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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約稿 / Cody (DP33) 

CK  (DP37) 

編緝 / Ida (DP37) 

Wing (DP28) 

排版 / Vivian (DP37) 
Justin (DP39) 
  譚少 (DP41) 

節目預告 / Elaine (DP30) 

技術支援 / 
 
Raymond (DP17) 

衷心感謝DP25的星級大師Gary百忙之中抽空來為我們DP 
Friends 帶領六月份的工作坊 - 提升個人感染力及魅力，透
過探討自己的成長背景及與父母的關係，讓我們了解過去的
經歷怎樣形成今天的自己。 

在工作坊內，我們做了和內在小孩修和的練習，學習將恐懼
轉化成愛，讓我們重新感受內在的愛與力量。當中，Gary 
的分享特別令我印象深刻，原來就算過去和父母關係不和，
只要我們決心去改變，透過了解父母的難處，明白他們也盡
了力，選擇放下對他們的批判和執着，就自然可以重拾自己
的內在力量。人生的探索旅程實在非常奇妙，最後，想跟大
家分享一句我學到的:「學會愛自己，才有愛去分享給我們
愛的人。」 

Gary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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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DP Wings x 利民會快樂工作室 
     ~ 阿健 (DP11, DP Wings 主席) 60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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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不起由甚麼時候起，利民會友樂坊服務
是DP的唯一對外服務，那時候，只要想
起DP的社會服務，就會記起這個專為精
神病康復者服務機構，由去年起，10年
成了這服務的另一代名詞。因為剛好10
年了，去年就邀請友樂坊的老友記來到我
們DP搞一個同樂日。 
 
今年我們盛載著去年的經歷，搞了一個有
音樂、有魔術、有正念的同樂日。 
 
非常感謝 Alza 帶領的 Busker，讓大家一
嚐在冷氣底下欣賞「街頭音樂」的機會；
而 Vivian 牽頭的 saxophone ensemble 
及 saxophone solo 更令包括所有義工在

內的我們聽出耳油，震撼心靈。 
 
Magic Team Buddies 的魔術 和 Red 帶
領的正念分享，為同樂日的下半場，創造
了氣氛歡愉互動且滿是笑聲的一刻鐘。在
身心靈滿足之中，結束了這特別的一天聚
會。 
 
最後，收到友樂坊同事的回覆，給予我
們，不僅僅是這數十字的訊息，而是一份
感恩、一份真誠有感受的謝意。「感謝一
眾義工的預備，他們對音樂表演很驚喜，
今日的身心靈訊息，在時間和內容都貼近
生活，會員都讚不絕口。謝謝」 

精彩表演  

主持阿健 
悅耳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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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航新生命 ~ Alipapa (DP17)的分享  
 
 
 
 
 
 
 
 
 
 
能夠參與「啟航新生命」，實在對自己有
多重意義，感恩讓我再次有「睇自己」嘅
機會。每次入村(方舟)都睇到弟兄們成
長，感恩我哋一同學習 ，共同創造。由認
識到擁抱自己的過程中，不其然更加了解
自己。 
 
我親身感受到各位弟兄好有才華與能力，
除咗為愛自己而戒毒，當軟弱或恐懼再次
無力時，諗起家人嘅關心，再有動力去改
變，記住「容許自己發夢，做最好版本嘅
自己，讓美夢成真，無悔今生」。弟兄們
將來會點樣？當然盼望佢哋面對任何問
題，要記得自己有足夠嘅內在資源，解決
人生所有嘅問題。 
 
我自己亦都學到「我係一個永無止境嘅創
造過程，我唔等於我嘅過去，我亦都可以
選擇由自卑者變為更生人士教練。」 
 
每次入村都深深觸動自己，活好每個當
下。非常感激呢個計劃，所有老師嘅精心
準備，相信讓各人獲益良多。記得有一幕
好感動，弟兄分享內心渴望嘅「願景
圖」，然後我哋喺劇場中實現佢哋嘅願景
圖，大家激動至「喜極而泣」！ 

