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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撰稿、排版： 各義工組、
Elaine(DP30)、
季刊統籌幹事義工

技術支援： Raymond(DP17)

2020，巨大衝擊，從個人、團隊到整個社會，都要重新定位。
DP 積極對應，配合網絡化大潮，2月推出《華山秘笈》，每天播
放短片，市民反應熱烈，譬如 6月21播放的「懂得放手是大智
慧」，至今已接觸超過 115萬人，超過一萬個 Like、接近 8千個 
Share。

3月成立的 「自在祕訣◎修鍊空間」Facebook 群組，是網上學
習成長社群，快速凝聚了 9,000 位市民，其中 13% 來自香港
以外地方。我們更邀請 200 位 DP「自在達人」參與，持續支持
市民。

當外在世界急速崩壞，市民更需要心靈支持、情緒轉化。一直
以來，DP 提倡「睇自己」，提升個人修為和生命力，攜手貢獻社
會。如今，許多市民傷痛、無奈、迷失，主動求助，DP 推動 
self-coaching，引發市民熱烈回應，鼓勵我們更專業、勇敢、積
極，去承擔社會責任，推動全民 self-coach。

我相信，我們會更加用心，持續提升，做好自己：

1、專業化：培訓更專業的教練和義工服務團隊，助人自主。
2、團隊化：董事局更專業優質帶領各義工團隊，眾志成城。
3、普及化：將核心課程正念教練學，化整為零，遍地開花。
4、網絡化：拓展多元化的網絡課程，與時並進，為天所用。
5、全球化：善用網絡，開拓身心靈課程和短片，利益眾生。

祝福大家，2021迸發更清淨的生命力和貢獻心，發光發熱。
                                                                                    周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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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啟導計劃 (Self-coaching Empowerment) 
-正念教練學初階證書課程

此際香港，許多市

民都面對挑戰，需

要支持。因此，用

心推動正念教練

學(Mindful Coach 
Transformation，
簡稱MCT) 的自在

社，決定提出此課

程。

「自我啟導計劃」，透過正念教練學，讓市民學習「自我啟導」(self-coaching) 的具體方法，

運用八個MCT工具 (陰影投射、內在小孩、原生家庭、善用情緒、情緒勒索、先跟後帶、我語

句、逆境感恩)，並透過專業教練的協助，讓我們學習自我啟導的有效方法，重拾內在平安，

找回自身力量。

主持計劃的資深教練，都已經完成證書課程，再接受專業教練的培訓，並至少五次成為自

在社核心課程生命教練，服務時數至少500小時。

「自我啟導計劃」，一共八課，原價3000元，優惠價2400元。名額只有18個，先報先得，從未

參加DP核心課程的公眾人士，優先取錄。完成8課工作坊，可獲「正念教練學初階畢業證

書」。學員參加三堂課程後，可以申請與教練做單對單啟導服務，每次60分鐘，需要另外付

費。

日期：題目（導師名稱)

1月8日：善用情緒 (Red)

1月15日：內在小孩 (Jeff)

1月22日：情緒勒索 (Athena)

1月29日：陰影投射 (Red)

2月5日：原生家庭  (阿健)

2月19日：我語句  (Jasmine)

2月26日：逆境感恩  (馬桶)

3月5日：先跟後帶  (華山導師)

時間：7:30pm-10:30pm

地點: 自在社

(灣仔皇后大道東43號東美商業中心2107室)

報名: http://bit.ly/34PM7wL

新課程，名額有限，

盡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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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命同行的七年
大家好，我是DP28的 Wing Chan，自在社2018 ~ 2020 
的 part time 受薪副總幹事 (總是在幹事 !)， 人稱DP
大內總管 (簡稱阿四)。為什麼被稱呼為大內總管呢？
因為上至行政工作，下至倒垃圾我都會做，好像所有
雜務都是歸我管，同時我都管得好開心的呀！(特別
是執倉) 哈哈！

七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回望過去，最值得
感恩的是在DP發掘了自己做 “教練” 的潛能， 一做便
是連續7年共18班核心課程 + 5班馬會更生教練課程，
與約四十位有緣人 (我的coachee) 一起同行、經歷、成
長。當中的歷程、歷練仍歷歷在目，感謝他們讓我學
習到如何與每個獨特的生命同行、同埋、同心、同德，
體會到什麼是生命感染生命。

