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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Jason 在2018年8月18日， 代表DP Friends 同學會安排
及導賞了818 大館探索日，知道他為這次活動，曾經到訪大
館三次，非常欣賞他的認真及周到。當天一衆大約有三十位
DP朋友，首先相約在中環娛樂行集合，然後大家一齊浩浩蕩
蕩的往大館進發，沿途有傾有講已經感覺非常愉快。 
 
今次是我第一次到訪大館，原來大館是由前中區警署，中央
裁判處及域多利監獄三組建築物組成的，據聞已有百多年歷
史，處處充滿著殖民地時代風味，還有不少展覽館及有風味
的餐廳，確實是一個很值得遊覽的地方。再次感謝 Jason為 
DP Friends 的活動添加不同的色彩，讓大家可以衝出班房，
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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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Magic Team 的第一次 
~ Annie Ma  (DP40) 

8月11日為 D P Magic 來說是一個好值
得紀念的日子。第一次帶領義工團隊探
訪明愛長者服務中心；其中三位義工負
責首次個人魔術演出，非常欣賞他們的
勇氣及自信心，作為籌委心情超級興
奮，更深深體會到團隊的威力，盡顯合
作精神 ，互相補位，作出清淨的貢獻。 

雖然早上仍然掛3號風球，而且還下著
雨，心想長者中心可能要暫時關閉；同
時心裏忽然響起两句話，「打風都打唔
甩一顆熱切的心，雨水也冲不走一份使
命感」感謝上天眷顧，下午已雨過天
青，讓服務得以順利完成。 

感恩當天過程順暢，能夠與一眾老友記
一同玩遊戲，一同大合唱，一同欣賞魔
術。感恩老友記滿臉充滿美麗的笑容，
感覺好親切，當中有老友記是一雙一對
的恩愛夫妻，他們一同前來參加我們的
探訪，內心被這溫馨畫面感動了呢！ 

當我看見老友記在魔術遊戲的引領下，
充滿活力的一面，唱起歌來更是悅耳動

聽  ，生命就是感動生命，讓愛互相流
動，讓愛心啓動，更讓我感受到放下期
望，盡情創造的可貴。看到他們的開心
笑面，自己也感受到這份開心喜悦。感
恩 DP，感恩 DP Magic ，特別感恩老友
記為社會作出貢獻。我相信 DP Magic會
繼續為社會上不同人士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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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 DP 對多元性小眾文化的包容》 
~ 阿狗 Tommy Jai (DP11) 

  
 
 
 
 
 
 
 
 
 
 
我是DP11的阿狗，今年8月12日我在 
DP舉辦了BDSM (愉虐性愛)工作坊。有
這個機會在DP社群貢獻我在性愛議題的
專業見解，讓參加者熱血興奮，學習
「創造性福」的一些理念與技巧，是我
的莫大福氣；而這個活動也充分顯示了
自在社團隊對多元社會以及性小眾的包
容。這份愛，我與香港的性小眾社群深
深地感受到。 
 
在同志運動的界別裡，較多人認識我的
稱呼是 Tommy Jai。我不但是一位男同
志，20多年來更是BDSM的實踐者；跟
隨 大 哲 學 家 傅 柯 先 生 (Mr. Michel 
Foucault)的教導，從BDSM的練習中醒
覺世間裡細微權力互動關係。由於
BDSM通常被歸類為非常另類的性行
為，主流社會經常將之誤解為非常負面
的變態事情。然而，我如此熱衷，就是
因為BDSM的本質專注於「包容每一個
人的不同性喜好，尊重每個人的不
同」；並且不只是空口白話，而是放下
自己的框架，以豐富創意的方式，付諸
行動盡情創造，貢獻給對方，讓對方體
驗到完全的接納與包容。 
 
我有幸能當上導師，都是在 DP 學習與
練習的，這需要歸功於華山和 DP團隊。

今年二月，我獲得女性組織 Good 
Moaning 的邀請，教授了一課BDSM入
門班，當時一位女學員在課後分享道：
「想遇到一個好技巧的性伴侶，真的很
困難」。我的感受非常深刻：在這個文
化社會裡，女生是否只可以「守株待
兔」地等待男生？難道性福不能由女生
主動創造嗎？ 
 