放下義工身份嚟同大家一起學習，心情都
好輕鬆，齊心創造與營造每個美麗片段，
讓呢次計劃添上更多色彩。大家用心付
出，感受到團結嘅力量。給弟兄嘅紀念
冊，用了幾十個小時製作，無論從一幅插
圖，一個小小嘅彩虹或星星，甚至毛蟲還
是鷹，都係極度用心嘅付出，這種精神讓
眾弟兄們感動，有弟兄將送呢本紀念冊送
比佢最關心嘅家人… 
 
 
 
 
 
 
 
 
我好想眾弟兄記得呢次有意義嘅學習，所
以就以佢哋嘅特質，同埋每位弟兄講過嘅
重要信息，各自填寫兩首詩比佢哋。而家
同大家分享我對「攸美新村」嘅回憶，也
祝福眾弟兄前路一片光明！ 
 

美妙驪歌感嘆詠， 
攸然拾獲人靈性； 
新歌譜寫啟航圖， 
村內修真眾生命。 

 
葉氏謙卑和反思 
賢能有愛與慈悲 
忠誠義氣辨方向 
做個開心廚藝師 
林村攸美仰望神 
誠實效忠信義仁 
倚靠真靈學臣服 
毛蟲剝繭聚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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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航新生命 ~ Connie Yung (DP42)的分享  
「啟航新生命」這個名稱，半年前的我完
全不認識，更從未接觸過更生人士。 
 
回想起半年前第一次以義工身分，參與元
朗方舟「啟航新生命」探訪時，我的心情
很緊張和複雜，未知以甚麼態度或説話與
弟兄們溝通，滿腦子關心、擔憂，不知哪
些說話會影響及觸動他們？幸好導師們都
帶領得十分妥善，第一次探訪的經驗，讓
我對更生弟兄有良好的感覺，他們均有顆
善良的心，對家庭十分眷顧，對父母的孝
順及真誠更滾動我心，我那次雙眼通紅，
流下淚來。 
 
 
 
 
 
 
 
 
 
 
 
我連續三期參與「啟航新生命」，從各弟
兄的故事，我感受到他們的經歷都不簡
單，非一般常人能面對，難怪他們過去要
尋求一些渠道去麻醉或放縱自己，我理解
了，也深深體會弟兄過去的脆弱和當下的
堅強。 
 
「啟航新生命」初段的第一、二堂，部分
弟兄的態度和想法都會比較平淡、負面、
絕望，以麻木的態度參與。經過導師悉心
帶領互動練習，弟兄能夠打開心扉，説出

心底話。我們陪伴和聆聽，用同理心嘉許
弟兄的正向出發點，讓他們尋回正能量，
創造光輝燦爛的人生。到課程中段至畢業
階段，大部分弟兄已明顯有堅定的意志、
充足的信念作出改變，勇敢處理及面對未
來人生。 
 
參與最後第八期的弟兄比較年輕，我看到
部分弟兄很有潛能，聰明、有智慧、言語
表達很到位，他們真摰的分享讓我得到很
多學習。在此借用其中兩位弟兄的話，與
大家分享： 
 
「凝聚新的力量，成就新的事情」「以往
花了很多時間處理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
現在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祝福曾參與「啟航新生命」的每一位弟
兄，很快融入社會，實踐自己定下的目
標，展開幸福美滿人生新一頁。感恩弟兄
能掌握正念思想的力量改變人生，修補自
己與家人之間的關係和感情。感恩自己成
為「啟航新生命」的敎練，每次探訪都令
我得到很多體會及學習，令我帶著堅持、
不輕易放棄的念頭離開。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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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航新生命 ~ Amy Cheung (DP40)的分享  
感恩自己參加了【啟航新生命】，沒有
甚麼比見證生命更新、成長蜕變更讓人
高興！記得第五期的最後一天，教練與
學員(弟兄)互傳燭光，互送摰誠祝福和欣
賞的說話，大家都很感動，催淚彈爆個
不停。 
  
作為教練的一份子，我目睹了弟兄們在
不同層面的變化，他們展示的內在力量， 
非由疚歉、羞恥、憤怒所引發，而是由
上帝與家人的愛、對自己絕不放棄的信
念而驅動。他們那份堅持、堅定、堅忍
的决心，也成為我們龐大的鼓勵。 
 
