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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梵達迷你課程
阿梵達迷你課程是一個機會讓你能夠觀看與感覺，阿梵達的練習是如何

增強與容易。把握這個機會，學習更多關於生命與你生活的方式—來經驗

一些阿梵達的練習。

心得報告的價值

心得報告是個結盟的技巧。它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寫的。它是下列

三個問題的答案：1）你本來打算做什麼？ 2）你實際做了什麼？ 3）發

生了什麼？

心得報告的價值是釐清你的企圖、行動與結果。你不需要依賴別人對你

的表現作評價（工作、計畫與任務等），你自己將會非常清楚，每個練習

是否達成了你想要達成的？是不是做得很正確？是不是做得很恰當？如果

你做某個練習的目的是想要去除某個情緒障礙，而實際發生的事情是你仍

然在那個情緒障礙裡，也就是說，這個練習根據你想要達成的目標來說，

可能沒有做完、做得不對或是做得不恰當。

任務聲名

阿梵達的世界任務是加速所有信念系統的整合。當我們

感知到我們之間唯一的差別只是信念的不同，而這個不

同是可以輕易地被創造或消除，對錯的遊戲將會終止，

一個共同創造的遊戲將會開展，世界和平將會到來。

教學者請注意：

星邊公司邀請您使用阿梵達迷你課程作為教導你的學

生的一組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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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管理進度表

目標:
探索和了解你的信念和經驗之間的關係。

預期結果:
新的領悟、重建個人現實、增加個人責任感。

指示:
完成下列進度表。

1 閱讀: 信念群 _________

2 閱讀: 存在的最主要困境：第一部分 _________

3 閱讀: 信念系統的歷史 _________

4 閱讀: 操作信念群 _________

5 練習一: 你庫存的信念 _________

6 練習二：你知道還是你只相信？ _________

7 閱讀: 存在的最主要困境：第二部分 _________

8 閱讀: 隱晦信念 _________

9 練習三：隱晦信念 _________

10 閱讀: 信念系統的順序 _________

11 心得報告 _________
在另一張紙上回答下列問題：
a. 你打算做什麼？

b. 你實際做了什麼？

c. 實際發生了什麼？

我們邀請你將心得報告寄到 avatar@avatarhq.com、傳真到美國 
407-788-1052 或是郵寄到國際星邊公司，237 N. Westmonte Dr, 
Altamonte Springs, FL 32714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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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管理

迷你課程:

信念管理

「你將它看成什麼，導致你覺得什麼是真的。你將它運作成什麼，導致你覺得自己能

做什麼。觀察與能力的不一致，因為每個人眼裡的它，各不相同，這導致⋯」

阿梵達智者課程講詞，1991

從某個存在的層次來看，是真實無誤的，換個個層次看，可就不一定了。從某個角度

看，是確切實在的，換個角度看，可就難說了。爭論、衝突、鬥爭，尤其是在宗教、哲

學與心理學的領域裡，多半是因為大家在不同的觀點層次上各說各話，而不是只有一方

的看法才對。

使得生命在某一個層級上產生蛻變的練習與程序，可能對另一個層級的存在毫無影

響。

除非了解觀察者的思考架構，否則我們不可能評斷他（她）的觀察是否確實。喝醉酒

的人看到的兔子的確是粉紅色的。

因為阿梵達的信念管理直接強調意識，運用意識，因此使用者可以自在的，在不同的

層次的存在裡進出。

我們可以將存在的類別、層次刻劃得更詳細。我們可以用感知的效果與確認（身體的

層級）來界定與分類；也可以用渴求與贊同（自我認同）分類，也可以用感知的體系與

方法（意識）分類。我們可以討論個人的現實、感覺的現實、觀念的現實，討論所有這

些現實的相同與差別，但是，歸根究底，無論任何存在的層次，他們都是由我們的信念

形成的。

信念是塗抹了色彩的鏡片，它將我們所想要經的，從所有的一切中篩選出來。

這個迷你課程將會探索你的信念和經驗之間的關係。

信念群

信念是强而有力的。信念對一個人成功或失敗的影響力，比任何的技術或機會還要 

大。信念決定一個人如何經驗生命。它們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阻力。

信念可以自我檢視與自我修正，它們對治癒、成就、鼓舞、探索是很有用的工具。 

但是那些主宰意識與不可侵犯而又看不見的教條式的信念，就是造成人類受苦受難的

根源。它們嚴重地限制了我們，甚至造成自我殘害。

人們可以管理他們的信念嗎？人們管理他們的信念將會對他們的現實造成任何影響 

嗎？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皆為「是」！

接下來的問題是，管理信念有多困難呢？你必須考慮到這個人的自我覺識、神智狀

況、意願或是動機以及他們所使用的方法。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使用自我檢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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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能夠跨越無底洞的

