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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 Elaine (DP30)

技術支援 /
Ray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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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DP的生日，邀請了DP創會顧問阿King，所有義工團
隊的領袖、籌委、資深教練等來一齊檢視過去，展望將來。
未來DP會繼續實踐 Coach to Serve 的理念，更加善用網
絡媒體去推廣華山秘笈、自在Coach錄音，讓遠在外地的
華人也能夠受惠。

董事局成員講述DP未來發展

創會顧問阿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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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今年是DP成立14週年。
今年DP在疫情下面對不少挑戰，機
乎大多數的活動都取消了，年初在
華山老師的努力下，堅持每日在
FACEBOOK平台上發放提倡關注身
心靈健康竹的華山秘笈，然後三月
份由Angie帶領義工團隊成立自在
秘笈平台，凝聚7000多位大眾巿民，
學習在Stay Home期間，仍然可以
互相分享生命的故事，大家互相支
持。我們很感動收到很多巿民表示
支持及鼓勵，更感謝上天為DP帶在
這個網上發展的新機遇。

因此，董事局藉著DP14周年生日當
日向義工團隊分享這大半年來的成
果，也渴望讓義工團隊了解DP未來
的發展方向。我很感恩大家在疫情
下仍然有相聚的機會，更感恩是大
會上義工們提出很多支援巿民持續
生命學習的具體建議。董事局隨即
翌日立即開議討論跟進工作，我也
要很感謝這段日子一直努力的董事
局團隊，總幹事團隊以及華山老師，
我們比過往更多工作量，會議比疫
情前更頻密，同時大家都不辭勞苦，

全因我們相信，這個時候，社會上
每一位都很需要獲得療癒及滋養。

透過逆境，我很高興感受到董事局
團隊的合作越來越合拍，每位董事
及顧問的承擔越來越多。新加入的
Rhonda九月份正式成為董事，她
具有豐富項目策劃的經驗，去年統
籌一個由公眾人士組成的義工團隊，
感恩這個項目成功開展至今，為我
們製作無數優質的短片。另外，我
們還邀請了一直勞苦功高，帶領自
在秘笈團隊的Angie擔任董事局副
主席一職，感謝她一口答應，這是
我和董事局的福氣。

其後，再有好消息，我們邀請到
Athena 回歸董事局擔任顧問，
Athena是DP1的大師姐，見證DP
的成長，她過往更曾擔任董事局主
席及總幹事，再加上她在NGO機構
上的豐富經驗，這是上天對DP的祝
福，讓DP未來發展更穩健。

DP 
14 
週
年
生
日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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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博士介紹DP未來動向

Athena帶領大家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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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曾家健

董事：Maurice Cheng 董事：Rhonda Chu董事：Kelvin Kam

副主席：Angie Li 主席：Cherry Tsang

顧問：Annesa Leung 顧問：Athena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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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華山博士有「圍大圈」；
劉仁州老師有「生命學習圈」；
傳心行動有 「生命自修圈」！

劉老師曾說「生命深度醫治」起碼要做五個循環，寫二十封信以上，才會有療效！
一般朋友那裡有閒情逸緻，靜靜地坐下來，給父母寫信，道出心中情，心裡痛呢？
那裡找勇氣朗讀悲傷？那裡有同修相互聆聽？更不用說安定心神寫下療癒的回信呢 !

為此，傳心行動「生命自修圈」（下稱自修圈）於去年試辦兩次，並於今年初正式
成立小組，交由幾位成員接下來策劃推行，旨在延續〈原生家庭療癒工作坊〉裡的
「深度醫治」，為有意回來一起練習的朋友創造一個持續自我療癒，提升生命能量
的共修空間。

在「自修圈」裡，參加者回顧童年受過的傷害（關鍵時刻），透過文字，以寫信形
式，向父母或照顧者娓娓道出潛藏的憤怒、恐懼、焦慮、委屈、無奈、無助、不滿、
內疚、羞愧等等積壓的感受（關鍵的表達）。這樣的表達用意不在指控、批判、追
究責任，而是學習在尊重父母和重視自己之間取得平衡，如何表達既不傷害父母也
不委屈自己，因為幼小的自己，既沒有機會、勇氣、語言為自己說話，如今長大了，
有足夠的成人力量，為自己發聲！

寫完信後，參加者隨即放聲朗讀自己所寫的信，一方面是讀給自己聽，更重要是達
至被聆聽、被理解、被明白的效果 ─ 頭腦的文字轉化為內心的傾訴，讓每個吐出的
音節直闖心靈，觸動抑壓多年的情緒。往往平靜的朗讀聲，會讓悲傷隨著絲絲淚水
溢出，不再積壓，不再隱隱作痛。