 
 
 
 
 
 
 
 
 
 
 
  
 
 
他們的過去並非我們所能理解的世界。
然而在相處期間，我感受到他們願意付
出、細心照顧身邊人，為家人朋友獻出
自己所有， 內心充滿無私的愛。 他們有
堅毅、 忍耐的一面，願意學習和改變的
決心多麼大。這點不是人性很美麗的一
面嗎？只是他們當時感受不到愛，自以
為沒有選擇，行了歪路。現在醒覺了，
力量就來了。 
 
弟兄向教練道謝，教練同時也告訴弟兄：

我們一樣是普通人，一樣有陰影的部分，
我們進村為了支持你們，也為了學習成
為更好的自己。我們從你們身上學到很
多，你們面對這麼大的困難也不放棄，
我們怎能輕言放棄呢？你們走過的路，
能成為很多同路人的借鏡和鼓勵，請不
要再以受助者身份看自己，你們也能成
為助人者！ 
  
我曾協助製作紀念冊，可說是嘔心瀝血
的過程。我們為每位學員做一本個人化
的紀念冊，記下每堂上課的內容、活動
照片、教練給他們的鼓勵說話等，讓他
們好好記著所學的內容。製作時看著相
片中一直跟進的學員，感受到其狀態出
現顯著的變化，譬如由鬱鬱寡歡、意志
消沉的男子轉化成充滿生命力、渴求進
步、勇於面對將來的真漢子！深深地，
為這些學員高興！ 
 
 
 
  
 
 
 
 
 
 
 
 
 
 
感謝我們的導師Red、Jeff、馬桶老師、
惠芳等等，多番研究、精心設計了不少
有深度的練習，讓弟兄們檢視自己的生
命歷程、核心情緒的反應、加強正面的
內在對話等，非常精彩，連教練也得著
很多，感恩天父奧妙的安排！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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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情寫理寫DP Magic 一周年 
自在魔法 (DP Magic)團隊宗旨是藉着魔術演釋帶出轉化生命的信息同時在社會服務過
程中自我成長。讓我們重溫昔日相片，一步一腳印，笑留足跡共創集體回憶，締造細
水長流。 

籌委會 - Magic夢想發源地，為團隊創造更多的可能 

迎新 - 讓參加者感受團隊歡樂氣氛，分享DP理念溶入魔術示範 

訓練 - 我們過去舉辦兩次魔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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綵排 - 每次出隊前我們進行活動預演，氣氛總是認真又開心地渡過 

出隊 - 我們出隊是以魔術作為工具融合DP精神，以簡單魔術效果 
帶出感恩原素帶出不一樣的社會服務，將DP理念發揚光大。 

協作 - 我們與各DP義工團隊互助互協 

2018 年8月1日「剪刀、石頭、布」 
溫故知新魔術義工出隊綵排 

義工人數：12人 

2018 年9月15 日 好友歡聚慶團圓 曁 
DP Magic 魔術訓練綵排 

義工人數：16人 

2018 年11月3日DP Magic  
魔術訓練綵排 義工人數：21人 

2019 年1月11日DP Magic 
 魔術訓練綵排  義工人數：15人 

2019 年3月2 日DP Magic 
 魔術訓練綵排  義工人數：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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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在2017年4月加入DP38班，帶我
進入了人生另一個學習的階段，「睇自
己」；畢業期間有一種不自覺的衝動湧
現出來，「清淨貢獻」；然而作為一個
3號仔總以目標為本，「DP Magic」的
成立就是由一廂情願的持續八個月堅持
下，在2018年4月得到四位同學支持組
織籌委會而成為自在社其中一個社會服
務之魔術團隊。 
  
在此衷心感謝華山老師給我「放下期
望，儘情創造」的可能性及董事局認受
DP Magic 存在的價值而令我繼續發揮
所長去建立及貢獻，不經不覺 DP 
Magic 巳經正式建立了一周年，我的啟

