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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梵达介绍会，是持有执照的阿梵达领袖私人召开的讨论会。一开始是阿梵
达教材作者哈利·帕尔默的五分钟演讲，然后在领袖的引导下进入对信念、注
意力、意志力、创造源头和慈悲的探索。会提供给你几个练习，让你具体真实
地体验到阿梵达工具。 

这是你通往个人开悟的第一步。联络一位阿梵达领袖，今天就安排一个听免
费介绍会的时间。

联络给你这本手册的阿梵达领袖:

你想找到心灵的平静吗？
你想创造一个鼓舞人心又
心满意足的人生吗? 

现在就来体验
阿梵达! 免费

Chin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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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梵达成果网站 
个人故事以及阿梵达学员的领悟 

每次阿梵达课程后，星边公司都会收到许
多学员的来信，他们在信中分享了他们的新
领悟、爱、谢意、感激和支持。 

在星边公司收到的超过50万份的学生信函
里，我们摘录了一小部分，你可以在网站上
读到。 

什么是阿梵达? 
 

根据大多数毕业生的反馈，阿梵达是
市面上最强有力、最纯粹的自我发展课
程。通过一系列的体验式练习，它能让
你重新发现自己，并让你的意识和你想
达成的目标结盟起来。你将会经验到你
自己的独特领悟和启示。没有人会告诉
你，你应该相信什么，或者你是谁。完
全由你自己来发现你自己。 

• 你想摆脱让你不快乐的旧限制吗?

• 你想让你的信念跟你想实现的目标结
盟吗?

• 对于自己经营人生的能力，你想要更有把握吗?

• 你想要经验一个更高层次、更智慧、更平和的自我吗?

• 你想要超越人世的悲伤与挣扎，看到它们本来的样子
吗?

• 你想要经验传统上称之为“开悟”的意识状态吗?

阿梵达就是为你准备的。

一位阿梵达学员是这样说的……

 
阿梵达团体相信，通过提升人类的意识，我们可以

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一次提升一个。阿梵达课程跟

这个目标是结盟的，它是一个为期九天的非宗教性课

程，可以让一个人与他真实的灵性自我重新连接。 

 
接着，在这个课程里，学生会发现他们生活中的事

情、问题和顾虑的源头，学到各种方法去解决和消除

这些事情、问题与顾虑，从而获得创造自己想要的生

活的能力。这就是清醒生活。 —R. S.

哈利·帕尔默 
阿梵达教材作者

想
知

道
更

多
？

来自课程学员的分享: 
• 阿梵达帮我找到了勇气，踏入光明中，

被世界注意到，并找到那个我进入这
个世界要成为的人。 

• 我修正或终止了我生命中的那些默认模
式。 

• 我发现解除固着注意力创造了放松。 

• 我发现了属于我个人的一桶金矿。 

• 我现在能跟我爱的人以一种非常不同
的、更亲密的方式相处了。 

• 我得到这些工具，清除了伪装，向自己
呈现真正在玩的游戏。 

• 我理解了我一直在做的事，认领它，终
结它。 

• 阿梵达工具创造了一个空间，允许事情
在其中自然转变。 

• 有了阿梵达，你能够发现你生命中的那
些模式，它们一直让你远离你的真正
本性，限制你的成长。 

• 我很振奋地搞清楚了自己是谁。 

• 在服务他人之中，我
从痛苦与绝望转变为
充满喜悦和目标。 

• 我打破了受害者模式。

WIA-Chinese-Simp-2019.qxp_What Is Avatar-tabbed  9/18/19  10:40 AM  Page 2



什
么

是
阿

梵
达

？阿梵达是怎样工作的?  
阿梵达为你配备了各种工具，你可以使

用它们，刻意重新架构那些形成你生命
模式的信念。 

实际上，你自己的信念，对你的存在
有最强大的影响力。它们决定了你感
知什么以及怎样感知；它们影响你的
想法、你的期待以及你的行为。它们
塑造了你的个性。它们甚至影响你行
为的结果，影响其他人如何理解你、回
应你。 

