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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奉献 

致证道学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散

布在全球各个角落的所有年轻证道

学者。  

愿这次聚会成为的青年运动可以为

TS的未来带来的潜力和可能性的灵

感。 

 

 

联系 WFYT： 

世界青年神智者联合会 

如果您是 TS 的成员 40 岁或以下，

并希望了解联合会，或积极参与，

请写信 给 info.WFYT@gmail.com 欢

迎您参加！ 
 

 

证道学会的使命： 

为人类服务，通过培养不断深入的理解和

实现不老的智慧。精神上的自我改造。和

所有生命的统一性。 

 

 

 

 

 

 

 

 



 

 

 

 

Nicoletta Boriello 

Sara Ortega van Vloten 

2022 年 6 月 3 日至 7 日，在荷兰 ITC 

Naarden 举行了一次主题为“踏上自我转型

之路”的青年证道学者国际聚会。这是自全

球大流行开始以来，首次有 40 岁以下的会员

面对面聚会。  

以“踏上自我转型之路”为主题的年轻证

道学者在 ITC Naarden（荷兰）举行。这是

自全球大流行开始以来，首次有 40 岁以下的

会员面对面聚会。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工作，来自 16 个国家

的 31 名与会者出席了会议：澳大利亚、巴西、

加拿大、哥伦比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

爱尔兰、意大利、墨西哥、荷兰、菲律宾、

新加坡、西班牙、瑞典和美国。我们很高兴

能够聚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因为观点和背

景的多样性丰富了结果，当所有人都以相似

的原因聚集在一起时。 

在 ITC Naarden，人们立即感到被大自然淹没，

因此建立了一个欢迎和安全的氛围，就像进入一个

脱离平凡世界的神圣空间一样，允许以如此深刻的

方式与其他参与者建立联系，真正和真诚地分享我

们的最高愿望，观点，好奇心，询问，问题等，以

及笑，唱歌和玩游戏。 

 

Pauline van Tol  

Tobia Buscaglione 

该计划的活动包括上午冥想，青年研讨会，青

年讲座小组，ITC 的志愿活动，以及与演讲嘉宾 Tim 

Boyd（TS 国际主席）和 Vicente Hao Chin Jr.（菲律

宾分会前主席）的会议。讲习班促进了参与和集思

广益，同时通过几个专题重点讨论这一主题：TS 的

未来和青年证道学者的作用;服务的不同方面和经验;

和艺术作为描绘自我转变过程的一种手段，包括一

个有趣的绘画会议，以创造性地说明我们的最高抱

负。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以便互动并能够一起分

享许多宝贵的时刻，包括丰富的对话和在空闲时间

欣赏一些音乐。体验几天的实践证道学，建立兄弟

情谊和友谊，以及在整个团队和谐地工作时感受到

深刻的团结感，这一点非常重要。所有这些都点燃

了新的和更强大的动力，责任感和愿意作为 TS 和我

组委会致辞 



们社区内的同事服务的意愿。 

 

 

 

 

 

所有参与者与蒂姆 · 博伊德和他的妻子莉莉合影 

与会者感言 

 
所有参与者都分享了他们的印象，以便我们的读者可以 

通过他们的记忆和感知来瞥见他们的经历 

 

Tobia Buscaglione 

Italy 

我想当时还是一月份，

我们开始为这个项目提

出一些想法，并计划一

个严格的时间表，休息

一会儿。在我看来我们

开始工作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小任务会变得

多么艰巨。我们运用了我们最好的技能，一起

工作，充满热情，想象在 ITC 的时间，并在聚

会开始之前设定关键点，通过实践来学习事情，

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我认为，作为组织

团队，我们的态度有点天真，但有效且富有成

效。  

除此之外，当我想到聚会时，最能形容我

的感受的词是“感恩”，我以最好的方式与所

有人分享了这一点，但是在某一点上，你知道，

言语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让心述说。所有参

加我们小冒险的人都有一个特定的角色，每个

人都很重要，不可或缺，完美。我们一起面对

着和谐的艰巨任务，变得比自己更好，让来自

团队和环境的其他人的教义到达，知道每个人

的真正老师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们里面，大

部分是隐藏的。  

我们开始相互了解，互动，通过组织一些小

事情，我们学到了一些小细节，这些细节可以

带来巨大的启示，我们只需要让它发生。有时

建立联系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这是自然界本

身最自然的习惯，我们既可以与此作斗争，也

可以选择坐下来观察，体验成长的过程。有人

说，没有必要要求某些事情，因为它们是在正

确的时刻自发发生的。  

我真的希望能够再次感谢所有人，一次一个

地点名，感谢那些倾听的人，那些提出问题的

人，那些支持我们并成为我们的主人的人，那

些滋养我们身体和灵魂的人，那些说服我们的

人，那些传播知识的人，那些生病但无论如何

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的人， 那些为了在一起而

面对恐惧的人，那些下雨的人，那些玩得开心

的人和那些累了的人，那些跳舞和唱歌的人，

甚至那些进行狼人杀[游戏玩法]。  

很荣幸能和你一起创造那个安全的空间，

我可以说，在每一个时刻，我都感到宾至如归，

即使在几个小时的工作之后也得到了休息，被

家人的爱所温暖（好吧，在晚上等待小偷，但

那是另一回事）。 

再见！ 愿原力与你

同在！ 

Rachel Mellado 



Australia 

年轻的神智主义者的聚会始于在纳尔登 ITC 超

现实的花园小径上散步，拥有大量的绿色植物

和被大自然柔和的声音打破的宁静。一行人在

描绘佛陀，度母和玛丽的雕像之间以及纪念花

园中沉默了片刻。承认整个场地的能量流动，

并为我们逗留的其余部分设定意图。当我们经

过小屋时，小组停下来向萨拉发送良好的祝愿

和治愈能量，不幸的是，在组织了整个会议之

后，她感染了 Covid 并被迫隔离了整个时间。

在 Besant Hall 喝完茶和饼干后，我能感觉到我

的眼睛因时差和从澳大利亚旅行的 20个小时而

变得沉重，并决定称之为夜晚。 

在会议的其余部分，我们将在 Besant Hall

或 Ashrama 会 面 ， 听 取 Tim Boyd，Vicente 

Hao Chin 和年轻证道学者成员的讲座和活动。

Tim 是一位出色的公众演说家，用富有表现力

的语言和脚踏实地的轶事吸引了他的听众。

Tim 认为，这个永远令人生畏的证道学，似乎

是一个不仅限于复杂想法和复杂单词的主题，

而更像是这些想法和单词对每个人的意义的融

合。Vic 的实践讲座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工具，

帮助我们每天导航生活，经常检查我们的情绪

健康，同时努力成为自信和积极的个体。  

阿伦德和彼得亲切好客，分享了他们作为

证道学者的青年故事，并促进了过去和现在的

中心活动。我们能够花一天中的一部分时间，

在 ITC 周围做志愿者，修好围栏线，收集木材

和在周边进行园艺。这段时间与其他年轻的证

道学者一起度过，充满了对话，交换了我们家

乡小屋的故事，并梦想着为更多年轻的证道学

者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由才华横溢的 Kabir 餐

饮店提供，在水晶厅享用营养美味的素食餐，

友谊开始绽放，想法和邀请被传播，笑声充满

了高高的天花板。 

青年领导的活动包括分组集思广益;青年人

参加小组会议;小组讨论小组会议;小组讨论小组

讨论小组活动; 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小组活动。

我们每个人所看到和希望的，都是证道学和年

轻人的未来。该小组全神贯注地倾听，来自世

界各地的成员分享了他们的经验，知识和发现;

