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P43不可思議的兩天，教練團隊讚不絕口、高度評價。學員
改變的意向極大，引發不勝枚舉的轉化，包括最最難以啟齒
的深層傷痛。 
 
落堂後導師與15位教練慶功宴，大家仍然興奮和感動，深感
見證生命深層轉化，是極大的榮幸和療癒。 
 
 DP43，非常圓滿，充滿激動人心的轉化和突破。好幾位一
直沉默的學員，都勇敢突破，講出壓抑多年的難以啟齒，得 
到很大支持和釋放。 
事後教練也深刻反思 
成敗的關鍵，給導師 
許多提醒。 
 
衷心感謝竭盡全力的 
教練團隊，真的毫無 
保留，學習清淨貢獻。  

DP43開班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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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台灣劉仁州老師來港，連續5天帶
領工作坊、演講、靜修營，為第五屆華
人行動籌款，亦是劉老師辦的最後一屆
華人行動。欣賞劉老師創辦華人行動，
孕育傳心行動，實在功德無量。 

 
劉老師持續35年成為全職義工，教人
五體投地、奉若圭臬。欣賞老師的睿智、
幽默和視野，教人如沐春風，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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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州老師心靈之旅~香港行2019 

劉老師對香港學員的祝福： 
1.活出真實的自己 
成為情緒的主人，不是奴隸。有情緒處理情緒，
沒情緒處理問題。 
2.跟別人設定界線，果斷而優雅地設定。 
3.找出上天託付在我身上的訊息。生活就是消息。 
準備好（準備好）並願意（願意）被上天使用。 
雖然不知呼喚何時來到，但隨時待命。 
4.生命是要能夠享愛，快樂就是標誌。 
做從心裡面喜愛的工作。健康也是從快樂而來。 

信心與仰望～活出天命學習營 

三天兩夜的學習營，透過安靜、小組
分享、個案處理、深度醫治等學習，
劉老師讓參加者面對原生家庭，理解
父母，同時亦容許自己可以悲傷，接
納自己的情緒，參加者收獲甚豐。 



瓊英卓瑪被譽為「世界梵音第一人」，生

在尼泊爾，來自中國藏區的父親生性暴躁，

幾乎每天都毒打她和母親，13歲出家修行，

追隨被譽當代大圓滿成就者祖古烏金仁波

切，從而改寫她一生。 

 

瓊英卓瑪在尼泊爾開展了慈善事業，包括

女尼學校丶幫助單身母親的日間托兒所丶

支持婦女創業項目、支持地震和愛滋孤兒

的生活教育項目丶腎病醫院和診所、地震

後重建學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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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英卓瑪：Simple Kindness 
---讓簡單的善良成為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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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20年間，瓊英卓瑪讓唱頌梵
音，成為她的日常冥想和修行，她
的歌聲安撫了世上許多人的心靈。
也是因為這樣，她常被邀請到歐美
各地演出和演講。 

導師華山亦為之感動，只因完全收
到她的慈悲大愛；她唱誦時，令人
眼淚滾滾流下，我不再是我，而是
清淨慈悲心的全然洗滌，感恩與110
位同修體驗久違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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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英卓瑪：Simple Kindness 
---讓簡單的善良成為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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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a Ho (DP43) 
我在傳心行動的得著，發現自己對幾代家庭

的了解不深入，只有很淺陋的認知，所以我

選擇透過新年大聚會的機會從四方八面、遠

近親人、不同切入點去了解這個家族的形成。

 

從家庭圖、寫信給父母及父母回信給自己及

感恩生命版的3A練習，我都看到更多被愛

的證據。特別是在畫家庭圖的時候想起了一

個已經很淡的回憶片段，是爸爸在我很小的

時候帶我到他工作的貨船上參觀，父親是不

太會表達自己的男士，教練提醒到我這可能

是父親表達愛的方式，與我連結的方式，然

後也想到媽媽一些行為 / 表達背後的善良動

機。想起了一句「等我把心打開，發現一切

是愛」，令我反思自己平時比較習慣「把腦

打開，發現很多批評」。 

 

很高興感受到我內心源源不絕的火，感受到

更多向內看的力量，繼續帶我走不一樣的生

命，繼續點亮他人生命。大家共勉，我們共

同成長。 

 

 

 

 

Christina Lo (DP43) 
上完1月20日的 "傳心行動" 工作坊後，感覺

成個心鬆了很多 ! 沒那麼繃緊了 ! 

