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轉化的無限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瑜珈靜⼼心營 
2017年12⽉月 - 宜蘭- 台灣 

“⽣生命流轉不息，分分秒秒， 

         萬物都在改變當中， 

                    ⽽而最深層的轉變發⾃自內⼼心...” 

我們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去夢想，
去創造，甚⾄至終結⼀一切，決定放⼿手，那⼀一種
原⽣生與重⽣生的⼒力量。 

⽣生命是⼀一連串的轉化過程，看似陰晴圓缺，
充滿宿命，但是否真的如此？ 

「瑜珈」是⼀一⾨門古⽼老的⾃自我轉化科學。我們
將會在靜⼼心營中，透過瑜伽的智慧，包括七
個脈輪、⾃自然萬事萬物的三種本質等，⼀一起
探索「什麼是轉變？」，並覺知(Aware)、

接受(Embrace)，進⽽而積極開啟(Initiate)轉變
的⼤大⾨門。 

四天三夜，我們將在⼀一個依⼭山傍⽔水的宜
蘭鄉村，感受⾃自我轉化的深層⼒力量。 

主題: ⼀一個關於「改變」與「創造」的
瑜珈靜⼼心營 

時間: 4 天 + 3 夜 
2017年12⽉月14⽇日⾄至17⽇日(四、五、六、⽇日） 

地點: 宜蘭亞維儂民宿 
靜⼼心營餐點皆為素⾷食 

主辦單位:BE IN TOUCH 以及 Yun.Yoga.Portrait 

詳情與網上報名，請⾄至以下網站:  
www.yunyogaportraits.com 

九⽉月底前，早⿃鳥⼋八折優惠，趕快報名！

http://www.yunyogaportraits.com
http://www.yunyogaportraits.com


靜⼼心營特點 
在四天三夜的靜⼼心營裡，將以「⾃自我轉化的無限可能性」為主題。你將為更進⼀一步瞭解
改變的本質，並體現如何由內⽽而外創造改變的能量。 

- 「改變」的時間與空間                                                                                          
靜⼼心營活動與住宿地點位於宜蘭的望⻯⿓龍埤附近，步⾏行只需五分鐘，依⼭山傍⽔水，⿃鳥語花
⾹香，⼼心情舒暢。四天⾝身處全然不同的空間，讓⼈人靜⼼心沈澱。                           

- 「改變」根據古⽼老的瑜伽智慧                                                                                   
- 什麼是「改變」?                                                                                                      
- 覺察、接受與創造改變的可能性                                                                            
- ⽣生命七脈輪 (⾃自由解放與創造顯化的兩股⼒力量） 

- 「改變」以及其挑戰，從⾝身⼼心層⾯面(Psycho-Somatic)開始                                                                                     
- ⾯面對改變，我們會遇到怎樣的挑戰，以及如何善⽤用挑戰來幫助⾃自⼰己成⾧長                          
- 為什麼我們害怕改變？當我們主動改變⾃自⼰己⼈人⽣生時，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 「改變」，⼀一種⽣生命的⾃自然流動                                                                                 
- 脈輪⽔水彩靜⼼心，⼀一點⼀一滴，進⼊入內⼼心的世界                                                              
- 境由⼼心轉，改變的無限可能在於內⼼心，操之在⼰己。 

靜⼼心營時間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11am
抵達民宿，註冊開始 

7.30am
晨光瑜珈

7.30am
晨光瑜珈

7.30am
晨光瑜珈

2pm 
歡迎與簡介

9am
早餐

9am
早餐

9am
早餐

3pm
「改變」⼯工作坊 

10am
⼯工作坊(脈輪 + ⾝身⼼心體感
療癒)

10am
⾃自我探索活動

10am
⼯工作坊(脈輪 + ⾝身⼼心體感
療癒)

5pm
瑜珈流動

12.30pm
午餐

12.30pm
午餐

11am
分享

6.30pm 
晚餐

2pm
⼯工作坊(脈輪 + ⾝身⼼心體感
療癒)

2pm
⼯工作坊(脈輪 + ⾝身⼼心體感
療癒)

12.30pm
午餐

8pm
晚間分享Satsang

5pm
脈輪瑜珈

5pm
脈輪瑜珈

2pm
準備歸程

9pm
晚間靜⼼心

6pm
晚餐

6pm
晚餐

4pm
快樂歸途

8pm
晚間分享 Satsang

8pm
晚間分享 Satsang

*禁語



靜⼼心營主辦單位和導師

BARBARA PROBST 

Barbara Probst 來⾃自奧地利維也納，是阿育
吠陀按摩治療師、體感療癒治療師(Somatic 
Coach)以及瑜珈⽼老師。多年來從事⾝身⼼心治療
的⼯工作。她喜愛旅遊，透過瑜伽和靜⼼心，深
化對⽣生命的體驗。 

此次靜⼼心營，她將會以⾝身⼼心體感療癒的⽅方式
帶領⼤大家體驗瑜伽七脈輪和⽣生命本質的智慧，
覺知改變如何發⽣生，以及在改變中，我們的
⾝身體與⼼心理如何互相影響。 