展示证道学的许多方面，以及它对每个出席者

的意义。通过彼此分享和脆弱而形成的纽带丰

富了经验，表明全球各地都在努力建设更好的

生活，为团结和兄弟情谊服务。 

 

 

Andrea Corona 

Maldonado   

Mexico 

这是我第一次与年轻的

证道学者相遇，我并不

失望。我很高兴有幸访

问了纳尔登，被大自然和所有散发出的惊人能

量和魔力所包围;这种能量帮助我们建立了更多

的联系，并帮助我更加受到启发，充满了光明。 

我 带 给 我 的 很 多 东 西 之 一 就 是 我 们 在

Vicente Hao Chin Jr.的课程中学到的练习，它

帮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并与灵性联系起

来，在身体上，我会继续练习它。 

总的来说，我对这次经历和结识所有能够

联系的人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我希望与他们

保持联系并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此外，还要

特别感谢组织者为这次聚会付出的所有努力和

精力，并感谢纳尔登的所有工作人者保持这个

奇妙的地方。 

Salvatore Marrone  

Italy 

自纳尔登的惊人聚会以

来已经过去了十五天，

但有三件事仍然深深地

打动着我的脑海和心。

首先是当遇到来自世界

各地的这么多人，并在每个人身上发现那种纯

粹而热情的凝视时，令人惊讶。这种表情表达



了好奇心和开放性。惊讶地认识到我们都是寻

求者，参与对真理的同样追求。 

第二个是纳尔登的神智中心和维持这个地

方的美好人们。我清楚地记得从周围的森林中

涌现出来的美丽感，奇妙的树木和历史渗透到

每条道路和建筑物中。早上走过那些宁静的小

径是一种再生的体验。所有这些无价之美都是

由少数细心而尊贵的人维持和保护着，我打心

底的尊敬他们。 

第三个是与蒂姆·博伊德（Tim Boyd）的

会面，这出乎意料地坦率和非正式，但同时又

深刻而神圣。这让我瞥见了一个人在接触合一

的智慧时会有怎样的体

悟。 

Pauline van Tol  

Netherlands 

在巴西上一次青年证道

学者会议多年后，是时

候再次将来自世界各地

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在

纳尔登田园诗般的神智中心举行聚会。一个专

注于自我转变道路的会议，尽管从小组讨论中

很快就清楚了，自我转化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目

标，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展开我们内心真实

和神圣的过程。在其中，与他人的互动似乎对

于这种展开至关重要，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让我们了解我们如何将自己定位到这个世界上，

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  

 

根据我的经验，这次会议为与会者提供了

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探索我们作为一个人是谁，

甚至在 Vicente Hao Chin 的指导下，通过一种

称为“处理”的方法潜入我们自己未解决的部

分。在他的会议期间，我们被邀请放弃阻碍我

们前进道路的事情，并在我们对过去触发我们

的情况做出反应时变得更加自由。在我看来，

参与者被邀请进入的这种脆弱性水平只能通过

对彼此的信任感以及认识到我们在道路上遇到

一些需要解决或“释放”的障碍来实现。只有

认识到阻碍我们的东西，我们才能真正改变自

己。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个人的转变

也会影响他人。当我们的神性有机会更多地照

耀我们时，我们的光也会触动和改变我们周围

的人。我很感激你们每个人在这些日子里给我

看的光。我希望，除了形成一个兄弟情谊的核

心之外，我们还能共同形成一个光明的核心，

不仅改变我们自己，也改变我们周围更广阔的

世界。 

Kaio Giurizatto Utsch   

Brazil 

 渗透在这些相遇中的灵

感，善良和喜悦的感觉

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体验，

必须并且应该由每个仍

然有可能的人体验。我

认为青年会议激发了我们每个人最好的一面。

我们以后可以把自己这些更好的方面带回我们

的平凡生活。 

Clover Wu  

Singapore 

由于护照续签延迟，我

几乎无法参加 ITC 的青

年聚会，我几乎放弃了

及时获得护照的所有希

望。现在，我无法想象

没有参加过这次聚会，因为我对证道学服务的

热爱和承诺通过这次经历得到了更新和加强，

它对我来说变得如此珍贵。作为一群具有不同

背景的灵性寻求者，有着独特的人生故事和道



路，我们以如此多的理解，如此多的开放走到

了一起，自然而然地，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结合

在一起，认识到并使我们内在的灵性之光更加

明亮。我能够在爱和接受的氛围中探索和练习

自我转化，在那里我可以做我自己，而不必担

心变得很酷，知识渊博或有成就。当我们集思

广益地提出自我转变和服务的想法时，我们对

使证道学对年轻人更具包容性和实用性的热情

成为了最前沿，它真的激励和激励我将所有这

些想法付诸行动。  

我们通过对话相互了解，有时可以通过音

乐，志愿者活动以及游戏变成深刻的心与心的

交谈！ 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在最小的时刻也会

发生联系，比如牵手搂着橡树拥抱它，把沉重

的树干拖在一起，寻找歌词一起唱歌，仅举几

例我经历过。就好像在这些时刻，当我们凭直

觉看到彼此和独特时刻本身的神圣时，神奇就

发生了。Tim Boyd，Vic Hao Chin 和 Arend 

Heijbroek 通过分享他们的智慧，见解和支持，

给了我们宝贵的支持，对此我非常感谢。我对

这整个经历感到非常谦卑和振奋，这真的扩展

了我的爱的能力！我期

待着与大家一起服务。 

José Montes Cruz  

Spain 

我以前从未参加过 TS国

际会议。成为青年国际

的一员在纳尔登聚会，

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和美

妙的体验。我感觉自己被善良的灵魂包围着，

带着善意，充满了互相学习的动力。我认为这

是一次独特的经历，我可以遇到其他有相同目

标，生活关注点以及对走自我转变道路的主要

兴趣的人。  

与任何容易变得深刻的人开始对话都很容易。

这是一个宁静的地方。纳尔登 ITC 的人很热情

友好。  

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是一份礼物。我要感谢

TS，ITC Naarden 以及天地给我机会见面的所

有人。 

Elena Bessie Camplone  

Italy 

聚 会 在 纳 尔 登 美 丽 的

ITC 举行，纳尔登是荷

兰中心的一个迷人的地

方，郁郁葱葱的大自然

为强大的和平能量提供

了神奇的角落。 

我对这次旅行没有特别的期望，我只是非

常好奇地想知道一个新的世界。  

第一个演示圈立即揭示了以后会发生什么，

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联盟感和兄弟情谊，我们在

同一波长上。希望建立一种交流、分享意图和

经验的强烈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活动组织得很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彼此