橋樑成千上萬，然而，每

一座橋都通向一個有一點

點不同的現實。

...那些主宰意識與不可侵

犯而又看不見的教條式的

信念，就是造成人類受苦

受難的根源。它們嚴重地

限制了我們，甚至造成自

我殘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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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個人都是神志清醒的。同時，有些教條灌輸的信念是被設計來保

護它們不被其他人檢驗，或是去懲罰任何質疑或是試圖改變它們的人。最

後，有些方法只是用儀式，以新的觀念取代舊的，而沒有提高個人的決斷

力。一個有效的信念管理，以上這些困難都必須考慮到。

在這個迷你課程中，你將學到信念的力量以及它們在你生活中所擔當的

角色。你也會學到辨識你自已以及他人的信念。最後，我們將介紹你一套

經過完整測試的方法（阿梵達）。它將提供你一套有效的工具來確認、評

估，在你的選擇下去改變那些塑造你生命的信念。

存在的最主要困境：第一部分

摘錄自1996年視野雜誌訪談

視野: 我想你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應該是：「什麼是阿梵達？」到底什麼

是阿梵達呢？

哈利: 阿梵達是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每一個現實。我知道這個說法很

不清楚，但是，對我來說，這是最真實的聲明。阿梵達處理創造物。根據

我的定義，所謂的創造物是指任何存在時間與空間裡，被界定的、有極限

的「東西」與覺識。這包括了宇宙以及包含在其中所有的東西。

因為大部分的人並不想涉及這麼深的層面－－包括所有一切的阿梵達，

因此，我通常會討論信念。人們有個直覺的認識，他們的信念影響著自己

的生活。生存的最大困境是不知道自己該相信什麼。這是每一個人都面對

的哲學無底洞。這個無底洞的名字就叫「我不知道」。不知道是一件很危

險的事。在這個無底洞的邊緣上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小販，各自銷售著不同

的信念。有些店家被歷史粧點出豪華的、神聖的外表。另一些店家則是一

部部由狂熱的宗教信徒所駕駛的公共汽車。

每個人都在銷售一套過程以及一張通往無底洞另一頭的真理之地的單程

車票。其實，能夠跨越無底洞的橋樑成千上萬，然而，每一座橋都通向一

個有一點點不同的現實。

柱子2: 新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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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組合式的文明和遲

早會整合成的開悟的地球

文明之間的困難是未經檢

驗的信念。

新
的

領
悟

阿梵達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過程是空白的，車票是雙程的來回票。

視野: 聽起來好像是拿信念來試車。

哈利: 這個說法很好，試完車以後，想回來，一點也不麻煩。

人們經驗自己的信念－－雖然，他們經常不相信自己居然會有這樣的信

念。

對有些人來說，最難的是區分什麼是自己真實的信念，什麼是自己偽

裝的信念。這兩種信念往往是很不相同的。

視野: 你的意思是我們不見得知道自己的信念，不見得會經驗那些以為

自己擁有的信念？

哈利: 是的。這就是積極思考的弊病。你可以在家裡的每一面鏡子前面

貼上一張條子，「我很高興我是我」，在吃每頓飯以前默念、誦禱半小 

時，但是，卻仍然無法經驗紙條上的信念。為什麼這個做法無法帶著你跨

越無底洞，直接進入你想要有的經驗裡呢？因為，你正在經驗另一個經 

驗。也許你手上的車票是「什麼都不能使我快樂」。這才是隱藏在正向、

積極思考下，促使你做一切事的真實動機。

信念體系的歷史

摘錄自故意生活

整部人類文明史，其實就是有影響力的人群如何創造新的信念，如何使

其他人群接受這個新信念的過程。每個政治活動，每個宗教，每個哲學思

潮的起點都是相同的；都是從相信一個簡單的信念而開始的。

這個啟蒙的信念，可能只是一個本能的感想。當這個感想越能夠引起注

意，便會有越多的人有相同的感想。感想的本身便一再的得到重複。看到

老虎趕快跑！否則牠可能會吃掉你！

當一個信念被反複引用時，它的地位就得到提昇，得到擴展。它變成了

知識；而知識往往被用來支持其他的信念。在叢林裡是很危險的。為什 

麼？因為那裡有老虎。

一整套的信念系統因此誕生，或者說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因此被構築。

信念體系可以說是逐步演化，逐漸沿革而成型的。但是，到底先有雞還

是先有蛋呢？我們是因為有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尋找答案呢？還是因為已經

有了答案所以必須製造問題？叢林的危險是因為老虎？或是因為我們對老

虎的看法？老虎之所以會有這種行為，會不會因為牠們知道我們對牠們有

這種隱藏的，沒有說白的期許呢？換句話說，是不是躲在幕後的溝通，才

是真正編導著天地萬物互動的主要黑手。幕後的溝通使我們互相依照彼此

對對方的期望而行動。而這個期望源自我們對彼此的看法、想法。

很不幸的是，當大眾還沒來得及提出這些質疑時，一些有心之士已經發

現信念體系的用處與價值。只要能夠使人們覺得這個信念是有必要存在 的

，他們就會願意為它犧牲一切，包括吃的，住的，甚至自己身家性命的安

信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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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2: 新的領悟

