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曲花藥國際證書課程
不一樣的身心靈自然療法課程，發現自己的心靈力量，擷取花藥的美妙歡欣

貝曲花藥
貝曲花藥療法係由貝曲醫生(1886-1936) 所創立，他發現了 38 種野外鮮花，浸潤在清泉水中，藉著太陽光的加
能，製成花藥，帶著正面、積極的力量，可以調和不同的過度負面情緒，例如恐懼、焦慮、抑鬱、孤單、自傲、
狂妄、憂傷等等，效果溫和，可以消除疾病的心因，回復身心靈的統合、和諧，重現生命的歡欣。
貝曲花藥療法學習容易，服用簡單，現為世界各地熱愛自然健康人士所喜愛。

課程特色
由當代花藥大師 Julian Barnard 提供資料及擔當顧問，資深成人自然醫學教育者 Rachel Carter 撰寫教材，已在英
國、日本、巴西等地，有超過 2000 位學員，今由華人地區最資深花藥導師黃偉德編譯及講授，配合全球獨有的
豐富的花藥植物影像，採用自主學習方法，讓同學得到最深刻的學習效果。
一、傳統人本方法
本課程透過傳統人本方法學習運用花藥，並不倚靠昂貴儀器，而是著重深入了解個人的情緒和性格。例如學習在
日常生活中對不同人的觀察，了解花藥植物的生態，分析個人的情緒經驗，以及學員之間互相分享經驗和討論。
藉著用心觀察、瞭解植物，由此去觀照人生的百態，並加深對每種性格、情緒的諒解，讓大家更由心底去接納自
己，愛自己。
二、圖片
本課的總監，花了三年時間，走遍英國各地，拍攝得 38 種花藥植物的大量照片，讓同學如置身英格蘭、威爾斯
鄉郊，可以近距離觀察各植物的生長形態，更立體的觀察各植物。花藥植物的外表和生態，跟人類情緒性格息息
相關。例如龍芽草生長在路旁，只要動物或路人走過時輕輕觸碰，它的種子便會依附在他們身上。這就像龍芽草
性格的人，善感而害怕獨處，常常找人陪伴。本課程豐富的花藥視像，是全世界的花藥課程中所獨有！
三、重點在學習，而非講學
上課非只被動灌輸，下課後即丟棄所學。本課程注重以實例講解作為輔助，由同學參與、自主學習，觀察、討
論、交流、經驗作主導，讓同學真正掌握。每位學員將會觀察、紀錄和分析自己和身邊朋友的性格情緒，仔細觀
看各花藥植物，組成個人學習檔案。
課程宗旨
追隨貝曲醫生的足跡，他在 1928-35 年間，走過英格蘭、威爾斯的鄉郊，尋找大
自然間的美妙花卉，用來治療種種的情緒的失衡。
貝曲醫生發現，病患者的性情，跟植物的特質，有很多的不謀而合。例如，治療
急躁緊張壓力的鳳仙花，可以在四個月內極迅速長至兩米高，種籽釋放時那股驚
人爆炸力，無不反映了它類同的治療特質。
課程中，你將會藉著貝曲醫生的最自然的學習方法，猶如置身英國的田園，觀賞每一種花藥的植物的花枝葉莖
籽，細看其生長的環境，同時反省自身的性格和情緒和成長，瞭解身旁的朋友，重而增強自省和覺悟，建立自己
對疾病、健康、療癒的洞見。
課程中，你將會逐步地組合成自己的研習成果，由照片、自省、觀察、討論、文字，發現大自然的深層的療癒力
量。