深入互动。节奏在智力，精神，身体和有趣的

活动之间完美地表达出来。 

Vicente Hao Chin 引导我们进入自我意识

的世界，从倾听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开始，在实

践层面上向我们展示了通过观察自己来改变个

性的可能性。 

国际主席蒂姆·博伊德（Tim Boyd）欢迎

我们，以非正式和有趣的方式与我们分享他的

智慧，设法直接触及我们的心灵，传达了将自

己的身体和精神力量集中在建设一个更美好世

界的重要性，从他们自己的小孩子开始。 

中心的志愿活动是一个与大自然接触的机

会，大自然是我们的一部分，而不是与我们分

开，是丰富自己知识的最有力手段之一，教会

我们活在当下，这是唯一真实、无限和永恒的

时刻。 

         这些研讨会很有趣，组织得很好，甚至那

些有助于在我们参与者之间建立团结的研讨会。 



晚餐后，我们能够通过一起演奏和唱歌来

创造和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和谐。与每个人的和

谐都很强烈。我们生活在良知和觉知中的日子，

没有冲突，没有简单，把自己置于观察之下，

试图超越生活的双重方面，这反而使我们被限

制思想形式所束缚，对于自己和他人来说，我

们一直生活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是一体的。 

我相信这是一个珍贵的兄弟情谊的开始，

我将永远把这种美丽经历的魔力放在我心中一

个特殊的地方。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不能特

别感谢那些为实现这一魅力而付出努力的人：

Nicoletta，Pauline，Sara 和 Tobia。一千次感

谢您的承诺！  

愿那些日子的和平与安宁永远伴随着我们

的心。 

Seth Edwards  

United States 

 所有五天的国际青

年聚会充满了促进更深

层次了解的活动证道学

和纽带这些来自世界各

地的年轻证道学者之间

的联系。虽然这是大多数国际青年聚会参与者

首次见面，但自 2020 年大流行开始以来，许

多人一直在网上合作。 

与同一代人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走的时

光是一种无法言表的祝福。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一群聪明善良的人一起为超越我们自己更大的

东西而努力奋斗 - 这是神圣的。这次聚会值得

在到达那里的 6000公里旅程中的每一秒，形成

的纽带将持续一生。 

 

 

Catalina Isaza Cantor 

Colombia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在

练习阅读或写作之后，

曾经说过：“诗篇之后，

没有人会像以前一样回

来”......好吧，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有机会参

加纳尔登的年轻证道学者国际会议的人来说，

这可以翻译为：“纳尔登活动结束之后没有人

会像以前一样回来”。在与来自其他纬度的年

轻人一起生活了 5 天后，没有人会毫无改变的

回到这来。他们说，在完美的时刻，志同道合

的灵魂聚集在一起，事实上，这是一次志同道

合的灵魂，也许是孪生灵魂的聚会。 

就像梦想成真一样，经过几年的大流行和

通过 Zoom 举行的许多会议，我们中的一些人

可以直接在眼睛里看到彼此，给彼此一个大大

的拥抱。在这 5天里，来自 5大洲 4个州的 16

个国家的 31名青年有机会见面并重新建立联系。

建立和加强精神友谊的纽带，这种纽带基于一

种基本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是从对存在的意

义的追求和服务人类的可能性中编织出来的。  

在大自然和高振动（如纳尔登证道学中心）

中，一个神圣的地方是实现共融的完美环境，

它提醒我们，博爱是构建内部转变的基础，这

种转变反映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正是从内在

的运动、自我的转变中，我们创造了实现佛法

的可能性，并赋予了地球上这段经文以意义。

事实上，“踏上自我转化之路”这一聚会的主

题，是每一天、每一刻在一起以及所有官方和

非正式活动的焦点。  

这次聚会无疑是几个方面的变革性经历。

会 议 的 组 织 者 Sara，Pauline，Nicoletta 和

Tobia 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团队的成员，他们确

保每个细节都得到完美的规划。在两位嘉宾

Tim Boyd 和 Vicente Hao Chin 的讲座中，由年

轻人自己领导和设计的研讨会，正式和非正式

的讲座，围绕吉他和一些打击乐器的会议，角

色扮演，帮助维护 ITC 设施的志愿工作，接触



和观察自然，我们能够体验到灵性的各个方面： 

证道学在行动。  

分享来自不同地区的经验，新想法的可能

性，此外，能够与我们 TS 的国际主席进行几

次非正式会谈和问答环节，他一如既往地开放

和愿意，愿意倾听并重视年轻人的想法，这使

得有可能拓宽视野和外观，与我们对证道学和

TS 的承诺有关。这次聚会无疑是巩固世界青年

证道学者联合会复兴的重要一步，该联合会自

2021 年 9 月以来一直在 Zoom 平台的帮助下以

及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年轻人的在线参与下进

行。除了提出联邦宪法草案（经总统批准并得

到 TS 理事会的支持）外，还就联邦的使命达

成了协议：“激励寻求生命的寻求者社区”。

还创建了几个行动阵线，以使证道学的信息能

够传达给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  

与此同时，我们能够前瞻性地审视在我们

所属的不同国家传播和加强 TS 工作的可能性。

很明显，必须更新传播古代智慧的渠道，并一

点一点地调整他们的车辆，同时又不失去真正

使转变活着的深层本质。从演讲者的经验以及

参与纳尔登中心维护和管理的人员那里学习，

也是一个机会，可以整合经验，教义和教训，

这些经验，教义和教训可以为 TS和 Theosophy

的未来工作做出贡献。毫无疑问，在这次会议

期间建立的纽带是世界证道学界网络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继续扩大家庭的边界和可能性。  

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共同努力和在今后的

会议上继续加强这一网络。  

通过更新必要的东西和加强一代又一代的

忠诚成员在一个多世纪的存在中建立起来的东

西。诸如创造力，勇气，跳出框框思考，走出

舒适区，尊重传统等态度是这一遗产渗透到更

多领域的基本要素，从而继续 TS 的使命。毫

无疑问，这次会议是一次充电和巩固我们纽带

的机会。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心中彼此的一部分回家，

心中充满了灵感，内心和个人承诺成为实现普

遍兄弟情谊的更积极的一部分。愿这次相遇成

为我们不断变化的种子，这种变化反映在世界

上的变化中。  

灵感，团结，和谐，同步感，特别是感恩

感是经过五天的激烈和兄弟般的分享后仍然存

在的感觉。 

Celeste & Dave 

Francis Yangyang  

Philippines 

感谢 Sara 和使这一切成

为可能的团队。我终于

遇到了一些我只在网上

看到的人，感觉很棒亲

自与他们交谈。很高兴认识大家。整个计划甚

至志愿者部分都很棒，但其他人无法为园艺准

备衣服。  

如果小组之间有更多的个人分享，我会喜

欢它。我们唯一一次互相交谈是在吃饭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点急于不要错过下一个节目。其他

