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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構最長壽之國際課程

為克服障礙而設、為生命成長而設、為家庭幸福而設、

為事業發展而設、為社會和諧而設。

「喜耀生命」課程

讓你的生命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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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喜耀生命？
並非一般的激勵，

而是生命的轉化與提升

雖然今天我們擁有物

質富裕的生活，但人過著的

卻愈是一個被物化、被工具

化、被程序化的生活，苦

悶、無情、沒有遠景、壓

力無邊、社會嘈吵、家庭冷

漠……

1

「我的生命如何纔能安

頓？」「甚麼纔是真正有意

義的？」「情歸何處？」成

為一個比任何經濟問題、社

會問題、政治問題都要嚴重

千百倍的首要問題，人人皆

要面對。「喜耀生命」正是

為此而設。

所以「喜耀生命」特

別適合那些有能力而無處發

揮、有承擔而無從付出、有

理想而無法落實、有志不能

伸、有情不可通者，為他們

掃除障礙，走向光明的成長

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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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耀生命」的文化資源

立足於數千年的東方傳

統文化，而兼取現代西方教

育學、輔導學、心理學、社

會學精粹，個別對應，因人

施教，使學者得到突破、成

長、重建信心、安身立命。

我們深信，「喜耀生命」

的創造性貢獻，乃當今與未

來人類幸福之所深繫。

 歷史

「喜耀生命」創辦於

1994年，至今已超過15年歷
史，已發展成一個悠久長壽

的國際性長春課程。成立至

今，「喜耀生命」課程舉辦

超過300屆，參加人數超逾
10,000，遍及商界、企業領
袖、社會領袖及各界別之專

業人士，對人心之啟發及

社會質素的整體提升貢獻極

大。

1.2	 培訓對象

我們除了為個人提供

培訓外，亦為政府、企業、

團體提供量身訂造的培訓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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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生命獨特的教學方法
「喜耀生命」是一個
因人施教、化解障礙、直指人心的課程

1.1	 「喜耀生命」課程的巨大成果一方面來自她所繼承的深厚的東方文
化傳統，一方面來自她所運用的極為獨特及有效的教學方法。

　●	運用因人施教的點撥、對障

礙作對症下藥的開通、對思

維作針對性的調校，令人脫

胎換骨

2

　●	重視行動、重視體驗，但並

非講求一時的情緒渲洩、激

情爆炸，與坊間一般激勵課

程絕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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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扣緊具體生命、直指人心的啟導教學法。包括：

引領 以啟發性語言，靈活對應，開啟人心

對應 應不同資質、障礙之所需，直入心坎

扭轉 轉化各種思維偏差，開闢不同層次的思維空間

破立 一方面破執解惑，一方面確立理想

開發 打開人心，為人心注入能量

貞定 持守信念，不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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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生命的教學內容
「喜耀生命」是一個

重建個人、重建家庭、創建事業、
開發理想、深化性情的課程

 教學內容因應學員的需要與資質而有不同引發，極為豐富，不能盡

表，但至少包括：

性情 開發參加者所本有的「性情」

修養
重組健康生命所應有的內在修養，如意志、勇氣、開
放、責任感、志向、信心、毅力、理想、智慧……等
等

家庭 為家庭幸福重植深根，使冷漠者修復，使健康者成長

事業 為事業的創展奠基、突破瓶頸、凝聚團隊、開拓遠景

思維 整體提升人的思維，包括條理性和層次性等等

對治 對治生命的扭曲，使其復歸正位

情感 開闊情感世界的內涵與深度

意義 重建個人的價值世界與意義世界

感通 提升人的感受、感通能力

信念 為生命成長重植信念，使之歷經風雨而不倒

為你的生命作全方位的轉化與提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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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生命的課程結構
「喜耀生命」是一個
精心設計、循序漸進、環環相扣的課程

