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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霖法師，俗名葉青霖，原為香港著名專業攝影師，從事攝影工作逾30年。
2009年放下俗世的名與利，前往台灣出家，目前於世界各地以融合生活的禪
法接引大眾。今次和大家分享如何在生活裏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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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O店情報

逆轉糖尿病-21天健康挑戰
頌缽聲頻放鬆
成人肌腱骨骼慢性痛症
非洲鼓樂舞蹈

心安自在之擊退痛症
素食BB之兒科醫生茶聚
純素媽媽之日式料理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健腦活腦從飲食入手
Club O店
新增Whats app

給各方好友的話
香港素食會再次與美國責任醫師協會合作，舉辦第四屆「21天素食挑
戰」，而本次是香港本土化的逆轉糖尿病特別版，提供一連串活動，
希望透過飲食提升健康，能夠不藥而癒把糖尿病逆轉，更可認識一
班同路人，互相支持，齊努力為自己和家人爭取更佳健康。歡迎大家
把握機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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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自在計劃

就讓我們成為素食者，創造素食家庭，養育素食的下一代，形成素食
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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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我們希望人人都享有生機健康的生活，
若有意將《生機健康》擺放在貴機構對外派發，歡迎與我們聯絡。

在生活裏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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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愛護動物及地球的價值觀等。

第一行 (理事：潘顯來，義務秘書：鄭浩光，理事：黃佩詩，副主席：余儷玲，
副主席：陳彩英，主席：孔慶玲，義務司庫：張銀玉，理事：嚴鳳英，理事：劉麗萍)；
第二行 (理事：吳茂榮，理事：李宇銘)

封面故事
身心靈工作坊

育素食孩子更有挑戰。我們特意設計素食家庭活動，包括醫生講解，
起商量如何處理養育素食孩子的問題，例如教育孩子素食的重要性，

多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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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不但由自己開始，更由家庭開始。自已茹素都尚且會遇到困難，養
煮食教學等，支持媽媽們為子女提供營養豐足又美味的素食，更可一

主席談

Zentangle
頌缽聲頻帶你放鬆身心靈
100%天然護膚保養品製作班
非洲鼓樂舞蹈班

素食BB健康方程式：
一、兒科醫生與BB茶聚
二、至營素BB Summer Party
成人肌腱骨骼慢性痛症
健美秀身瑜伽班

GLA16 逆轉糖尿病-21天健康挑戰
GLB03-01 運動基本法 – 擊退痛症工作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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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全素、整全食物及食生何以
扭轉糖尿病的病發率和病情呢？

甜味健康雙輝
純素媽媽廚房-系列三：日式料理
意味濃情
來Club O禪食
圓頭先生的漫畫

每月恒常心靈交流、義診活動

頌缽改變我們的生命

逢週四晚上7:30-8:45活動

逢週六下午4:00-5:30活動

逢週六晚上7:00-8:45活動

Club O 好安排
Club O 7至8月活動表

茹素
素食也可以健身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Club O 店情報
健腦活腦從飲食入手
(續上期)

Club O店產品清單

主席
談

多謝師傅！
記得那些年工作間大裝修，是廿多年來的首次，因
此幾乎 每處地方不是 要移動就是 修補；當然最 理 想是

「這與『近距離』、『相識』扯上關係嗎？」朋有已有
點耐不住。

另闢臨時工作間，但談何容易？唯一可走動的空間，就

「請問當你從市場上買一籃子菜、又或者看到家裡

是暫用有蓋的天台，於是農曆新十五後，裝修師傅就開

的傢俬、房屋時，你心裡想的是什麼？可能是想：我花了

始動工了。

多少多少錢買回來、可能看看是否時尚、可能是……」
你曾否從一籃子菜，想到農夫、土媽媽、蟲蟲、牛大

「工場」成了道場
每天師傅都如上班一族，準時抵達小型「工場」，初

哥……；從傢俱想到木匠、樹木、從房屋想到建 築的工
人嗎……？

由電工開始舖電線，繼而是木工造檯、櫃裝嵌，最後是泥

似乎這些都與你「無關係」！這種疏離感，正好是我

水油漆，按序先後逐步完成。由於環境的造就，每天都有

們今天21世紀所謂極享現代化的人類生活，難怪我們會

機會與各位師傅接觸，有時需要提些意見，有時閒談兩

說小朋友、年青人甚或不少現代人不懂「惜物」，「人與物

句，亦會被他們的工作所吸引。嘩！每位師傅竟可以騎

的關係」大多只建基在「金錢」，換來的會是「利益、著

在木梯上，用雙腳移動木梯，簡單說就是「用木梯走路」，

數」，這樣，遑論「珍惜與愛物」？

天馬行空，令我想起小時候看的「高腳七」；不過，今時
不同往日，莫名的愉悅啟動了我的心音，這種觸動令我
不期然落淚，頓覺人生路上倍添精采，真沒料到這次緣
機，竟可令我體會到「睹物思人」的真義！

生命再顯非凡
假如，你手上拿著一籃子菜，是你相識的農夫種的
成果，或者是你親手栽種，又或者你曾經「不為甚麼」與
友人共同協作，努力盡心完成，相互間是「近距離」的微

「關係」
朋友耐不住問：「還是快快把緣機道出，難道又是茹
素的學問？」
我說：「點只素食學問咁 簡單，往日看人家天馬行
空，如此這般……今天卻是在「近距離」和「相識」的兩
種因緣裡出現！」
朋友說：「又如何？這是天天發生的事嘛！」
我說：「正是！21世紀的今天，不少有心人致力「環

妙關係，而非隔岸觀看。
此時此刻，「物物有情」不再是紙上談兵的玄之又
玄的空論，「睹物思人」不再被評為「過份感性」的負面
情緒。
就讓 我這位茹素者，從體會回歸生命中實踐：「師
傅，多謝你們，每次當我使用這木櫃……我會記得有你
們曾經為我付出，透過你們，使我生命顯得非凡。」
師傅露齒的笑說：「哈！是你有『心』！」

保」，爭取任何時空、地域，務求使更多現代人明白要珍

多謝師傅！

惜、善用、愛護、欣賞一切資源，甚至一些涉及社會公義、

朋友，你呢？！

資源分配等等問題，這的確是不容忽視。」
你的僕人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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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霖法師

攝影：常霖法師
採訪：孔慶玲、余儷玲、鄧芷筠
資料整理：胡潔英

俗名葉青霖，原為香港著名專業攝影師，
從事攝影工作逾30年，專業成就超卓，
1986年率先發起成立「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
作品常見於各類傳媒，亦經常出版攝影專集。
2009年放下俗世的名與利，前往台灣出家，
目前於世界各地以融合生活的禪法接引大眾。

在生活裏修行

第一次與常霖法師見面，心裡難免既緊張又期

前朋友共聚，齊享美食的歡樂，又再重複記起被人痛駡

待。當進入南天竺寺後，心裡卻因環境的清幽

的經歷；甚至你還將這事件告知朋友複述一次，你被駡

而平靜下來。寺內種滿不同的花草樹木，亦種

的經過，更甚者，朋友亦可能被觸及類似的經歷，如是者

了不同蔬果可供寺內自給自足，例如紅菜頭和

一直令問題複雜化，將簡單事情複雜化。亦是如廣東人所

生菜等，給了我們一種悠閒的感覺。

謂之「想得太多」，意指在不適當的時候做不適當的事。

^ 訪問者
* 常霖法師

想心安，要轉念
^ 現在人因種種原因未得安穩，如何才能做到心安、身安？

*想心安，情緒不能太起伏，否則有礙身安。雖然人有自
癒免疫能力，但心情亦會影響健康，因此，心安定，身體
自然好。

今年及去年在饒宗頤文化館舉辦攝影展，相片只是用來
吸引讀者來觀看，最重要是希望照片的文字附註能引起
大家的共鳴。因為這些文字都是我個人的體會，一些自
己親身 體 驗 的可行看法和反 思。能引起 共鳴是 我最樂
於看見的，因為這些問題是他們的問題亦是我過去的問
題，甚或是我現在的問題；最重要是「轉念」，透過轉念，

我們做事，也會想得太多。一方面想起以前的經驗，擔心

整件事會改變。

會退步，又擔心工作會做得不成功，介意別人的看法，只
望過去，記掛將來，卻忘記現在。其實一件事的成功，需

做人不應自尋煩惱，或執著，將簡單事情複雜化。例如在

要很多因緣成就，只要覺得事情值得做便去做。雖然存

街上，你與某人發生踫撞，某人不問情由駡了你一頓，你

在很多未知數，但過程中亦有不少因緣，例如千人禪修的

可將此事簡單處理，離開現場便忘記它。但如果你將它

活動，我們成功找到持相同理念的道場合作，又有一百名

複雜化，在現場回想此事，又將被人駡的經驗重複一次;

有經驗又肯投入的義工協助推行活動。

接着你去吃晚飯，事件仍然讓你耿耿於懷，令你忽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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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事後，如何能不擔憂?

單陳述，沒加入主觀意願。 但現在的新聞報導，往往加入
很多編輯的主觀意願，而且這些意願大多是負面批評，於

*這牽涉如何面對、接受及放下。英國禪師阿姜布拉姆是

是這些訊息形成心中的負面種子，而不斷的負面訊息，不

泰國偉大襌師阿姜查的學生，有一天阿姜布拉姆患了重

斷灌溉自己心中的負面種子，任其發芽增長，令心中充滿

病，阿姜查到來探訪他，他告訴布拉姆，面對今次生病，

負能量，未能自在，亦形成一惡性循環。

有兩種可能的結果，一是他會復原的，另一結果是他會
去世，但正因人人皆會死去，故他同樣不用擔心。如果我
們能將問題簡單化，則不用擔心。只須好好照顧病人便
可，情緒被牽，是因為覺察力低，要提昇覺察力，要多練
習，一早一晚襌修。

如何自然、自在、自足
^請問香港人的身心靈，可如何達致自然、自在、自足？

*這其實本來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生活越簡單，生命
越自在，但現在生活不簡單，將本身已複雜的生活，再追
求更複雜。例如住屋，你本來已經「有瓦遮頭」，但屋是租

現在的智能手機，使不少人不自覺做了手機的奴隸，無論

來的，當你看到身邊很多人都買樓，你不想做失敗者，你

它動或靜，都牽着你走，動時你要隨時留意有什麼訊息，

亦想置業，置業的結果是你要努力賺錢，有足夠的金錢

靜時又擔心手機是否失靈或接收不到訊息。

去供樓。但有些人無論怎樣努力，也買不到樓，總是不斷
埋怨，埋怨政府，埋怨社會，埋怨所有人，這些都是不安的

我記得有兩句說話：「小時候，幸福是一件簡單的事，長大

來源。另外亦有一些人已經買樓，亦能夠負擔，但當與朋

了，簡單是一件幸福的事」， 我覺得非常合用。小時候一

友比較時，又覺得自己的屋不夠大，沒有足夠的地方，於

粒糖已可以令到你十分高興，但現在，給你一粒糖，你的

是買了更大的單位，令自己負擔加大，生活更複雜，造成

回應未必正面。年幼時，我家中十分貧困，與祖母居住在

不安。除了工作辛苦外，可能現在的工作不適合你，但因

西營盤一間天台木屋，每天只吃油鹽飯或偶爾吃飯時，舐

為要繼續供樓，被逼要做你不喜歡的工作。這些都是不

一啖片糖以改變口味。我記得有一次，有一位親戚來，他

懂得「生活簡單，便會自在」道理。追求超過自己能力範

給了我一毛錢，我們兩婆孫用那一毛錢買了腐乳送飯，對

圍的東西，永遠不自在。人的慾望永遠沒有盡頭，有一千

我們來說那一餐真是超級大餐。所以生活越簡單，要求越

呎的屋，又希望有二千呎，三千呎，有了三千呎的屋，你又

低，生活越自在。

會希望有兩間屋，一間自住，一間投資，有三間屋就更加
穩陣，但人的真正需要，有兩餐一宿或三餐一宿已足夠，

出家前，我在社會也算有名有利，所以有些朋友曾對我的

而且相比其他數十億人，我們的情況已很理想，但大部份

出家發出疑問，說我為何「有自唔在，攞苦來辛」，但其實

不明白這個道理，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麼，只是跟

我現在的生活比以前更自在，我現在不用理會我的髮型，

著其他人盲目的追求。

電髮或直髮，染不染髮……現在我由起床至出外，只須五
分鐘，洗面刷牙，披上外衣，穿上鞋襪，便可出外。而作為

我出家前，不看報紙和電視，只是倚靠駕車時間聽收音機

在家人，如果我們能夠不跟時裝潮流，又不流於太寒酸，

播放的新聞，當時的新聞節目是每半小時一次，報導員簡

自己訂立自己風格，亦可生活簡單。我以前追求生活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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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崇尚名牌，學佛後，我採用一簡單方法，統一了衣服