課程對象
z
z
z
z

渴望學習更關愛自己的男女
渴望幫助家人、朋友的父母、子女
追求心靈成長的人士
任何宗教信仰，不論有否任何醫學、心
理學訓練

z
z

敢於用誠用心，向自我尋索。
渴望在專業位置上協助他人的，例如是心理輔導
員、臨床心理學家、中西醫師、自然療法醫師、
芳香治療師、按摩治療師、美容師等等

證書
課堂出席率達 75%+，並以書面呈交之三個個案研究，或認可之研究文章，可得英國頒發之貝曲花藥國際證書。

首席導師(港、澳、星、馬地區)：黃偉德 Arden Wong
香港執業自然療法醫師，是華人社會中，首位開辦貝曲花藥課程的導師 (1996 年，與
利國棟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合講)，2002 年於台灣推出首部中文的花藥療法
作品，並於台灣首辦花藥應用課程，致力把貝曲花藥推廣到大眾去。
在順勢醫學方面，也是中、港、台少數曾接受專業理論及臨床訓練的順勢醫師，喜愛
用古典、人本的方法，強調用傳統直接觀察方法瞭解患者，作身心整體治療。
十多年來，黃曾為香港、台灣、馬來西亞多份報刊撰寫專欄。 黃偉德兩部著作：《吃的自然的吃》是市面鮮見的
綜合東、西方營養學的中文普及讀物 ，而《因為花藥，我學會了愛》介紹貝曲花藥的實際應用。
黃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工商管理學院，曾任職香港多間自然療法中心及健康食品店，後取得香港大學
之傳統中醫藥進修證書，於澳洲自然及傳統醫學學院完成三年全日制課程，取得古典順勢醫學文憑，畢業時並獲
得 「順勢醫學傑出獎」
（Excellence for Homeopathy Award / Warren Brauer Memorial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Naturopathy），後
再取得澳洲新英倫大學健康科學學士。
除順勢醫學及花藥外，黃偉德對東西方醫學有廣泛興趣，曾習傳統中醫學、古印度醫學、瑜伽、素食、斷食 、
陰陽平衡飲食法、尿療法等。黃偉德的志願，是採用溫和、安全、迅速的方法，為人減輕疾苦，把潛能發揮出
來。

教學助理：黃斯薇 Michell Huang
註冊教師，現職幼兒教育工作者，推崇自主教育理念，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學士、美國北肯德基大學文學士
(心理學／幼兒教育)，喜歡童書、繪本、兒童哲學，熱愛小孩子。

課程總監：Rachel Carter
《貝曲花藥心靈健康研習課程》之英文原課程，由麗楚-卡德女士 （Rachel Carter）策劃及編撰，她早年在東京教
授英語，後來與同事在日本成立了 Neals Yard Remedies，目的是希望大眾利用自然的醫藥紓解疾病，從而更認識
自己的身體，並學習為個人的健康負責。期間，她認識了貝曲花藥第四代傳人.Julian Barnard，開始合辦課程。後
來，卡德女士花了三年時間，走遍英國各地，拍攝了 38 種花藥植物的大量照片，設計好這個課程。

課程顧問：Julian Barnard
祖利亞-畢納先生(Julian Barnard) 是貝曲花藥始創者的第四代傳人 (Edward
Bach - Nora Weeks – Nickie Murry –Julian Barnard) , 1947 年生於英國泰晤士山
谷，自小熱愛植物，其家族與偉大植物學家 Henslow 及 Hooker 素有淵源，初
於牛津上學，後到倫敦建築學會受教育。
早年他得到貝曲醫生的《十二種療劑》 (The Twelve Healers)著作，找上在貝曲
中心的 Nickie Murray，由此得到重大啟發，後到澳洲追隨 Dorothy Hall 學習草
藥。畢納先生編著了當代多套貝曲花藥的最重要作品，包括：The Healing
Herbs of Edward Bach,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Bach, Bach Flower Remedies: Form & Function，近年更拍攝了多齣花
藥植物的小電影，畫面優美。
畢納先生是『貝曲教育計劃』(Bach Educational Programme) 主要始創人，自 1986 年以來，推動貝曲花藥的普及教育，
後來又成立 Healing Herbs，以貝曲醫生傳統方法，製造 38 種花藥，並供應到世界各地。
畢納先生熱愛藏書、養蜂、耕種。用貝曲花藥的特質來看，他少年時為鳳仙花，後漸轉成美洲赫頓草，深處卻是
紫金蓮。

貝曲花藥國際證書課程詳情
中上環 2008 年 9 月
首席導師 Principal facilitator：
黃偉德 Arden Wong BBA, BHSc, DipHom, CertTCM
開課日期 Commencement：
2008 年 9 月 23 日 逢星期二，晚上 18:45 – 21:45，共 12 節
23rd Sept, 2008.

