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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的備忘錄

親愛的讀者:

阿梵達期刊全面進行綠化! 

阿梵達期刊將自九月份開始，改版成電子刊物。星邊公

司將於每期期刊出版時，會主動發送郵件提供當期文章免

費PDF圖檔下載或線上瀏覽頁面。如果你還沒登錄郵件自

動通知服務的話，歡迎至 www.AvatarJournal.com 註冊

。

為了顯現阿梵達全球網絡的運作（傳遞於71個國家，翻

譯成20種語言）阿梵達線上電子期刊將規劃專題報導、布

告欄、推薦專文、故事、部落格、有趣的連結以及來自全

球各地相關的新聞。國際星邊公司已經致力於創建阿梵達

記者網絡來提供全球最新意識的喚醒活動，你不太可能在

其他地方找到類似的新聞。（順帶一提，假如你有興趣成

為阿梵達記者網絡的一份子，提供獨到的見解，也歡迎你

到 www.AvatarJoural.com/Reporter 註冊，來獲得職務

說明及國際記者證）我相信這個舉動將揭開令人興奮的章

節。

一起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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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梵達的教材是一個有效鼓舞你的辦法，
使你開悟，同時使你走向一個穩定的靈性
的覺醒。它們應該被視為方法（工具），
而不是教條。

你怎麼開悟呢？

喬答摩悉達多住在叢林裡，接著搬到城市
，在那裡住了一陣子，接著又搬到山上，
在那裡又住了一陣子，接著又搬到河邊，
又在河邊住了一陣子。終於，在一棵菩提
樹下，祂完美地開悟了，也因此得到佛陀
名號。

所以在我看來這條途徑似乎是滿簡單的。
首先你住在叢林裡，然後你搬到城裡，然
後你住到山上，然後住到河邊，然後找一
棵菩提樹。

不是嗎？我想重要的不是佛陀住在哪裡。
重要的是祂因為領悟和轉變了什麼而讓開
悟達到頂點。靈性修行的道路是如何引發
領悟和轉變，讓你走向開悟呢？

大多數靈性修行的道路包含了各式各樣的
指示，教學技術，儀式，與個人修行技巧

。每一條靈性修行的道路各有一套不同的
組合方式。有些道路比另外一些道路有效
，有些道路則特別適合某些人。如果工具
使用妥當的話，它有可能達到預期效果，
也有可能沒辦法達到預期效果。當然，還
必須考慮到其他因素，比如說：好不好用
、成效快不快、需要花多少努力、多少錢
、有時候還得避免間接傷害。如果綜合以
上所有的考慮，阿梵達是所有工具中最受
歡迎的，對心理狀況一般的普通人能產生
最顯著的效果。

如果你檢視當前世界的狀況，你會發現大
多數人的行為是依照深植在內心的教條在
反應。有些人會反駁說他們是根據自由意
志做決定的。但事實上，他們都是根據昔
日的結論與舊有的恐懼來作大多數的決定
。絕大部分的人都運作在別人的規則下，
而非依照自己的直覺。人們活在過去裡，
他們當下選擇性地感知只能令他們興奮的
事物。他們最大的志向是成為「對」的而
不是成為覺察。

從強制獲得他人認同的開端，大多數的互
動是有意識的或非意識的在操控彼此。而
這些互動大多是藉由讚揚（喜悅）或者評
斷（痛苦）的方式。人與人相互之間所做
的和所說的創造了彼此的反應。如果互動
的經驗是愉快的，則連結發生。如果互動
的經驗是痛苦的，排斥就發生。

同樣的經驗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響。人
們判斷什麼是痛苦的和什麼是愉快的，是

有些道路比另外一些道路有效，

有些道路則特別適合某些人。

哈利帕爾默



根據他們的信念所創造的模式以及過去的
經驗來決定。如果你去探索他們的痛苦和
愉快的根源，你可能會發現它們都與生存
的考慮相關：食物，庇護所，與生育。

現今，大部份人類意識的運作方式就像是
一捲底片。它很少能如實顯示這世界每一
個片刻的模樣。它只是顯示這個世界過去
的樣貌。每個人在跟恐懼以及那些該被留
在歷史中的過去的困難在搏鬥著。