全。只要使人相信老虎是個可怕的掠食者！「如何對付老虎」（或者類似

的蛇、飢餓、經濟蕭條、死亡等等）就變成非常寶貴的信念。「見光必得

死」，看到老虎就必須立即射殺。如果老虎是頭溫馴的動物，那麼這個策

略便顯得很不合理了。

長久以來，一些人，一些家庭，一些宗族，甚至，包括一些政府機構往

往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刻意鼓吹某種型式的信念系統。在很多情況下，這

個特定的信念系統演變成整個團體的經濟基礎。因此，更大型的組織必須

創設，必須用它來促銷整個信念系統，而所謂的社會地位也被用來當作是

對這個信念系統的獎賞分配。招攬，網羅信眾的宗教因此誕生了。組織化

開始向無組織化徵稅。為了服務忠實信徒，建築、藝術與科學開始應運而

生。

接著，為了生存與壯大組織，「老虎」與「對付老虎」必須取得平衡。

解決方案一旦生效，就必須製造更具挑戰性的問題。當然，財源也就跟著

滾滾流入，然後又必須製造更大的問題。所以疾病、飢荒與人類的天敵取

代了我們對老虎的恐懼，催生了許多嶄新的信念。

戰爭開始爆發。當一個團體發現，因為相信這個特殊信念而擁有的權力

與威信，即將被另一個齊鼓相當的信念取代、侵蝕時，年輕人就開始在眾

人的苦心經營下，被灌輸很多的團體信仰。在信仰旌旗的高揚吹盪下，他

們踏上了疆場。任何詳盡的歷史研究，都再再的証明一件事：地球上一切

的爭端，都從信念開始。信念衝突的起點往往只是一個小小的口角。

在戰爭裡，我們很少強調採取那個信念，會擁有化較愉快的經驗。我們

只是一味的爭競誰的信念能夠存活。而信徒的狂熱程度往往決定了這個信

念的正確性。

戰爭是荒謬的。人類原本是為了保存信仰而發動戰爭，結果卻因為戰爭

而必須壓抑自我，必須鍛鍊更強的自我毀滅，結果，反而為自己帶來了比

敵人最厲害的武器還更具殺傷力的，摧殘自己的工具。法西斯主義，極權

領導誕生了。

信仰被加冕了。義務教育強行的將信仰灌輸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信

仰的重要性不斷的提高，高過其他一切的生命價值。任何人只要不願意冒

著生命危險，不願意為團體的最高信念奮戰，就是懦夫。

沒有任何的戰爭，比為「正確的信仰」而戰更殘酷，更無情了。當人們

猛烈的為神聖的信念奮鬥時，寬恕是不成立的。當一個人相信他（她）是

為了家庭的榮譽、國家的榮譽，甚至自己良心的平安、靈魂的救贖而不得

不消滅那個「信仰顛倒」的敵人時，慈悲憐憫便是天方夜譚。為了堅持這

個信念，愈多的頭顱被拋棄，愈多的熱血被澆灑，愈多的後代子孫便會愈

神聖的，愈深遠的堅持這個信念。

不止一次的，國家的信念，宗教的信仰，甚至連經濟的需要都成為世界

戰爭的合理藉口。然而命運捉弄人，光彩的勝利者，與羞辱的失敗者都有

著相同的結局，都化成風中無盡的噓唏與滾滾的紅塵。

忍耐也許是被教導的最重要的課題。

信念體系可以說是逐步演

化，逐漸沿革而成型的。

但是，到底先有雞還是先

有蛋呢？我們是因為有需

要解決的問題而尋找答案

呢？還是因為已經有了答

案所以必須製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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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管理

