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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执行委员会（TTEC）是传统上为KRI学院制定材料和政策的KRI委员会。本着许多成员所表达
的包容精神，我们将于9月20、21、22日举行第一次全球在线TTEC会议。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
您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投票共同创造我们学院的未来。这将是我们所有人做出决定（包括临时和永久

的）的时候。 请看这里的欢迎视频。 
  
指导委员会 - 会议议程 
你可能还记得，在一份《培训师更新》的通讯中，向所有学院成员发出了参加这个委员会的邀请。这

个TTEC指导委员会作为全球志愿者聚集在一起，规划TTEC三天的议程和后勤工作。其成员有Harpal 
Kaur（瑞典）、Didar Kaur（澳大利亚）、Siri Sahib Singh（巴西）、Paramnam Kaur（台湾）、       
Sukhdev Kaur（爱沙尼亚）、Sada Anand Kaur（俄罗斯）、Guru Darshan Kaur（墨西哥）、Jai           
Gopal Kaur（智利）和Gurudev Singh（墨西哥）。 法国的Manou是活动协调人，Hari Charn Kaur和         
Amrit Singh一直与委员会合作。 
  
临时授权变更 
考虑到这些指控和《橄榄枝报告》，反战者国际在今年早些时候允许对其常规政策作临时例外处理。

这些例外情况的目的是让我们有时间讨论、审查和批准对我们的政策进行更长期的修改。 
  
第一级的临时政策变化 

● KRI允许培训师和教师决定他们是否要使用由Yogi Bhajan®教授的Kundalini瑜伽的商标词条或 
Kundalini瑜伽的词条。 

● KRI允许培训师同样可以选择在他们的课程证书上使用Yogi Bhajan®教授的昆达里尼瑜伽或简 
单的昆达里尼瑜伽。 

● KRI允许培训师选择将Yogi Bhajan的照片保留在The Aquarian Teacher™ Level One Textbook             
and Manual上，或者选择没有他照片的封面。 

● 临时的一级水瓶座教师教科书已作为自动更新在Vital Source中提供。 
  
二级的临时政策变化 

● KRI授权观看Yogi Bhajan视频是可选的，并授权首席培训师自行决定用其他材料替代视频。 
● KRI授权二级课程可以100%在线进行。 

  
在学院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当前和未来的变革 



阿姆里特-辛格9月7日的视频致辞中提到了我们学院需要的改变。 他的信息邀请我们以正确的速度前 
进，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此时，我们希望解决紧迫的问题，但我们意识到，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

年内，仍需要进行其他重要的讨论。 在即将召开的TTEC会议上，我们将对一些紧急提案进行投票， 
以便一级培训能够向前推进，并让水生培训师学院继续发展。 
 
提案和表决程序 
  
将在这些技术经济委员会会议上表决的提案。 
目前有两个项目被列入议程，由Amrit Singh和Hari Charn进行表决。 

● 一级认证的要求 
● 在线一级教师培训。 

  
我们将如何对这些建议进行投票 

1.  谁来投票--学院的所有成员，从实习生到领队，都可以参加TTEC的讨论，作为培训师和国
家协会代表的KRI工作人员也可以参加。准培训师、专业培训师和首席培训师都可以参加投
票。投票成员必须在投票时到场。这是TTEC历史上行使投票权的方式，但这是可以在今后
的TTEC会议上讨论的。 

  
2.  事先讨论--所有计划参加 TTEC 的人都必须在 TTEC 之前对提案和 KRI 进行教育。您可以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a)参加9月13日/14日举行的两次Zoom会议之一和/或b)阅读经文线程
中的讨论摘要。 

a.  TTEC前的讨论Zoom会议（您必须提前在ZOOM中注册）。 
 i.  讨论电话#1--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01:00阿姆斯特丹，9月14日上午9点悉尼

，6点曼谷，7点巴厘岛和中国，8月13日17:00新墨西哥，16:00加州)  
在此提前报名参加本次会议。 

  
ii.  二、讨论电话#2  讨论电话#2 - 2020年9月14日星期二下午05:00阿姆斯特丹   

，08:00加州，11:00纽约。 
请在此提前注册参加本次会议。 

  
这些会议将根据参与者的需要，时间可长可短。每个小组将用他们的语言创建一份书面报

告，并在会议结束前发布在Sutra上。指导委员会将在9月16日之前根据这些电话的意见审
查并可能更新这些建议。 

3.  9月21日星期一（TTEC会议的第二天）将是提交提案的时间。 与会者将有30分钟的时间 
发表最终意见（用他们的语言）。 

4.  在最后评论之后，将在大组中通过Zoom投票进行投票。 这将使所有与会者有机会看到他 
们所在轨道的实时结果--但要知道，我们将在最后确定结果之前，将两个会议轨道的结果
结合起来。 