的衣服，沒有覺察自己的貪慾，令你自己欺騙自己，所以

的顏色，我選擇了黑色，當外人已習慣我穿黑色，便不會

當一個人想購買一件東西時，叫他暫停購買，給自己三天

留意我是否重複穿同一套衣服，我亦不用花時間去配襯

冷靜期。三天後，如果覺得仍然有需要才買，但更多的情

飾物皮鞋等。假如你想做一件事，你可以找到理由，同樣

況是他已經沒有衝動去購買這件東西，或覺得這件東西其

地假如你不想做一件事，你可以有自己的藉口。簡單是一

實不是那麼好，生活可以簡單自在的。

件幸福的事。你願意簡單，便已經自在了一半，簡單，令你
減少很多煩惱，住大屋，坐大車，賺大錢，穿什麼衣服這

體驗禪修之妙處

些都是不必要的煩惱，沒有這些煩惱，令你有更多自在。
要 做 到 以 上 的 狀 態，可 透 過 襌 修 來 提 高「覺 察 力」
(Awareness)。我在出家前已經開始一早一晚打坐，期
間我會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留意病徵及姿態對身體的
影響。

襌修，心猶如一杯水，水本來很清，但在世俗紅塵中生活，
等同將水放在沙塵滾滾的路邊，沙塵會跌在杯中，如果水
動盪則沙塵會令到水變成混沌，如果水不動盪，則沙塵會
慢慢沈澱，心便會看得清楚。而發脾氣時，貪，嗔，痴便會
能控得。很多人失戀時，如世界末日，但回過頭來，却又是
另外一回事。所以當下如何能明，便是覺察力。
有時人的說話，亦會令你情緒困擾。夫妻間的頂撞，長大
了的子女的「一言九頂」，你的另外一半變了「嫦娥」……

生活中襌修，襌修(Meditation) 不一定在深山，亦不一定

這些都是一些令你非常「無癮」的事。但很多時候，你另

在襌室，現在待我們嘗襌修的體驗。

一半的「常哦」往往是出於善意，只不過是用辭不當，令

大家只要安坐在椅上，放下所有東西，包括眼鏡

你反感。所以你要與她溝通，希望她用另一方法，但轉變

兩脚平放地下，不靠着椅背，坐直不俯前，不仰後，找到

可由你自己做起，你可以向她說: 「你咁講會否更好？」

一平衡點，

而不是採用互相頂撞的溝通方式。同一句說話，用不同的

動一動肩頭，放鬆雙手放大腿上，合上眼晴，

包裝，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對方亦會用不同的方法與你溝

將注意力，放在個人呼吸(平時呼吸似乎是一件理所當然

通，但這些行為是知易行難。因為很多時候，對方的行為

的事，但其實每天能正常呼吸，也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

是很易令你「扯火」，特別是當你的「覺察力」不足時更易

保持正常呼吸，不需要控制呼吸，留意自己經鼻孔吸，感

扯火。以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母親在你身旁囉囌，你缺

受空氣，腹部脹起，然後將氣呼出，

乏覺察，扯起火來回應你母親數句，但轉過頭來你自己後

用腹部呼吸的好處是吸入大量的氧氣，因為如只用胸部

悔，覺得自己不孝，傷害了母親，希望下次不會再犯，但當

呼吸，肺部受肋骨限制。通過橫隔膜，腹部伸展吸入空氣

同樣情況再出現時，你又重複犯錯，這些都可歸因「覺察

量大，而且可以按摩腸臟，

力」不足，因為在扯火前猶如未起火，你已有覺察，則較易

請留意呼吸，你可能有其他念頭，例如等會兒到那裏吃

平息，而平息的方法不是壓制，而是疏導。

飯等，不要被這些念頭將你帶走，帶走也不要緊要，要
懂得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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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此情況可發生於購物的引誘，當你看見名牌手袋時

再感受自己的身體，有否某部位有不自覺的緊張，如有，

你可能想擁有一個，以引人艷羡，又或覺得手袋可配襯你

請放鬆，再將注意力回歸呼吸。

耳朶會聽到聲音，有風扇聲，有知覺，但不會想發生了什

禪修之常見疑問

麼事，如想要懂得回來，聽到感受到，但不分辨，慢慢張
開眼睛。

^襌修是不是每天都做?

同樣的練習，可以隨時找機會做，常練習可提昇覺察力，

*是的，在生活每一個環節例如吃飯和走路都可以禪修呀！

人便會自在很多。故要養成習慣一早一晚襌修，每早起
床時，坐在床或床邊，提議放一坐墊在床邊，睡醒時，看

*吃飯禪要關掉手機，清楚自己吃的東西，現在很多人吃

到坐墊，便會聯想起襌修或打坐。

飯時喜歡手機「先吃」，然後將相片傳到各方好友，又記掛
朋友的回應。這簡直是將吃飯複雜化，亦將分享偉大化。

開始時，不用坐太久，可以先坐五分鐘，然後慢慢增加時
間。晚上，臨睡前，因為工作忙碌或看了很久電視節目。

*行襌是清楚每一步的感覺，最需要留意腳底是什麼質地

身體很疲倦，但腦部仍然很活躍，故此不易睡着或會發

的地。很多時仆倒的原因是心急。上司常吩咐我們「不用

很多的夢。襌修後，心沈澱，腦細胞活動緩慢會睡得香，

急但要快」，就是活在當下。我的注意力只放在目前的一

養成一早一晚打坐，可提昇覺察力。

步。例如行上寶蓮寺的大佛，你心裡想著每行多一級與大
佛的距離又縮短了一級，那行每一級也會開心，否則你未

打坐中會胡思亂想，這是妄念，妄念帶走又回來，這是

行至最後一級也不會感到快樂。享受過程，不執着結果，

在練習覺察力。在打坐時，發覺多妄念，這也是覺察力，

成功的機會會大得多。

亦是進步，心定下來，能更好地處理事情，所以要多練習
襌修。

^法師剛才提到的生活襌，如何能持續?

覺察能力高，人便有智慧。人聰明不一定有智慧，聰明人

*這是對結果的執著，地藏菩薩曾說「地獄未空，誓不成

遇到困難會逃避，但困難不會因逃避而消失。有智慧的

佛，眾生度盡， 方証菩提」，從表面看地藏菩薩的任務永

人，會面對困難，接受困難才有機會處理，處理後最大的

世也不能完成，但從轉念來看，他的任務是最自在，因他

智慧是放下它，這正是証嚴法師提到的四它: 「面對它，

的任務無死線，只要繼續去做，有緣的便能幫到，如不能

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幫助也無須失望，因菩薩只是幫助眾生去醒覺要做什麼。
一些參加過咖啡襌的朋友，發覺其咖啡比星巴克咖啡更好
喝，因為覺察提升了，心亦安定了。所以我凡事盡力做，不
要有期望，便不失望。

後記
在短短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實在像上了一堂有意義的
課，多於只是一個訪問。法師還笑說當天的對話可豐富
得成為一本書的內容，結果真的出版了《身心兩相安》
圖文集，跟大家免費結緣。不知您們看完此文章後又有
何得著呢？

註：好消息！大家可到Club O免費取閱法師的《身心兩相
安》，萬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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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
工作坊

              100%天然護膚
7月26日
                            保養品製作班
星期日

  

星期二
7月14日

                   Zentangle ®

Zentangle ®坊間又稱禪結或禪繞，無任
何宗教成份。她是以藝術方式來展現的
靜心(Mediation)，有助提升專注力、思
考力和創造力等。
有趣的是她十分易學， 任何人短短幾小
時就能掌握，只要集中和投入，每個人都

夏季和暑假，戶外活動特別多，護膚保養不可少。工作坊透過導師講

能享受到藝術創作所帶來樂趣和滿足感。

解和指導，教授學員即場製作尤合夏天使用的天然護膚保養品，配

這亦是人生中獲得成就的必須要素。

合優質冷壓植物油及外地進口原材料等，達到即學即製即用效果。工

就讓我們一起進入Zentangle ® 的世界，一齊提升心智水平，培養藝術
的情操。
●

導師：余狄夫Dick Yu(國際認可Zentangle ® 導師(CZT))    

●

日期：7月14日(週二)

●

時間：晚上7:00 - 8:45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費用：$220 (會員$200) ，收費已包專用繪畫材料

逢星期三
7月15日開始

作坊生動好玩，充滿創意，製作成品特別適合家人使用，更歡迎親子
一起參與，增添溫馨。
●

導師：Sharon Cheung (Skin Holiday創辦人；獲國際美容文憑)

●

日期：7月26日 (週日)

●

時間：A班  下午2:00-3:45
        (芳香浴鹽氣泡球100g x 2個* + 夏日清爽沐浴液100ml)
        B班  下午4:00-5:45
        (輕柔花灑去角質浴糖80ml + 輕柔防晒面部乳液25ml)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頌缽聲頻帶你放鬆身心靈

●

收費：兩堂$560 (會員$520)；單堂$300 (會員$270)

你時常覺得容易疲倦，感覺到身

●

http://www.skinholiday.com/

體蹦緊或者思維有時紊亂，身心

●

*

收費已包括：製作材料、成品樽瓶、專業筆記、導師教學
●

參加者可額外付：兩堂$390 (會員$365)；單堂$210 (會員
$190)，以帶同一位小孩 (小一或以上)參加，及製作多一整份產品
可作浸浴或足浴，當中有一個是現成品

靈難以一致嗎？
誠意邀請你一起經驗喜馬拉雅頌

逢星期二

缽聲音治療，以頌缽聲音為媒介，

8月4日開始

大自然的頻率穿透細胞，啟動自

  
               非洲鼓樂舞蹈班

癒能力，再配合身體運動，令你由

非洲鼓樂及舞蹈是一個充滿活力

內而外感覺到身、心、靈從新被一

及令人熱情澎湃的組合，能夠喚

次過洗淨，讓你重拾清明、平靜、

醒你全身的細胞及與生俱來的

和諧和喜悅的感覺。

節奏感，體驗鼓動潛能、舞出真
我的愉悅感！非洲鼓樂多變且跳
躍的節奏，帶動著舞者強勁的身
體擺動，讓人越跳越起勁，舞動
停不了，真正達到健康、健身、健
美的最高效果！

●

導師：Jasmine Hui & Jennifer Tang (聲療師,詳見P.13)

●

日期：7月15、22、29 日(逢週三)，共三堂

●

導師：「心窗非洲鼓樂聚」導師團隊

●

時間：晚上7:00 - 8:00

●

日期：8月4、11、18及25日(逢週二)，共四堂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時間：晚上7:15 - 8:45

●

費用：全期$530 (會員$480)；單堂$178 (會員$158)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名額：25人

●

費用：全期  親子價(父母加一位6歲或以下小孩，共3位，$800)；

●

註：請穿著輕便舒適，避免緊身衣著及牛仔褲。

二人價 (一位成人加一位6歲或以下小孩，$680)；
單人價$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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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食BB健康方程式一：
7月1日
                     兒科醫生與BB茶聚

    素食BB健康方程式二：
8月23日
              至營素BB
Summer Party

星期三

各位家長，Veggie Kids真幸運！本身是素食者的梁淑芳博士是兒科

星期日

  

各位BB 家長注意啦!!!

