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個時代

需要更多

有⼼⼜有能⼒的⼈

加⼊推動

綠⾊覺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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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周兆祥博⼠

導師：周可凡



課程內容

祥哥以40多年本地⾝⼼靈教學經
驗，加上以往在⼤學設計課程的專

業，理論實踐結合。不單傳授他開創

的整全⽣命療癒體系（holistic life
healing），讓更多⼈接⼒傳揚；同
時，更以「個⼈本質」出發去讓學員

融⼊⾃⼰本⾝的潛⼒和藝技，發展屬

於⾃⼰的志業。

兩位融合世界各⾨派及⼤師的精粹，

配合本⼟⾝⼼靈⾏業所需，

深⼊淺出、以體驗及修煉為主軸，

有系統地培訓內外俱備的導師，

免⾛冤枉路！
 

 

可凡過去多年跟隨世界級⼤師深

造，有⼗多年豐富的療癒、教學經

驗，加上她劇場、編舞的訓練，善

於設計體驗⽅法，讓虛無飄渺的靈

性道理落地，變為⾝體記憶。

 

周兆祥博⼠
（祥哥）

x
周可凡 Keisha

 

18個全⽇ 144 總課時
＋

10 個線上研討課
＋

群組共修、個別啟導、實習機會

 
單元⼀．【靈魂使命⽣涯規劃】

 

第⼀階：天賦使命

第⼆階：導師之路
 
單元⼆．【⾝體的修煉】

單元三．【⼼的修煉】

單元四．【靈的修煉】

 

第三階：導師煉⾦術

單元五．【修養和基本功】

單元六．【意識及狀態】

單元七．【啟航儀式】

 

周兆祥博⼠ （祥哥）

周可凡 Keisha

⽗⼥攜⼿

精⼼設計

理論體驗實踐並重

此課程共7個單元
以⼀年的時間

帶領⼤家⾛上

導師的煉⾦術之道



 
你收到靈魂的呼喚（calling），
渴望轉⾏，投⾝⾝⼼靈的⽣命

⼯作

 
 
 

引領更多⼈跳出限制，

創造綠⾊的當下和未來，

是對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貢獻

⽣命的投資

給⾃⼰

活得更精彩

 
曾上綠野林核⼼課程學員或其他

⾝⼼靈課程，希望梳理所學及經

歷，將之服務或貢獻他⼈

 
你願意成為⽣命的帶動者，

以⽣命感染⽣命

 

轉化⾃⼰

2020年，我們更真切感受到地球的意識
在轉變。

現在到了交叉路⼝，⼈類的⽂明到底會⾛

向滅亡深淵還是光明出路。

現在時機成熟，祥哥與愛⼥

周可凡精⼼設計，集各家之⼤成、滙兩世

代的療癒經驗，於綠野林⾸度推出【綠⾊

覺者-⾝⼼靈導師課程】，有系統地培訓
導師，讓更多⼈加⼊帶領綠⾊覺醒運動！

適合⼈⼠

周兆祥博⼠（祥哥），多年推廣綠⾊運動，

深深感受到唯有個⼈⾝⼼靈轉化、⽣命覺

醒，重新跟⼤⾃然深刻連結，在意識層以⽣

命感染⽣命，更要凝聚共同理念的社群，才

可能諦造真正的影響！

課程收穫

突破舊有模式，

提升意識，

成為更⼤的⾃⼰

（be a greater self）

透過實踐，成為典範，

⾼頻共振他⼈，協助更多⼈

轉化⽣命，綠⾊覺醒

開展志業    服務他⼈

貢獻世界

你對⼤⾃然有深刻的連結，渴望

投⾝綠⾊的事業

團隊領袖、社⼯、⽼師、醫護、

⾝⼼靈導師、教練、療癒師…

等，想⽣命突破，更上⼀層樓

 



第⼀階：天賦使命

活出幸福快樂的唯⼀⽞機：
快樂實踐⼈⽣使命。

以不同的⽅式尋探⾃⼰的的⼈⽣意

義、任務、使命

持續練習以分辨「腦中的⼩聲⾳」

VS「內在聲⾳」，
明⽩此時此地⾃⼰要做什麼，並有

信⼼地實踐

⾝⼼靈⼯作巡禮（本質和歷史、⽬

前全球及本地市況、參與者實

況），及找到⾃⼰的定位及發展⽅

向

策劃⼈⽣路線圖（lifepath），並
付諸⾏動，開展第⼀步

內容：

每個⼈的天賦使命都不⼀樣，當我們

跟隨⽣命藍圖去策劃⼈⽣路線，⼀切

會發⽣得有如神助、得⼼應⼿。

 
此課程的特⾊是以「個⼈的本質」出

發，去發展屬於⾃⼰的⾝⼼靈事業。

 

單元⼀【靈魂使命⽣涯規劃】



You Teach What You
Needed to Learn Most!