  
粗略协商一致  
 
我们在表决中采用一种称为 "粗略协商一致 "的程序，但稍作改动。 首先将提出一项提案，并处理任     
何需要澄清的问题。 然后，将在特定语言的分组讨论室交流最后的意见。 然后进行第一次投票，有6   
个选择：1-5的排名。 
  

1 我真的不喜欢 
2 我不喜欢 
3 中性 
4我喜欢 
5 我很喜欢 

https://sutra.co/circle/yfmo0/discussion
https://sutra.co/circle/3f3qp2/discussion
https://sutra.co/circle/xjighr/circles
https://sutra.co/circle/xjighr/circles
https://us02web.zoom.us/meeting/register/tZMlc--vpjMvGNF3cgbx4T_xGz-5eA5RcEFv
https://us02web.zoom.us/meeting/register/tZMscu6rqTgjE9W_S0MjzwYp3D80Cy-Y8jtW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ugh_consensus


  
有了第6个选项，分开来说明，选择这个选项的程度不只是一个意见。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不能接受     
"的第一轮否决。 
  
一个提案如果获得50%以上的支持票（指4票和5票），并且没有第一轮否决（我不能忍受），它就会
通过。少于50%的提案就不会通过。 
  
如果一项提案获得50%以上的支持票（指4票和5票），同时也获得一票或多于一票的第一轮否决票，
那么该提案将被提交到第三天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在TTEC之后进行讨论）。第
3天的额外会议将真正听取第一轮否决者提出的问题。 之后会发生什么，将由指导委员会决定（指导 
委员会将在本次TTEC会议上扮演 "粗略共识 "模式中主席的角色）。 
  
有时候，正是一个培训师的声音，会让大家看到特别重要的、被大家忽略的东西。 为了尊重我们对每 
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的价值观，如果有一个人在第一轮投票中投了否决票，投票就会被搁置，以便

有时间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协商。 
  
本决策过程的目的不是让一个人永久地阻止一项本来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提案。 可能会出现第二次表决 
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更多的人投否决票才能阻止其通过。 但有太多的可能性和变数，无法 
将所有情况都写进书面程序。 因此，在实际、灵活的解决办法上，我们依靠 "粗略共识 "模式，这种     
模式仍能确保所有否决层面的关切都有机会得到倾听和充分解决。 
  
关于对是否启动工作组进行表决的建议。 
除了我们将致力于制定新政策的建议外，还将在技术转让和经济合作会议上提出更多的建议，以批准

今后在关键领域的工作方向。 这些建议将在第三天组成工作小组。 
简化水产培训师学院的发展路径。 

● 第一级课程的变化和发展 
● 分配ATA的管理权 

  
第3天的工作组 
TTEC最后一天的部分时间将是工作组。 工作小组将围绕以下内容组成。 

● 任何有人 "不能接受的建议" 
● 上述3个重要的方向性建议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得到批准。 
● 还有以下重要议题。 

○ 更新和改进《道德守则》。 
○ 为所有人建立和维持一个安全的练习场所； 
○ 改善我们的社区文化； 
○ 还需要对我们的组织进行哪些额外的调查或提供哪些历史资料？ 
○ 改进全球TTEC今后的运作方式。 

  
立即注册参加TTEC 
很快就会有一个相当详细的议程安排。这三天有不同的意图或主题。 
  
9月20日--第一天对话日 
9月21日--第二日--集体决断 
9月22日-第三天-工作组 
  
希望你能参加这三天的活动，但如果不来参加的话，你可以参加。  希望能回答您的许多问题。 
  
真诚的。 
Amrit Singh Khalsa, CEO 



Hari Charn Kaur Khalsa, Director of Outreach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ada Anand Kaur (Russia) 
Sukhdev Kaur (Estonia) 
Harpal Kaur (Sweden) 
Gurudev Singh (Mexico) 
Guru Darshan Kaur (Mexico) 
Didar Kaur (Sweden) 
Paran Nam Kaur (Taiwan) 
Siri Sahib Singh (Braz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