⼤大家可參考以下網⾴頁或臉書，了解Barbara⽼老
師的經歷 
be-in-touch.at 
FB: BE IN TOUCH 

YUNYUN JUANG 

莊芸芸 來⾃自宜蘭，⺫⽬目前定居⾹香港。從事瑜珈
教學、攝影與藝術創作， 並把藝術相關的活
動帶⼊入瑜珈靜修營或⼯工作坊，例如攝影⼼心靈
地圖以及⽔水墨靜⼼心等。  

此次靜⼼心營，她將會引導⼤大家如何在瑜伽體
位法中平衡脈輪，以及利⽤用⽔水彩靜⼼心，來協
助我們加深內在轉化。 

⼤大家可參考以下網⾴頁或臉書，了解芸芸⽼老師
的經歷： 
YunYogaPortrait.com 
FB: Yun.Yoga.Portrait

http://be-in-touch.at
http://yunyogaportrait.com
http://yunyogaportrait.com
http://be-in-touch.at


宜蘭亞維農民宿 
美麗花園環繞，我們將會使⽤用其中⼀一棟，作為住宿以及活動場地。
http://ilanavignon.com/about.html  

望⻯⿓龍埤 
在這兒，你可以慢慢步、歇歇腳、喝杯咖啡或茶，或選購當地的時令蔬果！.

http://ilanavignon.com/about.html
http://ilanavignon.com/about.html


報名與靜⼼心營費⽤用  
2017年12⽉月14⽇日-17⽇日 

四天靜⼼心營 
(包括三夜住宿,第⼀一天晚餐、第⼆二天與第三天早、中、晚餐，第四天早、中餐) 

1) 單⼈人房(⼀一張⼤大床） 
	 	 1 ⼈人 	 	 HKD 4400(早⿃鳥)/5500(全價) 每⼈人  
	 	 	 	 TWD 16800/ 21000 

2)  雙⼈人房(1⾄至2⼈人，⼀一張⼤大床，可加簡易床墊)  
1 ⼈人 	 	 HKD 5200(早⿃鳥)/ 6500(全價) 每⼈人 

	 	 	 	 TWD 20000/ 25000 
 

2 ⼈人同房	 HKD 3200(早⿃鳥)/4000(全價) 每⼈人 
	 	 	 	 TWD 12400/15500  

3)  雙⼈人房 (2⾄至3⼈人，⼀一張King-Size ⼤大床，可加簡易床墊) 
	 2 ⼈人同房 	 HKD 3600(早⿃鳥)/ 4500(全價) 每⼈人 
	 	 	 TWD 14400/ 18000 

	 3 ⼈人同房	 請聯繫我們，以便提供價格 
 
4)  雙⼈人房 (2⾄至3⼈人，⼀一張King-Size ⼤大床，可加簡易床墊) 

	 2 ⼈人同房	 HKD 4000(早⿃鳥)/ 5000(全價) 每⼈人 
	 	 	 TWD 15600/ 19500 

	 3 ⼈人同房 	 請聯繫我們，以便提供價格  

四天⼯工作坊 
(不包含住宿。包括第⼀一天晚餐，第⼆二天與第三天中、晚餐，第四天中餐) 

1) 無住宿 
	 	 1 ⼈人 	 	 HKD 2560(早⿃鳥)/3200(全價) 每⼈人  
	 	 	 	 TWD 9600/ 12000 

早⿃鳥⼋八折優惠 
僅⾄至九⽉月三⼗十⽇日⽌止，
名額有限，敬請趕快

報名！ 



報名⽅方式 
請⾄至以下連結，填寫網上報名表。 

https://goo.gl/forms/KxCDr1s6xLbOpHN93 

進⼀一步查詢，請聯絡地區負責⽼老師： 

台灣 / ⾹香港/其他亞洲地區: 
莊芸芸 Melinda Juang (+886 987891512 / yunyunjuang@gmail.com) 

Line: YunYunJuang  
Wechat:MelindaJuang 
Whatsapp:+852 92275963  

因為芸芸⾧長住在⾹香港，若⼀一般查詢，請盡量以電郵 email, Line, 
Wechat 或 WhatsApp來聯繫。 

歐洲/亞洲以外國家: 
Ms. Barbara Probst (+43 650 3662331 / hello@be-in-touch.at) 

Skype: ba.probst  
FB: BE IN TOUCH  
Whatsapp:+43 650 3662331  

因為Barbara⽼老師住在維也納。請利⽤用電郵email，whatsapp或Facebook 連繫。 

備註： 

1) 以上價格單位皆為「每⼈人」，且不含交通接駁費。交通費⽤用將以實際安排與分攤後，實⽀支實付另計。 

2) 靜⼼心營餐點皆為素⾷食，若有特別飲⾷食需求，敬請提前通知，我們會盡量安排。 

3) 匯款銀⾏行⼾戶⼝口資料將會個別通知 

4) 本靜⼼心營會投保旅遊保險。

https://goo.gl/forms/KxCDr1s6xLbOpHN93
mailto:yunyunjuang@gmail.com
mailto:hello@be-in-touch.at
https://goo.gl/forms/KxCDr1s6xLbOpHN93
mailto:yunyunjuang@gmail.com
mailto:hello@be-in-touch.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