时间是在研讨会期间，但对话与研讨会有关。 

总的来说，这个地方，食物，人民和节目

都很棒。再次感谢您尽最大努力，并祝贺年轻

证道学者聚会的成功。 

Nicoletta Boriello  

Italy 

“形成人类普遍兄弟情

谊的核心，不分种族、

信仰、性别、种姓或肤

色。“鼓励研究 比较宗

教，哲学和科学。“研

究无法解释的自然法则和人类潜伏在身上的力

量。 

这是我在纳尔登会议期间感到意识到的......

一种永恒的和谐、理解、联合、研究、觉知、

好奇心和魔力的精神，以其所有力量表现出来，



使我们认为神智社会的目的是真实的，并突然

意识到。 

这是一次灵魂的会议，我们接触到了我们

自己最内在的部分，在一个悬浮的空间里达到

了那个位置，在那个维度上，我们可以称之为

“连续的无限现在”，所有的灵魂都居住在那

里，并与万物相连，在

那里一切都已经实现。 

Kiran Apsunde  

Ireland 

这个漫长的周末在一起，

无非是纯粹的快乐和爱。

来自各行各业和文化的

人们聚集在一起，与我

们每个人身上无所不在的精神，在当今两极分

化的世界中都是如此罕见的体验。我们所有的

互动都很深刻，笑容是真诚的，快乐是纯粹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很崇尚一个东西，而这

种东西就是“爱”。这肯定会成为我迄今为止

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很难指出任何一个突出的

时刻，因为整个事情都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每

一点都发挥了它的作用就像宇宙一样。我非常

不确定是否能够加入，因为我的签证在飞行前

一天到达。这是注定的，这使得它在个人层面

上对我来说更加特别。  

聚会包括广泛的活动，包括关于 WFYT 未

来的头脑风暴会议，自我转变练习，志愿工作

和许多有趣的对话。看到在讨论期间提出的各

种观点和想法令人耳目一新。组委会的辛勤工

作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奉献精神确实鼓舞人

心，无疑点燃了我内心的志愿精神。我真的很

感激整个经历，我热切

期待着再次有机会见到

我在美妙的 ITC遇到的美丽灵魂。 

Miriam Martínez Suárez  

Spain 

我写了一首关于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些不可思议

的日子的诗，标题是“无形的线”： 

无形的线将世间串起 

穿过鸟儿的啁啾欢唱 

织起峡谷与湖泊的乐章， 

它不仅在猫头鹰静默的眼睛里 

也同样在 tender surrender 的火热有志者的心

中。 

难道你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舞蹈中看到

它吗，难道你无法在快乐的观察者眼里感

觉到它吗？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在天地的宇宙之舞中 

真理是第一位的 

永无止境的旅程 

通过成长的旋转木马 

永远成为联系的螺旋 

现在开始浮现 

一个由所有无形的线组成

的家庭继续悄悄地结束了

他们的

工作。 

Krista Umbjarv France 

令人 的是，在目前

的 件下， 次聚 能

行， 且 果如此

富有成果和鼓舞人心的

事件。讲座、演讲以及 ITC的平静和慢节奏气

氛当然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但可能是在一起和



一起做活动，给每个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很

高兴看到参与者从第一次会议中狡猾地介绍自

己，到最后有这种可以感受到但可能不那么容

易描述的深刻共融感。我认为已经建立了许多

联系，或者可能更简单地说，许多联系被重新

建立。我非常感谢所有演讲者、组织者和所有

在场分享这一时刻的人。我想知道这次聚会是

否会成为通往未来更伟大事物的垫脚石（或其

中之一）。  

 

 