操作信念群
摘錄自再現人生

請想一想：「到底是你的經驗決定了你的信念？還是你經驗了你的信 

念？」

如果你認為你是因為經驗了宇宙才產生某些信念；意思是，因為這樣這

樣，所以，你才相信，那麼，你真正討論的主題是生存。你是在討論適應

事物、適應環境的能力。這種生活方式是防禦性的，而且是很低層次的在

使用意識。

一旦當你接受「你與世界的交手經驗創造出你的信念」，這個觀點便開

始懲罸你。它使你變成一個充滿過去的限制、不斷受到生存挑戰的受造 

物：一個狗咬狗的世界。

於是，你只好趕著做決定，決定哪個環境會使你喪生，決定你可以做什

麼來使你活得更久一點？突然，沒有任何的預警，一些菩薩出現了、一個

阿梵達出現了。他們走過你的生命，透過最純粹的相信，重組了現實。在

你認為你是誰的背後，在一切最深處的根源裡，一個新的「我」覺醒了。

站在新的「我」那裡，一切變得比較清晰，威脅降低。態度改變了，從

受苦的倖存者轉而成為一個充滿興趣的探索者。你開始建立連繄，你看到

反覆出現的模式。

你的信念決定了你的經驗嗎？

一開始人們懷疑這問題。它看起來太簡單了。接著好奇讓他們想多了解

些。是的，一旦相信某些事物，自然就製造了一個評量經驗的標準。他們

信仰某些道德價值。這是好的與那是壞的。對了，有時候道德價值會改 

變。因此你可能會享受到一些你現在不覺得享受的東西。

整個事情看來，你如何經驗宇宙也許跟你相信什麼與你如何敘述它有著

密切關係。而這就如同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一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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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信念決定了

你的經驗嗎？



練習X
柱子2: 新的領悟

練習一：你庫存的信念

目標: 決定你所擁有的信念具有傷害性或是幫助性。

預期結果: 新的啟發，重組個人現實。

指示:

關於自已，列舉三件你所相信的事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於人際關係，列舉三件你所相信的事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金錢，列舉三件你所相信的事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於政府，列舉三件你所相信的事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於工作，列舉三件你所相信的事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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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你自己的能力，列舉三件你所相信的事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於自己的健康，列舉三件你所相信的事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於你的家庭，列舉三件你所相信的事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於你的未來，列舉三件你所相信的事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每個你寫的信念後面，標註上這個信念為你帶來的是助力(助)或阻力
(阻)。

你將哪些信念

歸檔了？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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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X
柱子2: 新的領悟

練習二：你知道，還是你只相信？

一個信念對現實的影響程度，就要看你對這個信念的相信程度有多少。

「知道」意味著「懷疑」已經被克服了。

目標: 示範信念不同程度的力量。

預期結果: 經驗到明顯的改變相信程度。

指示一: 藉由說出下列句子來轉移你的相信程度從「信念階段」到「知道

階段」：

神是真的。

人都應該是自由的。

我很吸引人。

我能改進。

我決定。

指示二: 藉由說出下列句子來轉移你的相信程度從「知道階段」到「信念

階段」：

神是真的。

人都應該是自由的。

我很吸引人。

我能改進。

我決定。

指示三: 檢視練習一所寫的句子，決定它們在量表上相信程度的位置，

從1（懷疑）到10（知道）。

存在的最主要困境：第二部分

視野: 我怎麼才能發現自己真實的信念呢？在信念的百貨公司裡，我怎

麼知道自己買的是哪張票呢？

哈利: 最簡單的辦法是逆向操作，從你現在正在經驗的地方開始著手。

如果你現在正在經驗不快樂，百分之百，你手上那張透過信心，穿越無底

洞的信念是你會不快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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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找到自己真實的信念以後，你就可以透過阿梵達的技術來改變它。

這麼一來，你的經驗也就跟著改變了。除非你能夠發覺自己真正的信念，

否則，任何添加在真正的經驗之上的新信念都只能發揮很表淺的效果。

視野: 這是個很好的重點。我看過很多人在參加過一些工作坊與一些研

討會以後，為自己的生活與生命添加了一層新的信念外衣。然而，這麼做

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很長久的影響。

這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信念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哈利: 信念與事實的界限有時候是非常模糊的，尤其是當我們面對不是