 

在我寫第一封信給父母時，心裏充滿怨和恨。 

但當成為父母回信給自己時，突然感悟到父

母當時的艱難 !內心頓生一份諒解及明白 ! 

 

自己做父母做得不夠好時，又何嘗不想兒子

的體諒與明白 ! 彼此彼此 ! 

 

日後每天我會靜下來想想父母的臉容，想想

他們的青葱歲月是怎樣渡過的 ! 他們的一生

充滿挑戰，若我是他們，我能應付得到嗎？ 

 

首先我會完成20封由自己寫給父母的信，再

站在父母的立場回信給自己。同時我深信這

方法能幫助我和父母在感情方面重新連繫，

重新得力 ! 因為他們是我祖先的力量。 

120 DP43傳心工作坊～學員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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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DP Friends 兩週年盡情盡慶 
生日派對 

兩年前DP同學會與福樂組強勢結盟， 組成了現
在的DP Friends， 30/1 就是我們的兩週年生日
會，很開心見到不同班別的同學參加，包括了
DP1和DP43的同學。 
今晚氣氛非常熱鬧，感謝一眾籌委及特別嘉賓為
今次生日會出力，節目非常精彩不能一一盡錄， 
全晚最高潮有數是Derry (DP5) 表演的精彩肚皮
舞，她全情投入的演出令大家目不暇給。  
Jasmine (DP34) 也帶領大家勁歌熱舞，為我們
今晚的生日會來熱鬧而圓滿的ending，感謝大
家支持DP Friends 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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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家的路」~ 找回心靈的力量 
   Kukie Kong (DP36) 

心靈世界就像一間小木屋一樣，等待著你再次打開門回到家中 

從2016年開始，踏上了自我認識的路上，
這三年來在身體、心靈、與親密關係上
都出現了很大的衝擊，而且爆炸力是一
次比一次嚴重。工作上受傷，眼睛有機
會影響視力，抑鬱症等等....當事情發生
時，最先出現的情緒是不知所措、好驚、
好無助、憤怒、恐懼、內疚、自卑、自
責、好想死......靜下來後，我問自己「藉
由事件的發生，我在面對什麼？」 

身體是心靈的一面鏡子，透過種種的經
歷，讓我深深的體會到「心靈一定會用
各式各樣的方式、各種事件把你拉回來，
直到你去面對那個真實的自己」。我決
定放下工作，放下别人的批判，開始學
習與自己相處，拿起勇氣如實的面對內
心所有的感覺和情緒。透過自我覺察，
不斷的面對、覺察、再面對。從心靈上
找出真正問題所在，一步步學習什麼是
真正的「愛自己」，每一次面對自己的
傷口，整個心路歷程都是非常辛苦，歇
斯底里簡直，天堂地獄不斷來回，就是
死去活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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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家的路」~ 找回心靈的力量 
   Kukie Kong (DP36) 

所有的捆綁都是基於自己願意被捆綁著。
當我們願意原諒自己，放過自己的時候，
一切的困擾也隨之鬆綁，一切回到「愛」      
 
生命的精彩並不在於我們累積了多少財富，
而是每一天都感覺到自己在愛與安全中成
長。 

最後明白到創傷不再是創傷，而是面
對、接納與改變。我學習讓心靜下來，
慢慢地不知不覺間過去的包袱和傷口
都流走了，以及一切愛的匱乏，包括
原生家庭的關係都修和了。最後明白
到，我們的父母其實也沒有好好被善
待過，每個傷害都不是故意的，背後
都是基於「愛」，品嚐了一切的痛苦
後，我選擇「放過自己、原諒自己」
我不再執著於父母對我的看法，對我
的態度。只專注於照顧好自己的心。
慢慢發現當我內心平靜了，外面的能
量流動也隨之改變，我與父母之間的
關係也變得輕鬆，身體上的問題也開
始越來越進步。 