Francis Lim  

Singapore 

我们不是都想和别人一

起走这条路吗？这条路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

的，只是在精神上，情

感上和身体上看起来都不同。我 害怕 人

生活中的每一 的判 ， 可能 致我

不 可 的 望，而只 光 的成就。  

大约一周前，在荷兰 ITC 纳尔登举行的青

年证道学者国际聚会前一周，我脑海中浮现出

一声关于更高层次的温柔低语。  

“你会在那里，”它说。  

作为一个专注于逻辑和心理抽象的人格，

我不敢相信我会被召唤，甚至不值得在那里。

还有更多的人比我做得更多，付出更多。 

“我值得在那里，还是甚至被认为是证道

学者？”当然，我两周前刚从泰国度假回来，

工作中有大量的截止日期。这让我相信，这种

“耳语”一定是我旅行癖的低级动机。 

我把它留给自己，很快就不屑一顾，忘记

了这个想法。几天后，令我惊讶的是，布兰登

向我提到会议还有开幕式，并问我是否想和他

和 Clover 一起去。这很快触发了我对微弱的耳

语的记忆。 

“给我看更多的标志，给我所需的资源。向

我证明这种耳语是真实的“，我心想。第一次

是我姐夫随机敲我的门，想用他的传单里程换

取我的回程机票。第二次是我通常不支持的老

板在工作高峰期给予了他最充分的支持和认可。

两者都来得不可思议，这让我难以置信。  

接下来我知道，我正在沐浴在鸟儿的歌声

中，挥舞着树枝和大树叶的温柔低语，以及

ITC Naarden 的圣迈克尔之家的爱和温暖的灵

魂。起初，我在各个层面上都体验到和平，这

种品质是我从未想象过和期望存在的。然后，

当其他年轻的证道学者到来时，完整感压倒了

我的情绪。鸟儿唱得更亮，树木欢快地跳舞，

仿佛这是一个庆祝的时刻。也许是许多世的老

朋友，兄弟姐妹的团聚。看起来和感觉都是这

样。爱和纽带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和内心重新点

燃。我们迎来了美好时光的可能性。神智工作

者的团体团结起来，聚集在一起为世界服务。 

在会议期间，我对服务和自我转变的意义

发生了变化。从奉献自己最好的一面，到闪耀

世界青年证道学者联合会（WFYT）集体意识

的希望和灵感的金色光芒。我们都在一起。 

事件和环境的振奋人心的本质让下四纪让

位于高等自我的表达。  

“显 然 ， 年 轻 的 证 道 学 者 不 是 由 糖 制 成

的”。体力劳动为国贸中心带来了新的体力和

更大的潜力，包括清理池塘、清除杂草、更换

腐烂的电线杆和修理栅栏。尽管对身体的要求

很高，但在精神上却不断恢复活力。雨水无法

阻止我们进行所需的工作。通常可能引发冲突

的工作非常和谐，就好像我们是一只手的每一

根手指一样，在我们耕种的每一堆土壤和我们

锤击的每一根杆子上，都有可能产生更高的表

达能力。我从未从这个角度看待过物理服务。 

“激励一群年轻的寻求者寻求生命”。把

意志、爱和心放在一起，交换了许多伟大的想

法。通过了解每个人或多或少如何产生共鸣，

建立了个人纽带，并达成了 WFYT 的使命宣言

草案。  



ITC 的主席，也是前 WFTY 成员 Arend，

为我的观点增添了新的维度和光明。阿伦德在

1970年代在WFYT露营时期的相册向我展示了

过去的联系。年长的成员曾经是青年，有一个

真正的成员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最终都会变老，

看到阿伦德的岁月，并为证道学工作付出多年

的努力，极大地激励了我。即使是像圣迈克尔

家的 Jan，Loes和 Lupe这样温暖可爱的灵魂也

向我展示了多年来爱和服务如何扩展了 ITC 的

意识。  

现在，与年轻人的会面激发了我们对联合

会，我们各自的小屋和未来的年轻神智主义者

的贡献和岁月的形象。我们可能站在阿伦德曾

经的地方，讲述和展示我们作为年轻人的经历。  

“沃拉雷，哦，哦。坎塔雷，噢噢噢噢

（大海雄）可爱的曲调响了，充满了水晶厅的

夜晚。有这么多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和歌手！我

很荣幸能与他们同在，沐浴在和谐空气振动的

丰富多彩的情感和奉献中。我一生中从未参加

过任何形式的团体演唱和演奏，也从未在我认

识几天的人面前唱歌。这些会议甚至冒险进入

深夜，打开我的心扉，欣赏不同语言的美丽旋

律和音乐音调。 

不知何故，我的一部分被唤醒了，怀旧旋

律的音乐唤起了我童年的苦乐参半的浪漫回忆。

我几乎记得的部分，但沉睡在我的潜意识之外。

有趣的是，在接下来的自我转化过程中，我开

始做情绪处理。我的一个破碎的碎片被释放了。 

拉斐尔主持的狼人杀让我们的个性参与进

来。笑声刺穿了夜晚的寂静，但并不令人担忧，

即使是好奇的天神和仙女也来看看。不仅精神

和情感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日子，游戏

还让我们的个性非常投入。我们会躺在其他人

面前吗？我们会在新发现的兄弟姐妹面前表现

得像别人一样吗？没有任何判断。这只是一场

比赛。 

音乐和游戏的平衡带来了世俗意义上的纽带

的新维度，但又越来越高和精神。我们都在每

一个现有的层面上联系在一起。面部数字像素

的印象变成了实际的生活存在。这种体验是如

此不真实，因为所有的会议和分享都是通过

Zoom 在线进行的。我们以前只是从一个拥有

数百万个彩色点的平面屏幕上认识并相互交流。  

我终于体会到了实体会议的力量和重要性。

能够遇见人类真正的服务员，沐浴在彼此温柔

的同在中，这激发了我对工作有更广阔的图景

和愿景。这些研讨会特别有用，因为许多挑战

和出色的战略被交换，混合并绽放成更大的潜

力。 

国际主席蒂姆·博伊德（Tim Boyd）和他

的妻子莉莉（Lily）出席会议，我们很幸运，

在会议期间有许多鼓舞人心的轶事和启发性的

观点。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给了我神圣的智慧

的人情味。 

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 TS 的使命。连同

WFYT 的选秀任务，它给了我一个方向，让我

看看新加坡的青年运动会是什么样子。我

在知道 跟 ，去 找，以及如何激 他

踏上他 生命的追求，通 服 ，通 培

和深化 不老智慧的理解和 ，精神自我

和所有生命的 一。 

自我转变并不是我这次聚会首先想到的。

我被维克弟兄列为自我转变研讨会的主持人之

一，我对此感到非常焦虑。这些日子，我几乎

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在内心深处。微

妙而深刻。它发生在每一次人类，动物，植物

的互动中。通过每一次呼吸，每一眨眼，每一

次树叶的低语。 

转变已经发生。 

向往已经停止，团结已经开始。 

永远沉默，永远平静。 

Sara Gencarelli 

Italy 



这些天我所理解的是，在我的自我转化的过程，

我在生活中要学习的是思考自己的幸福安心，

没有内疚感。不是以自私的方式，而是因为它

很重要，如果我们身体不好，我们就不能对别

人做好事。有一次在聚会期间，我需要平和与

安宁，我到达了一个海滩。我发现了一些让我

想起我们所有人的贝壳。我们都不同，我们有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习惯，不同的想法。但就

像贝壳一样，我们是用相同的矩阵制成的。就

像海里的贝壳一样，我们被生活的潮流和事件

所携带。这些天我听到的是，你们的一小块现

在在我心里，我的心里有一小块在你们每个人

心里。这就是普世兄弟情谊的深层含义吗？这

些天来，与你在一起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内心

的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挑战是将这

些东西带入现实生活，这样它就不会只是一个

好的体验。我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共同

建设的一切感到非常感激和高兴。 

 

 

 

Rafael Marques de  

Albuquerque  

Brazil 

2022 年的 Naarden 青年

聚会感觉就像是第一次

见到很多我已经认识的

人。当然，互联网创造

了这种感觉，但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培养了对

证道学会未来的责任感，在纳尔登，我找到了

可以和我分担责任的人。遇到那些可以在未来

几十年内成为朋友，而且可以成为同事的人，

这令人欣慰和兴奋。我能感受到一种集体的喜

悦和一种新鲜的思想。一群人将能够创造原创

思维，并保持神智运动与新时代的连贯性，同

时保持本质。感觉就像世界青年证道学者联合

会的种子正在成长，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期待

的美丽时刻。 

Elmer Overdevest  

Netherlands 

回想起我们在年轻证道

学者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上在一起的几天（或者

至少从很久以前开始！） 

- 老实说，我不知道从

哪里开始。这是一段如此特别的时刻，在这些

日子里，我感受到了如此多的爱和喜悦 - 你可

以真正感受到团结。有这么多的时刻，我会珍

惜很长一段时间。在最后一天，回到家，真的

感觉就像走出了梦境。 

我真的很感激为组织这次聚会所付出的所

有时间和精力，我非常期待看到新的 WFYT 得

以实现，并看到它与更多的年轻人一起蓬勃发

展。最重要的是，我迫不及待地想再见到大家！  

 

 

Much love! 