純物質的世界的時候。

人們對於可經驗的事件通常有一些共同的認定。比如，樹木傾倒了。每

個人的腦海裡，都知道這句話的意思。這棵樹原本是直立的，現在卻翻覆

了。我們可以測量它是在那裡跌倒的，樹幹的木質有多強韌，樹木有多少

的年紀等等。沒有人會以單純的信心來衡量這些。你可以走過去踢踢樹。

這是真的。樹已經傾倒了。

一旦，開始問，「為什麼樹會倒？」，我們就得開始考慮什麼才值得相

信。

它的年歲大了，而且已經被腐蝕了。風太大，吹倒了它。這時神的旨 

意。這是一個訊號。這類的樹總是會翻覆的。這是惡鬼的行

動。這是空氣污染的結果。這是因為臭氧層太薄。這是因為

地球顫動的結果。這些都是信念。一但，你相信其中的一

個，自然地，你就一定能找到支持的證據。當時的風力是

每小時三十六點五英里，超過了樹 所能夠承載的。

接著，你問，「對了，那為什麼不是每棵樹都被吹倒呢？

為什麼風速是三十六點五呢？」

太陽層的溫度使得海洋與陸地之間的氣流不平衡。

接著你又說，「好，那又是什麼因素促使這個不平衡發生 的

呢？」

如果你感覺到還有任何一點點的疑惑，那就繼續地追根究底，一直到最

後，你一定會走到我們的無底洞，「我不知 道」的無底洞。

這個「我不知道」就是那個一開始使得我們問為什麼樹會倒的起頭，也

就是從這裡，一連串的信念開始被引發了。只要我們所創造的信念體系夠

長夠大，就沒有人能夠跑到盡頭，就不會撞上無底洞，那我們就會有所謂

的「科學」技術，能夠解釋為什麼樹會翻倒了。

視野: 到底樹會什麼會翻倒呢？

哈利: 最誠實的答案？我不知道。可是，不知道是很危險的。恐懼上 

升。恐懼催生了解釋。所以暫時就說是，我推倒了樹，藉這個機會我想說

點自己的看法。我是充滿企圖地這樣做的。

視野: 什麼看法？

哈利: 我的看法是，就在這麼一件單純的事件裡－－樹倒了，一整套 

透過信念所建立的現實就已經被架構出來了。一個包括風力與受力因素以

及太陽溫度等的現實。每一個正在經驗這個現實的人都擁有相同的基礎信

念。

除非你能夠發覺自己真正的

信念，否則，任何添加在真

正的經驗之上的新信念都只

能發揮很表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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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裡面時，每個現實都是無

限的，每個信念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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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另一些同樣重要的其他的現實也是存在的。比如，土壤的溼度以

及樹根的腐蝕。

有趣的是，那些經歷土壤溼度與根部腐蝕現實的人群可以很容易的告訴

那些經歷風力與受壓因素現實的人群，他們有一個信念系統－－一個不見

得能夠透過眼睛或腦筋偵測得到的現實。

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有一個很悲傷的小人，他清楚地知道所有人的現實都

是建構在信念之上。然而，他卻被自己所發現的真理羈絆住了。他從無底

洞的邊緣撤回，急急忙忙盡可能地解釋一切。當他願意將他自己的現實看

成是信念時，他就會找到真正的智慧。

視野: 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比喻。我的下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要，用

你的字眼，消除我的現實呢？

哈利: 你不需要。阿梵達沒有任何想要銷毀你的現實或信念的企圖。阿

梵達只是想要提醒人們，他們曾經而且可以再度成為自己現實的創造源

頭，同時，可能－－這是個關鍵字眼－－終結自己與某一個現實的關係，

進入另一個不同的現實裡。我們很少，如果有過的話，會永遠地被捆鎖在

某一個現實裡，無法改變。

視野: 所以在阿梵達裡，改變不改變完全由每個人自己決定？

哈利: 當然。唯一促使我們會選擇改變的理由是，當我們變得更有經驗

時，自然會產生一個渴望，希望我們的現實能更反映我們的新智慧。

你不需要將算數簿上的每一個習題做完，然後再做幾何。當你懂了，就

是時機了。這些數目配合上這些功能就產生這些的結果。懂了！該繼續往

前走了。

視野: 算術也是一個信念系統？

哈利: 是的，幾何也是。你所看到的任何的外在現實都是。這不是說你

不能將你自己整合進入某一個現實裡，學習基礎的信念，並且按照自己內

心深處的喜悅，遊戲其中。

只是不要太執著其中，一輩子都在算算術。

視野: 我連想到一句俗語，「一招半式闖江湖」。

哈利: 完全正確！使用阿梵達的目的就是使你不用再一招半式的過一

生。

視野: 我想我們都很熟悉一個點子--生命中的每一個事件或問題，都教

導了一些我們必須要知道的功課。現在是繼續往前的時候了。但為什麼是

阿梵達呢？

哈利: 你現在是要我創造一個信念系統嗎？好吧！我們現在相信，創造

並經歷現實只是所有生命潛能中的一種。而且，我們也相信，當我們完結

了對這些現實的探索以後。新的潛能會因此而被喚醒。

視野: 這段話在我聽起來像是真理。

哈利: 很好。那麼我們就暫時將它當成是真理，一直到我們學到所有

需要知道的，並且預備好繼續往下走為止。到那個時候，阿梵達會重新出

現。

視野: 這個觀點非常有趣。你的意思是阿梵達之所以會出現在這個時刻

柱子2: 新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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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人已經準備好進入下一個階段了？