Kukie的作品 



與Terry談天，筆者自己要份外高速運

轉思考，因為他的思考速度快，領悟

力高，舉一反三，三言兩語便輕舟已

過萬重山，完全看不出毒品已損傷他

的腦。他謙虛說自己不聰明，只是

「我知道自己的腦部受傷，所以強迫

自己不停思考，強迫自己持續記憶不

同的東西。」 

 

十六歲時Terry受不住冷漠的家，開始

寧願流連街頭，與朋友結伴，飲咳藥

水、吸不同種類的毒品，享受那放鬆

的感覺，那刻仿如沒任何煩惱，所有

不開心都消失了。 

 

疼愛他的表哥發現他吸毒後，支持他

入戒毒村。他看到自己的臉色灰白，

也擔心自己的身體，也不想傷害家人，

所以他自此反反覆覆多次嚐試戒毒，

卻總是堅持不到幾個月，便因為想逃

避家裡的冷漠，又回到朋友堆裡群起

吸毒。 

 

那時候他才十七歲，但腦部掃瞄結果

顯示毒品已經對腦部造成不能逆轉的

傷害，從此他要服精神科藥物，以輔

助腦部血清素的流通。 

 

當他復吸毒品時，精神科藥物及毒品

相衝，他的精神失常，在家裡大吵大

鬧，打爛電視機和電話，經常覺得別

人謀害自己。兩度住院接受治療，仍

然無法完全戒除毒品，及清除毒品帶

來的傷害。 

 

有次他精神失常像瘋了，媽媽崩潰，

抱著他哭「點解你變成咁架？」他感

受到媽媽因他而傷心，深深內疚，坦

白訴苦「我也不想自己變成這樣，是

毒品害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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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更生教練的生命故事 ~Terry Cheung 
RC1 
家裡並非沒有愛，而是愛沒有流通 

更生教練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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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深深觸動他的心，他不斷反思自

己，是否要繼續被毒品操控自己的言

行、感受、人生？是否想以後一生都

這樣瘋瘋癲癲？他不要！他要取回自

己生命的自主權，他要隨自己的心意

去安排自己的人生，說自己想說的話，

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時，他要為未出

生的侄兒做個好榜樣，過好好的人生。

 

他決定了要做的事，就會盡力做到最

好，誰也阻止不到他。 

 

因此，即使非常痛苦，每天都覺得身

邊的人傷害自己，他也強迫自己那裡

都不要去，只是留在家中戒毒，堅持

無論如何都絕口不沾任何毒品。 

 

這八年期間，一直不離不棄支持他的，

除了家人，還有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社工高保麟先生。有一晚凌晨四、五

時，他痛苦不堪，致電高Sir，半夜都

聽他訴苦，支持他捱過去。他致電問

高Sir問可否陪伴他，高Sir二話不說在

翌日便跑入長洲陪他踏單車。為了鼓

勵他從家裡走出來，面對、適應社會，

建立自己，高Sir帶他到貴州、東莞、

深圳，去探訪、幫助比他更困難的人

們。 

 

 

 

 

後來，他成為了朋輩輔導員，去幫助

其他想戒毒的人們。他更參加自在社

更生教練課程，不但學習與陌生人溝

通、建立關係的技巧，要快速了解他

們的需要、用同理心感受對方的感受、

體諒他們的困難、有效表達及溝通彼

此的想法，更學習去幫助自己心靈的

改變。 

 