Marie Soone  

Estonia 

 国际青年证道学者的聚会 是 一个与来自所有人的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会面的绝好机会遍布全球。与那些拥有相同核心价值观的人分享经验并共度时光是最宝贵的。很难找到如此安全和舒适的氛围，所有人都被平等地接受和照顾，所有外部差异都只是所有人的丰富花蜜。 

 

 

Gabriele 

Sabetta  

Italy 

沉浸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中，被

千千的承诺所承担，被机械化

生活的齿轮所压迫，它可以在

某一时刻以神秘的方式发生，

我们醒来并开始超然地观察一切。因此，出现

了一个根本问题：我是谁？我在世界上的意义

是什么？  

一种狂热和开明的平静开始弥漫在灵魂中;

当暴风雨停止时，对先前状况的焦虑，匆忙，

恐惧和担忧像云一样变薄。然后，内在的深处



开始变得像天空一样透明，我们意识到，在那

一刻之前，我们被束缚在一个黑暗的存在中，

远离自己的真相。在震撼古老的确定性时，恐

惧可能会攻击我们，阻止我们继续下去：旅程

才刚刚开始;恐惧会阻碍我们继续下去。需要耐

心，毅力，真诚的奉献精神。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为这项事业做好了

准备：尽管存在危机时刻，但大多数人缺乏进

行大跃进的勇气，宁愿留在如此熟悉的监狱里。

他们所代表的谜语，超越了他们有限的视角，

比普通的奴隶制更让他们害怕。 

因此，H.P.布拉瓦茨基在《沉默之声》中

写道：“你走得越远，你的脚就越会遇到陷阱。

通往小路的道路被一团火焰照亮——大胆的火

焰，在心中燃烧。你越敢，你得到的就越多。

你越害怕，光就越苍白，只有它才能引导。正

如在某座高山顶端徘徊的最后一缕阳光，随后

在黑夜中消亡一样，当心灵的光芒消失时，一

个深沉而危险的阴影就会从你的心中落在小路

上，恐怖会把你的脚扎根在地上”。  

如果我们有决心去了解自己的内心，我们

将发现一个巨大的自由领域，通常被通常生活

中的关怀和职业所掩盖。在那片田野里，人类

隐藏潜能的种子被放置在那里。 

总是，但特别是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无法

控制和编程的东西的恐怖，我们不能立即获得，

这导致了现在强加在我们眼中的世界：一个在

任何地方都想要同样的东西的世界，一个推动

普遍同源的世界，想要使一切统一，扼杀个性。

从外部生活方式到接近精神领域的方式，现代

人仍然处于完全封闭自己的状态。但是，我们

绝不能欺骗自己：我们也总是陷入这种囚禁之

中，尽管我们害羞地挣扎着摆脱它，因为收敛

事物，概念化它们并希望“支配”它们的倾向

是如此难以根除。  

在这里，在纳尔登度过的日子里，我看到

了另一个世界的开始，重生的种子：我看到了

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决定让一切重新发挥作用，

他们渴望伟大的发现，更进一步，去爱和分享。

在那些正在向“大未知”迈出第一步的人的爱

害羞中，我看到了一种不寻常的勇气，一种理

解他人（以及我们自己）的真正动力。因为这

是一个伟大的秘密：对自己的附着力越大，我

们就越接近。沿着通往永恒的道路前进，我们

找到了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我们所有人

都是永恒的无限面孔。  

虽然今天一切都趋向于限制、排斥、石化、

死亡，但我们已经开始摧毁我们的小视野，在

一个巨大的共同呼吸中，我们即将重新发现我

们的宇宙意识，构成对光的力量的坚实的吸引

力极点。  

Angie Silva  

Maldonado 

Mexico 

这是一次振兴活动。在

生活之前，我发现我生

活在一个一切都必须匆

忙完成的世界里。那一

次必须切成薄薄的层，这样才有时间做每件事，

在哪里睡 8 个小时被视为奢侈品，在哪里停下

来有时非常复杂。证道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来

教我寻找答案，给真正重要的东西赋予价值。

我花了所有需要的时间去寻找答案并倾听自己。

有时这很难，这个事件帮助我重新与 12年前这

个世界着迷的东西联系起来。因为有时我们周

围有太多的噪音，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此多的

匆忙，如此多的待定，如此多的提示，如此多

的限制，有时我们忘记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

点沉默，冥想。多亏了这个事件，我设法重新

建立了联系。我希望很快能在墨西哥和拉丁美

洲举行这样的会议。 

 

Janne Vuononvirta 

Finland 

我真的很喜欢这次聚会！

该计划经过精心策划。



我很高兴除了所有的谈话之外，还有一些志愿

工作（当然，这也很重要）。我结交了许多新

朋友，其中一些人甚至在今年夏天访问芬兰。 

 

 