這就是我們如何開始的。

阿梵達每一階段的課程設計目的是為了開
悟與轉化，一個人必須穿越教條式的反應
模式才能夠進入到刻意生活。每個人都有
屬於自己獨特的開悟與轉化。

同時，開悟與轉化的過程不是一條直線，
也不是一條捷徑。反之，他們是走上了一
條獨特經驗的彎曲道路，這條道路有時滋
養了我執，有時候是慈悲的自我，慢慢地
或突然地，經驗到靈性的自我。這聽起來
像是線性的過程，但是實際上很少是這樣
的。

是的，文字的信息可以將開悟的理解道路
描寫成一條直徑，一個章節接著一個章節
，但是世界的信息是無所界定的；生命會
停下來，探索一下。它離開既有的位置，
它跌倒，撞到牆，流淚，接著當它再站起
來時，盡情地笑，抖落一身塵埃。如果只
有完美的人才能經驗到開悟，那麼只有很
少人能夠做得到。

進步不表示你就是正在往更多的慈悲、正
直與靈性修行的方向前進。你所需要的獨
特經驗可能是遭受到充滿毀滅的痛苦。有
的時你的下一個學習的主題可能是負面的
，或者是增強你的我執，或者是被席捲。
除非你能夠過修道院式的生活，否則你的
修行工具應該式同時幫助你兼顧實際的事
物與形而上的事情。

哈利帕爾默,阿梵達教材作者,在2006
年智者課程結束時問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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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宗教嘗試使靈性修行的高峰
陷入泥沼。這類的泥沼可能阻礙我們往前
進。有時候，一個虔誠的教徒必須先落入
罪惡的泥沼，被逐出教會，他或她才能有
更進一步的發展。獲得個人自由最後的臨
門一腳或許是犯下無法原諒的滔天大罪。
當你真誠地正視這個罪行，將你的批評轉
化成對人慈悲與關懷：一個對別人總是仁
慈的人很難理解一個對別人不能仁慈的人
；對一個總是行善的人似乎很難諒解那些
不能做好事的人。

接下來，我將帶領你們瞭解阿梵達課的
各個階段，概略地描述在每一個階段中的
預期改變。但是我要提醒你，閱讀這些改
變，即使是很仔細地閱讀，這些都是跟你
自己親身去經驗到是不一樣的。

第一階段的阿梵達課程是「再現人生」
。意思是擺脫舊創造物的糾纏，重新返回
覺識。這個階段也可以被稱為是自我探索
的課程。它讓你從迷失的電影中醒過來。

再現人生提醒人們經驗自己以及你自己
到底經驗到什麼是有差別的。在接下來的
課程裡，這兩件事情將會被融合，但是在
這個階段裡的領悟是去瞭解感知者與感知
是有差別的。你自己與你所扮演的角色是
有差別的。刻意的行動與起反應是有差別
的。你與你的困難也是有差別的。

在再現人生最重要的改變是經驗到深層
的「我是」。這是從「喔，的確，我是」
轉換成「喔，我的天啊，我是，我真的是
」。這個「我是」正在探索著個人的責任
。這個強而有力的領悟打破了教條灌輸的
掌握，開啟了一扇大門。經驗到「我是」
的心裡概念使你產生了轉變與療癒。你把
因權威所產生的機械化反應轉化成了個人
承擔責任。突然間你會觀察和選擇了，甚
至，你會採取行動。當有人談論到阿梵達
是個自我探索的課程時，他們談論到的是
這個層次的領悟與轉化。