回信時，參加者化身為理想的愛心父母去做回應自己，感受著父母的生命與時代背
景，帶著理解和愛，寫下療傷的話語。聽著自己的朗讀，小時候渴望的，聲聲入耳！
整個「醫治」的過程，好像隱藏的情緒洪流找到出口，不再殘害自己。

工作坊本是實體進行，但由4月開始因疫情關係改用Zoom進行，策劃組帶著戰戰
競競的心情，擔心如此深度的心靈探訪交流，能否在隔空體驗呢？奇妙地，得到上
天的祝福，到目前為止，已經進行了三場Zoom「自修圈」，效果甚佳，參加者在
自己家中的房間，隔空跟隨主持人的引領，進入療癒的旅程，釋放釋懷，為自己建
構愛的經歷！

感謝策劃組勇於嘗試，「生命自修圈」成功地網上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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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意識

如果你是我的中學同學、大學同學或我
剛出社會頭幾年做事的同事，你一定會
覺得我憤世疾俗、悲觀、情緒化、有社
交障礙、收埋自己、怕事等印象，甚至
有中學同學怕我忽然自殺，常常陪在我
身邊；也有老闆擔心我，懷疑我腦部缺
乏血清素，所以常不開心，叫我去看醫
生。

那些年，我不敢面對自己的陰暗面，不
斷逃避，沉溺在自己的傷痛和不開心中。
朋友叫我認識神，我挑戰及反駁了很多
聖經的內容，朋友無力招架；也有人叫
我寫感恩日記，但我是最悲慘的女主角，
我不覺得有什麼好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直到大約七年前，因跌倒工傷，明明只
是扭親腳卻一個月也未好，我以為自己
再也無法走路，情緒陷入谷底，許多往
事浮現，情緒崩潰得太厲害，我再也承
受不了，開始尋求輔導的幫助：那時甚
至負著腳傷，去了很遠看輔導。

一開始並沒什麼不同，但當踏出了第一
步，窗口打開了，一切也就在改變中。
這幾年斷斷續續做了不同的輔導、見精
神科醫生、自己睇心理學的書，我發現
這一點一滴，慢慢成就了今天的我：我
終於和家人修和了。

近年認識的朋友，對我的印象應該很不
同，更有人說我是樂天派，不過那只是
表面，我知道深層的我，仍有時不自覺
被過往影響，仍有焦慮，仍有悲觀的因
子。於是，兩個月前，我開始寫感恩日
記，每天記錄至少一件值得感恩的事。

我發現，每天令我開心的事，不外乎吃

了好味的食物、和家人或朋友傾計、有
新班教等小事，最近更因為新買了一枝
8元有三隻色的韓國公仔鉛子筆，而開
心了很多天。

當我學會感恩，我發現我的世界不同了。
我不再瘋狂購物，不再狂吃東西，不再
自怨自艾，不再和人談天時胃痛，我變
得更愛自己，更珍惜自己了。吸引力法
則說，感恩是吸引美好事物的基礎，原
來是真的。這兩個月，我遇到了很多好
事情，也做了很多之前想做但未有機會
做的事。

學會感恩，不代表不會遇上不如意的事。
事實上，這段日子也有失落、生氣等的
時候。不過因為心存盼望，而有了面對
生活，面對困難的勇氣。

感恩令我變得更堅強。我不再害怕與逃
避，我接受了自己的陰暗面，我接受了
生命中的不如意。

前路縱是未知數，也許會遇到困難與挫
折，但只要心存盼望，勇敢面對，耐心
等待，美好的總會來臨。
我是這樣一直相信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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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一次人生巨變，在谷底的我，
聽到了華山的一句說話，一言驚醒夢
中人，原來自救自療不是夢⋯⋯
我捉緊了內在平靜的鑰匙，從此人生
滿希望。

之後因為各種變故以及事業繁忙，一
直沒有在 DP 正式學習。

直至去年社會事件，今年新冠肺炎，
在香港這個全球租金最貴的城市，我
作為一個自僱的身心靈療癒師，實在
不容易。
抗疫政策一波又一波，市場急速變化，
作為經營者無所適從，壓力非淺。每
一天很努力在疫境中學習成長。跌倒，
站起來，再跌倒，再站起來⋯⋯