專科醫生及育兒專家，她在百忙中抽空，將來到Club O舉辦素食BB
營養健康講座，也會分享一些BB營養小食的製作方法。講座之後會

今個夏日Veggie kids 又開Party啦!今次的Party 加入了新元素，我們

有Club O廚藝隊為各位家長用心制作的精美茶點小食，無論已吃素、

邀請到素食多年的Play group導師Ingrid姐姐，她為我們精心創作了

未吃素，或有興趣開始吃素的你，為了至愛既BB著想，希望他們更精

幾個加入環保元素的親子遊戲，還邀請了胎裏素長大的素食青年分

靈，吃得更健康，就要來聽下梁醫生點講啦，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請

享成長經歷及才藝表演，仲有Club O廚藝隊為小朋友精心泡製了好

各位把握這次機會！

多好多美食，到時有嘢食有嘢玩，各位家長都帶埋小朋友來感受一下
這群素B的無限活力啦 \^0^/ !

●

嘉賓講者：梁淑芳醫生

●

日期：2015年7月1日(週三)

●

日期：8月23日(週日)

●

時間：下午3:00 - 4:30

●

時間：上午11:30 - 下午2:00(11:00恭候)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費用：$100/位，10歲或以下小童免費

●

費用：$180/位，年滿3歲至10歲小童$100，3歲以下小童免費

星期日
8月2日

  
     成人肌腱骨骼慢性痛症

針對肌腱骨骼出現慢性痛症的
成因，改善及根治為患者帶來生
活及精神上的傷害和困擾，有效
擺脫不適和長期服藥的煩惱。
Dr. Shah Tahir Hussain將協助
患者找出致病原因，以徒手方
式為患者治療以舒緩或解決身
體痠痛不適等問題，更會為個別患者提出肌肉伸展與運動指導建議。
●

主持：Dr.Shah Tahir Hussain

●

日期：8月2日(週日)

●

時間：下午 1 :00 – 3 :00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名額：10人

●

收費：$388 (會員$358)

健美秀身瑜伽班

*
* 每人可參加一次試堂。(名額有限，請於兩天前預約，以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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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自在

計劃

GLA16「逆轉糖尿病——21天健康挑戰」

活動特色

素食理念

1. 提升健康：活動設計給希望提升健康狀態的您，低脂肪純素飲
食是減肥，逆轉和預防糖尿病、心臟病，降低血壓、膽固醇和癌
症風險的最佳方式。

素食有許多不同類別，有不吃肉者，有不吃奶蛋，還有不吃五辛、
不吃惰性食品，更甚有生食、果食等飲食方式。本活動中所提倡的
素食理念與知識，將以純素食（Vegan）為主，即是不食用與不使
用各種動物製品的飲食方式。

2. 營養菜譜：提供經營養師設計的21天素食菜譜，菜式符合香港
人口味，簡單易做，確保營養健康，並有素食烹調示範，體驗素
食的美味。

● 導師：盧麗愛專科醫生、李宇銘中醫博士等專業素食顧問，及
一眾資深素食者導師

3. 專業分享：多位資深素食人士分享心得，其中包括：營養師、中
西醫、廚師、健身教練、瑜伽導師、運動員、素食家長與孩子、
嚴格素食者、生機飲食者等等。

● 日期：8月5、12、19及26日（逢週三，共四堂）

4. 健康調查：活動前後均進行健康狀況問卷調查，讓參加者比照
三週素食對身體的變化。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5. 豐富資訊：提供多種素食資料，包括食譜餐單、香港素食店名
單、素食須知、素食誤區，以及「素食求生包」等常見問題資
料。
6. 朋輩輔導：參加者將按相近的年齡與生活地區分成小組，組員
互相支持，舉行活動後聚會，而每組將有一位資深素食者參與
支持。

● 時間：晚上7:00 - 9:30

● 名額：30人
● 收費：活動費連按金共$998（會員$938、全日制學生$498），
若能準時出席規定的全部聚會，將獲退還按金$500（學生可
退還$250）
● 註： 1) 綠色人生證書課程選修科 - 6 學分
2) 收費包括材料費和簡便晚餐；

7. 後續支持：活動結束後可參與香港素食會的定期聚會，繼續實
踐健康的素食生活。

3) 參加者需要承諾：
a. 在第一次聚會後，連續21天實踐素食，並準時出席全期
四堂課程，以及兩次自行組織的週末小組活動；

活動對象
1. 二型糖尿病患者為主要對象；一型糖尿病患者，或糖尿病患者
的親友亦可參加。

b. 跟據指示，於用餐後自行利用手指針刺血糖機，檢測血
糖指數並作記錄。及在活動完結時，提供血糖指數記錄
予大會作紀錄與研究之用，以便分析各位參加者的成
果。

- 我們期望參加的患者，在接受西醫觀察及治療糖尿病的同時，
願意積極地透過改變個人日常的飲食，以配合糖尿病的治療；

4) 報名可先電話預約，但需要在三天內繳費，並填妥報
名表格；

- 我們建議每位參加者，自行設置一部家用手指針刺血糖監察
機 (篤手指機)，以便在改變飲食期間，即時了解膳食對血糖
水平的影響。

5) 欲知更多課程詳 情，歡 迎收 聽以下錄 音，以 及留意
Facebook「香港素食會」專頁通告。

2. 非素食者，而願意實踐素食以爭取健康的人士；或已大部分時
間素食，但希望進一步成為純素食者。

6) 另外，7月11日（星期六）下午4:00-5:30本會的綠色茶
座，為本次活動的簡介會，鼓勵參加者參與了解活動
詳情。

（注意：素食者並非本次活動對象，若素食者希望更進一步學習素
食知識，歡迎登記成為本活動義工。）

GLB03-01 運動基本法 － 擊退痛症工作坊 1
現在很多都市人因工作繁忙，缺乏運動，加上飲食失調，受長期痛

3.

關節保健運動

症困擾，影響身體及情緒。此工作坊與大家分享改善關節飲食及抗

認識活動關節的分類

炎飲食，再透過適當的關節保健運動，改善姿勢及關節問題，讓大

強化軸心肌肉運動

家可以掌握擊退痛症的基本方法。

脊骨：頸、背、腰
肩、膝

工作坊內容：
1.

改善關節飲食及認識抗炎飲食

2.

如何保持良好及改善姿勢，包括行、站、坐、臥、下蹲、
提取重物等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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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主講：鄭浩光 (國家一級公共營養師)、
陳家杰 (體適能導師)
日期：7月12日 (週日)
時間：下午2:00 - 5 :00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收費：$198 (會員$178)
註：綠色人生證書課程必修科 - 2 學分

盧麗愛(Irene Lo)醫生
香港註冊外科醫生，90年代中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現職香港一間公立醫院，專注肝膽胰外科，
全素食多年，提倡吃全素、
整全食物及食生 (Raw vegan and whole food)

吃全素、整全食物及食生何以
扭轉糖尿病的病發率和病情呢？
人體血液裏的糖份水平，是由胰島素控制的。胰島素是從胰臟β細胞
製造分泌出來。糖尿病分兩種，一型糖尿病為胰島素依賴型，受遺傳
基因或免疫系統毛病影響，體內分泌的胰島素嚴重缺乏，甚至為零；
二型糖尿病為非胰島素依賴型，因為體內的胰島素分泌稍為不夠或
有阻抗性，以至不能有效地控制血糖。這類糖尿病多與肥胖掛鈎。
全素食為何對糖尿病病情有幫助？
跟據醫學觀察所得, 低脂全素飲食或以攝取蔬果為主的飲食能顯著
地降低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風險(1-22)。從一些包括了數萬人的前瞻性飲
食研究所得，食用較多肉類、肉類加工品、動物脂肪、精製食品的人
是較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至於紅肉及肉類加工品更是患上二型糖尿
病的顯著獨立危險因子(3)。
醫學界對於肉食為何導致糖尿病的原因還未能完全清楚。有可能是
多肉食吸收過多動物脂肪而肥胖，而肥胖又與胰島素阻抗性有關連
因而引起二型糖尿病。
另一可能則是與常用的肉類防腐劑硝酸鹽(Nitrates)和亞硝酸鹽
(Nitrites)有關。這些化學劑，除了有抗氧化作用，可使肉品呈鮮紅色增
加賣相外；也能同時防止細菌在待售肉品中生長，特別是能有效地防
止肉毒桿菌孢子(Clostridium Botulinum endospores)發芽生長。所以
這些化學劑被視為肉類食物安全的必需品，在肉品銷售流程中，特別
是製作臘肉、煙肉、香腸等食品時是難以被取替或棄用的(4)。可是，這
些含有防腐劑硝酸鹽和亞硝酸鹽的肉類在高温烹飪(煎炸)過程中及在
胃酸pH環境下，會產生致癌物質亞硝酸胺(Nitrosamine) (5)。亞硝酸胺
不單是致癌物質，而且還是對胰臟分泌胰島素的β細胞程毒害性，直接
把細胞破壞(6)。可是，β細胞被破壞後是沒有重生的，所以當破壞達到
某情度時，就會出現胰島素分泌不夠的情況，形成糖尿病；已經患有糖
尿病的人就只會病情更深。
隨了肉類，其他食品如在製作過程使用硝酸鹽或亞硝酸鹽，例如醃製
食品，都會同樣地危害健康。所以選擇沒有被加工過或高温處理過
的整全食物一定是對身體有利的。
吃整全食物為何對糖尿病病情有幫助?
除了剛剛提及食物在精製加工過程中可能用上硝酸鹽或亞硝酸鹽所帶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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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ot Intervention Using a Low fat, Vegetarian Diet. Prev Med 1999;29:87-91
2. Associations between diet and cancer, ischemic heart disease,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non-Hispanic
white California Seventh-day Adventists.Am J ClinNutr. 1999 Sep;70(3 Suppl):532S-538S.
3. Teresa Fung et al. Dietary Patterns, Meat Intake, and the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in Women. Arch
Intern Med. 2004;164:2235-2240
4. John De Vries (1997). Food Safety and Toxicity. CRC Press. p. 70.
5. Jakszyn, P.; Gonzalez, C. A. (2006). “Nitrosamine and related food intake and gastric and oesophageal
cancer risk: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 WJG12 (27): 4296– 4303.
6. S P LeDoux et al. Mechanisms of Nitrosourea-Induced β-Cell Damage: Alterations in DNA. Diabetes
August 1986, 35: 866-872
7. Gabriel Cousens M.D., There Is a Cure for Diabetes: The 21-day+Holistic Recovery Program. 2013
revised edition.
8. Cousens G. Simply Raw: Reversing Diabetes in 30 days. Movie, 2008.
9. Home page of Tree of Life Rejuvenation Center: http://treeoflifecenterus.com/
10. Brenda Davis, Vesanto Melina. Becoming Raw (The Essential Guide to Raw Vegan Diet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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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urner-McGrievy GM et al. Changesin nutrient intake and dietary quality among participa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following a low-fat vegan diet or a conventional diabetes diet for 22 weeks. J Am
Diet Assoc. 2008; 108: 1636-45