這7年的時間中，除了做教練及副總幹事外，也在傳心行動團隊擔任小導師，傳心的服務
讓我在原生家庭的學習中極速成長，對我在coaching方面非常有幫助，也激起了我對生
命工作的熱誠，渴望能夠支持更多生命成長。

在傳心服務最深刻，也是最觸動的一次經驗是2016年出隊到深圳服務，每每提起這個經
歷我都會眼泛淚光。那位受眾是一位年輕約二十多歲的女孩，她與媽媽有好一些糾結，因
為在深圳工作，不能常見到在外省家鄉的媽媽，很愛、很掛念媽媽但不懂表達，感覺很無
奈也很委屈。在工作坊中舒緩了好一些情緒，也了解到媽媽的不容易，承諾工作坊一完結
立刻會打電話給媽媽道歉、道謝、道愛。

2016年深圳出隊服務合照

其後她微信告訴我，已跟媽媽通了個多小時
的電話，關心媽媽小時候的成長經歷，媽媽感
受到女兒第一次愛的關懷，那一刻倆母女都
哭起來，同時也把兩夥遙遠的心連繫上並拉
近了。這位女孩說很感謝我對她的支持及啟
導，她說：「老師，將來我要好好學習，渴望像
你一樣能夠支持更多生命來報答你。」

那一刻，我真的感動到不得不得了，只是幾小
時，就讓一個生命有得著、
啟發 (播下了一粒小種子)，深深
體會到生命工作的超然價值。

DP
人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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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命同行的七年
疫情持續這段日子，外在有很多事情發生，非能預料、掌握的，反而內心感覺到上天是
要善用我這個管道去做更廣、更多人的工作，所以早陣子決定了全身、全心、全程投入
關於生命、原生家庭的服務。基於有了此決定，我選擇在2021年1月1日正式卸任副總幹
事一職，離開自在社去追尋這個我十分嚮往的夢想。9號仔很隨緣的，相信有合就有分
，不會強求、更無須強留，活在當下，去做自己喜愛的事已於願足矣。

十分感謝這7年在DP遇到的所有人、事、物，我學懂了睇自己、愛自己、表達自己，發掘
了自己做教練的小宇宙。曾經發生的一切一切都是來幫助我成長，也成為珍貴的回憶，
同時學懂了就可以放下、放手，走自己該走的路。最後祝福自在社未來發展得更加好，
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受惠！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自己的生命教練。

我在DP的足跡

2016年教授中國舞

2015年感恩達人show

2015年 DP28 年宵義賣活動

2017年DP 大裝修

2017年教拉筋

DP
人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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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期  |  2021年1月

與生命同行的七年

DP41 Coach Team

(2018)

2018 Life Game

DP28五週年聚會 (2019)

2017年太陽花計劃  (探訪戒毒村 )

我在DP的足跡

RC5更生教練團隊 (2020)

DP
人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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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瀏覽自在社Facebook專頁內《華山秘笈》影片播放清單。

華
山
秘
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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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成立以來，「傳心行動」義工組共舉辦了41場工作坊，受眾約達880人。初期
參加者均為DP人，2017年起我們開始舉辦公開場，讓非DP人（即從未報讀核心課
程）也可參加。如今公開場參加者中非DP人的佔比已漸由三分一增至八九成。一直
以來，參加者從工作坊中的收獲，是團隊成員熱誠投入這項服務的最大動力。以下
選錄去年9月至11月份三場工作坊的四位學員所寫的課後感言，盼與讀者們分享他
們成長的喜悅。

參加者的成長，
是團隊熱誠投入的

最大動力

讓心中的糾結「被看見、被聽見」
Doreen (2020.9.20工作坊)  

十年多前，我便知道原生家庭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於是曾報讀一些機構的相關課程，但
效果未如理想，之後也就沒再去探究。幾年前，與父母的關係、工作、人際關係及身體分
別出現問題，令我重新關注自己的身心靈狀況，再次喚醒自己要處理 內在的根本問題。我
開始從網上及書本學習「往 內看」，偶然在社交媒體看到周華山博士的「華山秘笈」，自此
成了我每天的精神食糧，亦因而得知「自在社」義工組辦的這個《原生家庭療癒 工作坊》，
便馬上報名，並一直期待上課。

