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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人類困境與整合靈性心理學》

業績 / 投資比預期理想

十多年來，我內心起伏很大，經常擔心生意和員工問

題。上了 ISP 短短兩堂，已很快解決了我的問題，這幾個

月我的變化很大，心打開了，開始看見員工有很多煩惱，

現在會用真心去對待他們，他們的表現是判若兩人！我另

一目標是每個月650萬生意業績，其實真的不太可能，因經

濟不景市况很差。但竟然在四、五月已經達成，連自己也

沒有察覺。

Johnson Chow －執行董事

以前我曾聽說過「眾生本是一體」和「種善因得善果」

的說法，也曾閱讀過《零極限》、《與神對話》等書籍，

但我只是頭腦上的明白，並不是打從心底裡明白和接受。

自從上了 ISP 後，我真正體會到每件事發生都有其原因，

明白到現在所發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業力所引致，所以每

天我都會提醒自己要多種善的種子及清洗業力。

我本身是一名基督徒，每月要納十一奉獻，所以我平

時很少會再捐錢給慈善機構。從上年年底開始我買賣股

票，看完格西的講座後，我決定從股票所賺取的金錢中，

留下十分一捐給慈善機構。奇妙的是，當我打算捐給無國

學員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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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醫生時，我翌日便收到無國界醫生寄去我公司的宣傳單

張。另外，我亦到旺角找行乞的人布施。當我給了一名乞

丐二十元時，我聽到他連聲多謝，我心裡頓時感到十分喜

悅，亦因為自己有能力布施而到感恩。

自從我這樣做之後，我所屬的分行二月份的利潤超過

二十二萬，比起我原先訂下的目標二十萬還要多；三月份

的生意亦比往年為多，而客人的態度也有好轉。之前十分

沒禮貌的客人竟然會再來光顧。另外，我從股票中所賺到

的錢，亦剛巧足夠支付我這兩個月的額外開支（其實我對

股票一竅不通）。

我覺得認識 ISP 之後的最大得著，不是賺多了錢，而

是內心那份平靜和平安。我的工作壓力十分大，平時要面

對很多難纏的客人。ISP 提醒了我要去多種善的種子，不是

單單只是為了自己好處，而是為了整個世界。我亦學會放

下和感恩，我明白到我在這世界的目的是認識並經驗我是

誰。

在此亦多謝 Raymond 開辦此課程，我相信此課程對所

有學員來說，都能帶來很多的裨益和祝福。

Karen Chan －分行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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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遇 到 這 樣 的 課 程 ， 實 在 是 我 的 幸 運 ， 衷 心 感 謝

Raymond 及 Shadow 舉辦如此 Powerful的 課程。基於事

業理由參與這課程，到最終的得著非筆墨所能形容，儘管

用我有限的言詞向大家分享。

我是從事廣告業的營業員，基於提升業績而參與此課

程，這當然包括此課程的一種理由《吸引力法則》，試問

有那個人不想少勞而獲？或不勞而獲？之前已參考書籍

《祕密》及《力量》，但不明為何還不能盡用此書所分

享的吸引力法則或心想事成。偶然看見 Raymond 舉辦的

ISP，基於好奇心驅使下一試，畢竟價錢確實相宜。

有一次 Raymond 鼓勵我們「種善因」，因此我助養

了一個孟加拉的小孩，當收到這小孩的回信，我開心了好

幾天，而神奇的事亦發生了，當時做完了三單生意，正正

不多不少達到自己目標時，我有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好像

所有事情安排都變得順順利利，妥妥貼貼一樣。我深信這

套學問是一定能幫到每一個人，尤其是心靈層面，十個 

「讚」！再次感謝 Raymond 及 Shadow 有教無類的善心，

我必努力修行，造福有需要的人。

Vicky Chan －營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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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件事並不是巧合，亦不是意外。起初我不相信的