來的壞處外，精製加工食物往往因為本身缺乏纖維或同時含有過多白
糖成份而成為高升糖指標 (High Glycemic index)的食物。
例如所有白飯、白麵包、白麵條、白意粉、餅乾或其他由白麵粉及白糖
做成的各類糕點西餅全是屬於精製加工食物。這些只有澱粉質而沒有
纖維的純碳水化合物，因為缺乏纖維的原故，食物裏所含的糖份會在
消化初期就完全地釋放出來，除了供給身體一下子的超水平糖份，讓
身體來個「假滿足」外 ，就沒有其他營養價值了。而且突如奇來的超
水平糖份會自動刺激胰島素的分泌。長期重覆頻繁地進食高升糖指標
的食物，血糖水平重覆大上大落，胰臟的負擔隨之增加，長期會導致增
加患糖尿病的風險或加劇已有的糖尿病病情。另外，這樣不理想的血
糖水平，也會間接形成肥胖、脂肪肝和膽固醇上升，亦會導致血液中的
胰島素基數長期偏高，增加患上癌症的風險(15-20)。
我們應該盡量選擇食用天然原狀的食物、排除食用白糖、選擇屬於
整全食品的榖物例如糙米、紅米、小米、藜麥或其他未經磨去殼的榖
物 (小麥除外)。這些種類的食物是低升糖指標的食物，因為當中還
保留住原有的殼(纖維)，所以能在消化過程中緩和糖份的釋放，避免
血糖水平大上大落，也因此能減輕胰臟的負擔，有助預防糖尿病或
減輕其病情。
食生為何對糖尿病病情有幫助?
針對糖尿病來說，生食蔬果除了本身已是比煮熟的容易消化外，生食
的同時亦保存了蔬菜生果裏的天然酵素，有助減輕我們消化系統的
負荷，特別是胰臟消化酵素及胰島素的分泌，有助預防或減輕糖尿病。
有很多很有顯著結果的臨床研究亦不約而同地指出透過結合全素食、
食整全食物及食生的飲食方式(raw vegan whole food diet)，能有效
地幫助病人改善糖尿病病情，甚至乎可使糖尿病痊癒；也同時幫助減
輕不健康的體重；亦能在血壓及膽固醇方面得到明顯的改善(7-14)。
另外，雖然我們只是推測亞硝酸胺(Nitrosamine)毒害胰臟β細胞而引
起糖尿病，但是亞硝酸胺毫無置疑是一種致癌物質。慶幸的是，有研究
指出顯示，維他命C (Ascorbic acid)可以有效地減低或防止亞硝酸胺在
體內的產生(21-22)。但是，維他命C 是不耐熱維他命，所以盡量把蔬菜果
類食物生食才能讓身體有機會吸收足夠的維他命C，預防癌症病變。
總結：
由以上的分析所見，組成健康素食方程式的吃全素、整全食物及食生，
當中每一項的元素都能在預防及減輕糖尿病方面有着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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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in individuals with type 2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06; 29: 17778-83
13. Redmon BJ et al. Two-year outcome of a combination of weight loss therapies for type 2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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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ow cardiometabilic risk. Rejuvenation Res. 2007; 10: 225-34
15. Renehan AG et al.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GF)-I, IGF binding protein-3, and cancer risk: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Lancet 2004;363:1346–1353
16. Pollak M. Insulin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signalling in neoplasia. Nat Rev Cancer 2008;8:915–928
17. S. Cowey and R. W. Hardy, “The metabolic syndrome: a high-risk state for cancer?”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 vol. 169, no. 5, pp. 1505–1522, 2006.
18. Frasca, G. Pandini, P. Scalia et al., “Insulin receptor isoform A, a newly recognized, high-affinity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II receptor in fetal and cancer cells,”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vol. 19, no. 5, pp. 3278–3288, 1999.
19. P. Vigneri, F. Frasca, L. Sciacca, G. Pandini, and R. Vigneri, “Diabetes and cancer,” Endocrine-Related
Cancer, vol. 16, no. 4, pp. 1103–1123, 2009.
20. E. Giovannucci, D. M. Harlan, M. C. Archer et al., “Diabetes and cancer: a consensus report,”
Diabetes Care, vol. 33, no. 7, pp. 1674 –1685, 2010.
21. Tanenbaum SR. Inhibiton of nitrosamine formation by ascorbic acid. Am J Clin Nutr January 1991
vol. 53 no. 1247S-250S
22. Tanenbaum SR. Preventive action of Vitamin C on nitrosamine formation. Int J Vitam Nutr Res
Suppl. 1989: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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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O 活得自在廚藝隊，舉辦各種精彩素菜廚藝班，額滿即止，歡迎大家報名從速。
凡參加 Club O 廚藝班，均可以8折購買新素菜食譜書《簡單素》。

甜味健康雙輝
(鮮薑汁千層糕、西米南瓜糕)
薑可加強行氣活血，更可提神。吃一口薑汁千層糕，品嘗
豐富的美味甜品。西米可健脾化痰潤膚，南瓜可粘著體內
毒素及其他有害物質，排出體外，達至解毒之效。如何不
用奶及忌廉也可做到美味西米南瓜糕？
●
●
●
●

日期：7月19日(週日)
時間：下午2:00 - 4:00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收費：$168 (會員$158)

純素媽媽廚房-系列三：日式料理
炎炎夏日，大人和小朋友
都希望吃得輕鬆簡單。純
素媽媽今次再來Club O，
希望把簡單易做的日式素
食料理跟大家分享。從健
康小吃、壽司、飯團到美
味甜點，純素媽媽都會跟
大家一一介紹和示範。讓
家裏的一家之「煮」煮得輕鬆，讓家人吃得精彩和健康。
●
●
●
●
●

導師：Grace Wong
日期：8月30日(週日)
時間：下午2:00 - 4:00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收費：$248 (會員$218)

意味濃情
一家之煮，要煮出全家保健
的菜餚，這是責任重大的家
庭主廚。這堂會與大家分
享以天然植物食材，烹調濃
汁意粉和讓大家齒頰留香的
滋潤湯水。願各位食得開心
時，又吃出保健的食物。
●
●
●
●
●

導師：惠心言
日期：8月16日(週日)
時間：下午2:00 - 4:00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收費：$248 (會員$218)

導師簡介：
惠心言，高級營養師，擁有兒童營養教育文憑及健康與營養學
文憑，曾修讀健康水療、瑞典式推拿及健康教育證書。曾出版
作品：《健康源素──提升抗癌力的40款美食》、《飲食真
光》、《增強免疫力》、《排毒美顏》、《吃退壞膽固醇》及
《營養師的美麗之本》。

來Club O禪食
Club O 舉行獨一無二的靈性聚餐大會,由全體福廚義工用愛
心炮製健康清淡的菜餚、茶、湯，安排美妙的環境，招待各
方樂於出席的有緣人，分享進食的靈性、情緒、生理益處，
一起吃出健康、慈 悲、覺醒。每星期三次：
● 逢星期四晚上6:30-7:30 (由孔慶玲等主持)
● 逢星期六午間1:30-2:30 (由孔慶玲等主持)
● 逢星期六晚上6:00-7:00 (由廖崇興等主持)
隨緣樂捐，將用作支持綠色生活教育工作。

注意:
*
7月及8月的自在茹素午餐聚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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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宇宙能量

Club O 午間靜心
「唔知點解，我自己一個人住，沒有其他人，總是靜不了……
？但來到這裡……！」
「我很難得一年只有幾天大假，好開心有機會今天到Club O靜一
下，下次可能要半年甚或一年後才可重返……！」
邀請大家齊來體驗「團體靜心的力量」，確實令人難以相信。
阿孔與豆豆不會問你點解，因為一切事的發生絕非偶然，請大
家放下身段放下昨天種種，給自己一個機會，享受生命在寧靜
中，體驗心有所安的力量。

每月多次舉行的送愛療癒聚會，由Club O療癒
師義務發心接引宇宙療癒能量，與同場者合一
共療，歡迎你陪同需要療癒的親友來Club O接
收宇宙大愛能量，更歡迎你隨心光臨親身體驗
祝福人間有緣眾生。
● 「療癒課」：逢週四下午4:30-6:00 (禪食晚餐晚上6:30開始)
● 「愛心圈」：每月第1個星期六晚上7:00-8:45
                 (禪食晚餐晚上6:00開始)
● 以上節目由孔慶玲、Victor D’Aquino、
陳愛眉( Amy D’Aquino )、 豆豆率領Club O 療癒師團主持。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玄功易學保青春

● 主持：孔慶玲、豆豆
● 日期及時間：逢週二下午1:00至4:00阿孔和豆豆恭候大家齊來靜心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太乙布氣療法義診
太乙布氣療法是用真氣送至病
源，去除病氣，達至治療之效。
歡迎大家致電約見鄭氣功師。

玄功二十訣是道家著名養生功法，簡單易學，能活化全身骨椎血
液，活絡全身活動關節，只要次序井然勤練習，便可卻病延年。
● 義務導師：錢福培、李行健
● 日期及時間：7月4及18日；8月1及15日
         (每月第一、三個星期六)上午10:00-11:00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費用：每堂$30(會員$25)，全部撥歸Club O以支持綠色生活教育
事業。每月第1堂即場報名。

● 主持：鄭次輝氣功師
● 日期及時間：7月5日及8月2日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上午10:00-下午6:00
● 地點：Club O 會址B室
● 登記：為方便安排，免卻久候，參加者必須預先登記，在預訂時間
準時開心出席，欲報從速，額滿即止。登記日期為上月第一個工作
天 (若當天為星期一，則順延至第二個工作天)。

關係提昇加油站
為何明明疼愛對方，想對方快樂，卻總是相處時處處碰璧？做
什麼都得不到想要的回應？處處退讓卻無法停止對方的指責？
如相處有困難，歡迎一起來找出路，建立相親又相愛的關係。

「心無罣礙」活力舞動坊
路，不在天邊，不在遙遠的他方，而在每個人
的內心！人生漫漫長路，需要不斷練習的是把
「感覺(feelings)」與「當下(present)」聚合。
心靈的空間，容易被種種情緒、恐懼、壓力佔
領和堆積，成為自家的「堆填區」！這個「堆
填區」總有一天會滿溢，身體以病作警示……
這個週日下午，讓我們齊齊透過一些獨特的音
頻、舞、動，善待每一當下，尋回內在真我，
讓身心在不自覺中得以淨化，重新踏上新旅程！
● 導師：孔慶玲

● 主持者：Natalie Wong(社工碩士，過去
十年主要對象為情緒病患者及家屬，近
年興趣為親密關係如夫婦及親子輔導。)
● 對象：必須二人同行，必須為親密關係
例如夫妻或情侶，或親子例如父母親和
子女。
● 日期：7月19日及8月16日(該月第三個星期日)

● 日期及時間：8月9日 下午2:00-6:3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隨緣樂捐，支持綠色生活教育事業
● 名額：20人(額滿即止，請盡早提前報名留位，
活動當天不設臨場報名)
● 註：建議出席者穿著鬆身衣服，自備汗巾；為了讓節目保持專注的氛
圍，請務必準時入場，以免對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干擾，敬請諒解。

● 時間：中午12:00至下午4:00(每一節為1小時45分)
● 地點：Club O會址B房
● 查詢：www.facebook.com/caringforsouls
● 費用：隨緣樂助。
● 註：請致電予 Club O 報名。如超額，可登記在輪候名單。活動的
一星期前，將收到電話確實。

Club O香功班
香功易學、氣感強、療效神奇、好玩，不但可加強免疫力，益
壽延年，還能減壓安睡、優化內心世界、調和情緒，令你更自
在可愛。
● 導師：胡錦文、歐振宗

節目更新：原定每月一次的「多元能量療法」治療班
將暫停至另行通知，敬請各位留意。

● 日期及時間：逢星期六下午3:00-4:0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如活動滿座或預約滿額，未能接待閣下，敬請見諒，歡迎大家盡早到場或預約。部份活動隨緣樂捐，以支持綠色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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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mine Hui和 Jennifer Tang 是Sound Therapy HK
(http://soundtherapy.com.hk)創辦人及專業聲療師，
同時也是整全醫學博士研究生 (PhD candidate in
Holistic Medicine)。近年拜得國際級頌缽大師 Hans
de Back 門下，是亞洲區少數的頌缽大師班畢業生。
透過聲音演奏、個人治療和分享會等，致力推廣頌缽及
聲頻治療在身心靈層面的療癒力量。
曾獲多個傳媒訪問。服務個人、團體及公司。