工作坊上，我在兩位義工組長的引導下畫出自己的「三代家庭圖」，把家族成員的出生年
份及家中重大事件列出。過往我只是頭腦上知道家族中人生活的不容易，有他們的困難，
內心是沒太深的感受。沒想到，當把所有呈現在這張看似簡單的家庭圖，並在組長及同組
學員陪伴聆聽及給予回應之下，我更深入地認識自己，也更瞭解圖中各人（尤其是父母）
的成長及經歷。原來，每個年份、家中排行、家族發生的大小事情都是關鍵。由此我對他
們多了很大的諒解，也看到自己為何對父母以至生活中各種體驗有那麼多的情緒與感
受。

接著是寫信給父母，然後代入父母回信給自己
，並在寫信後把信唸出。想不到我在這個環節
淚崩了，內心積壓多年的情緒傾盆而下，徹底
釋放出來。從前雖也曾做過類似的寫信練習，
效果却沒有如此震撼。這次讓我深深明白， 站
在父母及他人的角度看事情，讓心中的糾結
「被看見、被聽見」，是何其重要！
感謝自在社的義工籌辧這個工作坊，每一位都
很專業，每個環節都安排得很恰當；更由衷欣
賞一對一的高比例支持，收費卻如此相宜。深
深感受，這正是「自在社群，福澤眾人」理念的
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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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趟精彩的原生家庭之旅
Hydie (2020.10.18工作坊) 
 
感恩參加了自在社舉辦的《原生家庭工作
坊》！參加前有點好奇，為何要搜集那麼多
家族成員的資料呢？解讀家庭圖後，才發現
原來自己深受家庭影響，竟可追溯三代。當
中不難發現一代與一代之間無意識的傳承，
包含著很多的「好」與「不好」。正因如此，提
醒了我要更有意識的去提高自我覺察，讓傷
害止於我這一代，不要傳下去，只把愛傳給
下一代就好了！
 
另外，工作坊中親身經歷了寫信及回信的威
力！做完練習後，我更能諒解父母的種種困
難、限制、無奈與無力感。在回顧兒時片段
時，那些早已忘掉却又一直存在的美好回憶
終於重新浮現，讓我回憶起他們對我的愛。
 
感謝一眾義工的支持，引領我走了一趟精彩
的原生家庭之旅。盼望往後自己能 夠持續練
習，保持覺察，進一步滋養自己，改善與父
母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做到正面善養自己
的孩子！  

跟父母內心聯結的神奇旅程  Francis (MCT1) (2020.11.15工作坊) 
工作坊開首是繪畫自己的三代家族圖，在組長們的引領、聆聽和回應下，我體會到父母的成長
背景、年代環境，如何形成他們的種種表現，同時讓我看到原來自己一直背負父母的角色，更
通透看見自己如何成了父母的一面鏡子。

接著是分別寫信給父母，寫信的重點是為自己的童年發聲。當我把信讀出後，組長 說，我看似
仍未敢完全走進自己的內心世界，仍未習慣表達自己真正的需要。謝謝他們的提醒、鼓勵  ─ 我
要being，而不只是停留在 doing。

帶著他們的啟發，我在書寫父母給自己回信的過程中，神奇地跟父母聯結在一起！讀信後不單
聽者感動，連我自己也深受父母信中坦誠的心底話所感動。跟父母 內心聯結的神奇旅程，讓我
對父母過去的行為瞭解多了，也從而可徹底原諒父母，放下抱怨，做到真正的卸下包袱。深感
傳心行動團隊在課程的鋪排上確實下了心思，由淺入深，逐步帶領我們走入自己的 內心，跟父
母聯結，從而達至療癒的效果。感恩有幸遇上這課程！

課超所值的一課
Ibby (MCT1) (2020.11.15工作坊) 

感恩有機會參加傳心行動的《原生家庭療癒
工作坊》，讓我擁有一次無價機會繼續睇自
己。原生家庭 /內在小孩，這些術語過去對我
來說是陌生的，經過一些工作坊、自在
Coach、MCT等變得熟悉了，而透過這次工
作坊，就更昇華到開始入心了。