Every Tuesday 18:45 – 21:45 for twelve weeks

地點 Venue：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222 號偉利大廈 11 樓（上環站 A1 出口轉右）
學費 Course Fee：
z
基本價 HK$10,880 (Basic)
z
組合價 HK$12,880 (Combo)
基本價包括(Basic)：
z
所有課堂及網上支援 all classes and online support
z
英國編寫之教材全套 (中文版)，約共二百頁 A set of learning text (~200 pages)
z
中文花藥書《因為花藥，我學會了愛》一本 A copy of “Flower Essences” (by Arden) or “A Guide to the BFR” by Julian
Barnard for English readers.
z
英國發出之證書 （課堂出席率達 75%或以上，並於課程完成後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習作。）
Certificate issued by UK ( 75%+ attendance and submission of assignment within 3 months after course)
組合價包括(Combo)：
z
基本價之所有項目 All items in Basic
z
花藥一組 （平裝 40 支 x 10 毫升）A set of flower remedy stock kit 10ml x 40
z
花藥明信片（40 張）一套 BFR Postcard x 1Set
z
急救花藥軟膏（25 毫升）一瓶 Five Flower Cream 25ml x 1
z
精選最優質的三本中文參考書：《巴赫醫師的人生教科書》(李穎哲著)、《巴哈花療法》(David Vennells)、《花
精與花魂》(崔玖／林少雯著) A set of 3 Chinese reference texts, or for English readers: “BFR: Form & Function” by Julian
Barnard)
z
德國製褐色玻璃瓶連滴管 20 毫升(十個) Amber glass bottle w/pipette assembly 20ml x 10pc
z
貝曲花藥精美海報（英文）一張 BFR Poster x 1
( 附加項目之現零售總值為 Total retail value at HK$3316 )
舊學員優惠：
如曾修讀黃偉德主持之六小時或以上的貝曲花藥課程，可扣減$1000。
及早報加優惠 Early Bird Special：
八月二十三日或之前報名及支付全款，可得 HK$500 折扣。
If you pay in full on or before 23rd August, 2008, you can a HK$500 special discount.
分期付款 Payment by Installments：
開課前先付學費之 60%，加手續費 HK$300，另於 11 月 4 日或之前支付餘款 40%。
Installment option: 60% of course fee plus $300 handling charge before course commencement, and the remaining 40% on or before
29th April.
查詢 All enquiries： 黃偉德 Arden Wong
電話 ：28159900
電郵|：arden@gentlemedicine.info

(revised 20080804)

貝曲花藥國際證書課程
報名表格 Enrollment
填妥表格後，請連同劃線支票抬頭『黃偉德自然醫學中心』，寄香港上環蘇杭街 99 號 嘉發商業中心 17A 室。如
空間不足，請另紙填寫。本表格資料絕對保密，只供導師設計更適合你之課程內容之用。 Confidential.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to help us design a better course for you.
姓名 Name：(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mobile
Other
Email
電話：(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ccupation
Date of Birth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閱讀：中／英

y

m
年

是否從事臨床治療工作？ 是／否， 如果是，平均每周
天，臨床經驗
Are you a clinical practitioner? Yes / No. If yes, average ____ days/week. In practice for

d Speak: Cantonese/ Eng Read: Chi / Eng
月
日
聽講：粵／英

年
years

並簡述要現時主要方法，例如是：中草藥 針灸 推拿 氣功 營養 西草藥 西藥 順勢療法 花藥 香薰 心理輔導 水晶 理療等
Could you briefly describe your main modalities, e.g. TCM, acupuncture, qigong, nutrition, aromatherapy, counseling, crystal, physiotherapy, etc?

主要教育及專業背景 Educational &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修讀課程 Attended Course

教育機構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獲發學位、文憑、証書 Certificate / diploma / degree

頒發機構 Issuing body

曾否參加貝曲花藥課程？ 主講者／機構？
Have you ever attended other Bach flower courses?

Facilitator / Organization?

對本課程期望 Your expectations 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費用 Fee： □基本價 Basic HK$10,880 (#1)

□ 組合價 Combo HK$12,880 (#2) (詳見另紙)

日期 Date：＿＿＿＿＿＿＿＿＿＿＿＿＿ 簽署 Sign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