頌缽改變我們的生命

二脈，將我之前吸收到的知識貫通完整，整個人如夢初醒，身
體也健康起來，我終於找到問題的答案：每個痛苦都存有一個

很多人都問，我倆怎會當上全職聲療師，頌缽 (也稱：馨)對療

祝福，沒有那些苦，你不會想方法去離苦。追尋靈性的成長，

癒身心靈真的有那麼神奇嗎？我們細心問問自己，才發覺其實

對我來說，便是永恆離苦的方法。

在頌缽的道路上，一路走來，當中並沒有刻意的經營計劃，甚
至慢慢發覺，不是我們想做些什麼，而是頌缽一步一步帶領我

頌缽把我一步步的帶到來這個人生階段，我也自然而然地透

們走到今天。

過它，將快樂、平安和健康的力量再次喚醒在我生命中遇見
的每一個人。

Jasmine：尋找人生答案
我從來都是一個很幸運的人，生於醫學世家，自少入讀傳統名

Jasmine 和 Jennifer : 對身體和生命的覺察

校，年少時已達八級鋼琴造藝，也有緣接觸多種中西樂器，在

我們不是醫生，頌缽也不是用來幫人醫病，它真正的目的，是

大學修讀雙學士法律及商學系，爸爸媽媽在成長路上也給予我

助你清理身體、情緒和思想上的障礙，讓你進一步覺知自己身

很大的自由度。有我這個背景的人，人生也理應沒有甚麼煩惱

心靈的狀況，然後重拾本有的健康、清明與和諧。正如禪修，

吧。但事實上，由小到大我感覺到生命是充滿限制和局限，也

是要你覺察自己和身體之間的溝通，從而作出有益的反應。每

不甘被規條框住，每每有時間就會思考人生的答案。

個人的身心狀況及其原因都不同，我們希望聲頻治療引導你看
到每個狀況背後的原因，然後學習自我調整，重新做回自己生

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在機緣巧合下接觸到頌缽，一聽之下感到

命的主人。

頌缽的聲音帶領我進入一個心靈的廣闊的空間，一個無邊無際
的世界。因此我也開始找到一些答案，我的人生開始改變，不
知不覺地踏上聲療師之路，同時參與大大小小的頌缽演出，把
這個擴闊的空間帶給更多人認識。到現在為止，頌缽聲音幫我
打開很多生命的門，當這些門打開了，你看見很多希望。頌缽
給我一個很純淨的空間學習看自己、聽自己，也可帶你發掘更
多的可能。

Jennifer：找到苦的出路
我生於小康之家，上有哥哥下有弟弟，靠著小聰明，令我在讀
書等各方面一直無風無浪，自小也樂於 hea著長大，沒有太多
想法。直到大學畢業那一年，收到哥哥頭部突然生了癌這份
「畢業禮物」，我初嘗驚醒的滋味。
頭部容不下開刀的風險，只有「選擇」痛苦的電療化療。我哥
哥由一個6尺高大的靚仔，一下子瘦了70多磅，面目全非。由
發病開始直到離開我們的那5年，不斷地經歴好轉和惡化，希
望和絕望循環不止，那種對身心殘忍、無情和痛苦的折磨，令
我曾經怒問上天「你係咪玩野？」。哥哥2006年走了，我開始
問：「人生到底為了什麼？」「人生為何那麼苦？」「怎樣才
可脫離痛苦？」這些問題，引領我接觸了很多身心靈的書本和
課程，我開始「醒」了。
因緣際會下，我遇上頌缽和恩師 Hans de Back，他倆對我有種
從來沒有過的莫名吸引力。學習頌缽的過程就像打通我的任督

13

早前我們遠赴荷蘭跟我們的恩師 - 國際知名的聲療師 Hans de Back
深造，他為人很有幽默感，也傳授我們很多人生哲理，令我們畢生受用。

週四療癒夜
每個星期四，這裡載滿慈悲祥和。關心身心靈健康，想要清洗排毒，就請到來，共結一段不可思議的緣份！
逢星期四晚 6:３0 禪食晚餐，7:30-8:45 療癒晚會，內容包括靈修分享、智慧交流、小組療癒、溝通神聖靈交經驗。
為了讓節目保持安靜專注的氛圍，請務必準時入座，逾時不候。

★妙哉靜心．轉化人生

★療癒同修大匯聚

7月2日及8月6日  主持：孔慶玲、胡錦文
身心靈的和諧共振，貫通人我、心物關係！當你置身宇宙原音，陶
醉在調頻音率，就難分你我他了；當你置身大地，體驗與大地共生
息，萬物就會與我合一；當你置身樹蔭，樹葉輕唱甜蜜蜜；鳥兒齊
鳴日日新曲，朗讀鳥詩，我心樹心鳥心心心相印。透過靜心轉化心
境、身心回春，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7月30日及8月27日 主持：療癒同行者
你本來就是天生不折不扣的療癒師，你原本就具備不可思議的
力量，可以扭轉乾坤，化危為安，今晚就讓我們集體大匯聚，以
第一身來體驗這神奇力量。無論你是否療癒師，我們都誠意邀請
你來出席這個療癒同修大匯聚，分享你的個人體會，聆聽其他同
修的經驗。

★打發壞東西
7月9日   主持：秀玲、曼麗（琉璃光養生世界學員）

★靈來靈去   
8月13日   主持：胡錦文Kelvin   

常說達至“身心靈”整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如果自己已經生
活正常，環境舒適，但間中總是有些悶悶不樂，不自在的感覺油
然而生，或者不快的經驗揮之不去，甚至某件事物的出現會壞了
整天情緒。

靈性的追求就是到廟裡上香拜拜、星期天上教堂、早晚念經祈禱、
冥想打坐嗎？靈修和日常生活究竟有沒有關係？靈修需要和我們
的生活結合嗎？讓我們在輕鬆的閒談中，圍繞「靈性生活」這個
主題,共同探討如何在生活中追求靈性，並將靈性融入生活中！

讓我們來打發這些壞東西，學習
雷久南博士教大家的方法，是實
用簡便而有效的，齊來恢復心靈
的自在感覺。

★法國梅村生活點滴
7月16日   主持：Sam、Celia
2014年，Sam與Celia結婚2年後，放下
了香港的生活，直奔法國梅村，禪修一
年，一完共同夢想。

★人生旅途的同伴

★擺脫負面思想
8月20日  主講：司徒素雪（臨床催眠治療師）
從心理學角度分析，我們的思想、情緒與行為會互相影響。負面
思想可以引發我們負面情緒及行為，影響我們心理健康的質素。
而身心亦有互動關係，若要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絕對不容忽視。
為甚麼我們總是那麼多負面思想？如何擺脫負面思想以活出積
極快樂的人生？

7月23日   主持：Natalie Wong（社工碩士，輔導員）
為什麼好喜歡那些人？為何會遇到令自己受傷的人？人生旅途
上，相遇的人多如繁星，到底誰伴我同行？來一起討論及做小
練習，歡迎大家致電Club O報名，為了預備物資，於講座前一
星期截止報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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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茶座
自1988年創辦的綠色生活經驗交流平台，逢星期六下午4:00-5:30 邀請各路綠色先鋒開講，請
早入座，開啟自然、自在、自足人生。
● 微笑．讓身心健康自在 7月4日
●

● 養生要訣 8月8日
●

主講：何惠珠（汪橋） 身心靈導師
嘴角上揚，一個微笑動作，就
能讓我們放鬆，舒緩緊張。研
究亦發現，笑，能活化免疫細
胞，提高免疫力，亦能活化掌
管情緒變化的右腦。微笑，也
是人與人溝通的橋梁，送給周
圍的人的禮物。

主講：鄭浩光 (國家一級公共營養師)
經常有聽到很多朋友的保健養生方法，有的每月花數千元買營
養補充劑或補品，有的花大量的時間研究食療及食物配搭，有
的以每天進食中藥或草本去調理身體，甚至有的不斷尋求坊
間的「偏方」來保健。此分享與大家從中國傳統智慧、營養
學及個人經驗，探討保健養生的要訣，讓大家可以掌握基礎
的養生智慧。

在這個講座，講者會引導大家以微笑測試自己身心的放鬆程
度，並以心理學和科學實驗的報告說明微笑對我們身心健康的
影響。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微笑的習慣，讓自己成為
更自在更有吸引力的人。
● 逆轉糖尿病的飲食方法——
●

暨第四屆21天健康挑戰介紹會 7月11日   
      主講：盧麗愛醫生（香港註冊執業外科醫生）
主持：李宇銘博士（香港中文大學講師，香港素食會主席）
糖尿病是當今都市的主要文明病之一，香港現時約有七十萬糖
尿病患者，即是每十人即有一人患上。從醫學角度看，過去多
認為糖尿病無法根治，必須要一直透過藥物治療與飲食控制；
實際上，已經有不少研究發現，只要透過素食、生食，糖尿病
是可以「有救了」！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可以透過素食逆
轉，一型糖尿病患者亦可以有所改善！如果你或者你身邊的親
友患有糖尿病，記得切勿錯過這次爭取健康的好機會（同場將
介紹於八月舉行的糖尿病特別版21天健康挑戰活動）
● 快樂的農夫 7月18日
●

主講：馮志輝（Club O有機菜供應商之一）
20年前以25歲之齡投身有機耕種行業，
一直相信做生產，令大家有得吃有機菜才
是推動有機發展的大道理。在平日，大家
買輝哥的有機菜就多了，今日一定不能錯
過這機會與這快樂農夫見見面！
● 均衡「素」糧．防癌天使
●

7月25日   主講：惠心言（高級營養
師，最新作品為《健康源素──提升抗癌
力的40款美食》）
多年來無數的研究都明確顯示，飲食與癌
症息息相關，而大多數的證據指出：以植
物為主糧能夠預防不同種類的癌症與食
源性病症。每天如何吃出健康，吃怕癌細
胞，請君入席，共聚分享。
● 愛笑瑜珈 8月1日
●

主講：余狄夫Dick Yu（愛笑瑜珈導師）
笑可以讓自己健康、快樂、積
極、進步，笑也能感染別人：只
要一個微笑，就可以拉近人與人
之間的距離，同時亦能化解很多
紛爭。不要吝嗇你的笑容，希望
您養成笑的習慣，以笑和快樂來
面對將來！這個中午，誠邀您加
入「愛笑瑜伽大使」行列，用笑
聲改變自己，感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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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水可以喝出健康來 8月15日
●

主講：Lawrence Cheung (Pi水系統負責人)
關心健康的朋友都會對自己吃進去的食物有很高的要求，隨
著時代的變化和環境的污染，食水安全也變成香港人切身的
話題。有部份人會在家中安裝濾水器來過濾氯氣或污染物，有
專家更認為”好水可以喝出健康來”。其實市面濾水器品種繁
多，安裝前必須先了解其功能、效用和利弊，否則盲目亂安濾
水器，莫說是平價濾水器，其實昂貴的濾水器也可能會危害健
康，百害而無一利。
今次特別為大家分析
什麼是好水，同場介紹
什麼是Pi水，講解其功
能及效用，以此同時，
亦為大家分享市面常見
的各濾水器的功能和優
劣，關心食水、好水或
是打算安濾水器的朋
友，千萬不要錯過！
● 體適能測試同樂日 8月22日
●

主持：陳家杰、程沛生（註冊體適能導師）、
鄭浩光（營養師）
現在很多都市人因工作繁
忙，缺乏運動，加上飲食
失調，導致很多健康問
題。當天透過量度身高、
體重、體質指標 ( BMI)、
脂肪比例、血壓、心跳率
及身體柔軟度等，可即時
為各位簡單評估身體的健
康狀況。更有營養師及體
適能導師駐場，即時為大
家作出運動及飲食建議，
改善健康及預防疾病。歡
迎任何人士參與，為健康
打打氣！
● 太極八法與人體八卦的對應和啟示 8月29日
●

主講：楊雲中（中華太極智慧學院校長）
太極的奧秘，盡在陰陽五行八卦。太極拳的核心原理在於八
法，與八卦契合。掤、捋、擠、按，即坎、離、震、兌，四正
也；採、 、肘、靠，即乾、坤、艮、巽，四隅也。八卦又分
天地八卦，人體八卦，內八卦，外八卦。從八卦解構太極，其
小無內，其大無外，其妙無窮！

以 上 活 動 隨 緣 樂 捐，以 支 持 綠 生 活 教 育事 業，捐款 方 式參見 封 底。請 準 時入 座，額 滿 即止。

高能量晚會
在這個非一般的地方，逢星期六晚上7:00-8:45有個非一般的晚會，邀請各方
有心人共聚，交流提昇身心靈的實踐心得，適合任何信仰和文化背景人士參與。

●
●
●
●

  
♥愛心圈
♥～收放溫柔的生命力
愛心圈
～收放溫柔的生命力
  
♥ ♥

7月4日
8月1日

主持：孔慶玲率Club O療癒師團
藉助宇宙超凡的療癒力量令身心靈得以清洗、轉化、康復。
在Club O 療癒師為你安排的高能量氛圍下，你會領悟到在
愛之中不斷感恩、自癒的好處，給自己一個重生的機會。歡
迎帶同你關愛的人入場。
● 聲音SPA 深層放鬆之夜 7月11日  
●