過去，覺得自己擁有一個溫暖和諧的家庭，
自覺沒有原生家庭問題，更沒有 內在小孩需
要療癒。今天好感恩把這個框架打破，感覺
好 amazing！ 

透過不同練習睇到除父母以外，原生家庭還
有很多需要了解的部份，甚至發現了一些部
份是自己沒想過，哇！好彩發現到，讓我能
及時去愛。此外更睇到自己埋藏起被 內化的
面向，我相信這些面向在療癒後，將會讓自
己活得更自在，更瀟洒！

工作坊中我跟丈夫阿偉同一組，我倆一起探
索自己，療癒自己，大家在共時線上互相感
受，一起成長，感覺超級正！也感謝兩位組
長的寶貴回應，非常專業，非常有愛！最後
一句，就是課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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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因受COVlD-19疫情影響，我們「幸福樂齡族」的工作坊及聚會已
停辦了一段時間，今天 10月9日按群體限聚人數下重新啟動，多位資
深年青人已在早前踴躍地報名，參與這次非常吸引的主題：「抗疫期
間～幽默感帶來的正面效果」。

兩位風趣幽默的主持馬桶老師及 Kelvin Sir，棟篤笑地帶出全場歡樂
氣氛，可算是由頭搞笑到尾，內容幽默之餘也很實在貼地及深刻，很
多反思位。

工作坊完結後，我們誠邀了幾位資深年青人分享一下；他們都表示非
常開心可以聚守一堂，學到好多嘢，位位資深年青人很友善，多去欣
賞身邊人，大家在互動中，都帶給身體及思想上的正能量。
A女士分享：「中國人對幽默感這個話題較為遜色，所以到來學習，今
天學到好多嘢，聽到好多人分享，希望可以在這群組繼續學到更多精
彩的主題，讓人生開心快樂活得精彩；今天好開心，很有緣份遇到十
幾年無見的朋友。」
B女士分享：「今天的參與，原來開心好簡單，動動手 腳可以令自己靈
活些，聽下幽默故事，開心就係如此簡單容易。如果老人家容易活得
開心，家庭也會變得開心，老人家不用家人和後生仔女擔心及負重擔
，大家都會感到開心，甚至連身邊的朋友都會受感染。」
C先生分享：「今天的主題，找出自己的幽默感，給自己很寶貴的 啟發
，原來發現自己在聆聽方面很弱，原因是聽不到小組成員分享實在的
內容，同時也察覺到自己在家庭裡也出現同樣問題，故此希望可以在
這方面得以改善，在家裡用心聆聽，多些溝通。」

這次工作坊收到很好及有效的回應，這更讓我們「幸福樂齡族」可以
得以提升，配合日後適當的
主題及活動。

祝願每位資深年青人健康、
幸福、快樂 !

Connie Yung (DP42)
💕💕💕💕💕💕

讓愛流動，讓愛啓動

幸
福
樂
齡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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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在 9月26日（星期六藉著中秋節，DPMagic義工隊，）參與服務機構樂民中
心及香港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舉辦的中秋探訪長者活動參加探訪九龍
城區內有需要長者，送上Magic及作慰問表關懷，讓長者感受到社區人士的關懷。當
天參與服務的義工分享心聲:

義工Heidi: 
一個月餅代表着一份濃濃的中秋情懷，一份絲絲的人間溫暖！感謝籌委Louise的悉
心安排，我們探訪獨居兩老和獨居長者，送上心意月餅和一些小禮物，讓老友記感
受到一份關懷、一份祝福！我們還和長者玩小小魔術！大家都好開心啊！因為疫情
關係，我們衹能夠在長者居所門外交談。雖然衹是短暫傾談，已經感受到老友記的
開心和喜悅！在疫情之下，不能出外，在平凡的生活當中，倍添中秋節日氣氛！老
友記驚訝我們的小小魔術，出神入化，都感到好開心！
贈送玫瑰⚘，手留餘香！原以為把關懷和祝福送給獨居長者，然而他們的生命故事
讓我深深感動！讓我流淚！他們每一份親切笑容、每一句感謝，已經是對我們最大
的鼓勵和支持！感恩！祝福大家！