因此，我付出了好些努力，膽粗粗舉辦
香港首個《女主人證書課程》，讓香港
的女生除了「扮蠢扮乖」外，可以選擇
啟發不同的感情關係可能性；並創造自
信幸福的兩性關係。初當生命導師，很
榮幸我非常尊敬的Red Chan與Esther 
Lee來當我的學員，在興奮的同時，也真
的戰戰兢兢；只懂得不斷告訴自己要加
倍努力把課程做好。跌跌碰碰當然不
少，我不斷提醒必須時刻檢視自己、清
淨貢獻。很感恩看見學員分享道她們能
運用課堂所學，與丈夫、男友的關係改
善了；這讓我非常感動。在這幾個月
裡，我深深體會到華山常說的：有機會
貢獻給一位又一位生命以及其家人，是
我莫大的福氣。 
 
我阿狗承諾持續努力練習及實踐 pay i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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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y Chan (DP 34) 
 
感恩自在Coach讓我收穫滿滿！感恩籌
委的付出與努力讓我參與了一個有組
織、有系統、有架構、又有深度，滿載
笑聲與淚水四個月的課程！感恩黃茵老
師的四堂課，實在叫人拍案叫絕，超期
待下屆再上殿堂級黃茵老師的課！為我
來說，自在Coach 最大的得著是有了
一班互相扶持的buddies。我們互不相
熟，因緣際會組成自在Coach小組，起
初群組的訊息主要為了做功課而約會，
漸漸透過功課的分享我們越來越珍惜大
家的真誠，勇於表達及用心的回饋，經
過四次小組聚會我們越來越熟絡，群組
也越來越多分享生活上的或其他讓大家
互相支持鼓勵，即使結束了自在
Coach，我們互相承諾繼續定期聚會，

下次是10月，更決定了一齊再參加明
年自在Coach計劃。實在太感恩有這班
咁好嘅buddies。我常返DP上工作
坊，平時一人去上課沒什麼伴，因為自
在Coach讓我有了一班夥伴，增加了歸
屬感，也多了一份安全感，感到當我有
需要時，有一班可以盡訴心中情兼可以
收到有效有力支持的buddies。自在
Coach不單讓我重溫DP工具，更多了
心靈夥伴，感恩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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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自在Coach 組員畢業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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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i Cheung (DP37) 
 
2018年8月17日晚上是自在Coach 結
業禮分享會，大家都好開心、好興奮、
好感動！好感恩！ 
感謝 DP Heart 籌委設計了一個非常正
的 programme來為DP同學持續學
習，讓我們雖然跳出DP班房，都能夠
善用DP工具去幫助自己面對每天的挑
戰，更可以去支持身邊朋友，回想過去
學習，黃茵老師的四次課堂，讓我更加
認識自己和瞭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
小組裏面我們每天寫感恩日記，組員互
相支持，感到自己不是單打獨鬥，多了
一份關懷和鼓勵，感受到有能力去支持
和貢獻身邊的人已經是值得感恩，然而
華山老師的每天3分鐘錄音，簡直是驚
喜，相信是上天禮物，上天恩賜，非常

珍貴！感到每天都是好好提醒我更有力
量面對人生的種種課題！正如馬桶老師
鼓勵我們生活的難題，就是生命的課
題，感恩能夠有緣分認識DP, 讓我在人
生課題上不斷成長，自在Coach雖然已
經劃上完美句號，真是有點唔捨得！ 
讓我們一起細水長流！讓我們一起細味
人生！ 

恭喜自在Coach圓滿成功，110位學員4個月持續成長、互撐！ 
感謝馬桶老師與籌委團隊，出色帶領讓大家持續喜悅、感動！ 



近日我又回想起為何自己有「樂天知
命」這種強烈的信念！我爸爸60多歲
時還是任職政府的清潔工人，當時我
還未入讀幼兒園，他帶着我返工去清
潔公厠，當他工作時，我便在公厠外
獨自玩着等，等待是爸爸放工後會帶
我到西營盤第三街吃豆腐花。爸爸退
休後，還繼續做倒垃圾工作賺取生
計，讀小學的我和姊姊更樂於及極期
待去幫手，皆因焦點只集中於可以見
到生力啤酒樽，可到士多收取2毫子按
樽費，那便可以買一枝孖條兩份食。
而您辛勞的翅膀卻永遠是隱藏於背
後，不讓我們看到的。爸爸，感謝您
啊！在此更向全香港清潔工人致敬，
為清潔香港盡心盡力！ 
 