Merike Martsepp 

Estonia 

当我从荷兰飞回家时，

我内心有一种难以形容

的感觉 - 真正的事情才

刚刚开始......这些早晨在

Besant Hall 冥想的一点

深刻平静在我谦虚的冥想时刻一直伴随着我。 

当我走过树林之间的河边，坐在他们的陪

伴下一会儿时，这个童话故事中的森林仍然伴

随着我。Vicente 教给我们的呼吸练习仍然会帮

助，每当我注意到我的呼吸太肤浅，体重或僵

硬在我的身体上。我记得 Vicente 给我们的最

后一句话：“如果你到达了某个地方，请帮助

别人！”卡比尔的美味佳肴，以及瑞秋建议早

上只做生燕麦粥，使我回到爱沙尼亚时的饮食

至少健康了一半。埃琳娜在大老橡树上的简单

祈祷，直到很久以后才在我心中响起......除了我

提姆 的 告之外， 比我 的

告要 大得多。我了解到， 然好的祈

一起 ，但如果 件不理想，你也可以

。我对与莉莉的简短对话感到兴奋，她给了

我一个简单的建议，已经在几个场合对我有所

帮助：“首先，让自己快乐！萨拉，她如此努

力地组织，发送信件和信息，以便每个人都知

道一切，并且无法亲自出席，她为我体现了一

个想法：“这不是我能从中得到的，而是我能

给的！”我真的很感谢你和宝琳，感谢你们在

这次聚会中的良好组织！ 

感谢弗朗西斯，克里斯塔，戴夫，Clover

和所有记录我们活动的人！我很高兴能和玛丽

一起来，多亏了她的远见和计划技能，我们的

纳尔登之旅本身就是文化和体能训练方面的宝

贵经历。我也对托比亚，他的驾驶技巧和善良

的汽车感到高兴，因为他曾经带我们去火车站。

我们很幸运有拉斐尔在我们中间，他教我们在

昏暗的纳尔登森林中保护自己免受狼的伤害，

他还通过游戏教我们理解我们新的兄弟姐妹的

新方面，这在纯粹的哲学讨论中可能被忽视了。

与我心爱的妻子 Celeste一起，在这场狼队没有

获胜的比赛中，我们设法在晚年平静地死去。

这是一款不错的游戏，尽管我仍然设法说出一

个过于可疑的评论，这几乎会危及生命。我将

永远记得赛斯是游戏中最好的侦探之一，他和

玛丽在一起，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博

士一样，他们与邪恶和善良作斗争。我很

地 克里斯塔成 了一名非常 秀的律  - 

她在 中做了非常出色的 服工作。我们可

爱的三叶草实际上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我最

好谈谈演员瑞秋有多好！我很高兴布兰登，他

显然从他作为狼的新角色中获得了勇气，邀请

我们在一个真正昏暗的森林里散步。幸运的是，

我们没有接触到捕食者，但是一个不祥的洒水

器能够秘密地窥探草地，等到我们毫无戒心地

接近它才开始工作，并严重吓坏了我们。但那

次经历只是让我们在第二天的田野调查中更加

坚强，由埃尔默大力领导，而雨云决定祝福纳

尔登美丽的大自然。由此我们了解到，年轻的

证 道 学 者 不 是 由 糖 制 成 的 ， 如 果 背 景 中 的

H2O比平时更多，就不会融化。 

我也很高兴马蒂亚以前熟悉了吉他演奏，

我们都有机会在晚上分享一起唱歌的乐趣，弗

朗西斯也好心地分享了歌词。我清楚地记得那

天晚上，当我们与基兰，何塞和埃琳娜谈论有

趣的精神话题时，晚上变得太早了，我真的很

感谢基兰和加布里埃莱仍然在 Whatsapp 中与

我们所有人分享有趣的作品！多亏了 Nicoletta

和 Miriam，我了解到受神智思想启发的艺术作

品比我以前所知道的要多得多。此外，多亏了

安德里亚和萨尔瓦多的练习，自我转变的过程

对我来说变得更加清晰。我还要感谢 Melissa

和 Janne，他们亲切，精确和建设性地总结了

我们研讨会团队的想法。感谢 Kaio，他从某个



地方给我带来了一个声音碗，用于研讨会的最

后冥想，5 分钟后（由于缺乏丰富的经验），我

以非常大胆的打击完成了我们共同的反思时刻。

很抱歉 - 我保证在未来的冥想中尝试发出更柔

和的声音！  

在茶歇期间，安吉和安德里亚让我们了解

了墨西哥到底有多甜蜜，并邀请我们来到墨西

哥。多亏了汉尼斯和他迷人的口音，我听说了

我安静的瑞典邻居的神智活动。我还记得 Kaio

在为研讨会做准备时所表达的大量想法。以及

我们如何在餐桌上通过电话为萨拉的孩子们制

作有趣的面孔。还有卡塔利娜如何与何塞一起

唱二重唱 - 我不知道这首歌是关于什么的，但

它太美了！ 

亲爱的年轻证道学者，谢谢你，感谢所有

这些以及许多没有提到的特殊回忆！愿我们还

有更多！还要感谢那些曾经是年轻的证道学者，

在他们的脚步下，这样的会议可以再次举行！

我希望带着委托给我们的灵感，我们能够在这

个世界上做一些好事！  

Hannes Pettersson 

Sweden 

纳尔登的年轻证道学者

的青年聚会非常鼓舞人

心，给了我很多关于如

何成为一个好人，为他

人服务的想法。  

 

同时照顾好自己。我在大流行之前加入了证道

学会，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

证道学者。对于所有不

同的观点和观点，以及

看到世界上有多少动力

和良好的灵性，这是非

常有益的。我很高兴我

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Melissa Barbosa da  

Silva  

Canada 

国际年轻的证道学者的聚会对我来说是一次了

不起的经历。它组织得很好整个活动的气氛和

氛围是和谐的！食物很美味，很漂亮，由一个

开朗而精力充沛的厨师准备，整个酒店都很宁

静和神奇。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结交了很多

新朋友，我们在空闲时间进入了“兔子洞”的

谈话，推测 TS 的深奥部分，梦的解释和前世

的影响，将我们带到现在。我唯一能做到这一

点的地方是在我自己的 TS！我们还一起玩游戏，

一起做音乐，早上冥想。我们在 ITC 场地的园

艺和维护方面相互联系和联系，并在此过程中

获得了如此多的乐趣！一些与会者能够分享自

我转化的故事，所有人都令人着迷和鼓舞人心。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参加，并且觉得如果我的

TS 的所有年轻人也分享这种经历，情况会更好！

但总会有下一次... 

 

 

Brandon Goh  

Singapore 

国际青年证道学者聚会

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

能改变人生、最快乐的

时期。我仍然试图在心

灵的无声圣所中同化这

一切。  

很难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在几天内建立如此

紧密的联系——一段时间，但同样是永恒的。

在某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 我们有着共同的

总体愿景，即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是致力于事业

的无私服务器。感觉好像一个看不见的指挥家

把兼容的音乐家聚集在一起，编排了一首合一

的交响乐。每个成员都必须拥有正确的乐器，

才能与所有其他成员和谐地演奏正确的音符。

长期以来，年轻的服务员一直本着精神为同一

愿景而共同努力，现在他们聚集在世界的各个



角落。至少可以说，这是令人振奋的，也许在

内在的层面上，青春，创造和神圣活动的精神

在我们心中燃烧并融合，成长为莲花之火，接

受更伟大事物的下降。此外，在与蒂姆·博伊

德（Tim Boyd）的一个非正式的夜晚，我觉得

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然后 - 它再也不

可能一样了。一股冒泡的泉水从内在深处升起，

它将永远更新我们——如果我们让它发生的话。  

通过这次聚会，我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团结。

不知何故，我们多元化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像在

无摩擦的媒介中一样无缝地思考和行动。我们

像一个蜂巢的蜜蜂一样工作，在一起时感受到

了爱和喜悦。想想看，ITC 的几乎每一刻都在

团结起来，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一些无法定

义的东西，注入了原本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日常

互动中。从表面上看——这是所有照片和视频

所能捕捉到的——毕竟，这次聚会似乎只是一

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做活动，彼此之间没

有足够的了解来处理他们的问题。但在内心深

处，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觉到并且仍然感觉到

有超越的东西。在聚会期间，似乎是什么使几

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神圣化了？我无法定义它;

我无法定义它。我只能从心底里说，事实就是

如此。  

现在，如此多的星星照亮了我心灵的苍穹，

以至于我与一群服务器和谐相处，充满了联合

的狂喜，只是在沉默中得到充分的体验。“我

们是一体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有着巨大的新含

义，我将努力在尽可能多的人身上找到星星，

尽管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是我天空中的特殊星星。

我知道我们都珍惜我们所见证的永恒时刻，如

果这个崇高的团结之阳被生活的紧张和压力所

遮蔽或笼罩，我们至少会有我们的记忆来照亮

我们的道路。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一起崛起。

我们一起爱和服务。 

 

 