阿 梵 达 协 助 你 探 索 你 存 在 的 
“舞台背后”，协助你发现未经检视
的、无意识持有的信念，正是这
些信念导致了你现在的人生。 

 
 

什么让阿梵达与众不同?  
阿梵达没有提供你另一套指导生活

的信念，而是唤醒你本来就有的创造
和消除信念的能力。运用这个技术，
你可以根据你决定的蓝图重新架构你
的生活。 

 
 

为什么我需要阿梵达?  
没有阿梵达的训练，人们内心最深处、

最排斥的隐晦信念就会驱动他们，操纵他们的
生活。想象一下，那些你害怕的、最不喜欢、最
被其席卷的人，却在自动影响你90%甚至更多的
决定。那就是缺乏阿梵达训练的生活。 

 
 

我能从阿梵达课程学到什么?  
三阶段课程的目标是，指导你探索你自己的信念

系统，为你配备一套工具，去改变你想要改变的。
阿梵达课程打开了一扇窗，让你看见自身意识的内
在工作。 

这个课程，教授的是世界讯息（体验式的），而
非文字讯息（智性的）。因此，它需要一个受过训
练的阿梵达领袖来引导你进入早已存在于你意识中
的实际讯息。

阿梵达电子报 
探索和了解你的信念与你的经验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研究“人”不久以后，就清楚
地发现——很多人都忘了，他们才是
自己生命最有主宰权、最全知全能的
创造者。我们看到，人们无知无觉地
为自己创造了痛苦和折磨，然后试图
解释这些痛苦，认为是宇宙强加在他
们身上的。我们看到，人们压缩自己
的创造力，怨天尤人，或者低声向生
活中满布的恐惧和伤痛讨饶。在阿梵
达教材研发的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转
折点是发展出了一种技术，能够证实

一个人所经验到的世界完全是他自己
的意识塑造的，而不是相反。显示的
结果是，这个技术不但能成功重塑你
的意识，而且你的意识塑造下的现实
经验也会随之改变。 

阿梵达永远终结了过往心理治疗和
宗教意识形态所欠下的债，确认了人
类精神的创造潜能。这就是阿梵达的
时代。请在TheAvatarTimes.com上
订阅免费的阿梵达电子报。

其他网站 
更多了解你自己以及你创造出来的周遭世界

TheAvatarCourse.com 
想对阿梵达课程有更多了解吗？这个网站就是

合适的起点。你可以下载阿梵达教材作者哈利·帕
尔默的文章，可以收看阿梵达视频，订阅免费的
阿梵达电子报，联系一位当地的阿梵达领袖。 

 
AvatarEPC.com 

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找到关于阿梵达课程、
阿梵达视频、免费下载资料、国际阿梵达网站以
及学员观点等等的全部链接。 

 
AvatarBookstore.com 

想要一本《清醒生活》？想找哈利《生命的挑
战》的演讲DVD?这个网站上都是阿梵达的出版物
和各种产品。 

 
AvatarJournal.com 

阿梵达期刊是免费的网上出版物，主要刊发的
是哈利充满洞见的文章，涉及对意识的本质、快
乐、信念等等的探索。

facebook.com/AvatarCourse 
facebook.com/CompassionProject 

twitter.com/Avatar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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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的阿梵达充电升级版套装，
是四本国际畅销书，由阿梵达教
材的作者哈利·帕尔默撰写。 
《清醒生活》1987年，哈利概述

了一系列有趣的心理程序。如果正
确采用这些程序，它们会解开很多
更为深邃的人类意识之谜。这本书
记录了阿梵达的发现和发展，为参
加阿梵达课程的学员搭建了舞台。 
《再现人生》“再现人生”指的 

是，从旧创造物中脱身而出，返
回觉识。《再现人生》工作手册中的30个练习，指导你探索你自身意
识的内在运作。 
《阿梵达的道路：我们的来时路》这本书不仅仅是把一些故事和观