 「喜耀生命」課程的結構經過精心設計，分五天舉行，共10個單元：

單元 主題 內　容
成長領域

個人 家庭 社會人際 事業

單元１ 放鬆 學習真正的放鬆 ○ ○ ○ ○

單元２ 內觀
學習重整自己的思想、作深層的自我認識，

初步發現自我的內在追求
○ ○

單元３ 回溯
學習反觀自我成長的歷程及與人際社會交織

的各種苦樂
○ ○ ○ ○

單元４ 珍惜
學習整理自己的初心、珍惜一切有助自己成

長的善緣
○ ○ ○ ○

單元５ 愛
學習愛、深化情感的世界，讓生命獲得長久

的溫潤與喜樂
○ ○

單元６ 領導力
學習帶領團隊、整體思維、相互合作、處理

逆境
○ ○ ○

單元７
危機 
處理

學習面對外來的衝擊及提升內在智慧修養的

應對之道
○ ○ ○

單元８ 理想
學習發掘自己的理想並能發出綿綿不絕的動

力
○ ○ ○ ○

單元９ 感通力
學習生命與生命之間深層的感通交流，貞定

信念
○ ○

單元10 創造力
學習超越當下的遠觀能力、創造能力、意義

世界的分辨及開發能力
○ ○ ○

結業成果 → 獲得喜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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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生命的成果與見證
「喜耀生命」是一個
使生命突破、令家庭和好、讓人間溫暖

的課程

 多年來「喜耀生命」被無數

參加者譽為一個絕無僅有、

具有卓越效果的課程，影響

由香港、中國、新加坡到馬

來西亞。

	 成功個案數千，歷史悠久，

聲譽卓著；感人事蹟無數，

已成為一股提升社會質素的

積極力量。

	 起自民間自發創造，重新見

證中國文化的智慧與生命

自身的光明。畢業學員的

話……

5

江麗萍　洗衣集團總經理

坐了41年監的心靈，今天終
於出獄了。課程把我重重的

障礙、恐懼，一一從心底裡

連根拔除。



11

葉炳森　會計師

這次鍛煉給我一次很好的反

省機會。

陳鎮中　醫生

去掉麻木封閉冰冷的心，再

生出熱情的心。

趙志敏　建築師

生命有突破，知道自己需要

甚麼。往後的生命掌握在我

自己手中。

吳清源　商人

原來自己知道的東西太少，

還有很多東西必須學習；這

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裔麗沙　教師

自己的心重新活動起來！

張秀然　律師

去除心理障礙，靈魂健康

快 樂 ， 有 信 心 做 好 一 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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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愛萍　貿易公司書記

心鬆了，得到前所未有的喜

悅。

譚志淑　主婦

我的心結已經完全解開，也

改變了我和家庭的關係、對

人的態度，連同事也感覺到

我的轉變。我感到這個世界

充滿了愛。

翁素杏　市場銷售人員

Without Xiyao program, I don't 
think I'll be able to find my 
inner self in that short time.

馬惠文　基金經理

最大的突破是了解家庭價值

是可以給我無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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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慧敏　產業發展商產業經理

我一直都很會做事，現在我

要懂得做人。

董其亮　電腦程式員

看見了之前看不見的東西，

生命明亮起來，心也光了起

來！

林碧暉　Technologies Company Director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course I 
have achieved enlightenment.

顏文坡　商人

發現了問題的真相後，喜耀

之心情，難以言述。整個課

程讓我知道思想的鍛煉是可

以一再提升的，發現自己所

知實在有限，未來必須多加

努力！



14

　	 喜耀出版，歷史見證

生命教育實錄叢書

生命教育不是理論、不

是知識、不是概念……。本

系列叢書，全是真實個案，

予人無窮啟發。

《喜耀十二年》

「喜耀生命」課程創始迄

今，為「生命教育」開創新階

模，十方迴響，集結成文，由

學術論證、統計調查到生活分

享，顯出「喜耀生命」的強大

創造力，此書即最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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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禪話》（共八冊）

復活古禪精髓，洗刷

現代無明，收錄突破個案

二百多則，包括企業家、律

師、醫生、教授、工程師、

會計師、教師、商人、家庭

主婦、學生……你會從中找

到自己。內容精闢，百讀不

厭。

《喜耀心程》（共四冊）

數十位「喜耀人」親

筆撰寫其心路歷程，直抒成

長感受，非常真實，非常動

人。

《性情文化》雜誌

絕無僅有的刊物：開發

你的性情，激勵你的成長，

讓你感受人間的愛。　

（＊上述書籍請到「喜耀書屋」選購）

「喜耀高階」畢業學員紀念集

由「喜耀生命」課程第一至

十五屆的「高階學員」，親筆寫出

他們的成長與突破，足以見證課程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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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精采個案片段（選錄）