Mattia Lugarà 

Italy 

首先，感谢组织者。你真的做了一个巨大的工

作，并创造了一些我们所有人都将永远留在我

们心中的东西。我还在想  

关于聚会。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在一个美

妙的地方，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与特定的人

见面。我们输送的能量将成为 TS 未来的强大

引擎。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都将看到这次会

议的成果。  

我们为新一代的活生生的兄弟情谊奠定了基

础。 生命已经流经我们，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荣

耀，并承担这生命。 

Sara Ortega van  

Vloten  

Spain 

我对聚会的体验与其他

参与者略有不同。就在

聚 会 开 始 之 前 ， 我 对

Covid 的检测呈阳性，

所以我在 ITC 的一个小屋中隔离了整个时间与

小组分开。然而，我非常感谢能够在中心康复，

这是我从小就非常珍视的。这是一个让人感到

被大自然淹没的地方，在更深层次上与自然相

连。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唤醒了我们内心最神

圣和最深刻的东西，它具有令人振奋和鼓舞人

心的效果，可以在我们逗留后持续很长时间。

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很容易放下日常生活，活

在当下，放慢脚步，在美丽的环境中觉知和欢

欣鼓舞。  

在聚会期间，我得到了来自 Loes 和

Kabir 的美味食物的照顾，这些食物是由各

种参与者以及 ITC 的志愿者 Peter 带给我的，

他是准备期间的联系人，也是现场帮助（非

常感谢 ITC Naarden 的所有工作人员！在某

个时候，我有可能在远处与参与者见面，尽

管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我的眼睛和面具......

但我与组织团队保持联系，并在幕后观看/



听到我们几个月来计划的一切是如何日复一

日地展开的。Vic 的活动是我可以参加的，

因为他每天远程提供一次会议。总而言之，

我觉得我参加了聚会，尽管它不是以正常的

方式！ 

我真的很高兴有这么多年轻成员能够从

全球各个角落参加，因为在我看来，我想公

平地对待聚会的“国际化”，这样多样性就

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我

受到这种动力的驱使，并深入接触了许多国

家和年轻成员。在这个过程中，有趣的是，

事情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在某

些情况下，Visa 是在旅行前一天（字面上）

获得的，在其他情况下，发生了一些意想不

到的事情，阻止了他们的到来，而在其他一

些情况下，尽管最初没有计划，但情况与他

们的到来相一致。我很清楚，生命有一种运

动，它以更高的目的指导某些“注定”的事

物，尽管我们当时可能无法掌握它，所以一

个人可以尽其所能地工作，然后结果就会随

之而来。我想，经过如此紧张的工作，我

“注定要”休息一段时间，我也为此感到感

激。  

我相信，这次聚会的影响将是有益的，

每个参与者都带着新的精力和动力，继续

TS 的工作，并为世界各地的社区做出贡献，

因为我们都得到了所体验到的强大团结感以

及新形成的友谊纽带的加强。这一切，都给

了我们用自己的才能和技能去服务的力量，

也给了我们勇气，让我们在自我转化的道路

上坚持不懈，过着精神生活。在内心深处，

我们渴望未来的聚会，并结识更多年轻的证

道学者，这将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在那

之 前 ， 如

果 我 们 要

遵 守 神 圣

的 律 法 ，

我 们 面 前

还 有 工 作

要 做 ， 我

们 必 须 给

予我们所接受的尽可能多的东西。  

爱和光明给所有人，我亲爱的朋友们。 

 

Tim Boyd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作为 TS 的国际主席，

我对聚集在纳尔登的国

际证道学中心的青年证

道学者特别感兴趣。目

睹了 YT 运动最近的复兴，我期待着与这个团

体会面和分享。在参加的 31人中，我在 TS旅

行的几年里见过一些人。他们来自 16 个不同

的国家，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有着各种各

样的兴趣和经验。  

对我来说，看着这个团体走到一起真是令

人着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以永恒

的智慧及其申请结合的因素。在 6 月 3 日之前，

几乎每个人都是新的，彼此不为人知。五天后，

当他们离开时，他们的新兄弟姐妹们为离别而

流下了眼泪。大量的精力和焦点被放在证道学

和证道学会的作用上，但聚会的真正好处是年

轻人之间形成的友谊，他们寻找成长和服务的

方式。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纽带可能转瞬即逝，

但其他人则在未来几年与他们一起工作的道路

上遇到了兄弟姐妹。我对 YT 和 TS 充满了巨

大的希望。 

 

Vicente Hao Chin Jr.   

 

 

Testimonials from guest speakers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section 

这次年轻证道学者的聚会是近几十年来证道学

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将有助于在全球引

入神智传播的新方法。世界变化非常快，上一

代人发现很难跟上技术，观点，价值观和沟通

方式的快速变化。  

青年团体将弥合这一差距，使 TS能够惠

及当代和后代。它可能有助于扭转世界许多地

方失去贸易服务成员资格的情况。我深切感谢

他们对人类老弟兄工作

的奉献和承诺。  

Arend Heijbroek   

Chairman ITC Naarden 

我发现很难用几行文字来写关于青年聚会的内

容。回想起许多回忆。 1970  年左右我自己的

YT营地的回忆，回忆起与 Sara合作筹备这次

活动的出色合作，但更重要的是，ITC 

Naarden聚会的所有参与者。你是一个多么出

色的团队;严肃，忠诚，放松和很多乐趣，同时。

一个理想的组合，对未来看起来非常有希望。  

欢迎再来！  

Photo Gallery  

	
	

	
	

	
	

	



  

	

	
	

	

	

	



  

	
	

	

	
	



Elena and Merike quietly around the big oak tree       Francis and Catalina embracing a tree          Walking in the forest 

	
	

	



Round table conversations with Tim Boyd 

Vic's seminar included a practical workshop on processing, assisted by a group of young facilitators Bust of Madame Blavatsky  



Garden of Remembrance 
Two sides of the canteen during tea breaks 

Statues of Buddha (left) and Tara (right)  



... and later they painted their vision with colors and pastels 

We had a few guitar players (Mattia, Clover, Dave, Kiran, Catalina, Kaio)... lots of singing, and time for games too! 

	

	
	



感谢 
致所有年轻的证道学者，他们可以参加

并带来一个神奇的集体体验，一个包罗

万象的和谐，新鲜和活力，回馈世界。   

 

向 ITC Naarden，欧洲 TS 联合会（EFTS）

和各个欧洲分会赞助此次活动。对于那

些帮助需要某种支持的年轻成员旅行的

人。 

 

感谢 TS 总书记和区域联合会主席的明确

支持和最良好的祝愿。 

 

感谢蒂姆·博伊德（Tim Boyd）传达了将

我们的注意力和能力集中在建设一个更

美好世界的重要性，从我们自己开始。 

 

感谢 Vicente Hao Chin Jr.准备促进关于自

我转变和精神生活的会议，深入研究实

际的“处理”。   

 

感谢 ITC Naarden 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

非常热情和非常支持。   

 

烹饪卡比尔，准备如此美味和充满活力

的饭菜。   

 

我们对“唯一的生命”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