經驗魔術彩排導師Alipapa:
服務當天與曾經對香港作出貢獻的公公婆婆的住所門外共聚了一段美好時光。
在過程中，我們一行十人，成為一支支的歡樂隊伍，向著每戶獨居倆老的居所進發；
而我與Barry和Clara同組，成為ABC小組，三人各自發揮自己所長，帶著關愛的心
去接觸每戶的老友記，透過魔術帶給老友記歡樂，變出月餅和稻米，向他們送暖及
添上祝福。
從互動中，感受到彼此的心在連結著，今次的出隊，不僅僅是讓這20多分鐘將歡樂
帶給他們，而真正讓他們內心想起這些時刻，能讓愛繼續蔓延，期待下次的服務來
臨，我會繼續隨時隨地將愛散發在四周。
最後，我發現透過一些魔術，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再次感謝Eddy和Sammy 
兩位魔術師，教曉我們一些魔術，無限感激。

DP Magic籌委:
多謝各經驗魔術導師: Alipapa, Ava,  
CK, Hellas, Joey, Howard, 恒仔,  
Rose, Salina, Tracy 緊密的合作，支持
大班及小組練習及示範，並且參與/自拍
selfie，務求承傳Eddy and Sammy的魔
法精選心連心地傳比組員。感謝Connie, 
William, Wincy, 威奇, Clara, Ricky and 
Townsend，前屆籌委於幕後的無限支
緩，加上DP董事局+主席Cherry+總幹
事Red and Wing多方面的支持，深深凝
聚DP Magic義工組，一起成長，儘情創
造魔法人生，自在由心，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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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16/10/2020（五）迎新/新訓練日 

DP Magic現屆主席Irene的心聲及分享:
每次參加DP Magic聚會，對我都有深深及不同的激動及觸動，同時心中都湧現無比的歡
樂，亦勾起藏於心底下的種種以往開心的回憶。

是晚的迎新/開放日，令我的心裏充滿無限的欣慰和感恩，感恩聚會得到: Louise 細心下
準備的power points， 前籌委Joey, Fred, Aneka and Vee 在各方面的支援，核心義工
Clara, Fannie, Heidi, Townsend, Ricky 及William 對整個聚會流程、攝影及文書悉心的
照料。各經驗豐富的採排導師及小組組長Alipapa, CK, Fred, Hellas(最後未能出席)及恒
仔抽空作事前的準備，為大家示範神奇魔法，雙繩脱帕Star performers (雖然只有如閃電
的事前通知): Aneka, Vee, Fannie and Heidi為聚會再次示範美妙的演繹，加上Louise夾
雜着DP理念化的巧妙旁述，緊接着的是Sammy魔術師，以熟練的技巧及手法，穿梭連結
Aliapapa的妙語連天，為大家作出一連串令人目不暇給的魔法及DP金句演繹，亦有特別
嘉賓扭波波師Chocolate即時"pop''pop"聲的演出，並且加上有雙重角色而又能讓自己完
全融入DP Magic聚會的自在魔法的magical時刻嘅Kelvin，在歡樂時刻中代表DP董事局
頒發義工服務時數証書予Aneka, CK, Joey, Louise, Vee 和DP Magic義工全組。上述的
一切，融合義工的支持和參與當場各環節，帶出天衣無縫的群體合作，令聚會在愉快及圓
滿氣氛下結束。

於整個聚會過程的每一刻，我心底都湧現無限的欣喜，歡樂，感恩，及暖心的觸動。感恩
前屆主席Joey, 籌委Fred, 義工組員Clara 及 Ricky，當晚在各方面作出的'on the spot'的
悉心及時拹助 (由流程、聚會內容構思至DP班房設備等等)，造就承傳DPMagic的延續。
而在現場的我，眼裏看見熟悉的面孔積極的參與，及每一位參與的新舊DP Magic義工的
合作及團結，加上DP Magic始創人Eddy在聚會前在群組上發出的暖心祝福，當時腦海中
有極強烈的感覺，頓然間感覺好像時光倒流，回到我最初參加DP Magic時，對我來說這
不是前屆'交替'現屆，是義工團結的會心合作，令DP Magic 這個興趣組繼續及持續生色
發亮。聚會的歡樂氣氛濃濃地凝聚整個晚上，尤其感恩天氣報告時段，各組員互相講述近
況和分享勇於內觀而達致情緒轉化的個人經歷，大家完全情感連結，並且為DP Magic活
動一起集思，氣氛極為融洽。我一一聽在耳內，留在心裏，無限感恩。