是我自己！現在我相信我是可以做到的。我想像當時客人

在自己的國家（公司）裡開會的情景，在挑選我公司一系

列的設計，另一方面，在我做設計時想像已經被客人挑選

我的設計，感覺好正！Feel good！原來這樣也行的。待兩

個星期後，客人的訂單數量真的有8萬多件，我真的很開

心，我突然想，這件事好像是我預料之內似的。QM really 

works！我在這裡多謝 Raymond 教我 / 同學們學懂做QM，

希望同學們多做QM，多感受這個過程。

Teresa Mok －時裝設計師

解決財務問題

神奇的事發生了，我今早回公司，按平常工作，一打開

電腦 HSBC 的網上理財，竟然看到一個我在3月30日那天幻

想過的畫面，真的是5萬多元，我不太清楚是不是 exactly

那個數目，但相差不遠，這個畫面我真的曾幻想過，好像

發生過似的。這時刻除了讚嘆這方法的神奇外，我實在有

點後悔當時沒有想更多的金額。哈哈！

Carman Au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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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報了一個課程，給了訂金，後來發現自己上不

了課程，只想追回那時給的訂金。電話對話試過，親身上

中心處理也試過，結果總是石沉大海。拖拉了一年有多。

上月尾、本月初有一晚，臨睡前做了QM，心想可以追回

一部分也夠好了。上星期，那機構一名新職員與我聯絡，

我語氣不好地向她抱怨之前一直追不到錢的事。不過，她

很有耐心，很快便替我解決了事情，而且可以追回全數！

今天，我終於可以拿回那張全額的支票。很感恩本體的協

助，令以為石沉大海的錢，終於回到我手中，感恩不盡！

Liz Tsang－文職

改善健康

我從課堂跟賴SIR 學了「QM」的技巧，與本體連接，

我用QM 祈請我夫婦身體最重要是健康，醫生做不成我們生

意。從去年我上ISP至現在，足足三個月，一切如我所願，

太太和我身體健康，病魔遠離我們，我們要感恩本體，賴

SIR！這是我的體驗及有力見證。

James Lai －九巴車長

原本沒想過打坐可以令健康改善！上課第一次打坐只

15 分鐘，我長期酸痛的雙膊竟然不痛了！最近患上嚴重感

冒，又經過多天的操勞，有天早上很是軟弱無力，完全提

不起勁，整個人好像快要倒下之際，只想起 Ｒaymond 教

的打坐，便開始打坐起來，想不到又只是15分鐘，整個人

的狀態便有了180 度的改善，無論體力及心靈都復原了！

Sophia Pun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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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朋友有便秘問題，一直醫不好。他吃菜、吃水果都吃

很多的， 也不行！ 醫生也沒辦法。一般要一星期去一次。

有一次我有教他用 QM 方法，每晚臨睡的時候，想一下去

得好好的情況，好順的情況。起初一兩日還不行，第三天

奇蹟來了！他告訴我每晚也好準時想去， 而且那些A還很

美！潛意識的力量太厲害了！現在已經連續五天了！ 

Stanley Leung －市場推廣經理

舒緩情緒、壓力

於初級的課程了解了有關 ISP 的理論及方法，但仍然

認為可再深進，因此亦參與了 Karma Project Coaching，

不試由自可，一試不得了！或許所有從事業務的朋友都會

理解，追數這壓力實在不少，只要你還有一點點責任心的

話。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認為作為一個Sales不做得好或

對公司沒貢獻，就等於「濕柴」，因為壓力大得不得了，

有時連發夢都做著presentation。真是十分感激 Raymond

的慈悲心及教學，他教我們每日靜坐及念咒語，最初只是

心想既然付了錢，就不理會可不可行都一試，誰知從開始

靜坐以後，不單止情緒已沒有往常的高低起伏，連壓力都

減輕了很多，很容易回到「平常心」的狀態，人亦保持心

境開朗。

Vicky Chan －營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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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謝 Raymond 與我們分享他的經歷及舉辦這個課