哈利: 是的。我想很多人已經預備好，不但為自己也為整個人類文明，

承擔更多應負的責任－－充滿企圖地演化。當生命繼續演化時，生命自然

更多的整合，更少的壁壘分明。相反的，當生命變得更孤立、更執著、更

涇渭分明，就是崩潰。演化與崩潰是兩件事。

視野: 當我們說話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也許它是個信念。當然，

它是個信念。我們怎麼進行對話呢？所有的討論都是信念，對不對？我突

然領悟到這一點。

哈利: 沒問題。讓我們藉這個機會互相款待，而且相

信我們正在討論真 理。

視野: 沒問題。我願意相信－－我是充滿企圖地

相信！我突然懂了為什 麼你的書名叫做刻意、有

意、故意生活！我說到哪裡了？喔，我發現那些與

身體感受連結在一起的信念，通常會比另一些與身

體感受沒有連結在一起的信念更堅固、更真實，當

真實性開始降低時，我們便逐漸的移往感官的現實

信封邊緣。對不對？我們是在移往我們所經歷的現

實信封的邊緣嗎？

哈利: 這是個觀賞現實的好方法。

有一個故事是這麼說的；一個農夫將南瓜種放在

瓶子裡。南瓜愈長愈大，塞滿了整個瓶子，再也長

不大了。瓶子就是我們所能經歷的極限。當瓶子破碎

時，我們的現實就擴展了。

視野: 好，這樣我就有另一個問題。如果你的現實繼續一直的擴大，

那，你又如何從其中出來，創造另一個新的現實呢？你怎麼能夠往回走，

跨越無底洞呢？每當你衝破瓶子時，你不是一直在改變並擴大舊現實嗎？

哈利: 你說得很對。在那個現實氣泡的極限上，的確沒有出口。站在裡

面時，每個現實都是無限的，每個信念都是真的。這個由信念所創造的有

限的現實的回程票就在你現在所置身其中的地方；透過完全的經歷，這張

票一定能帶你回到起點，完全地經驗到你自己是這個創造物的創造源頭。

我說的不是責備，我說的是力量與能力。作為現實的創造源頭，你可以

將它開啟與關閉。當它被打開時，它是有極限的。當它被關閉時，你開悟

了。思索、揣摩、相信、其它等等，都是探索現實的工具。然而，它們卻

不能將現實關閉。只有經歷現實，才能將它完全關閉。

視野: 你所說的經驗到底是什麼呢？

哈利: 它比語言與理解更基礎。它是更多地在當下感覺，而非智性上的

理解。

13

信念管理



練習X

柱子2: 新的領悟

隱晦信念

你對隱晦信念的第一印象是，它絕對是真的。你會認為生命本來就是這

樣的。這就是我。看！這些都是證據。可是，有趣的事發生了：你發現，

能證明這個信念是真的證據是由這個信念本身所引發的。一個模式開始展

現了。

個人現實反映什麼是你真正相信的。這個也許永遠不會和你想你

所相信的相同。

當一個信念是隱晦的，你運做在其中而你卻不知道。隱晦信念很

少對我們是有幫助的。事實上，它們致命地衰弱你。我們接納大部 份

隱晦信念是在缺乏理性的情況下。而這些隱晦信念是充滿自我毀滅力 的。

發現隱晦信念的步驟是，先誘惑你自已將它們表達出來，然後退開來看

看你剛才說了什麼。隱晦信念通常被渇求做對所掩避了因此要發掘它們，

你必須願意讓自己受傷。

練習三：隱晦信念

目標: 發現隱晦信念。

預期結果: 新的領悟，氣質變化。

指示

發現隱晦信念的練習既可以兩兩一組做，也可以整個團體一起做。整個

練習可能需要重覆許多遍。

第一步: 引導或團體領袖問：「你想要改變什麼？」直到整個情況很清

楚 為止。

第二步: 一旦情況很清楚了，引導或團體領袖開始探索：

• 製造這個情況的信念。

• 使這個信念得到增强的經驗，意思是，使這個信念變得真實的經驗。

所以開始詢問：

(a) 一個人可能因為擁有什麼樣的信念，所以才會經驗(情況)？

(b) 他們怎麼證明這個信念是真的？

(c) 一個人還可能因為擁有什麼其他

的信念，所以才會經驗(情況)？

(d) 他們怎麼證明這個信念是真的？

(c)與(d)反覆地做，直到學員產生
新的領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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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系統的順序