本來無一事

人物：淑媚（化名），已婚，夫婦

二人均勤力能幹，各自組公

司，生意不俗，生活無憂。

多年來，大家感情穩定，可

是淑媚常感到丈夫待她還不

夠好。

淑媚：	我結婚多年了；事實上，比起許

多人，我是很幸福了，但我總感

到……

導師（霍韜晦教授，下同）：是對丈夫

還不夠滿意吧。

淑媚：	大體上都滿意呀！

導師：	大體上滿意？你嫌棄他甚麼？

淑媚：	沒甚麼，都是小事。

導師：	你看，小事都放在心中，然後嘮

嘮叨叨。

（淑媚有點別扭）

……

導師：	他怎樣對你不好？

淑媚：	是從前的事，都過去了，我不想

再提。

導師：	那就要真的放下，不要小器。只

懂執著從前的小事，不懂看到今

天的轉變。

淑媚：	我承認是我自己小器。

導師：	夫婦之間唯有同心同德纔是好

的，計較便會因小失大。

淑媚：	我明白！

導師：	淑媚，你懂得欣賞丈夫的心嗎？

他是愛你的。

淑媚：	我知道！

導師：	那你也要懂得去愛他纔對。

淑媚：	我有愛他。

導師：	要懂得去愛，不只是接受，更要

懂得付出。愈能付出的人，纔愈

明白怎樣去愛。愛一個人，儘管

他犯了錯，你還是會愛他，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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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改過。

淑媚：	他已經改了！

導師（笑）：那你還要求甚麼？你自己

呢？

淑媚：	是，我也要改了。

導師：	對呀。本來無一事，何處惹塵

埃。

……

淑媚：	但他在別人面前批評我，令我覺

得很受傷害。

導師：	沒有那麼嚴重。他說不過你，你

就不會改。他只是借其他場合來

表達他的意見。

淑媚：	我在外面，不會跟他爭，會給他

面子。

導師：	明白了嗎？你們兩人都在玩遊

戲，就是因為你們都愛對方。不

過這遊戲有一點危險：大家都利

用了愛。

淑媚：	我上課後，纔發覺是自己問題。

導師：	要改變相處的方式：愛是珍惜。

淑媚：	他上課後，也改變了很多，很多

謝導師。

導師：	唯有自己變好，纔能看到他的

好。難得兩人能一起學習，好好

珍惜吧！

（選自生命教育實錄《愛是付出》，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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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過關，兒子纔能過關

人物：彭信（化名），商人。育有

四兒女，均已長大。惟小兒

子，自少反叛，學業不成，

屢闖大禍，多年來令他憂心

不已。現在有感自己年事已

長，欲放下煩惱，修心學

道。

彭信：	我的心就是定不下來，又想這，

又想那，不知怎辦。

導師：	還在摸索嗎？那表示你還未入對

門口。先放開，認識清楚再說。

（過了一天）

導師：	你太想成功，反過來就是怕失

敗：一方面自己要求高，一方面

負擔亦很重。

彭信：	正是啊！

導師：	放鬆吧，先深呼吸。

（過了許久，彭信放鬆了不少，覺得

舒泰）

導師：	現在你可以說說你的憂慮了。

彭信：	我有四個兒女，最小的兒子，今

年也廿七歲了。

導師：	年紀不小了，大學畢業了嗎？

彭信：	唉！連中學都沒有畢業。

導師：	他的兄姊怎樣呢？

彭信：	三位都完成大學了。他自小到

大，我們都沒有辦法教好他。

……

導師：	現在怎樣呢？

彭信：	最近他要與朋友開酒吧，向我要

錢，弄到一家人都很不開心。由

於他任性、魯莽，我不准他用我

的車。但年初，他竟偷偷拿來

用，還把車子撞毀。他向我說是

別人撞過來的，但原來是因為他

喝醉了酒，自己把車子撞毀的。

我教訓他做人不可以這麼沒出

息，這樣會成為別人的負累。他

竟說若我覺得他是負累，不如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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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父子關係算了。