童年階段，經常聽到爸爸的洗腦式說
話，「知足者貧亦樂，不知足者富亦
憂」！只懂得朗朗上口，但不知其深
層意義。即使鄰居師奶經常過來我家
踩埸，並偷偷笑說 : 梁伯，乜又係得果
兩碟餸呀？爸爸總以「笑騎騎」回
應，從不放在心上，不是眼見爸爸有
這種樂觀心態，恐怕我們內心便積存
着一種匱乏感了！ 
 
爸爸更頤養天年至97歲，晚年及臨走
前那幾年還天天唱粵曲及晨運，他的
「樂天知命」性格，讓我一生受用，
甚至傳承至下一代！ 
 

正當我把以上感受放上臉書，意料之
外的是平日大家情感只是心照不宣，
竟然收到姊姊及哥哥的感動回應。讓
我們兄妹感情再升溫，更有一刻心連
心的感覺，大家的心聲也被彼此看到
了！ 
 
姊姊留言: 
“寫得好感人！我也遺傳了爸爸優良
的 DNA 慳儉，不要浪費，所以慳家” 
 
哥哥留言: 
“睇到你篇文章，又勾畫起好多回
憶，作為男丁嘅我，因年紀細又幫唔
倒頭家，覺得自己好冇用，真係好大
嘅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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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的傳承  
~ Pheabe Leung 翠碧(DP18) 

05 

愛的流動，有愛便能傳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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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力量大，人人笑呵呵！ 

8月第一個好消息，是董事兼DP社會服務的始作俑者阿健(DP11)，在8月7
日榮升爸爸，他的兒子是百分百純正「DP BB」，因為 BB 的父母，是在
DP認識然後共偕連理的呢！在此祝福BB身心靈健康，幸福成長，享受充滿
愛與豐盛的人生之旅！ 
  
8月11日，新成立的DP義工團隊Magic Team，首度出隊，服務老友記。魔
術是老少咸宜的表演，DP魔術義工不獨為長者們帶來娛樂，更帶來正能量
訊息，令大家讚嘆中收到窩心禮物。欣賞魔術團隊首領 Eddy Au (DP38)，
雙手一轉，令一班DP人對魔術著了迷；再轉，這班DP人組成了有規模的義
工團隊，走入社會傳愛傳笑去了！ 
 
8月12日，阿狗 (DP11) 帶來別開生面的「安全協商性技巧工作坊」，目的
為了擴闊我們對性與情慾的想像與體驗空間，三小時絕無冷場！除了關於性
身份、BDSM (愉虐性愛) 的理念與精神介紹，還有個人成長分享與現場演
練，參加者立體地、踏實地察覺自己對性的看法與體驗，學習有效溝通性事
的技巧，眼界大開、笑聲不絕！這個工作坊從身、心、靈的角度探索性與生
命成長的關係 – 原來，我們可以那麼開心、輕鬆地，容讓身體自然享受，讓
親密關係釋放熱烈的能量！ 

阿Red與阿狗 
健爸與榴槤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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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第二屆自在Coach圓滿畢業，許多學員表達說得著非常大，對
DP工具更認識，運用更好，而且與自己小組的組員情感大增，不少組別每
次開小組會都用上四、五小時，大家捨不得結束！自在Coach聯繫新、舊
DP人，大家將DP理念、工具不斷深化、落實於生活，好處多多。因為自在
Coach而開始的華山每日聲音導航，如今已經每天超過3000人在聽，也可
在 DP Facebook看到文字版，或者在DP博客、YouTube 頻道收聽。 
 
8月18日，由DP Friends 的 Jason Cheung (DP27) 帶領，廿多位DP人同
遊香港第一個警署「大館」。這個活化了的歷史建築物，融合東西文化，既
是香港歷史的重要見證，也滲入了新型藝術的元素，設於舊拘留室內的酒吧
餐廳，令人眼前一亮！當日大家忙於拍照，現場人多，難以細心瀏覽，不少
朋友都說要摘日再訪！ 
 
 
 
 
 
 
 