第一類信念體系
第一類信念體系建構在恐懼、同情、不信任與仇視等等的情緒基礎上。

「你最好相信，否則‥‥」。兩種型式的信念使第一類的信念能繼續存在

著。

懷疑自己的信念就是缺乏自尊、缺乏自信的表現。如果這個人懷疑我們

的信念，他（她）就是與我們為敵，他（她）是被邪惡的動機所驅使。

第一類的信念，有意的削弱、戕害持有這類信念人的觀察、辨識與推理

能力。一旦持有人開始懷疑這類信念，他（她）往往就會被強迫的，以自

暴自棄式的補償與犧牲來賠罪。

除了少數人有非常強的依賴性，其他的人會逐漸的對這種持續地用製造

恐懼與借助情感吸引來進行操控的第一類信念反應冷漠。大部分的人，最

後是帶著對自己以往所行所是的羞愧，以及埋怨自己這麼輕易就上當的懊

悔而隨波逐流與放任遠漂。

第二類信念體系

第二類的信念體系之所以能存在，因為它們滿足人們的需要與不安全

感。它們是我們前面討論過的老虎問題的解答者與處理者。這類信念就是

所謂的社會風俗習慣；代代相傳不假思索的知識；它也是眾口鑠金與集體

認定的「事實」。相信這類信念的人通常認為人生無可避免的，必然要受

苦。他們對這點既不以為苦，也不覺得興奮。

持有這類信念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有這些信念。人們通常毫不猶豫接受

它們，安穩地在它們上面休憩。它們因此變成隱形的教條，導致了心靈感

應，促使人們一再地驗證、經歷這類的信念；這又更加強了人們對這類信

念的信仰，更加的信以為真，不假懷疑。那些不相信這些默契的人，很少

被當成博學多聞，或是刻意作對，他們不是被社會放逐，就是被認為已經

發狂了，發瘋了。

常見的是，至少在十九世紀，年輕的一代為了強調自己的獨立，處心積

慮的與他們的父母唱反調，反叛他們約定成俗的見解。不幸的是，這反而

使年輕人容易受誘惑，容易變成第一類信念倡導人的狂熱信徒。

第三類信念體系

第三類信念的根基是事實。信仰這類信念系統的人通常覺得自己是客觀

的，他們認為自己的信念是科學的、科技的，擁有一系列的客觀證據的支

持。

擁有這類信念的人容易沈溺在思考與辯論裡。即使只是讓他們學著去考

慮世界上有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觀點，往往也需要透過特別的安排：一

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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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2: 新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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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實驗
結果...

這就是命。

對我，事
情總是很
幁利。

叢林是不
安全的。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依照情緒反應來感

覺害怕、同情、不信

任、或恨意。故意地

阻礙信念的觀察、識

別、與解釋的能力。

表現出渴求與不安全

感來博取別人的支

持。對於不可避免的

苦難，表現出壓抑的

信念。通常有這類信

念的人是看不見他們

有這類信念。

相信合理的證據。擁

有第三類信念的人，

經常耽於思考與∕或

爭執。

擁有創造信念的企

圖。第四類信念建立

其它類信念的原則與

範圍。第四類信念通

常是暫時與可改變

的。

信念系統的順序

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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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



當我們對第四類信念系統有

著不同程度的不知不覺時，

第一、第二與第三類信念系

統便順勢而起，應運而生。

第四類信念為其他所有的信

念系統制定了遊戲的規則，

規範了活動的場地。

創造第四類信

念系統。

17

個能夠讓他們停止做判斷的環境，一個嚴格的紀律使思考終結。

一些精明能幹的第三類信念的信徒，不但能激發學生放棄第一、第二類

的信念架構，而且他們往往具有強烈的說服力，能夠引經據典的，提供「

事實」來支持那個所謂的「客觀」的，「真實」的信念。對他們來說，真

實的信念奠基在感官的衝擊（尤其是疼痛），經年累月的搜證，並且與是

否具有合乎邏輯的假設，關係密切。

換句話說，他們眼中的真實，透過檢驗，只是確認一些能預測、能重複

出現的因素。他們的基本假定是，無論人或事，只要能有些一致的，一貫

的表現，就有些真理在其中。

偶而，一個擁有這類信念的人，也會不再堅持只有自己才是唯一的對。

從一個新的觀點出發，他（她）發現一些所謂的事實，只不過是漂浮在很

多可能性中的一個單一面向的基礎信念。這時，一個人才開始真正的領悟

到什麼是思考模式。

這個狀況經常出現在參加「阿梵達」訓練的人身上。

第四類信念系統
第四類的信念系統是刻意製造的。為了能夠獲得嶄新的體驗，和全新的

觀點，並再一次的肯定自己的無限，一些人故意的創造了一些信念。這是

天神的信念系統。「阿梵達」就是屬於這類的信念系統。

當我們對第四類信念系統有著不同程度的不知不覺時，第一、第二與第

三類信念系統便順勢而起，應運而生。第四類信念為其他所有的信念系統

制定了遊戲的規則，規範了活動的場地。

第四類信念體系往往只是暫時的，變遷的。沒有所謂的不容置疑的、穩

如磐石的現實需要假借它們來反映。「阿梵達」的訓練就是為了協助人們

能夠刻意的創造、掌握，並愉快的體驗許多第四類的信念而設計的指導手

冊與工具。

相信第四類信念的人，他們將自己的信念與別人的信念都看成是經驗現

實的藍圖。

他們為了體驗而清醒地製造了一些信念。信念只是媒介，為了創造經歷

而暫時的被信仰。他們欣賞、珍惜並尊重不同的信念體系，但絕少為某一

個特殊的觀點而進行辯護。他們不斷的改變自己的信念。透過新的信念，

他們不斷的探索新的可能，經驗新的面向。

你想探索那種經驗？

信念管理

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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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悟的七根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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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當你準備好探索你意識裡面更深層的意識的運作，而且更熟悉那個你認為