点集结成册，更是一个自我演化的复�过程，它将转变你的思考方 
式。你，非凡的探索者，将开始觉醒为创造源头。 
《阿梵达的道路2:密意单传》此书节选自高阶阿梵达教材。它们是

涉及不同主题的小片段，并非完整的阐释，其目的是引发读者的思 
考。阅读的顺序几乎不必在意。有些片段是一个整体，比如，创造性
研究、存在的领域以及人际关系的部分。另外一些则是比较独立的片
段，你需要自己把它们跟整体结合起来理解。 

• 这些书籍是第一阶段阿梵达课程会用到的内容。 
 
除了哈利的著作，充电升级版套装还包含：小册子《开始收复你的

人生：十个你今天就可以采取的行动》，一些你可以怎样用阿梵达课
程提升生命的资讯以及免费收看哈利视频的链接。 
保证: 如果你对套装并非完全满意，可以退回书籍，获得全部退款，

保留其余当作我们送你的礼物。阿梵达充电升级版套装49.95美元，
国内运费9美元，国际运费30美元。 
订购: 请打+1-407-788-3090，联系你当地的阿梵达领袖，或者登

陆www.AvatarBookstore.com

探
索

阿
梵

达准备好提升你的生命了吗? 
从充电升级版套装书籍开始!

阿梵达课程 
 
第一阶段: 再现人生工作坊 
涉及的意识层面：信念、现实、意识 
 

第一阶段的阿梵达课程，针对信念和现实的关系提出了某些观点。
这些观点会受到各种测试和检验（通过团体讨论或个人探索），从而
你可以自己来决定这样的关系实际上是否存在。 

第一阶段的练习，带你来到意识的舞台背后，一窥你为你自己的生
命建构的意识蓝图。这个旅程最后会让你和更深、更慈悲觉醒的自我
建立亲密连接。 

第一阶段是为期两天的工作坊，价格实惠，容易负担。它包含了许
多资讯、示范以及体验式练习，你将认识到清醒生活的无限可能。学
费2000元* 

 
 

第二阶段: 体验式练习 
涉及的意识层面：创造、认知、经验 
 

第二阶段的阿梵达课程，着重发展你的创造能力，让你能够创造出想
要的现实。更深地进入你自己的心理架构，你会深刻体悟到为什么你生
命的某些面向让你不满意，你又可以做些什么来修正它们。你自我的某
些部分曾是你最大的敌人，但你把它转变成了提供指引的益友。 

自我毁伤的信念被曝光了，它们不再继续伤害你。压力没有了，取
而代之的是一个放松的觉识。 

你学会如何不带评断、隔离或扭曲地经验现实。第二阶段通常需要
4-5天的时间来完成。学费4000元* 
 
 
第三阶段: 处理程序 
涉及的意识层面：自我认同、存在、觉识 
 

第三阶段的阿梵达练习，着重发展你的消除能力，让你能够消除一
些现实，它们在你以创造源头的身份运作时如同隐形的礁石和障碍一
样影响着你。一位阿梵达领袖会带领你完成一个启蒙程序，这个程序
让你知道并且让你有能力消除这个物质宇宙里最根本的一些信念架构
（之前是隐晦的）。 

接着，你会独自完成一些处理程序，让你能够消除一些身体感受、
人际冲突、依赖、限制、持续存在的状况、强迫性行为以及他人的信
念（无须言语或争辩）。 

当你能够从创造者的观点管理你存在中的任何困扰，你就达到了一
种生命境界，人称“阿梵达”。 

第三阶段，通常需要2-4天来完成。学费10000元* 
 

*此为人民币定价；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定价。

网上有更多资讯 
书籍、DVD和更多来自哈利·帕尔默的分享。 

登陆 www.AvatarBookstore.com.

$49.95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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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能够从创造者的观点管理你存在中的任何困扰，你就达到了一
种生命境界，人称“阿梵达”。 

第三阶段，通常需要2-4天来完成。学费10000元* 
 

*此为人民币定价；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定价。

网上有更多资讯 
书籍、DVD和更多来自哈利·帕尔默的分享。 

登陆 www.AvatarBookstore.com.