 
 
 
 
 

 
 
 
 
8月19日的傳心行動工作坊，包括公眾人士參加者，有夫妻、母女一起學
習，對提升關係格外有效。也有久未回來DP上課的早期DP人，表示得著好
大，一位男DP學員甚至說：以前看不起流眼淚的男人，今天終於體驗眼淚
的價值，哭個不停！男人由不會哭到哭成淚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熟之旅！
一眾傳心小導師，無論是帶課的、分享經驗的、小組給予回饋的，都愈來愈
到位，心到、精準，集體修為日進，令學員得到最大學習成果！特別感激當
日擔當重任的小導師 Wing Chan(DP28)、Pheabe Leung(DP18)、Jenny 
Leung (DP25) 和分享嘉賓 Pinky Tang (DP26)！ 
 
DP社群很多好玩、新鮮的活動，大家開心學習又享受團隊力量的支持，DP
人真是好有福氣呀！ 

DP Friends  遊大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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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DP12週年晚會，感激九位DP猛人仗義幫
忙，分享導師心得，渾身解數，拍案叫絕，讓大家慶
祝DP社群不可思議的奇妙旅程，聆聽九位資深導師
的修行路。如此難忘的歷史性聚會，萬勿錯過。 

 

周兆祥博士(DP34)：自在社對香港身心靈的啟示 

李燦榮(DP1)          ：由「在」世輪迴到1318 

Jamie Chan(DP1)：身心靈營商友道 

Esther Lee(DP15)：我如何從「火雞」變成「火鳳凰」？ 

陳美紅博士(DP6)  ：如何善用和發揮團隊的無窮威力？ 

鄭建生博士(DP2)  ：「生命教練」如何將修行生活化？ 

Coach Lee(DP34)：DP課程 X 家長教練=新版Coach Lee 

馬桶老師(DP32)    ：國家級培訓師返樸歸真的心聲？ 

Athena(DP1)         ：帶領深層療癒的集體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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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goo.gl/UMHy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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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星
期 

時間 節目 地點 負責 

由 至 

3 一 19:30 21:30 中醫養生抗衰老工作坊 ~ 初階 自在社 
Wing Chan 

(DP28) 

5 三 19:30 22:00 幸福是這樣「練」成的 自在社 
Sue Chow 

(DP19) 

6 四 20:00 22:00 資深導師情獻 DP12 週年晚會 自在社 
Cherry Tsang 

(DP33) 

7 五 19:30 22:30 「生命教練團隊證書」課程 (精進班) 自在社 
Jonathan 

(D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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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 10:20 11:45 
DP Wings 出隊服務 ~ 

「保良局顯徑八二智障宿舍」服務 
顯徑 DP Wings 

12 三 19:30 22:30 生命教練學習圈 (精進班) 自在社 
Jonathan 

(DP2) 

14 五 19:30 22:30 「生命教練團隊證書」課程 (精進班) 自在社 
Jonathan 

(DP2) 

15 六 13:00 17:00 
DP Wings 友樂坊與自在社 
服務合作10週年慶祝活動 

自在社 DP Wings 

15 六 19:30 22:30 
深度打開自心，體驗開悟境界? 

工作坊 
自在社 華山 

16 日 15:00 17:00 內在小孩工作坊 
灣仔 

小童群益會 
華山 

16 日 19:30 22:30 
如何連結生死恐懼、自我價值、 

成功金錢？工作坊 
自在社 華山 

18 二 19:30 21:30 【女性能量】療癒分享會 自在社 
Athena Au 

(DP1) 

19 三 19:30 22:30 生命教練學習圈 (精進班) 自在社 
Jonathan 

(DP2) 

21 五 19:30 22:30 「生命教練團隊證書」課程 (精進班)  自在社 
Jonathan 

(D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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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10:20 11:45 
DP Wings 出隊服務 ~ 

「保良局顯徑八二智障宿舍」服務 
顯徑 DP Wings 

26 三 19:30 21:30 DP Friends聚會 (Fun Fit Fight) 自在社 DP Friends 

29 六 14:00 16:00 Mindfulness and Fitness 動靜身心 自在社 
Vicky Chik 

(DP40) 

30 日 15:00 17:00 互累症工作坊 
灣仔 

小童群益會 
華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