就在這個時刻，我走進了 DP 班房 -
一個充滿愛與光的地方，
感覺是在超級大颱風之下，我排除萬
難，終於來到了風眼。
一片平靜，天朗氣清。

每星期上課的日子，對我來說就像過
聖誕節一樣快樂。
課程中，有不少淚水，也有不少歡笑。

一班同學仔，交換秘密，也交換温柔。
彼此的情誼固然珍貴。 大家的意向才
是那顆更珍貴的1萬卡的巨鑽。
在班房，表面上，我們在細說創傷和
陰影，扔出陳年垃圾。
如果用心洞察每一個人走進DP 班房
的深層意圖⋯⋯我們是 :
相信愛與幸福不是夢，
相信愛與幸福是人生最基本的權利，
相信自己值得擁有，
所以，來到 DP 拆禮物⋯⋯就像過聖誕
節一樣快樂。

走進班房是學習自愛的重要一步。這
份拆禮物的意向，本身就是愛與光。

我感恩自己來拆禮物了。讓自己在一
個安全温暖的環境，學習、成長、轉
化，成為更美好的自己。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想要自己活得幸福，不是
要向外苛求，而是內在轉化。當我們
成為更好的人，世界就有一個角落亮
起幸福的燭光，讓我們看到世界真正
之美。

但願在風暴中，更多人能覺醒，去拆
那份自己一直忘失的禮物。
最艱難的時刻，也是最美好的時刻。
逆境感恩，感恩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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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意識

親愛的嫲啊，

眼前又浮現出您慈愛的您，您善良慈愛的光，觸手可及，
一直圍繞著我，您至愛的外孫女。

自從我一出生，便與您同住、同牀、同進同出，點點滴滴，深深烙在我的腦海。
您熱忱的愛，您默默的付出，您孜孜不倦的教誨，讓我有一個充满快樂的童年。快樂
無憂的童年是我此生乃至未来世之快樂的源泉。您無條件的信任我，是我此生堅如磬
石般的安全感的源頭，這種溫暖與美好，讓我懂得感恩，懂得寬容，懂得如何快樂自
在的獨處。

小時候，快樂無憂的我，不知此生終有一日、突然會與您永別，只是我當時沒有
做好離別的準備，來不及為您做更多，您已仙逝。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只有經歷過，才能真正體會到這份徹骨的痛
楚與哀傷，才能真正體會到這種傷慟。

嫲啊，此時此刻，我只能託付清風明月，將我此時此刻的思念捎給您，願我們生
生世世在三寶中相遇，出生為天神，或者諸根具足出生在積善富貴和睦之佛化家庭，
修習十波羅密，持續不間斷的精進修習内觀，修習四念處與八正道，直至證悟涅槃。

嫲啊，我想，此刻！您住在您的天宫中，以無限慈愛的光照耀著我。願我沒有病
痛，沒有身心之煩惱，吉祥如意，寧靜安祥。願此世界，四季如畫、鳥語花香；禽畜
興旺、地久天長。陽光燦爛，微風拂面，充滿歡歌笑語。

嫲啊，您的離去讓我感到痛苦，但這種痛苦也讓我對生、老、病、死，有了更深
的内在的體悟。您已然離去，您的愛的光與力量時刻充满著我的内在，我是如此之豐
盈满足，這種力量支撐著我勇敢前行。

親愛的嫲啊，您的逝去，讓我明白，人的一生，短暫而匆忙！故應當好好珍惜。
珍惜稍縱即逝的青春年華，珍惜一路同行的明師良友、親朋眷屬，珍惜現在所有擁有
的一切。

愛意綿長，我終於了悟, 您從未離去, 您一直都在, 我會心的笑了。
親愛的嫲啊, 對不起，請原諒我，謝謝您，我愛您。我會心滿足的笑了。

愛您的嵐溪
跪禀

注: 在福建閩南語中，「嫲啊」是外祖母的意思。尊稱「祖母」爲「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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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負重，看似是委曲求全的懦弱，其實是
化解厄運的睿智。

人總有欲望。放任慾望，就生貪執，慾壑難
填，貪戀眼前榮辱，執迷小我尊嚴，弄虛作
假，最終自毀長城。

真正忍辱，豁達大度，有容乃大，海納百川，
為着比自己更大的價值，放下榮辱意氣，拒
絕捲進情緒的把戲，善用逆境去修為自己。
厚道善待每個生命，用愛回應每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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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時間 節目 地點 負責

19 六 14:00 16:00 DP Wings 出隊服務～利民會 柴灣 DP Wings

20 日 10:00 18:00 原生家庭療癒工作坊 自在社 傳心行動

26 六 15:00 17:00 中秋節探訪長者活動 何文田 DP Magic

26
27

六
日

15:00
10:00

18:00
17:30

處理急性及慢性壓力反應~
身體取向情緒調節技法

自在社
Simon Sng

(DP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