主講：Jennifer & Jasmine
透過頌缽的天籟之聲，你會感
覺深層放鬆但仍然覺知的狀
態，繼而再次感受到自己由內
而外的寧靜與和諧。在整個過
程中讓每一位參加者都能於當
下的一刻有所感悟。
聲音SPA會運用到喜馬拉雅頌
缽為主要樂器，再配合不同的樂器一起奏樂，藉著每一個樂器
所發出的大自然天籟之音包圍並穿透參加者整個身體，讓每個
人的身心靈能同時得到聲音 SPA 的洗淨及滋養，讓大家重新體
驗並憶起與生俱來最原始的平靜鬆弛感。
喜馬拉雅頌缽是近年來風靡世界的一種聲音治療，它帶著大自然
的頻率穿透我們身體每個細胞，與其產生獨特的共鳴共震，重新
激活身體本有的自癒能力。體驗頌缽聲音，彷彿讓身、心、靈
從新被一次過洗淨，讓我們在煩忙的都巿生活中，重拾清明、
平靜、和諧和喜悅的感覺。
● 悠閑輕鬆綠色音樂會 7月18日
●

主持： 廖崇興及音樂知己
來自數名江湖四海的數名業餘音樂人，此
夜為君獻奏、演唱愛心悅耳樂曲，洗脫繁
囂瑣碎生活不必要的思緒，令座眾忘懷地
享受醉人的旋律，繞樑自在，襟寬意曠。
* 請恕不設預約及即場自薦演奏或獻唱。
● 非洲鼓樂舞蹈夜 7月25日
●

主持：「心窗非洲鼓樂聚」導師團隊
非洲鼓是最原始的樂器，它的節奏律動是來自大自然，如風
聲、雨聲、海浪等，拍打時的振動能與身體內在產生共鳴呼
應，配合模仿動物擺動的非洲舞步，能把抑壓在內心的負能量
釋放出來，令人頓時輕鬆起
來，流露自然的笑容及呼喊
聲。今晚高能量晚會邀請到
心窗非洲鼓樂聚團隊帶領大
家體驗非洲鼓樂的魅力，與
大家一起載歌載舞！

● 環保創作 8月8日
●

主講：藍貓
做了兩年多的環保創
作，經歷了一些以前想
也沒想過及發夢也不可
能會去做的事，令自己
從心靈，自信心，也能
得着正能量！今天會為
大家示範立體拼貼畫及
沙畫，分享怎樣物盡其
用的環保生活態度，以
及和大家分享她的作品。
● 親親大地ii：身體認知及肢體開發 8月15日
●

主講：周可凡、梁嘉能David
在一個不斷鼓勵我們
「往上」社會裏，容
許自己鬆一鬆， 放下
自己，大地對你來說
有什麼聯想？這片滋
養我們的土壤，蘊藏
著豐富多采的能量，
亦是萬物的根源，我
們與大地環環相扣，
互相扶持，請讓自己從新認識自己的身體與大地的關係，重拾
這份大愛。可凡與David 會在晚會借助一些即興舞蹈裡常用的
練習，去幫大家認識自己的身體，放鬆地去享受動作的樂趣。
來參加的朋友記得穿著舒服鬆身的衣服！
● 運動抗衰老 8月22日
●

主講：鄭浩光（國家一級公共營養師）
要維持健康的身體，除要注意飲食外，還要配合適量的運動。
更有研究指，運動可以預防及改善很多的慢性病，亦有助抗衰
老。此分享與大家從運動醫學的角度，講解如何透過適量的運
動，改善關節及健康問題，讓大家更龍精虎猛、朝氣勃勃。
● 我們的珍寶﹣
●
香港地質公園 8月29日

主講：陳培昌William（西貢區社區中心業務總監（社企））
香港地質公園能在短短兩年
間在2011年9月由國家級地
質公園成功升格為世界地質
公園網絡成員，全球罕見，
究竟是什麼原因成就了這一
張閃亮的成績單，且讓我們
一同找出原委。

以 上 活 動 隨 緣 樂 捐，以 支 持 綠 色 生 活 教 育事 業，捐款 方 式參見 封 底。請 準 時入 座，額 滿 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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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Club O 好安排
活動舉辦地點

●綠色：Club O 會 址 G 及 H 室

星期日

星期一

●紫色：Club O 會址B室

星期二

星期三
1

下午3:00-4:30
(P.7-8)
素食BB
健康方程式一：
兒科醫生與BB茶聚
(梁淑芳博士)

●棕色：其他地點

星期四
2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 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1) 來Club O禪食
(孔慶玲)

星期五
3
晚上7:15-9:15
(P.7-8)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晚上7:30-8:45(P.14)
妙哉靜心‧轉化人生
(孔慶玲、胡錦文)

5
上午10:00下午6:00
(P.12, B室)
太乙布氣療法義診
(鄭次輝)

12
下午2:00-5:00
(P.9)
GLB03-01
運動基本法 –
擊退痛症工作坊 1
(鄭浩光、陳家杰)

19
中午12:00-下午4:00
(P.12,B室)
關係提昇加油站
(Natalie Wong)
下午2:00-4:00
(P.11)
甜味健康雙輝

26
100%天然護膚
保養品班
(Sharon Cheung)
(P.7-8)
A班:下午2:00-3:45
B班:下午4:00-5:45

17

6
晚上7:00-9:00
(P.7-8)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7
下午1:00-4:00
(P.12)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8
下午3:00-4:30
(P.19)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陳家杰)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13

14

15

9

10

星期六
4
上午10:00-11:00(P.12)
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下午3:00-4:00(P.12)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
下午4:00-5:30(P.15)
微笑．讓身心健康自在(何惠珠)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愛心圈：
收放溫柔的生命力(孔慶玲及Club O療癒師)

11

下午3:00-4:30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P.19)
下午3:00-4:00(P.12)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下午4:00-5:30(P.15)
(陳家杰)
逆轉糖尿病的飲食方法——暨第四屆21天
晚上6:30-7:30
健康挑戰介紹會(盧麗愛、李宇銘)
(P.11) 來Club O禪食 晚上7:15-9:15
(P.7-8)
(孔慶玲)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健美瘦身瑜珈班
晚上7:00-8:45(P.16)
(王玉珍)
晚上7:30-8:45
聲音SPA 深層放鬆之夜(Jennifer、Jasmine)
(P.14) 打發壞東西
(秀玲、曼麗)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16

17

18

上午10:00-11:00(P.12)
下午3:00-4:30
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P.19)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陳家杰)
下午3:00-4:00(P.12)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
晚上6:30-7:30
下午4:00-5:30(P.15) 快樂的農夫(馮志輝)
晚上7:00-8:00
(P.11) 來Club O禪食 晚上7:15-9:15
(Club O店及辦事處 晚上7:00-8:45
(P.7-8)
(P.7-8)
(孔慶玲)
(P.7-8)
休息)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Zentangle®(余狄夫) 頌缽聲頻帶你
健美瘦身瑜珈班
晚上7:00-8:45(P.16)
放鬆身心靈
晚上7:30-8:45(P.14) (王玉珍)
悠閒輕鬆綠色音樂會 (廖崇興及音樂知己)
(Jennifer & Jasmine) 法國梅村生活點滴
(Sam、Celia)
晚上7:00-9:00
(P.7-8)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20
晚上7:00-9:00
(P.7-8)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下午1:00-4:00
(P.12)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21
下午1:00-4:00
(P.12)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27
晚上7:00-9:00
(P.7-8)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28
下午1:00-4:00
(P.12)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下午3:00-4:30
(P.19)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陳家杰)

22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23

24

25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下午3:00-4:30
(P.19)  
下午3:00-4:00(P.12)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下午4:00-5:30(P.15)
(陳家杰)
均衡「素」糧．防癌天使(惠心言)
晚上6:30-7:30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00
(P.11) 來Club O禪食 晚上7:15-9:15
(P.7-8)
(孔慶玲)
(P.7-8)
晚上7:00-8:45(P.16)
頌缽聲頻帶你
健美瘦身瑜珈班
非洲鼓樂舞蹈夜
放鬆身心靈
晚上7:30-8:45(P.14) (王玉珍)
(「心窗非洲鼓樂聚」導師團隊)
(Jennifer & Jasmine) 人生旅途的同伴
(Natalie Wong)
下午3:00-4:30
(P.19)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陳家杰)

29
下午3:00-4:30
(P.19)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陳家杰)
晚上7:00-8:00
(P.7-8)
頌缽聲頻帶你
放鬆身心靈
(Jennifer & Jasmine)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30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31
下午3:00-4:30
(P.19)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陳家杰)

晚上6:30-7:30
(P.11) 來Club O禪食 晚上7:15-9:15
(P.7-8)
(孔慶玲)
健美瘦身瑜珈班
晚上7:30-8:45(P.14) (王玉珍)
療癒同修大匯聚

8 月 Club O 好安排
活動舉辦地點

●綠色：Club O 會 址 G 及 H 室

星期日

星期一

●紫色：Club O 會址B室

星期二

●棕色：其他地點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上午10:00-11:00(P.12)
玄功易學保青春 (錢福培、李行健)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 (孔慶玲)
下午3:00-4:00(P.12) 香功班 (胡錦文／歐振宗)
下午4:00-5:30(P.15) 愛笑瑜珈 (余狄夫)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 (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愛心圈：收放溫柔的生命力
(孔慶玲及Club O療癒師)

2

上午10:00下午6:00
(P.12, B室)
太乙布氣療法義診
(鄭次輝)

3

4

5

6

7

8

13

14

15

下午3:00-4:30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P.19)
下午3:00-4:00(P.12)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下午4:00-5:30(P.15) 養生要訣(鄭浩光)
(陳家杰)
晚上6:30-7:30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Club O店及辦事處 晚上7:15-8:45
晚上7:00-9:30 (P.9) (P.11) 來Club O禪食 晚上7:15-9:15
晚上7:00-8:45(P.16) 環保創作(藍貓)
休息)
(P.7-8)
(P.7-8)
「逆轉糖病——
(孔慶玲)
下午1:00-3:00
健美瘦身瑜珈班
非洲鼓樂舞蹈班
   21天健康挑戰」
(P.7-8 ) 成人肌腱
(「心窗非洲鼓樂聚」 (盧麗愛、李宇銘)
晚上7:30-8:45 (P.14) (王玉珍)
導師團隊)
妙哉靜心‧轉化人生
骨骼慢性痛症
(孔慶玲、胡錦文)
(Dr.Shah Tahir Hussain)

9
下午2:00-6:30
(P.12)
「心無罣礙」
活力舞動坊
(孔慶玲)

16
中午12:00下午4:00 (P.12,B室)
關係提昇加油站
(Natalie Wong)
下午2:00-4:00
(P.11) 意味濃情
(惠心言)

23

晚上7:00-9:00
(P.7-8)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10
晚上7:00-9:00
(P.7-8)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下午1:00-4:00
(P.12)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11

下午3:00-4:30
(P.19)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陳家杰)

12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下午3:00-4:30
上午10:00-11:00(P.12)
(P.19)
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陳家杰)
下午3:00-4:00(P.12)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
晚上6:30-7:30
(Club O店及辦事處 晚上7:15-8:45
晚上7:00-9:30 (P.9) (P.11) 來Club O禪食 晚上7:15-9:15
下午4:00-5:30(P.15)
休息)
(P.7-8)
(P.7-8)
「逆轉糖病——
(孔慶玲)
好水可以喝出健康來(Lawrence Cheung)
健美瘦身瑜珈班
非洲鼓樂舞蹈班
   21天健康挑戰」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王玉珍)
(「心窗非洲鼓樂聚」 (盧麗愛、李宇銘)
晚上7:30-8:45
晚上7:00-8:45(P.16) 親親大地ii：
導師團隊)
(P.14) 靈來靈去
身體認知及肢體開發 (周可凡、梁嘉能)
(胡錦文Kelvin)