動責任亦已經完滿，接下來的時間更要
默默地支持及貢獻令DP Magic 茁壯成
長，在此預祝新任主席及其帶領的團隊
發揮DP的精神與Magic的正向推動力達
至「魔法人生，自在由心」的 DP 
Magic 信念。 

Eddy Au  

DP Magic 成立一周年感想  
~ Eddy Au (DP38, DP Magic團隊創立人) 

DP Magic 一周年慶祝活動 
🎩🎩魔法人生  🎩🎩自在由心 

2019年6月30 日 
當晚我們除了選出過往活動最喜愛相片，
我們更有切蛋糕賀生辰、好玩有趣遊戲、
魔術創造夢想比賽、天才橫溢表演、神秘
魔術壓軸，氣氛開心樂洋洋。 

2018年10月31 日 
嘩鬼出籠 萬聖夜大派對

 

DP Magic 最喜愛相片 

DP Magic BB 與 
 華山大合照 

 

DP Magic BB 與 
Red 齊齊切蛋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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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義工們的祝賀 

恭喜DP Magic 一周年。 

由0至1歲的DP Magic, 由1人發起至現在超過100多人
的Magic Team 義工，見證著Magic BB 成長得很快
啊!  

能以Magic 燃點更多生命中的一點甜，只因著一份無條
件的愛，讓我感覺到DP Magic BB像圓規一樣畫圓，只
因腳在走，心不變!  

祝願Magic Team 繼續堅持，永不放棄，燃亮更多的生
命! 以生命影響生命！ 

祝DP Magic BB 生日快樂。感恩DP Magic team
籌委的努力，無私的貢獻，忍耐，包容，讓一群
對魔術無認識的同學能聚在一起學習，互相鼓
勵，互相支持，助人助已，同為社會作出貢獻。 

DP Magic 是一個開心的组别，透過不同的小魔
術，已令我有興奮的地方，開心的感覺，簡直令人
陶醉。如果沒有一班有心的籌委，DPMagic BB，
難有一歲的生日，在這裡衷心感恩每一位。 

Happy Birthday   DP Magic 

Edith Yung (DP23) 

Kanny Wong (DP38) 

Wincy Li (DP40) 

感激 我有機會參加DP Magic 大家庭 ，由不主動心態變
成積極態度，改變自己與人相處和諧的感受，因為從魔
術學習中加強自信心，歡笑及親切的笑容，由內心裡散
發出笑聲.。祝賀 DP Magic 一周年 更有新突破 

DP Magic baby一歲了！ 

呢個BB絕不簡單，幾個月大已經遊歷不少，生活多
姿多彩；細細個愛心爆晒棚，到處把溫暖歡笑帶給
弱勢社群！身心靈都很健康。 

感恩能夠成為BB group的一份子，我很開心啊！ 
Rose Li (DP41) 

Joanna Lam (D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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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少都能辦到咁有質素的服務，衷心感謝各籌委
全心的付出，令第一次參加 DP Magic 的我有莫大
的驚喜和感動~原來我也會變魔術。真的太Magic
了！ 

感恩有 DP Magic ~ 使我看到自己有更多的可能⋯
祝賀DP Magic BB 生日快樂、大展宏圖。 

非常感恩可以參加DP magic義工團隊，多一個機會
讓我可以服務他人， 更重要的是， 透過活動的過程
中， 所發生的一切， 所起的情緒， 讓我更可以看自
己。感恩有這個機會。 祝DP magic 義工團隊 生日快
樂。 

我也是非常感恩成為了DP Magic 的一個組員，極之
喜歡DP Magic的整個信念及活動出發點，與及和組
員同行，很有意義。祝DP Magic 生日快樂。 

魔術可以帶給觀眾驚奇感，都為表演者帶黎滿足感。DP 
Magic將魔術融入不同類型義工服務，助人自助既一個好
好的團隊 

DP Magic生日快樂!期待DP Magic 團隊繼續發光發亮，
服務更多社會有需要人士。 

祝 DP Magic 一歲生日快樂，繼續發放正能量，帶給觀眾歡樂
氣氛及奇幻變化的魔術。 

感恩在DP 課程中，認識到不同類形的義工群組，而DP Magic
是我揀選之一；深深地記起迎新當日，感受到魔術的奇妙和魔
法的力量，與心理默默相關。從魔術示範中更融入了DP的工
具，讓我更揼實所學過的DP工具，透過魔術來演繹，發揮了
DP工具的精神及創意，原來可以有這樣開心的效果。 