程，我相信他是我生命中的天使，由NLP 課程開始，及

至「身心靈成長小組」到「彰顯生命的奇蹟」，我真的有

很多得著。我能夠令人生變得更正面、更慈悲，懂得走出

過去成長路上的陰暗面，寬恕所有曾經傷害過我的人，感

謝他的帶領。我由原本「心有千千結」到現在可以放下過

去，原諒別人，亦能夠原諒自己，我相信我的將來一定會

變得越來越美好，越來越順利。感激你在我生命中出現，

成為我的良師，多謝你，Raymond！

Sally Cheung －主婦

在家庭方面，我更加懂控制自己的情緒，透過持續靜坐

我覺得身體好了。對這宇宙的運作有更深一層的瞭解，令

我有動力去面對人生的挑戰、困難。知道如何與本體溝通

獲得力量，有燃起激情的感覺。

黃豪龍 － Freelance

好幸運有機會參加這個計劃……當我學識種善的種

子，生活上變得暢順，性格及心境上變得開朗多了，願意

主動同人打招呼，而且多了問候對方的近況……開始對人

細心……種善的種子愈來愈多，心情愈來愈好，滿足感多

了，情緒亦不會太大起伏。以前只識埋怨，只想改變他

人，只想別人遷就自己，每日都比較煩，日日只是返工、

放假、等出糧，日子非常苦悶。自從參加了這個課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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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活上慢慢由消極變為積極，慢慢領會另一種思維，

正面的能量，得到心靈上的安慰，多了一份慈悲心，多了

話題和別人溝通，多了一份責任感。以前多數只顧自己的

利益為先，但現在改變了，會站在對方的立場去看事情，

起碼不會無意中傷害到他人都不知道。

Connie Choy －營業員

非常慶幸於人生覺醒過程當中，有機會參與此課程，

從而讓自己在追求和探究靈性方面，獲得很大的啟發和開

示。完成這個課程，最大得著之一是體驗到靜坐當中帶來

的寧靜和難以言喻的喜悅。課程期間，察覺到自我要求過

高，感到壓力讓我喘不過氣。而導師的每一席話猶如明

燈，尤其提到「who / what am I」，慢慢參透之下（雖然仍

是參透初階），那種壓力也隨之減少。Raymond，除了要

對你說謝謝以外，就是深切的感激！除此之外，當中讓我

感動的是接二連三的巧合，不由得驚歎念力的具大威力。

Fion Tai

以前的我很容易會感到煩躁不安，但自從持續每天早晚

靜坐後，我覺得心境平靜了許多。縱使這幾天我身體十分

不適，但我仍感到內心平靜和平安。

Karen Chan －分行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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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際關係

我另一個目標是改善我和男朋友之間的關係。我們很容

易會為一些小事吵架，經常處於膠著的狀態。但上星期，

我們一起平心靜氣坐下面對我們的問題，我覺得我們之間

的關係也改善了。

Karen Chan －分行經理

我的男友是我其中一個工作上的PARTNER，之前常常
會為公司的政策和各種大小事項有爭論，每個想法都不同，
感覺每天上班都很累。我這幾個月慢慢學會放下了執著，跟
他分享要多種善的種子，現在我們好多看法都變得一樣了！
不用再花時間去爭論，多了時間去一起創造財富！

Karen Ngan－經理

先多謝 Raymond，我上這個課程的途中，已有很大的感
覺，對家人的態度有很大的改變，愛的能量加大了。大家互
相的關係加強了。對未來的人生方向更加清楚，更有力量。