首先，他認識許多不同的朋友，擴闊

了自己的生活圈子，與朋友交談時多

了許多話題，發現世界除了吸毒，還

有更多方法及資源去有效解決問題。

更重要的是，他認識到不同人有不同

的想法，因此不應以為別人和自己的

想法必然一樣，更需要放下自我，去

用心聆聽、接納及了解別人。 

 

其次，他認識到健康界線，要放下自

己要拯救所有人的期望，幫助自己謙

卑及淨化自己的心，並盡力分享自己

對毒品及戒毒的知識，真誠分享自己

的經歷，用心支持及陪伴對方戒毒，

同時讓對方承擔自己戒毒的責任，這

樣他幫助別人時感覺輕省又有效。 

 

 

 

 

 
(續下頁) 
 

更生教練的生命故事 ~Terry Cheung 
RC1 
家裡並非沒有愛，而是愛沒有流通 

更生教練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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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他學習到用3A轉化自己的情
緒。前幾天，他和媽媽在教養侄仔
有意見分歧，爭論是否應該罵小孩
做錯事。他冷靜對媽媽說大家先停
一停。然後自己去做3A，釋放自己
的情緒，幫助自己聚焦在感恩及其
他選擇上。他再感受到媽媽也冷靜
下來後，便慢慢解釋自己的想法，
「罵小孩是沒用的，他們也知道自
己這樣做是錯，但仍然選擇去做。
所以要接納、包容他們犯錯，慢慢
解釋、鼓勵他們做正確的選擇，去
幫助自己。當他們做好時，要用讚
賞來推動他們。」 
 
「正如發現家人吸毒時，震驚、打
罵、報警，其實完全沒用。重點是
要冷靜，不要驚，用心聆聽，了解
他需要什麼、缺乏什麼、服毒的情
況如何，再想辦法處理。」 
 

 

此外，他運用這一切在家人關係上。
他告訴爸爸「以前我覺得自己吸毒
是很羞恥，現在我非常感恩有這段
經歷，才能讓我認識許多真心真意
幫助我的貴人，學習到許多心靈交
流的方法。現在我可以清楚表達給
您們知道，現在做朋輩輔導員去幫
助別人，我覺得好開心、好滿足，
有使命感．活力、熱心，同時，您
們表達了對我的信任、尊重、接納、
關心。我們的生命改變令我非常感
恩。」爸爸熱淚盈眶，頓了良久說
「您還是適合做生命工作，好好繼
續做下去呀！」 

更生教練的生命故事 ~Terry Cheung 
RC1 
家裡並非沒有愛，而是愛沒有流通 

更生教練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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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第一個月，DP好熱鬧，月初DP43開班，同學得著好大，奇
蹟般的轉化，一個接一個。有早期畢業同學第一次回來做教練，說：
「本來我已經預料課程質素會提升很多，誰料提升的幅度，比我想像的
更厲害得多！」DP核心課程的效果令人感動、讚嘆，除了多謝華山與
日俱增的導師功力，也多得教練團隊上下一心，謙卑忘我，讓同學們信
任、勇敢，一起體驗生命的蛻變與創造！ 
  
這個月的課程、工作坊、活動，包括載譽而來、DP02師兄 Jonathan
鄭建生博士做導師的第二屆「生命教練團隊證書課程」。1月12日，友
好機構身心靈平台在中文大學舉辦「2019正念博覽」，DP義工提供重
要支援，讓4000位市民大眾享受一整日的身心靈工作坊。1月16日，
DP迎來尼泊爾著名歌唱家女尼瓊英卓瑪 (Ani Choying Dolma)，她被
譽為「世界梵音第一人」，在YouTube上的片段有上千萬點擊率。當
日，卓瑪與尼泊爾首屈一指的作曲家和國寶級音樂家現場表演，令滿堂
水洩不通的參加者無比感動！1月19日，香港調解學院院長及創辦人
Roy Cheng (DP39) 主持「衝突管理」工作坊，讓參加者學習有系統地
啟導處身衝突漩渦的人。現場的實戰、預演練習，幽默到位，Roy直接
比較DP教練法與調解法的異同，獨到清晰，大家收穫滿滿。 