……

導師：	難怪你要修道。你要明白：修道

不是逃避，而是提升自己的思維

能力。你的問題，是擔心兒子‧

那麼多年了，歸根究柢，都是因

為在他小時候，過分遷就他。對

於小朋友的成長，我們是需要愛

護，但不是姑息；小時沒有是非

觀念，到大時已經積非成是，成

為一種惡習了。問題是在當初，

分寸掌握得不好，造成今天的惡

果。不過這些都過去了，再說無

益。彭信，我問你：你覺得你的

兒子有性嗎？還有性情嗎？

彭信：	有的，他都知道是自己錯，只是

改不了。

……

導師：	不要一味教訓他，這只有令他離

你更遠。你要先接受他，甚至你

要先檢討自己，承認自己有錯：

過去不懂管教他，出了事又只懂

得教訓他，卻沒有給予正面的支

持。

彭信：	是我不懂得做父親。

導師：	所以，在這關頭中必須看到自

己：一直以來，自己是怎樣做父

親的？你如何關懷他？如何幫助

他？他明白嗎？還是他只感到你

憎厭他，甚至認為他是個負累。

彭信：	是我錯了。

導師：	告訴他：你是我的兒子，不管你

怎樣，我不會放棄你；我永遠是

你的父親。讓他感受到父親的痛

苦和忍耐，永遠等他回頭。他還

有性情，他會感動，便會重新珍

惜，重頭做人。

彭信：	多謝老師。

（選自生命教育實錄《愛不是追討》，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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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競爭

人物︰魯方（化名），大學畢業，

校長。對於現今教育欠缺人

文內涵深有感觸，希望能把

性情教育帶到學校。

魯方︰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不喜歡競

爭的人，不過在當今社會，即使

是學校、教育界圈子中也不斷競

爭。例如學校，在排名，就是競

爭。每間學校都要出盡方法把自

己的位置提高。在這樣的情況

下，我有時也感到迷糊了。我從

來沒有要求教師們要作怎樣的競

爭，也不太在乎他們去為學校贏

獎牌。可是在這樣的體制下，

我……

導師：你也逼於無奈參與競爭嗎？

魯方︰	我只要求我們在各方面出色一點

就夠了。

導師：要求比別人出色，那就等於參加

競爭了。而且要比別人好，拿別

人作參照標準，就有輸贏之分。

但你也知道，教育是為了教好學

生，不是為了贏別人。

魯方︰	面對社會的大趨勢，有時很難堅

持自己的理想。

導師：問題是：你有理想嗎？你知道時

代的弊病嗎？你希望你的學生能

成長嗎？能成為一個有獨立人

格、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嗎？如果

沒有，那只好接受社會的共同標

準。難怪現代教育質素愈來愈下

降。

魯方︰	一個人面對世界，很難啊！

導師：	這纔需要教育！人就是面對困

難，不因困難而妥協。

魯方︰	那就是說我們應該抱定自己的辦

學目標，站穩我們自己的崗位，

要求自己不斷的提升。

導師：	是啊！要自己先站穩。知道自己

該站在哪裡嗎？知道自己該怎樣

做嗎？為甚麼受人牽動呢？如果

你有充分的思考、充分的體會、

充分的經驗，你就有說服力。否

則，自己也把持不定，結果自己

也著了魔。排名本來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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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但現在倒過來，為排名而

排名，反而要付代價。所以要贏

就會輸，明白嗎？

魯方︰	我好像有點明白了。

……

（數天後）

魯方︰	老師，這數天的學習，使我領悟

到我是一個自以為是的上司。我

當校長多年，為學校設立了一個

很亮麗的目標，自以為已做到最

好。可是這幾年來，我感到有點

累了，覺得離開那個目標還很

遠。我一直在怪我的教師，認為

他們的工作態度不好，能力也不

高，以致一直未能把學校排名提

升。經過這幾天，我纔體會到性

情教育的重要，而且應該是由我

開始，由我怎麼去讓我的教師感

覺到我的心；我應該怎麼去開放

我自己。如果我能夠影響到我的

教師，我相信離開那個目標就愈

來愈近了。

導師：	是啊！有目標就不要放棄。不要

因為客觀的環境不配合，也不要

因為很多人不支持。現實世界本

來就是充滿困難，人生就是要在

這個困難的世界裡面開拓，這是

我們的使命。教育就是培養有理

想、有動力、有質素的人才。這

些精神性的東西是不能量化的，

這樣纔是教育的目的。所以首先

要自己成長，自己深入。有堅定

的心，一定可以做到。

魯方︰	老師，從你的身上，我找到信

心。

導師：	是對教育的信心。

魯方︰	多謝老師，我會好好學習。

（選自生命教育實錄《記得自己是教師》，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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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動力

