清晰走上 Coach To Serve 的路。 
  
生命最寶貴的、我們最需要的，早已滿載生命當中！感激所有支持自在社的
夥伴、義工、同行者，多年攜手，放下期望、盡情創造，讓愛無限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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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風光明媚，全賴幕後無名英雄： 

感謝自在Coach籌委用心策劃，讓110位Heart義工受
惠。特別感謝正副主席馬桶老師和Kelvin的出色領
導。感謝Roger Lau為錄音作曲，讓我們有原創音
樂。感謝 Vicky Chik 統籌 whatsapp群組及FB轉發，
Sam Lee 持續將聲音變為文字，Monica Yau每天在
群組轉發。感謝攝影名師Jeffrey Siu 珍貴而迷人的照
片，讓這書畫龍點睛、美不勝收。感謝藝術總監Ricky 
Ngai設計出類拔萃的封面，並統籌全書設計，感謝
Matthew Wu用心做好專業排版。感謝Felicia Choy 
和Rosita Leung構思標題設計，Roger Ng連夜趕工
製作82個標題。感謝Red Chan用心編輯全書，優質
細緻，挑選照片、內容修訂，妙筆生花。感謝Natalie 
(翠玲)、Michelle Tse，Annie (安靜)，Agnes Yu, 
Vivian Cheung用心校對全書內文。感謝Michelle 
Tse提出宣傳推廣的寶貴意見，讓銷路倍增。感謝
Kimberly Lee 統籌預訂的群組。感謝Teresa Ho連結
大陸喜馬拉雅，讓每天錄音開設普通話頻道。感謝祥
哥，Dorothy，燦榮，Red， Jonathan，Amen，
Santa 和馬桶老師用心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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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星
期 

時間 節目 地點 負責 

由 至 

2 二 19:30 21:00  血管閉塞、高血壓、中風後遺症 自在社 
Johnny Tsui 
(DP11) 

5 五 19:30 22:00 《愛與和解》讀書會 自在社 傳心行動 

6 六 09:30 18:30  生命導師培訓班 自在社 香港感恩運動 

6 六 09:30 12:00  DP Wings 服務出隊 ~ 擁抱夕陽 黃竹坑 DP Wings 

12 五 19:30 21:30  極速修姿工作坊 自在社 Joan Ng (DP39) 

13 六 10:00 19:00  幸福關係煉金術 自在社 
Athena Au 
(DP1) 

14 日 10:00 19:00  幸福關係煉金術 自在社 
Athena Au 
(DP1) 

14 日 15:00 17:00  深層寬恕工作坊 
灣仔小童
群益會 

華山 

14 日 20:00 22:00 《自在Coach》新書分享會暨簽名會 自在社 華山 

16 二 19:30 21:30  心靈拼圖 自在社 
Athena Au 
(DP1) 

17 三 20:00 22:00 《自在Coach》新書分享會暨簽名會 自在社 華山 

19 五 19:30 22:00 《愛與和解》讀書會 自在社 傳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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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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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20:00 22:00 《自在Coach》分享會暨簽名會 自在社 華山 

22 一 18:30 10:30  生命教練團隊持續學習圈 自在社 
Jonathan Cheng 
(DP2) 

23 二 20:00 22:00 《自在Coach》新書分享會暨簽名會 自在社 華山 

26 五 19:30 21:30  覺醒路上之內觀體驗  自在社 
Michelle Tse 
(DP34) 

30 二 20:00 22:00 《自在Coach》新書分享會暨簽名會 自在社 華山 

31 三 19:30 21:30  DP Friends Gathering 自在社 DP Fri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