第二階段的阿梵達是個自我增強的課程
。唯一的要求是去增強你在再現人生發掘
的真實的自我。

所有的痛苦都是來自於心理過程，特別
是由信念以及價值評斷所引發的心理過程
。排斥某樣東西無可避免會製造痛苦。因
此，某些宗教和哲學家都認為人生是痛苦
的。他們沒有有效的技術來處理這些心理
排斥。他們所能做的就只是用紀律訓練的
方式來使心靈靜止；當頭腦靜止時，痛苦
就結束了，但是同樣地，痛苦給我們的教
訓也消失了。

第二階段是以現代化的方式來達到對頭
腦的掌握；藉由許多精細的方式來掌握它
，而不僅是關閉或啟動它而已。這種掌握
方式很特別，許多人直到親身經驗到以前
都不相信有可能做得到。但是這是可以的
，這是在阿梵達第二階段的課程裡所會經
驗到的一部份的改變。

在你搞清楚你是誰以及你的心靈是如何
運作以後，接下來的問題是你能刻意地創
造出什麼呢？

第二階段的阿梵達課程開始繞道而行。
課程轉而進入到物質世界裡。發展我執被
納入練習中，讓學生準備經驗下一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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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經驗到「我是」以後，接下來你要
經驗的是，「我其實是帥呆了」。在第二
階段裡，極限被消除了，創造能量被釋放
了。你的第一個反應可能是創造一些你已
經渴望很久的事情。這是我執最大的歡愉
，完全創造出你想要的事物。

你可能會問，我們明明知到我執是世界
上許多問題的來源，為什麼阿梵達仍然鼓
勵發展我執呢？因為它是下一個你必須整
合的經驗。我執是一個需要不帶價值評斷
地去探索的區域。記住，有時候我執會為
了得到無比輝煌的成就而製造出一些偉大
的文化寶藏。發展我執是超越我執的必要
步驟。如果我執缺乏開花結果的機會，靈
性的成長便會中斷。

第二階段最主要的改變是獲得生命中的
平衡。如果你已經經驗到痛苦，你可以創
造幸福。如果你已經經驗到失敗，你可以

經驗到成功。如果你已經經歷屈從，你可
以透過經歷操控來平衡。第二階段的源頭
清單處理程序與現實創造清單處理程序提
供你一個合情合理的方法來獲得這些平衡
。

恢復平衡是自我增強的真正目的。你可
以說第二階段的課程是一條平衡宇宙業力
的道路；無論如何曲折，你都已經走上靈
性修行的道路了，第二階段的工具都能幫
助你取得平衡。

在第三階段裡面，自我覺察的第一道曙
光通常是具有痲痹性的力量。它傾向鮮明
地照亮了你的羞恥和罪惡，而不是照亮你
深層的內在本質。伴隨著第三階段的啟蒙
這個現象會開始改變，自我覺察成為有用
的、慈悲的和具有增強力的。

第三階段的處理程序是一個探索無止境
的內在的自我。它們帶你進入到一個能夠
界定自我的空間裡。那處理步驟認同和釋
放過去的牽絆，讓你毫不費力的回到現在
。而這個現在不是過去所塑造出的你是誰
以及你所選選擇經驗的事物。在這個狀態
裡，你是直覺性的在行動，出於高尚的原
則和運作在獨立的自我。

以上這些階段構成了阿梵達課程。它企
圖以經驗的方式而非智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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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8年5月30日我們去了蒙古，有27位
領袖與35位學生。我們的飛機因為烏蘭巴
的暴風雨而延遲了。烏蘭巴是蒙古的首都
。我們在午夜過後終於到了烏蘭巴機場。
然後又搭了兩小時的巴士到塔利及，而第
一場蒙古的阿梵達課程將會在那裡舉行。

在塔利及的第一天早晨，當我醒來時，
令人敬畏的自然顯示出它的美麗。山、森
林還有流水就在旅館的前面；真的非常美
麗。灰色的樹幹長出鮮綠色的新綠葉。因
為我們所在的地方緯度很高而且沒有空氣
污染，所以感覺陽光很強烈。陽光溫暖了
我們的身體，即使空氣還是冰冷的。