人物：秉仁（化名），醫生，於公

立醫院任專科醫生多年，面

對管理機制與社會觀念的轉

型感到無奈。最後離開公立

醫院，自行開業，但自覺動

力不如前，深感憂慮。

秉仁：	老師，我來這裡學習，沒有甚麼

具體要求，只希望重拾生命的動

力與熱誠，這幾年發覺自己一直

在減退。

導師：	你本來有的，為甚麼會消磨？找

出根源，生命就會再生。

秉仁：	我發覺自己猶如一部很久沒有使

用的機器，此刻要動起來真的不

容易，每一步都感到有障礙。

導師：	好。障礙在哪裡？

秉仁：	不知道。

導師（大喝）：障礙在你那裡呀！

秉仁（疑惑地）：在我那裡……為甚麼

我不知道？

導師：	是你的懷疑心、疲累心出來了，

還看不到嗎？

（秉仁緩緩地點頭）

導師：	人到中年，便漸漸向習慣投降，

不敢接受新的挑戰。

秉仁：	也許是吧！

導師：	你還認識不清楚？你生活、工作

的習慣已變成了你的習氣：生命

只能順流而下，便只圖苟安。

……

秉仁：	沒錯！當天我決定離開公營機

構，我也知道代表著自己一向的

理想滅亡了！我經過很大的掙

扎，最後我看不到自己還有多少

力量可以撐下去！所以……

導師：	所以你放棄了！所以你沒有動力

了！

秉仁：	是！這幾年來，我的確感到自己

的意志在一點一滴地消磨。過

去，我以為自己秉持著一個高尚

的人生目標，盡心盡力地去做。

但當環境轉變，一個人的力量根

本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只有放

棄。

導師：	你想繼續放棄下去嗎？

秉仁：	不想！所以來這裡希望導師能給

我一個新的目標：一個永恆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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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直視秉仁）：力量從哪裡來？

（秉仁稍一遲疑，然後指著自己）

導師：但你太易受傷。你要首先治療自

己：克服自己的脆弱，轉出更大

的力量去衝破自己。現實的障礙

的確很巨大，但不要以之作藉

口。真正的障礙在你自己那裡：

你要看清楚這個世界，纔能接受

它的荒謬與不合理；體諒眾生的

愚昧，纔能有更大的慈悲；看到

自己的脆弱，就不會再有藉口。

秉仁：	導師，我明白了。問題的確在我

那裡，我要衝破自己的障礙。

（選自生命教育實錄《更高的價值》，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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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佔有，纔擁有

人物：阿偉（化名），商人。年青

有為，處事認真嚴謹；整個

人常處於作戰狀態，不能鬆

不來。

（進行某項活動後）

阿偉（苦惱地）：老師，我跟不上。開

始的時候，要自己放鬆，卻只覺

骨痛。過程中，我不斷問自己為

何不能放鬆？為何不能好好地跟

著導師帶引進入狀態？

導師：	人愈急，便愈做不來。你的心太

著急了，只會不斷給自己更多的

壓力。你是一個對自己要求高的

人，很緊張自己的成敗得失，所

以你不能放鬆下來。在這裡，看

到自己了，首先學習放鬆。

（參與一個面對自己的鍛煉後）

……

導師（緩和地）：要問自己為何這樣？

一點風吹草動，也可令你緊張起

來。

阿偉：	因為我已習慣了凡事小心經營，

不能容許因疏忽而壞事。

導師：	愈想贏的便會輸，愈想佔有的便

會失去。人生就是這樣。阿偉，

你說是嗎？

（阿偉無奈地點頭）

導師（喝）：生命不是要贏！知道嗎？

（阿偉怔怔地望著導師）

導師：	你擁有甚麼啊？

阿偉（搖頭）：不知道。

導師：	不佔有，纔會擁有；不怕付出，

纔會獲得。這是人生的智慧，表

面矛盾，其實是成長。你要好好

體會。

阿偉（鬆開一些）：我想這是新生的開

始。

導師：	對了！這是生命成長的第一步，

你要好好學習。

（選自生命教育實錄《管理的心法》，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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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生命課後支援
「喜耀生命」是一個
真正關心生命、助人持續成長的課程