是自己的創造物...⋯

與本地阿梵達領袖連絡，請到AvatarBookstore.com

網站，送電子郵件到Avatar@AvatarHQ.com

或者打電話407-788-3090。

訂購

探索其他六根柱子

阿梵達迷你課程

這本書是在家中自修的手冊。裏面有七個阿梵達迷你課程。這些迷你課

程讓你有機會去看與感覺阿梵達練習真的是很能增強與真的很簡單。利用

這個機會去學習什麼是生活與你如何生活–自已去做些阿梵達練習。

在「開悟的七根柱子」中的迷你課程是去探索

開悟的主要層面：

1. 覺察(管理注意力的基礎課程)

2. 新的領悟(信念管理)

3. 決心(基礎意志力)

4. 視野(創造界定)

5. 慈悲(寬恕是一種選擇)

6. 真誠(個人真誠)

7. 結盟(與基本生命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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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HE NEXT STEP

THEAVATARTIMES.COM
探索與了解你的信念與經驗之間的關係
哈利帕爾默，阿梵達教材作者，他創作了一個免費的26週的電子郵件系

列。它探索的主題像是：改進你的管理生命的能力，經驗到真實的快樂與

喜悅，兩個基本的方式去減少挫折，以及更多的。這新聞信已經翻譯成許

多不同語言。到AvatarTimes.com開始你的免費的阿梵達時間的訂閱。

AVATARRESULTS.COM
阿梵達學生的個人故事與新的啟發
每次課程結束後，星邊公司都會收到許多信函。阿梵達學生們分享他們

的新的領悟，愛，感謝，感激與支持。

在星邊公司收到的超過500,000封信的一小部份可以在這網站上看到。

THEAVATARCOURSE.COM
你探索最強而有力的自我發展的課程資源在這網站上

你想知道阿梵達道路嗎？這個網站是起點。你可以下載哈利的文章，觀

看阿梵達錄影片，登記獲得免費阿梵達電子信，與本地阿梵達領袖連結，

訂閱阿梵達期刊以及更多的項目。

AVATARJOURNAL.COM
擴展意識的新的領悟與工具

阿梵達期刊是一個免費的網上出版品。它刊載阿梵達世界的新聞與文

章。歡迎上網觀看好消息。

AVATAREPC.COM
貢獻開悟的地球文明

在這個網站你可以找到監製阿梵達課程的國際星邊公司的資訊。以及從

這兒可以連結到阿梵達其他網站。

AVATARBOOKSTORE.COM
阿梵達出版品與產品展銷處

想要與朋友分享一套故意生活與再現人生嗎？你在找哈利的生命的挑戰

的演講DVD嗎？或者你有興趣買愛珍惜人性的t-shirt嗎？ 這裡是阿梵達

出版品與產品展銷處。



開悟的七根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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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個當地領袖

想不想要更多地瞭解你自己和你所居住的世界？想不想更深入地探索

這個你認為是自己的創造物？那麼和阿梵達領袖連絡吧。全世界有成千

上萬個阿梵達領袖，一定有一個離你很近。將你的名字、地址和電話號

碼寄至：

國際星邊公司

237 N Westmonte Dr
Altamonte Springs, FL 32714 USA

電話: 407-788-3090 or 800-589-3767

傳真: 407-788-1052

e-mail: avatar@avatarhq.com

網站: www.AvatarEPC.com

讓我們知道你最方便的時間和可以連絡你的方法，一個擁有有效執照的領

袖會和你連絡。



誰是哈利帕爾默？

作家，老師，演說家，科學家，程式師，環保專家，生意人，心靈導

師，探險家－哈利帕爾默是一個真的文藝復興人。超過三十年，哈利在意

識演化的領域中擔任一個很顯著的角色。他的暢銷書，故意生活(目前有

19種語文版) 描述他個人發現的開悟，與推動高度被重視的全球性的工

作坊。這工作坊被稱為阿梵達課程。他崇高的目標是貢獻給開悟的地球

文明。這目標已經被成千上萬的人所接受。

帕爾默在這目標下的目的是教導大家一些有用的技術。依照他們自已訂

定的籃圖去改進他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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