$49.95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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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么

是
阿

梵
达

？阿梵达是怎样工作的?  
阿梵达为你配备了各种工具，你可以使

用它们，刻意重新架构那些形成你生命
模式的信念。 

实际上，你自己的信念，对你的存在
有最强大的影响力。它们决定了你感
知什么以及怎样感知；它们影响你的
想法、你的期待以及你的行为。它们
塑造了你的个性。它们甚至影响你行
为的结果，影响其他人如何理解你、回
应你。 

阿 梵 达 协 助 你 探 索 你 存 在 的 
“舞台背后”，协助你发现未经检视
的、无意识持有的信念，正是这
些信念导致了你现在的人生。 

什么让阿梵达与众不同?  
阿梵达没有提供你另一套指导生活

的信念，而是唤醒你本来就有的创造
和消除信念的能力。运用这个技术，
你可以根据你决定的蓝图重新架构你
的生活。 

为什么我需要阿梵达?  
没有阿梵达的训练，人们内心最深处、

最排斥的隐晦信念就会驱动他们，操纵他们的
生活。想象一下，那些你害怕的、最不喜欢、最
被其席卷的人，却在自动影响你90%甚至更多的
决定。那就是缺乏阿梵达训练的生活。 

我能从阿梵达课程学到什么?  
三阶段课程的目标是，指导你探索你自己的信念

系统，为你配备一套工具，去改变你想要改变的。
阿梵达课程打开了一扇窗，让你看见自身意识的内
在工作。 

这个课程，教授的是世界讯息（体验式的），而
非文字讯息（智性的）。因此，它需要一个受过训
练的阿梵达领袖来引导你进入早已存在于你意识中
的实际讯息。

阿梵达电子报 
探索和了解你的信念与你的经验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研究“人”不久以后，就清楚
地发现——很多人都忘了，他们才是
自己生命最有主宰权、最全知全能的
创造者。我们看到，人们无知无觉地
为自己创造了痛苦和折磨，然后试图
解释这些痛苦，认为是宇宙强加在他
们身上的。我们看到，人们压缩自己
的创造力，怨天尤人，或者低声向生
活中满布的恐惧和伤痛讨饶。在阿梵
达教材研发的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转
折点是发展出了一种技术，能够证实

一个人所经验到的世界完全是他自己
的意识塑造的，而不是相反。显示的
结果是，这个技术不但能成功重塑你
的意识，而且你的意识塑造下的现实
经验也会随之改变。 

阿梵达永远终结了过往心理治疗和
宗教意识形态所欠下的债，确认了人
类精神的创造潜能。这就是阿梵达的
时代。请在TheAvatarTimes.com上
订阅免费的阿梵达电子报。

其他网站 
更多了解你自己以及你创造出来的周遭世界

TheAvatarCourse.com 
想对阿梵达课程有更多了解吗？这个网站就是

合适的起点。你可以下载阿梵达教材作者哈利·帕
尔默的文章，可以收看阿梵达视频，订阅免费的
阿梵达电子报，联系一位当地的阿梵达领袖。 

AvatarEPC.com 
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找到关于阿梵达课程、

阿梵达视频、免费下载资料、国际阿梵达网站以
及学员观点等等的全部链接。 

AvatarBookstore.com 
想要一本《清醒生活》？想找哈利《生命的挑

战》的演讲DVD?这个网站上都是阿梵达的出版物
和各种产品。 

AvatarJournal.com 
阿梵达期刊是免费的网上出版物，主要刊发的

是哈利充满洞见的文章，涉及对意识的本质、快
乐、信念等等的探索。

facebook.com/AvatarCourse 
facebook.com/CompassionProject 

twitter.com/Avatar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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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梵达成果网站 
个人故事以及阿梵达学员的领悟 

每次阿梵达课程后，星边公司都会收到许
多学员的来信，他们在信中分享了他们的新
领悟、爱、谢意、感激和支持。 

在星边公司收到的超过50万份的学生信函
里，我们摘录了一小部分，你可以在网站上
读到。 

什么是阿梵达? 
 