Red Chan DP 6 

熱鬧的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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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25日，台灣劉仁州老師連續三天在DP講學，他是我們敬重的
前輩，充滿智慧與幽默感，是許多人心中的理想父親楷模。有DP人說：
「只要是劉老師的課，不管甚麼題目，哪怕請假不上班，也要參加！」  
  
賽馬會更生課程的學員1月20日到老人中心做服務，體驗如何透過魔
術貢獻才華、分享快樂。他們因為學習魔術、參與服務而感受到自己
的價值，提升了自信，笑容多了、狀態輕鬆了，實在令人讚嘆！我們
在更生服務的種種挑戰與成果中，不斷探索、拓展，1月約見了馬會
慈善基金的負責團隊，準備申請新一輪的贊助，支持過來人用魔術作
為謀生、服務的工具。 
  
由2018年初開始，DP換了新標誌、新制服，提出 Coach To Serve的
核心定位。轉眼一年，教練的質素、學員的得著、服務的水平，都不
斷進步，實在多謝董事局、華山、義工領袖、總幹事團隊的齊心付出。
團隊贏，個人(才)贏，DP社群健康成長，愈來愈熱鬧、多元，是發揮
團隊力量的結果，也是團隊每個人值得享受的成果！  

Red Chan DP 6 

熱鬧的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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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一位DP人的分享，教我非常感動： 
 
「向來唯利是圖，做任何事情都計較利益和
得失。第一次正式做義工，居然體驗到奇妙
的幸福感和價值感，無需別人賦予，無需索
取別人認同，一切從心而發，看到服務對象
的笑容和轉化，我忽然覺得自己的生命很有
價值，深刻提醒自己要培育這份清淨心，貢
獻給家人、伴侶、子女和朋友。感謝自在社，
堅持義工本位，讓我找回生命的價值。」 

華 
山 
隨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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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自在社節目預告 

日期 星期 由 至 節目 地點 負責人 /講者 

1 五 19:30 22:30  第二屆生命教練團隊證書課程 自在社  
 Johnathan Cheng 
(D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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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六 09:00 21:00  喚醒你內在的量子領導力  自在社    華山 

3 日 09:00 21:00  喚醒你內在的量子領導力 自在社   華山 

12 二 19:00 22:00  傳心讀書會體驗課 (DAG43) 自在社   傳心行動 

13 三 15:00 17:00 與「病」談心、談判、談情 自在社   周兆祥(DP34) 

13 三 19:30 22:30  生命工作者學習圈 自在社  
 Johnathan Cheng 
(DP2) 

16 六 14:00 17:00  第二屆生命教練團隊證書課程學習圈 自在社  
 Johnathan Cheng 
(D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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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DP Wings 服務出隊  
  ~ 東華視障老人(頤景)服務 

黃竹坑  DP Wings 

18 一 15:00 17:00  E-Flow 情緒解碼 ~ 繪畫療癒工作坊 自在社  
 Wing Chan  
(DP28) 

18 一 19:30 21:30  放鬆關節-身心健康 自在社  
 Wing Chan 
(DP28) 

19 二 19:30 22:30  第二屆生命教練團隊證書課程學習圈 自在社  
 Johnathan Cheng 
(DP2) 

22 五 19:30 22:30  第二屆生命教練團隊證書課程 自在社  
 Johnathan Cheng 
(DP2) 

23 六 09:00 19:00  幸福關係煉金術 自在社   Athena Au (DP1) 

24 日 09:00 19:00  幸福關係煉金術 自在社   Athena Au (DP1) 

24 日 15:00 17:00 「如何化解情緒勒索？」工作坊 
灣仔聖雅各
福群會 

 華山 

26 二 19:30 22:30  第二屆生命教練團隊證書課程學習圈 自在社  
 Johnathan Cheng 
(D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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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