導師最重要的質素
是以⾝作則，

活出⾝⼼靈健康的狀態

單元⼆【⾝體的修煉】

⾝體是靈魂的載體，先要與⾝體修

和，健康⾃在地活著，才能盛載強⼤

的⽣命能量，展現靈魂的光芒。

導師也必須以⾃⼰的經驗作根基，配

合⼼法和技法，才能協助他⼈回復健

康。

 

與⾝體修和

針對個⼈需要，在⾝體做功課，達到

理想的⽣理健康狀態

以飲⻝、排毒、保健、⽣活作息等作

「修煉⽅式」，撰寫⾃⼰的療癒故事

掌握如何指導他⼈透過飲⻝、⾃然排

毒⽅法去調理⾝體

協助他⼈達到健康的⼼法和技法

量度監察⾃⼰此期間的健康進步

內容：

單元三【⼼的修煉】

療癒的本質在於「⼼」，⼼念的⼒量

有多⼤，感染⼒和影響⼒便有多⼤。

⼼流擴展了，便能超越問題。

當我們的內在未被療癒，往往會帶著

⾃⾝的投射和批判去看待個案。所以

導師必先清淨⾃⼼、不斷Focus-in，
覺察轉化。

 
同時，Focus-out 去「連結」是療癒
師必須具有的能⼒，如何跟⼈建⽴健

康的連結，是需要智慧和慈悲，須要

透過不斷的修煉。

 

勇探潛意識、⾯對⾃⼰的⿊暗⾯

持續練習⼼靈⼒量及顯化⼒

掌握情緒療癒助⼰助⼈

與⼈連結的秘密

掌握「⼼醫」的⼼法和技法，協助他

⼈轉化情緒、信念，建⽴正向感受

內容：

單元四【靈的修煉】

靈＝零

唯有歸零，療癒才能在本源發⽣。

歸零，歸靈，是放下我，⾂服、

交托，讓上天的旨意展現。

要做到「⾏天意、⾮我意」，

要下很⼤的功夫！

 
當我們能時刻搭通天地線，便不會迷失

於各種能量療癒的形式，⽽能靈活變

通，接引宇宙的能量，產⽣不可思義的

療癒奇蹟。

 

終極關懷（宗教和靈修）

⾂服的修煉

連結⼤⾃然

搭通天地線的⽅式和秘訣

能量療癒的融會貫通與應⽤

如何協助他⼈掌握及應⽤能量療癒

內容：

第⼆階：導師之路



「底線」VS「原則」？
「收錢」VS「免費」？
「⾏政」及「財政」？
沒有客戶？懷才不遇？
教您掌握竅⾨！

單元五【修養和基本功】
⾝⼼靈⼯作，說到底，正是⽣命影響⽣

命的互動。

到頭來，導師真正的功⼒，能夠發揮出

來感染他⼈⽣命的，還是⾃⼰那種存在

的狀態(being) 。
存在的狀態則決定於當下的意識⽔平。

在技藝基礎之上，我們聚焦研討量⼦轉

化的⽞機，提升個⼈的意識⽔平。

認識意識⽔平與⼈⽣的關係

如何快速有效進⼊狀態

基於實習作回饋及檢討

內容：

單元七【啟航儀式】

良好的第⼀步，便是成功的⼀半！

猶疑、怕失敗、沒有⽀緩等都是⼀般⼈

展開新⾥程的障礙。

經過10個⽉的培訓、練習，祥哥可凡陪
伴⼤家起程啟航，體驗創業的過程！

 

個別或⼩組親⾃籌組課程

完成畢業實習及功課，經過評核

畢業儀式，啟動志業⼯作

內容：

在世修⾏，是⽣命來到這個時代的⽬的。

如何勇於將⾃⼰的熱情作為事業？如何在

商業世界實踐靈修？

這是⼀個博⼤精深的學問。

其實當中是有⽅程式的，掌握竅⾨便能看

⾒與被看⾒！

 
⾛上靈性志業是真正的煉⾦術，迫出內在

最深層的底蘊，洞悉過程中的竅⾨和陷

阱，少⾛冤枉路！

 

取向與精神、專業守則

成本估量、危機管理

專業知識（療癒的真諦、專業守則、

成效評核等、個⼈健康保障） 
活動策劃（場地安排、場地佈置、團

隊合作等）

活動推廣（個⼈品牌設計、⾏銷⾃

⼰、接洽和談判等）

與學員及案主相處

溝通技法（演說技巧、答問技巧等）

療癒師的陷阱

內容：

單元六【意識及狀態】第三階：導師煉⾦術

有機會於綠野林的
課程及療癒個案中實習、
主持及輔助各種環節



課程⽇期

豐盛投資

查詢及報名

第⼆階：導師之路

第三階：導師煉⾦術

分期付款（不可與其他優惠共⽤）：

 第⼀期於4⽉10⽇前付$3,800
 第⼆期於5⽉20⽇前付$12,800
 第三期於9⽉10⽇前付$12,800
 

上課地點

第⼀階：天賦使命

4⽉10⽇、4⽉19⽇ (更改：
4⽉25⽇）

5⽉24⽇、30⽇、
6⽉20⽇、28⽇、
7⽉12⽇、26⽇、
8⽉16⽇、30⽇

9⽉13⽇、27⽇、
10⽉11⽇、25⽇、
11⽉8⽇、22⽇、
2021年2⽉（兩天，待定）

＊＊ 導師有權因應情況⽽更改⽇期

全⽇課時間： 10:00-18:00

綠野林

野鴿居

包括，但不限： 

其他實習及

體驗的場地

⼀次過報讀全程：$28,888

綠野林活動會員：$28,000

＊ 線上課⽇期及時間另⾏通知

電話：3428-2416
Whatsapp：6627-7500

(熱線時間：每天中午 12時⾄晚上8時 )

event . l i fef low@gmai l .com

@greenwoodshk

尖沙咀加拿分道2號 1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