根据大多数毕业生的反馈，阿梵达是
市面上最强有力、最纯粹的自我发展课
程。通过一系列的体验式练习，它能让
你重新发现自己，并让你的意识和你想
达成的目标结盟起来。你将会经验到你
自己的独特领悟和启示。没有人会告诉
你，你应该相信什么，或者你是谁。完
全由你自己来发现你自己。 

• 你想摆脱让你不快乐的旧限制吗? 

• 你想让你的信念跟你想实现的目标结
盟吗? 

• 对于自己经营人生的能力，你想要更有把握吗? 

• 你想要经验一个更高层次、更智慧、更平和的自我吗? 

• 你想要超越人世的悲伤与挣扎，看到它们本来的样子
吗? 

• 你想要经验传统上称之为“开悟”的意识状态吗?

阿梵达就是为你准备的。

一位阿梵达学员是这样说的……

阿梵达团体相信，通过提升人类的意识，我们可以

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一次提升一个。阿梵达课程跟

这个目标是结盟的，它是一个为期九天的非宗教性课

程，可以让一个人与他真实的灵性自我重新连接。

接着，在这个课程里，学生会发现他们生活中的事

情、问题和顾虑的源头，学到各种方法去解决和消除

这些事情、问题与顾虑，从而获得创造自己想要的生

活的能力。这就是清醒生活。 —R. S.

哈利·帕尔默 
阿梵达教材作者

想
知

道
更

多
？

来自课程学员的分享: 
• 阿梵达帮我找到了勇气，踏入光明中，

被世界注意到，并找到那个我进入这
个世界要成为的人。

• 我修正或终止了我生命中的那些默认模
式。

• 我发现解除固着注意力创造了放松。

• 我发现了属于我个人的一桶金矿。

• 我现在能跟我爱的人以一种非常不同
的、更亲密的方式相处了。

• 我得到这些工具，清除了伪装，向自己
呈现真正在玩的游戏。

• 我理解了我一直在做的事，认领它，终
结它。

• 阿梵达工具创造了一个空间，允许事情
在其中自然转变。

• 有了阿梵达，你能够发现你生命中的那
些模式，它们一直让你远离你的真正
本性，限制你的成长。

• 我很振奋地搞清楚了自己是谁。

• 在服务他人之中，我
从痛苦与绝望转变为
充满喜悦和目标。

• 我打破了受害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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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络

一
位

阿
梵

达
领

袖

或者登陆 www.TheAvatarCourse.com/nextstep 

或者把你的联系地址寄到 
国际星边公司地址: Star’s Edge International® 
     237 N Westmonte Dr • Altamonte Springs, FL 32714 • USA 
电话（美国）: +1-407-788-3090 • 传真（美国）: +1-321-574-4019 
电子邮件网址: avatar@avatarhq.com • 官方网站: www.TheAvatarCourse.com

©2019 版权所有。Avatar®、ReSurfacing®、Enlightened Planetary Civilization®、および Star’s Edge International®は、スターズエッジ
社の登録サービスマークです。アバターSM、リサーフェシングSM、覚醒した星の文明SM、 EPCSM、およびスターズエッジ・イン
ターナショナルSMは、スターズエッジ社がライセンスを受けたサービスマークです。全ての権利は同社が保有しています。
08.2019CHIN-S

阿梵达介绍会，是持有执照的阿梵达领袖私人召开的讨论会。一开始是阿梵
达教材作者哈利·帕尔默的五分钟演讲，然后在领袖的引导下进入对信念、注
意力、意志力、创造源头和慈悲的探索。会提供给你几个练习，让你具体真实
地体验到阿梵达工具。 

这是你通往个人开悟的第一步。联络一位阿梵达领袖，今天就安排一个听免
费介绍会的时间。

联络给你这本手册的阿梵达领袖:

你想找到心灵的平静吗？
你想创造一个鼓舞人心又
心满意足的人生吗? 

现在就来体验
阿梵达! 免费

Chin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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