非常感恩 DP Magic 的主幹籌委們，過去用心策劃及努力，各
位默默耕耘及無私的付出，創造這開心魔術的奇蹟和成果，實
不容易。 

祝 DP Magic 閃閃發亮，熠熠生輝，團隊繼續將這魔法的歡樂
帶給觀眾Pay it forward 

Connie Yung  (DP42) 

Irene Ng (DP43) 

Vee Siu (DP43) 

Barry Tsang (DP42) 

Wing Shum (D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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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工作要帶領團隊，相信課程對
你有幫助。」我在大型工作坊聽到華山老
師這句話，馬上決定報讀 DP課程。 
 
 
 
 
 
 
 
 
 
 
 
 
一天，我與工作拍檔正在討論一位元老級
同事A君請辭的事，他突然對我說：「自
從你上了DP課，說話有個DP模式，我有
點不習慣。」「你指我多了欣賞？(先欣
賞後回應)、以團隊為重？(成也團隊，敗
也團隊) 你的意見對團隊非常重要，我用
了這些模式，你覺得如何？」 
 
「是呀！就是好多欣賞，團隊兩字時刻掛
在嘴邊。這個模式確實令公司明顯進步，
所以我也提醒自己加快適應。」拍檔非常
堅定地回答。 
 
我和拍檔是管理層，一直非常感恩團隊中
的核心成員，在公司成立初年忘我付出，
大家經歷無數通宵達旦。公司近年發展稍
有成果，管理層不斷提高團隊成員的薪金
及休假待遇，以回饋戰友，渴望提升大家
生活質素。五年間，公司人數由原來5人

各自單打獨鬥，增至50人的工作團隊。 
 
隨着公司發展，業務愈來愈多元化，制度
不斷革新，團隊成員與管理層漸漸產生對
抗。核心成員堅持以往單打獨鬥的工作模
式，不惜付上代價，用多倍努力及私人時
間去完成工作。結果，團隊出現了很多負
面情緒： 
 
「現在我只為金錢而工作，好嚮往當年兄
弟幾人不眠不休的工作生活。」 
 
「現在新來的同事，心態很不同，不願意
OT工作，我們以前不會考慮幾點放工，
要將工作做完為止。」 
 
 「現在遞交這些資料，要有程序，不像
以前我一個人處理，較靈活。」 
 
結果，最近兩年團隊未能達到協同效應，
士氣漸漸下降，管理層覺得團隊成員未能
與公司服務及制度同步發展，感到非常乏
力及無奈。我們面對的挑戰，包括要勉強
挽留請辭的戰友、不忍解僱、新舊成員交
替的對抗... 整個團隊(包括管理層)都充滿
着恐懼、內疚、無奈、自卑等核心情緒。 
 

DP人分享 ~Minny Tam (D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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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拍檔一起處理A君的請辭申請，首先
讓他休息一個月，然後約他回公司詳
談。拍檔先關心A君的情況：「A君，之
前聽說你媽媽病了，現在情況如何？」
我們先慰問了A君媽媽的近況，他便也輕
鬆地說起媽媽。突然，他兩眼通紅，站
起來誠懇地向我倆說: 「對不起，近年我
對你們不夠尊重。」 
 
拍檔輕鬆地說：「可能我也有要負責的
地方，可否多講一些？」 
 
A君：「唉！我與下屬私下太熟，聽到他
們埋怨工作辛苦，就馬上站在他們的角
度，與公司對抗。結果，工作做得不
好！」 
 
拍檔：「你是一個很有親和力的人，多
年來贏得同事愛載，非常有責任心。如
果做好自己的職責，也同樣體恤同事(有
健康界線)，你會覺得如何？」 
 

那一刻，我頓時醒覺，原來拍檔也在學
習DP模式！我眼泛淚光，看着眼前這兩
位戰友，腦海浮起了一幕幕團隊在早年
有說有笑、互相扶持的感人回憶...... 
 