1.1	 「喜耀生命」課程的成功，
除來自她本身的質素外，亦

有賴「喜耀生命」所建立的

嚴格監督與課後跟進、以

及「喜耀教育」的文化團隊

作為有力後盾，務求令學員

在生命成長的道路上，獲得

持續的學習機會及「喜耀同

學」不斷的支援和關懷。

6

　●	設有課後分享交流聚會，以

凝聚力量，成己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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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學員提供持續的學習機

制，讓學員拾級而上

　●	設有不同類型及內容的單元

學科、專題講座、及喜耀出

版的圖書、C D，供學員因
應本身的需要自由修學及選

讀，不斷增加內涵，邁步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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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續為學員提供「喜耀文

化」的各種活動資訊，使學

員與「喜耀文化」保持緊密

聯繫

　●	在學學員可按需要約見導師

獲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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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生命的課程主持及生命導師
「喜耀生命」是一個
以生命感悟生命、以生命接引生命的課程

1.1「喜耀生命」創辦人、乾元學、性情學創建人及課程主持人：

霍韜晦教授

7

　●	當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化學者、生命教育大師

　●「性情學」、「乾元學」、「領袖學」、「初心禪」等多種極具成效之課

程之創辦人

　●「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理論與行動結合，新知行之典範。教法新

穎，直指人心，千變萬化，非親炙不知其精妙

　●	現為香港法住文化書院院長、東方人文學院院長，新加坡東亞人文

研究所所長，喜耀粵西學校創辦人兼校監

　●	身兼國內多間重點大學之客座教授，前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哲學、佛學超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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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生命」課程資深生命導師（部分）：

	

黎斯華博士	

　●	中國哲學博士，專攻中國古

代哲學、生命教育、性情教

育、家庭教育

　●	主持多項家庭教育、親子教

育、性情教育、兒童教育課

程，善體古人之心，及善於

開發現代人的性情，成果卓

著，廣受傳媒報導及各界推

崇

　●	多次應邀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發表「性情教育」研究成

果，備受注目

　●	現任法住機構副會長、行政

總監、東方人文學院副院長

李錦招博士

　●	中國哲學博士，專攻中國近

現代哲學、近現代思想史

　●	主持多項近現代思想史課

程、應用心理學課程、應用

理財學課程、企業管理課程

　●	現任法住文化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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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尚華博士	

　●	中國哲學博士，專攻中、西

哲學、佛學、宗教哲學、思

維學

　●	主持多項中、西哲學、佛學

及思維學課程，善解古人之

智，開發現代人思維，成果

卓著，備受推崇，多次應邀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佛學

及中國哲學研究成果，備受

注目

　●	現任法住機構外務總監、法

住文化書院研究院輔導長、

法住文化書院及東方人文學

院教務長、新加坡喜耀文化

學會總幹事、馬來西亞喜耀

教育中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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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喜耀生命課程前
的應有準備

1.1	 參加「喜耀生命」課程，對學員的個人突破和長遠成長具有正面而
深遠的影響，因此學員在上課之前應作好充分的準備，全情投入參

與五天課程，獲得最大效益：

　●	請提早把日常的生活及工作安排好，盡量減少期間的工作量及應

酬，以免上課期間分神

　●	「喜耀生命」乃一鍛煉性、體驗性課程，有一定的紀律要求，學員

必須以虛心、主動、認真、堅持、尊重課程的態度上課，學員請作

好準備

　●	「喜耀生命」乃一行動性課程，學員如在健康上、體力上有任何障

礙，應提早知會課程的工作人員；另學員亦應在上課前和上課期間

盡量爭取時間休息，養好精神，作好準備

　●	學員須清楚確定上課之時間及地點，及參加課程必須全程出席、不

能缺席的要求，提早作好交通上的準備

　●	課程的下課時間會因應學員的整體學習進度而調整，可能較原定的

下課時間為遲，有需要請事先告訴家人，以免掛念

　●	上課時請盡量穿著輕便的服裝

　●	課程適合18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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