在此我代表DP Magic DP這個興趣群組，衷心多謝及感恩大家的支持，作出充滿無限愛
意的無私貢獻，帶出DP的理想，造就義工之間互相支持，為大家注滿無限的正能量去服
務社群。如Kelvin昨晚所引出， lets 'fake it to make it/以假修真’，願新舊義工踴躍参與屬
於DPMagic這個大家庭的聚會及活動。感謝Townsend擔任攝影師拍攝照片， William拍
攝聚會video作剪輯用的原材料， 並且參與剪輯30分鐘濃縮的DPMagic項目網上版，和
《自在秘笈。修練空間》的朋友及未能現場參與的義工組員，分享DP Magic迎新日精華，
了解如何以魔術作為媒介，融合DP精神進行義工服務，及感受DP Magic義工隊的歡樂氣
氛。
多謝大家持續的擁護，參與及支持，互動互助，維繫這個細水長流的群組。多謝DP造就這
個興趣組，多謝Magic義工組各義工。
Iren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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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组員Heidi分享:  
感謝所有參加同學都非常投入，表演魔術同學的精彩演繹，看到奇幻的魔法，大家
都歡呼雀躍。
神秘嘉賓~朱古力作為壓軸表演，絕對是驚喜！見到朱古力出現，大家好感動，好開
心，好感恩！朱古力還承諾教大家扭波波啊！大家的歡笑聲不絕，驚喜簡直是一浪
接一浪，緊接着就是頒獎典禮，嘉許在過去一年努力貢獻的義工同學，我們還有團
隊大獎呢！在疫情的籠罩下，大家都能夠共同度過開心歡樂的晚上，真是Magic 
啊！

因為Magic連繫着每個人的心靈，因為Magic鼓動着我們服務社群的初心。感恩！魔
法人生，自在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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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期 星期 由 至 節目 負責/講者

1 3 日 15:00 17:00 亂世同行，升呢之旅 MCT 1

1 6 三 19:30 21:30 自在Coach DP Heart

1 8 五 19:30 22:30 自我啟導計劃 華山

1 10 日 15:00 17:00 亂世同行，升呢之旅 MCT 1

1 15 五 10:00 12:00 「幸福樂齡族」工作坊 幸福樂齡族

1 15 五 19:30 22:30 自我啟導計劃 華山

1 17 日 9:00 19:00 傳心工作坊 傳心行動

1 22 五 19:30 22:30 自我啟導計劃 華山

1 24 日 15:00 17:00 亂世同行，升呢之旅 MCT 1

1 27 三 19:00 22:00 傳心讀書會月聚 傳心行動

1 29 五 10:00 12:00 「幸福樂齡族」工作坊 幸福樂齡族

1 29 五 19:30 22:30 自我啟導計劃 華山

1 30 六 15:00 17:00 傳心行動-生命自修圈 傳心行動

1 31 日 15:00 17:00 亂世同行，升呢之旅 MCT 1

以上節目之舉行地點為自在社或線上，視乎疫情而定。歡迎大家瀏覽自在社
Facebook 或網站內的行事曆 (https://calendar.dreamspossible.hk)
可看到最新活動資料及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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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期 星期 由 至 節目 負責/講者

2 3 三 19:30 21:30 自在Coach DP Heart

2 5 五 19:30 22:30 自我啟導計劃 華山

2 7 日 15:00 17:00 亂世同行，升呢之旅 MCT 1

2 19 五 19:30 22:30 自我啟導計劃 華山

2 21 日 15:00 17:00 亂世同行，升呢之旅 MCT 1

2 26 五 10:00 12:00 「幸福樂齡族」工作坊 幸福樂齡族

2 26 五 19:30 22:30 自我啟導計劃 華山

3 3 三 19:30 21:30 自在Coach DP Heart

3 5 五 19:30 22:30 自我啟導計劃 華山

3 12 五 10:00 12:00 「幸福樂齡族」工作坊 幸福樂齡族

3 21 日 9:00 19:00 傳心工作坊 (公開場) 傳心行動

3 26 五 10:00 12:00 「幸福樂齡族」工作坊 幸福樂齡族

3 26 五 19:00 22:00 傳心讀書會 傳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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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節目之舉行地點為自在社或線上，視乎疫情而定。歡迎大家瀏覽自在社
Facebook 或網站內的行事曆 (https://calendar.dreamspossible.hk)
可看到最新活動資料及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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