塔利及是個國家公園，它被聯合國列為
世界遺產之一。土地很大，人口卻很少。
整個蒙古的人口只有兩百四十萬人，其中
有一百八十萬人住在首都。其餘的人口則
分布在國家各處，它的大小是韓國的十七
倍大。

早餐過後，大家快樂而且充滿活力地開
始再現人生工作坊。旅館是一棟三層樓的
建築物，有一間會議室在三樓。

因為沒有什麼干擾，所以課程進行得很
快速。學生們一起做注意力迷你課程和寬
恕迷你課程。這個練習打開了很多空間，
讓過去遭受苦難的理由都消失了。學生開
始恢復他們的感覺能力。他們與大自然還
有課程中的其他人結合成一體。

每天午餐的時候，村子裡的人帶著強壯
的小馬來讓我們騎乘。

剛開始的幾天，課程的進度就像河流一
樣平順地流動著。接著一天晚上，附近一
間新開張的旅館因為用電量很大，使得我
們的村莊必須減少使用電力，這也包括了
我們住的旅館。當室外的亮度比我們的教
室還要亮的時候，我們就把課程移到旅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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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小山坡上。學生們變得很狂野而且
興奮，讓沒水沒電的不方便變成了一場冒
險。大自然變成了教室。

接下來的兩天一直都沒有電。用山中冰
冷的溪水洗頭讓你覺察到你將多少事情視
為理所當然。我們可以抱怨的，但是大家
選擇聽從哈利的建議，讓下一刻變得更美
好。艱困的時光提醒了我們對一些小事情
有著報恩式的感謝，像是友誼還有新鮮空
氣。

晚上，我們在房間裡點上蠟燭，真是浪
漫。因為沒有電力，天上的星星以倍數增
加直到感覺天空太小了而容不下它們似的
。而旅館的會議室也沒辦法裝下阿梵達課
程了。

進入第三階段後，我們從小山坡移到森
林裡的小溪旁邊。我們完全潛進遊牧民族

的意識領土。在樹下做第三階段的處理程
序，讓我們感覺像是佛陀。環境被包含進
來，而且感覺像是受到它的支持而不是干
擾我們。牛、小馬、狗，甚至是一家子的
豬都來了，我們與大自然和諧地相處，對
著森林宣佈「最新的阿梵達」。

在第二個星期天我們與塔利及說再見，
然後搬到首都烏蘭巴的五星級飯店。我們
放輕鬆並享受了一個豪華的夜晚，接著我
們上了兩輛巴士，走了七個小時的顛坡路
程到了戈壁大沙漠。蒙古是個很大的地方
而又沒有特別鋪過路。要走哪條路完全由
司機來決定。

導遊說我們這一群人和其他客人的感覺
很不一樣。當無法預期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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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他：這是阿梵達團體。
我們於晚上七點抵達戈壁沙漠的北揚。

晚餐在傳統的蒙古包中等著我們。飯後我
們繼續課程，讓未完成課程的學生能繼續
完成。我們在北揚戈壁沙漠的營地裡宣佈
「最新的阿梵達」。

就如同哈利每一個主要起始，「每件事
情對我們總是很順利」，而且真的在蒙古
發生了。我們簽下了三個蒙古的學生參加
下一場的阿梵達課程。我們的導遊阿育卡
決定十月來韓國上阿梵達課程。

有一天，我們在蒙古將會有很多的阿梵
達。

成吉思汗的靈魂很快樂。

Ilu Kim 是星邊公司的韓國訓練師。可以
由 82-11-999-7425 或是
iluavatar@yahoo.co.kr 連絡到她。

九月開始，阿梵達期刊將變成每個月由網路

上出刊。每一期出版的時候，星邊公司會寄

郵件通知你可以到哪裡下載圖檔或是在網路

上閱讀。

由今天開始你的免費阿梵達期刊 AvatarJournal.com

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