17
晚上7:00-9:00
(P.7-8)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下午1:00-4:00
(P.12)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18

下午3:00-4:30
(P.19)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陳家杰)

19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20

21

22

下午3:00-4:30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P.19)
下午3:00-4:00(P.12)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下午4:00-5:30(P.15)
(陳家杰)
體適能測試同樂日
晚上6:30-7:30
(陳家杰、程沛生、鄭浩光)
(Club O店及辦事處 晚上7:15-8:45
晚上7:00-9:30 (P.9) (P.11) 來Club O禪食 晚上7:15-9:15
休息)
(P.7-8)
(P.7-8)
「逆轉糖病——
(孔慶玲)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健美瘦身瑜珈班
非洲鼓樂舞蹈班
   21天健康挑戰」
晚上7:00-8:45(P.16)運動抗衰老(鄭浩光)
(「心窗非洲鼓樂聚」 (盧麗愛、李宇銘)
晚上7:30-8:45 (P.14) (王玉珍)
導師團隊)
擺脫負面思想
(司徒素雪)

24

下午1:00-4:00
(P.12)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25

上午11:30-下午2:00
晚上7:00-9:00 (P.7-8) 下午1:00-4:00
(P.7-8)
健美瘦身瑜珈班(李玉芳) (P.12)
素食BB健康方程二： (Club O店及辦事處休息) Club O午間靜心
至營素BB Summer Party
(孔慶玲、豆豆)

下午3:00-4:30
(P.19)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陳家杰)

26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27

28

29

下午3:00-4:30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P.19)
下午3:00-4:00(P.12)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下午4:00-5:30(P.15)
(陳家杰)
太極八法與人體八卦的對應和啟示(楊雲中)
晚上6:30-7:30
晚上7:15-9:15
晚上7:
1
5-8:45
晚上7:00-9:30
(P.9)
(P.
1
1)
來Club
O禪食
31
30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P.7-8)
「逆轉糖病——
(孔慶玲)
晚上7:00-8:45(P.16)
下午2:00-4:00(P.11) 晚上7:00-9:00 (P.7-8) (P.7-8)
健美瘦身瑜珈班
   21天健康挑戰」
純素媽媽廚房﹣
健美瘦身瑜珈班(李玉芳) 非洲鼓樂舞蹈班
我們的珍寶﹣香港地質公園(陳培昌)
(王玉珍)
晚上7:30-8:45
系列三： 日式料理 (Club O店及辦事處休息) (「心窗非洲鼓樂聚」 (盧麗愛、李宇銘)
導師團隊)
(P.
1
4)
(Grace Wong)
療癒同修大匯聚
下午3:00-4:30
(P.19)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陳家杰)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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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素

素食也可以健身

陳家杰 (Olis Chan)

操得

素食健體教練、擁有體適能測試領袖証書(2012年) 、 中國香港體

「有些 人 天 天 去 健 身
操，練也不見得有良好
成效。」健身的概念是，
令肌肉纖維撕裂，藉此
啟動自己的癒合功能。
在這個黃金期裏，增加蛋白質的吸收，支持肌肉生長得更多，才
能在你想要的地方長夠肌肉，形成優美的線條。

適能總會器械健體導師証書(2008年) 、 擔任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器械活動導師(2012年) 、 Facebook Veggie kids Group 創辦人
格言：
以動物的血和肉建立自已的肌肉是自私的行為，以疏菜水果結
合而成才是真正充滿正能量和愛的肌肉。
興趣：
10年來用自已活體進行純素食的實驗，希望証明素食也能練出
充滿線條的肌肉。
修心：
把「襌」與運動結合，達致心一境的境界，能突特破人體及意識
的界限，使運動有更強的表現。
夢想：
希望人人素食，活出對動物的關愛，並擴展關愛至其他人，使地

不同目標要用不同的運動作訓練計劃，制定合適你的運動及飲
食策略是加快達到目標的重要一步。跑步、游泳等可以鍛煉心
肺功能；負重運動，例如舉重、啞鈴等，可以修身，令肌肉線條更
優美。體重超重者注意避免可能會令膝蓋受傷的運動，例如跑步
或跳舞等。
操練至覺得肌肉酸痛，便意味著肌肉撕裂，可以停了。如果運動後
一個星期，仍然一直覺得痛，便可能是弄傷，建議找醫生診治。

球成為無痛苦的樂土。

瞓得

家杰認為，健身有三大原則：食得、操得、瞓得。

睡得安穩，8小時便足夠了。不能天天都晚睡，週末才多睡幾小
時。補睡是沒效果的。

食得
「如果吃得不好，操練得再多也沒用。」教練對健康有營的飲食
有很高的要求。
對健身最重要的是蛋白質，可以支持肌肉的生長，來源主要在大
豆類及堅果類。關於大豆類，每天一杯豆漿、豆腐、腐竹等大豆
類食品作為兩次正餐的餸菜。至於堅果類，只是下午茶時間吃不
同種類的堅果，每天吃十粒左右。健身前，要葡萄糖提供能量去
支持健身時的能量，吃20粒左右的提子乾或兩隻香蕉。

休息，是為了讓肌肉有足夠時間生長，也是維持新陳代謝的速度。
如果晚睡，新陳代謝便會減慢，衰老也會較快。就算多做運動，效
果也可能沒那麼理想。
休息至不再覺得肌肉酸痛，便是時候再開始下一次訓練了。

適應時期
素食教練Olis 覺得轉為素食，身體需要時間去適應。他茹素兩年
後，身體才顯著好轉，再也沒有每月一次重感冒。健身也一樣，
需要時間去改變。

「清淡的素食可以免取多餘的營養，例如脂肪、糖及鹽等，所以
吃多些也不怕胖。」

橡筋帶強身健美班
Thera band 是老少皆宜的運動。一條橡筋帶，
方便易用，在家也可練習。中年及長者可以藉此
增加 及保留肌肉，預 防 因為年 老 而流 失 肌肉 導

月份

時間

上課日期

上課地點

堂數/費用

名額

7月

逢星期
三、五
下午3:00 至
4:30

A班：
8,15,22,29日

Club O
會址
G、H室

4堂:$320
會員($280)

15人

致衰老及受傷，物理治療師也常用它作為治療關
節問題的工具。年輕人亦可以此作為帶氧運動，
鍛練心肺功能，達到消脂及健美效果。大家更可
鍛練肌肉的耐力，保護關節。
● 註：請自備Thera Band橡筋帶，也可於Club O
代購，費用為每條$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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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B班：
10,17,24,31日
C班：
5,12,19,26日
D班：
7,14,21,28日

8堂:$560
會員($480)

Club O店情報
健腦活腦從飲食入手 (續上期)
在上一期的 Club O 店情報，我們了解到腦袋工作繁重，要維

• 酚類化含物，幾乎是所有植物都有的成分；蔬果顏色愈深、

持神經系統功能，必須飲用足夠的優質食水，多吃複合碳水化

味道愈強烈，便愈可能含有大量酚類抗氧化物。多酚類化合

合物如五穀粗糧，便能持續地為腦袋提供葡萄糖作能量；也

物種類很多，如花青素、兒茶素、薑黃素、黃酮 (Flavonoid)

要多吃建構神經系統細胞及傳導物質所需的優良蛋白質及脂

等。黃酮類的抗氧化物質大量存在洋䓤、西芹、菠菜、羽衣

肪如豆類及富含奧米加3必須脂肪酸的食物；這有助活化腦細

甘藍等白綠色蔬菜中，蘋果、柑橘類及蕎麥、小紅莓都有豐

胞，保持神經脈衝速度，增強記憶力，提高學習能力。當健腦食

富的含量。

物源源不絕地滋養神經系統，便能協助腦袋完成功能，包括作
為語言、智力、情感的中樞，負責接收知覺訊息、思考、判斷、記

進食上述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後，維他命C會在體液中，維他

憶和指揮身體行動等多項任務。

命E及β-胡蘿蔔素則存在於細胞膜中，各自發揮抗氧化作用，
減慢身體及腦袋的衰老變化。

預防腦退化由防衰老入手
當年齡增加，身體會出現各種生理老化的現象，除了遺傳因素

想善用抗氧化物的威力，抗衰老或活腦，並不是服食幾種重要

及賀爾蒙變化影響老化過程之外，自由基 (Free radical) 是老

維他命丸作增補劑，而是大量攝取不同種類的蔬菜、水果，因

化的主要原因。它是身體新陳代謝過程所產生氧化力強、極其

為各種蔬果都含有獨特的抗氧化物。研究顯示，將不同蔬果配

活躍的活性氧原子。

搭一起攝取，可提高總抗氧化力。

此外空氣污染、壓力、紫外線等也會增加自由基的產生。當這

2. 製造腦能量的維他命B

些有害的活性氧過多時，會促使身體的蛋白質及脂質氧化，細

維他命B 能令體內的酵素充份發揮功能完成各項生理化學反

胞被破壞。這容易形成癌症、動脈硬化及加速身體老化。腦袋

應。富含維他命B族的食物對神經系統的健康運作至為重要。

的脂肪成分很高，所以特別脆弱。隨著歲月增長，過多自由基

當維他命B攝取量不足時，容易感覺疲倦、欠缺能量，注意力

會加速腦細胞老化及死亡過程，出現了思想反應減慢、記憶力

和警覺性出現問題。

下降等腦退化現象。幸好不少食物含有「抗氧化物」的成分，
能減低活性氧/自由基的損害，有助延緩衰老過程，保護神經
系統，減低腦退化的機會。

• 維他命B1: 有幫助葡萄糖轉換為能量的功用，多吃富含此維
他命的黃豆、芝麻、海苔及整全穀物對提供腦能量及末梢神
經功能至為重要。糙米的維他命B1含量是白米的十倍。

健腦活腦要素
1. 抗衰老健腦的抗氧化物
要保持身體及腦部的健康，可多攝取以下有抗氧化作用的抗氧
化物，不讓自由基損害身體細胞。

• 維他命B2: 有助分解有害物質、消除已形成過氧化脂質的
功能，它存在於納豆、黃綠色蔬菜、蛋類和茄類中。
• 維他命B9(葉酸): 是造血必需的營養素，為腦袋提供充足的
血液循環。葉酸豐富的食物有綠葉蔬菜(如生菜、菠菜)、粟
米、番薯及蘆筍等。

• 維化命C: 在蔬菜水果，特別是深色蔬菜如西洋菜、紅甜椒、

• 維他命B12: 與造血有關，亦具有保持腦及神經功能正常的

櫻桃(車厘子)、芭樂(番石榴)、橙、奇異果、草莓(士多啤梨)

作用。它存在於動物性食物(包括蛋及芝士)。年紀較大人

含量很高。

士，消化及吸收功能減弱或全素食者會容易維他命B12不

• 維他命E: 含量較多的食物包括杏仁、榛子、南瓜、小麥胚芽

足。

及多種植物油，如葵花籽油。
• 胡蘿蔔素(包括可在體內轉換成維他命A的β-胡蘿蔔素): 在

總括來說，腦依賴維他命B族維持健康，可多吃上述維他命豐

蕃茄、胡蘿蔔、南瓜、深色蔬菜以及柿子、木瓜、橘子等含量

富的食物，及加添啤酒酵母(詳見下頁產品推介)在主食上作天

較多；在青椒及椰菜花、其他呈現紅色、綠色、黃色的蔬果

然健腦營養補充。

(如芒果、粟米、西瓜、杏、海藻)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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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水果及乾果
3. 促從腦動力的礦物質