 
 
 
 
 
 
 
 
好感恩我走進了DP課室，讓我帶著許多
DP工具，再度燃起對工作團隊的愛。自
此，管理層視「成也團隊，敗也團隊」
為公司理念，積極提升團隊溝通！ 
 
愛的氣氛讓我們整個團隊變得輕鬆，有
力量盛載一切！團隊成員的去留已不再
重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D
P

             ~
 M

inny Tam
 (D

P
41) 

人 
分 
享 



13 

華
山
隨
筆 

第28期  |  2019年7月 

1、健康界線：對方如何評
論我，是對方的選擇，我無法
控制。我如何自處，才決定自
身的能量、狀態和未來。被對
方批評，我值得虛心聆聽，同
時無需活在別人的評價；最重
要是找回自己生命的價值。 

 
2、清淨動機：討論事情，
容易捲進「誰對誰錯」的小我
把戲，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
位置、觀點、盲點和感受，往
往只看到「我」想看到的證
據。真正健康人格，能夠放下
改變對方的慾望。其實，我不
是我的觀點，她也不是她的觀
點，我毋須因為觀點不同，而
二元對立，視她為敵人。愛，
就是接納生命不完美。人與人
的差異，正好讓我們互相提
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
和你一樣。 
 
 
 
 
 
 
 
 
 

3、靈魂使命：出生於今天
香港，絕非偶然，總有獨特的
香港課題需要學習，譬如金錢
和名利權色；又譬如今天政局
動蕩、社會撕裂，人與人如何
維繫真摯的感情？如何忠於自
己，而不會傷害別人？如何譴
責罪行，而愛犯罪的罪人？如
何用愛發聲？許多香港人，過
去為生存努力，比較政治抽
離；社會的政治風波，正好讓
我重拾社會責任，甚至找回我
們來到世界的靈魂使命，重拾
生命的價值。 
 
但願我們都出一份力，做好自
身的本份和 角色，讓愛與和平
成為細水長流的社會運 動 ，
讓我們的心便會更加清淨、自
在。 

因禍得福，要過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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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時間 節目 地點   負責/講者 

由 至 

3 三 19:30 22:00 佛陀/基督/造物主之心頻率體驗坊 自在社  Gaia 

6 六 9:45 12:00 DP Wings 服務出隊 ~ 擁抱夕陽 黃竹坑 DP Wings 

7 日 13:00 17:00 DP Wings 服務出隊 ~  
聾人子女家庭協會服務  石籬 DP Wings 

7 日 15:00 17:00 免費工作坊： 
因病得福  --- 病由心生、也由心轉 

灣仔聖雅各
福群會 華山 

12 五 19:30 21:30 《提升頻率 · 打通中脈 · 閱讀氣場》
工作坊 自在社  Shirley Lai 

(DP32) 

14 日 10:00 18:30 714 傳心行動公開工作坊  自在社  傳心行動 

14 日 14:00 16:00 魔法齊獻技，更生送祝福 屯門 RC Magic  

15 一 19:30 22:00 生命的奇蹟 自在社  華山 

17 三 19:30 22:00 自在COACH畢業禮  自在社  DP Heart 

19 五 19:30 21:30 傳心讀書會 自在社  傳心行動 

20 六 14:15 16:30 DP Wings 服務出隊 ~   
擁抱夕陽 黃竹坑 DP Wings 

21 日 15:00 17:00 免費工作坊：內在小孩工作坊 灣仔聖雅各
福群會 華山 

24 三 19:30 22:00 一步登天修鍊法門 自在社  華山 

26 五 19:30 22:00 Subtle Energy Xperience  
(English workshop)  自在社  Red Chan 

(DP6) 

27 六 14:00 16:00 DP Wings 服務出隊 ~  
聾人子女家庭協會服務 (親子繪畫) 大窩口 DP Wings 

29 一 19:30 21:30 DP heart 自在 YouTube 自在社  DP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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