馬光－文員

「人之初，性本善」，真的是這樣子嗎？為何我所遭遇
到的人際關係，事業夥伴都不是如此？相信大家都曾如此
的迷惑不解，卻是叫天不應，問地不靈，求助無門，有著
甚深的失落及無力感。有幸參加此「成功業力計劃啟導」
課程，依循著老師及課程的指導，同學的互相鼓勵，打氣
與分享，下課後，上課前，努力的，用心的練習，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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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練習。漸漸的，人際關係改變了，事業改善了，環境與
生活有了正向的進步，例如：與同事相處變融合了，家人
變和諧，同學間看到了改變與笑容。其間有些什麼改變？
發生了什麼事？過程如何？有羨慕！有好奇！很想知道，
不是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論我們描述得如
何詳盡，都不如大家自己親身體驗來的到位。因此，想知
道！？自己來報讀就知道了，等著聽到您的笑聲，收到您
的分享，我的朋友！

Gina Li－文職

和丈夫一起參加了這課程之後，他很喜歡，比我想像中

積極。我們每天靜坐和念咒語，思想也更接近，還多次地

思想同步，因而我們在家和工作的系統也更能整合，「夫

婦同心，其利斷金」。生活中亦多了很多同步事件。平常 

我們也會教兒子做靜坐練習，令他也改進了很多！一家人

能快樂地生活不再是夢想了！

Cat Luk－投資

找到理想對象

小妹在二月份第一次參與量子彰顯分享會，親身嘗試

QM，並經過天天的練習，我想追求的東西竟然奇蹟地速遞

到我面前！想擋也擋不住。這幾年來，小妹一直在追求一

段堅定和穩固的愛情，可惜屢試屢敗，幾年來只有數度曇

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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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開始嘗試 QM 加上水晶的幫助……結果在三月

初，就認識了我現任男友。幾天的相處感覺如沐春風，很

舒服，遂覺得這個就是我找了很久的理想對象……現在我

們已一起計劃結婚生孩子，正部署著事業的發展，好讓未

來的一切有充足的金錢去發展所有。感謝 Raymond 主辦那

一次的分享會，令我懂得方法去做QM，實現自己的夢想。

Carlie

找到人生方向

這課程讓我了解到一些以前我以為知道，以為了解了的

事情的因果關係。像是以為學會了一些 tools 去運用就已經

很了不起了，但是忘了那「發心」的問題，即是只要用的

不是一個為大愛的心而去運用的話，有可能一時的結果是

不錯，但那些受影響的終究還是會反射回來的。而另一個

問題就是人好容易忘了自己的身體不是鐵做的，而忘了在

各方面的平衡與休息，於是要怎麼辦才可以認識並了解且

學習呢？這一次的小組讓我學到很多很多！雖然並沒有有

意識的天天去做，但我也有慢慢的讓自己靜心去更放鬆自

己去接納自己的本我，從而去找回自己……謝謝。嗯，很

感謝你開了這個小組，於當時剛好有點迷網的我而言，這

小組有點像是一點燭光一樣指引了一個方向讓我前進……

而之後我也慢慢的越來越了解自己，也慢慢的領悟了自己

需要跨越什麼了。我會加油的！！

Venus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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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明白我是誰，更清楚mission of life。更加明白我

和世界的連結。更正面、更有力量。更愛自己。發現原來

有一個non-local domain在影響所有人和物。更明白不可

強求，但要set 好目標。更宏觀、更有方法、能力達到zero 

point field（禪定）。得到有用的知識。是一個好好的整合

身、心、靈知識和本體的機會。多謝 Raymond！支持你的

發展和成長。你非常好。

陳立恆－商業

找到理想居所

Raymond 彷彿幫我開啟了意圖的門，每當我心中想起

了一個困難問題時，宇宙本體便會透過許多巧合性的事件

來幫我解決。本人參加此「業力計劃」課程後，我開始相

信宇宙本體的力量，開始通過生命自然流動及向宇宙感謝

意圖去想有一間寧靜、舒服、望海的屋。果然、在課程期

間，有幸經朋友租到一間很大的住所，而且真的十分通風

舒服，還是面對海的。這讓我不用擔心婚後的住屋問題。

Victor To－Project Offic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