藍莓乾: 被稱為「腦」漿果，它含有

礦物質是維持健康不可或缺的營養素。如果沒有礦物質，體內

豐富的酚類抗氧化物、花青素。有

酵素便無法發揮作用，代謝過程大受影響。神經系統需要五種

預防腦退化的功效。

需求量較大的礦物質(包括鎂、磷、鈉、鉀和鈣)，以及四種只需

小紅莓乾: 含酚類化合物，有抗氧

微量的礦物質(如鐵、錳、鋅和硼)，以維持神經系統的正常功

化功能，及有抗微生物作用，有預

能，確保腦訊息流暢，有更強的理解力，更好的記憶。一般來

防尿道感染功效。

說，只要飲食均衡健康，多吃整全穀物、豆類，新鮮的當造蔬

柑橘類水果(秋季收成): 富含維他

菜和水果、果仁和海藻，便能夠攝取到每日所需的礦物質，以

命C，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類化合

維持身體和神經系統的健康。

物及鉀，也含豐富維他命B1，有消
除疲勞的效果，橙的香味成分具有

• 如果長期外食，或吃味濃味鹹的加工食品，容易攝入過量

鎮定神經的作用。

鈉，容易造成高血壓，或其他健康問題。
• 愈精製的食品，礦物質的流失愈多。例如有助安定神經的
鎂，容易在碾磨糙米成白米的過程流失。

果仁種子
多款果仁種子富含蛋白質、維他命E及礦物質，及建構神經傳導

• 礦物質與礦物質之間的平衡非常重要，體內鈣與鎂、鈉與

物質所需的必需脂肪酸。不同果仁種子有其獨特的營養。葵花

鉀需維持一定的均衡狀況，才能幫助代謝作用。例如經常

籽仁含豐富的鎂。杏仁鈣的含量特別高，芝麻含大量的鋅、芝麻

吃加工食物的人必需注意鈣的不足。因為加工食品中往往

和 腰果都含豐富的

添加磷酸鹽以提高保存期，身體要保持礦物質平衡，會將

維他命B1、阿麻籽、

存在骨骼中的鈣釋放到血液中，鈣的存量將會減少。

南瓜子和合桃都含豐
富的奧米加3必需脂

Club O 店誠意推介

肪酸。果仁含有許多

有機蔬菜

油脂宜適量進食，亦

每個星期六，Club O店有大量新鮮採摘的有機蔬菜。切合時令

需要趁新鮮吃，因果

的蔬果維他命C含量特別高，種類會因季節不同有所變化，多

仁容易腐壞。

款富含抗氧化物、維他命B及礦物質五色有機菜果有助抗衰老
和為腦袋增添動力。哈佛醫學培訓學校研究顯示: 多吃綠葉蔬
菜較不吃綠葉菜者的腦部認知功能衰退較慢。

啤酒酵母
是一種非發酵的酵母，是優良的健腦營養補充物，它含有16種

夏季盛產的作物有:

氨基酸、14種礦物質包括鐵、鉻、鉀、鎂及17種維他命。它所含

莧菜、蕹菜: 富含維他命B1,B2,C、胡蘿蔔素、鈣、磷、鐵。

豐富的維他命B可補充白飯、白麵包所被偷走的維他命B1。特

蕃薯苗: 含維他命C, E, 胡蘿蔔素、鐵及葉酸。

別適合成長中的兒童、長者及外食一族，將一至二茶匙的啤酒

青瓜、節瓜、冬瓜: 含維他命B、C、鈣、磷、鐵。

酵母，添加在主食上然後進食。

豆角: 含維他命 B1、B2、C及胡蘿 蔔素、蛋白質、脂肪、鈣、
磷、鐵等。
龍眼、荔枝: 含維他命B、胡蘿蔔素及糖

關愛天地人的Club O店
Club O 店是一間主要由義工經營的小店鋪，以最合理價
錢為關心大地愛惜生命的本地人提供綠色食材及用品，
收入全部撥作綠色生活教育用途，歡迎各方有心人加入
愛心義務工作，把這個慈悲的小生意搞得有聲有色，造
福社區。除了每星期六中午推出由農場送到的新鮮有機
菜之外，Club O店還有各式各樣的好東西（見本刊第22
頁）供大家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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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O 店為嚮往綠色生活的朋友準備了：

主糧
給你全家人每天的養份和生命力
養生十穀米
*  
有機泰國糙米／發芽米
*  
有機黑米／三色米
*  
有機紅米／蕎麥仁
*  
有機野米／小米
*  
有機白藜麥／三色藜麥
*  
有機糙米米粉
*  
有機手工麵
*  
有機通粉／意大利粉
*  
有機全麥通粉／意大利粉
*  
北非麵
*  
天然綠豆粉絲
*  
有機南瓜亞麻籽早餐
*  
有機全能穀類早餐
*  
有機燕麥／即溶燕麥片
*  
芬蘭即溶黑麥片
*  
有機全麥麵粉
*  
有機高／低筋麵粉
*  

生機酵素醋
*  
有機蘋果醋
*  
有機葡萄黑醋
*  
神泉梅醋
*  
富士純米醋
*  
老薑糙米酵素
*  
天然黑糖
*  
台糖果寡醣
*  
手工冰糖
*  
有機蔗糖
*  
有機龍舌草蜜
*  
海南島老鹽
*  
天然粗／幼海鹽
*  
健康竹鹽
*  
天然豉油
*  
原味醬油
*  
紅麴油膏
*  
柚子醬油
*  
米糠油
*  

副食品
讓你和全家人開心享受大自然的豐盛
椰子活腦素
*  
有機牛肝菌
*  
角豆粉
*  
小麥胚芽
*  
紅薏仁粉
*  
純正杏仁粉
*  
24合一綜合穀類粉
*  
神戶寒天粉
*  
有機黑豆粉
*  
有機吉野葛粉
*  
100%黑芝麻粉
*  
有機亞麻籽／亞麻籽粉
*  
紫蘇芝麻
*  
高野豆腐
*  
千切蘿蔔絲
*  
天然黑木耳
*  
台灣腐竹
*  
有機銀耳
*  
有機紅棗
*  
有機杞子
*  
有機奇異籽
*  
有機紅／綠／黃／黑豆
*  
有機眉豆／薏米
*  
有機黑芝麻
    
珊蝴草／紫晶藻／
*  
嫩葉海帶芽
*  
黑藻／裙帶菜
*  
昆布／海帶
*  
葫蘆巴／苜蓿／小麥草種籽

誠心為您服務的

*

點點豪情令你和全家人餐餐更好味
天然香茹/海藻蔬果味素
天然酵母調味粉
*  
有機冷壓阿麻籽油
*  
有機蜜糖
*  
有機糖蜜
*  
*  

閒來享受美味小食亦可有益健康
海苔杏仁薄燒+
山核桃仁
*  
天然圓肉
*  
天然松子仁
*  
原粒杏仁
*  
有機腰果
*  
天然椰棗
*  
生機果仁
*  
生機胚芽五穀餅
*  
有機香椿蘇打餅
*  
能量E生機餅乾
*  
胚芽芝麻方塊酥
*  
有機全麥消化餅+
*  
有機糙米卷
*  
有機米餅
*  
有機薑糖
*  
有機藍莓／小紅莓
*  
有機提子乾
*  
*  

Club O 店    

（旺角亞皆老街80-86號昌明大廈7字樓F室）

*  

調味品

零食

服務時間：星期二至日中午十二時至晚上七時，
星期四、六延至晚上九時（逢星期一休息）
溫馨提示：   請支持環保，自備購物袋
   記得攜帶會員證，方可享有折扣優惠

有機南瓜籽
*  
有機葵花籽
*  
有機紫色無花果
*  
有機土耳其杏脯乾
*  
有機椰子脆片
*  
有機燕麥營養條
*  
有機果糧／
  黑芝麻米糧香脆條
*  
御海苔/海苔薄燒
*  
黃金桔／綠茶／綜合蒟蒻
*  

味醂醂
葡萄籽油
*  
特純橄欖油
*  
有機橄欖油
*  
有機山茶油
*  
有機椰子油
*  
有機葵花籽油
*  
有機白芝麻油
*  
日本純正胡麻油
*  
有機無蛋沙律醬
*  
有機黑芝麻麵包醬
*  
有機花生醬
*  
有機藍莓醬／草莓醬
*  
椰子花蜜
*  
有機純椰子醬
*  
有機蕃茄醬
*  
有機麵豉醬
*  
有機腐乳
*  
有機濕豆豉
*
有機公平貿易黑／
   白胡椒粒
*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令你身體更健美更高抗疫力
牛蒡茶
有機蘋果汁／提子汁
*  
有機混合蔬菜汁
*  
100%天然有機純紅石榴汁
*  
有機豆奶／米奶
*  
小麥草素
*  
有機蔬菜湯
*  
黑麥汁
*  
有機睡安寧／洋甘菊茶
*  
*  

有機檸檬薑／舒喉茶
有機紫錐花茶／薑荼
*  
有機綠茶
*  
有機白茶／烏龍茶
*  
有機排毒茶／Redbush茶
*  
野生青普洱茶
*  
南非天然有機純茶
*  
螺旋藻 (粉劑／丸劑／脆條)
*  
*  

家居用品
愛地球又保障全家生活舒適安康
天然驅蚊蟲香氛香片/香餅
Lamarin環保清潔乳
*  
米由籽皂
*  
苦茶粉／苦茶洗衣粉
*  
日本備長炭
*  
香茅油
*  
天然無泡沫牙膏／香草牙膏
*  
印度天然染髮粉
*  
有機全竹洗碗布
*  
有機全竹美容巾
*  
野生山茶花籽油
*  
有機洗髮／護髮用品
*  
有機面霜／磨砂膏／爽膚水
*  
按摩油（可可巴油、
  杏仁油、榛子油）
*  
有機香氛油
*  
香氛油頸鍊
*  
減壓精華油
*  
養生拍
*  
靈擺
*  
π水系統
*  
健波能量活水器
*  
全營養食物風乾機
*  
全方位攪拌機
*  
全營榨汁機
*  
空氣淨化機
*  
*  

Club O 精選系列
(1) 委託本地專門店生產的有機
饅頭及芝麻花卷，每隔一個星期
六在本店供應。
(2) 手繪T-Shirt

心靈補品
推廣各類與綠色生活相關的書籍
和CD、自家製環保袋，提昇大眾
的智慧和靈性。

惜福閣
歡 迎 您 把 不 再 用 的
CD、VCD、DVD和綠色生活及靈
修類書籍送來義賣，透過流通，令
物資循環再用，重獲新生。

快遞到付服務
Club O 現已增設快遞到付服務，
請向店員查詢詳情。

Whats app 服務
如有任何查詢及安排快遞到
付 服 務 等，歡 迎 大 家傳 訊 息 至
9553-8867， 與我們聯絡。
+ 新增產品

以上產品詳見www.shop.club-o.org，或致電2619 0000查詢產品最新情報。逢星期六中午12時開始發售本地有機農場新鮮蔬菜等農產品，歡迎參觀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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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糖尿病 - 21天健康挑戰
你是否知道素食帶給健康很多益處，可是因為不懂如何實踐而卻步？
你是否患有糖尿病，希望能夠不藥而愈，重獲健康身體？
你是否有家人朋友患有糖尿病，卻不知道如何幫助他們透過飲食提升健康？

機會來了！
香港素食會將與美國責任醫師協會合作，
舉辦第四屆「21天健康挑戰」，而本次更為「逆轉糖尿病」特別版，
內容專門為糖尿病患者而設。研究證明，
糖尿病這種一直以來認為無法治癮的疾病，原來透過素食是可以逆轉的！
不要猶豫，為自己爭取更佳健康，鼓勵你和你身邊的糖尿病患者參與！
本次活動旨在讓參加者在支持的氛圍中度過素食的起步階段，
掌握健康的飲食方法。透過連續三週的實踐，親身體驗素食所帶來的好處，
使素食成為新的飲食習慣。
歡迎願意實踐綠色生活的非素食人士參與！
(活動詳情請見P.9)

首屆工作坊錄音回顧：
簡介會：http://talks.club-o.org/GT20130720/
分享會：http://talks.club-o.org/GN20130831/
美國責任醫師協會網頁：http://goo.gl/qCDHP
*首兩屆活動名為「21天綠色飲食挑戰」
歡迎大家成為我們的一份子，做個綠色潮人。
愛心捐獻：匯豐銀行戶口號碼: 804-8-004280
戶口名稱：綠色生活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或 Green Liv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Ltd

會址：

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0號昌明大廈7字樓FGH室

辦公時間：

星期二至日中午12時至晚上7時，星期四及六延長營業至晚上9時（逢星期一休息）

電話：

(852) 2619 0000

傳真：

(852) 2619 0600

電郵：

info@club-o.org

網址：

www.club-o.org

Facebook Group： Club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