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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陳有先生真誠關懷身邊的人，熱切關注社會，身體
力行愛護大自然。讓我們一起減碳，同心協力愛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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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減碳之路



給各方好友的話

鄭神父認為在人世間裡走一趟，以身體、情緒、靈性，整全地實踐愛。

愛主、愛人、愛大地。2015年即將過去，整整一年裏，您過得如何？身

心靈健康好嗎？年初訂立的目標可曾達成？胡子輝牧師說：「促進健

康，意指注意生活方式，包括飲食、運動、休息和心靈平安等，或可參

照『新起點健康生活』所提倡的八大要素。」地球亦已年長一歲，大自

然受到的傷害多些？還是保護拯救的速度較快？我們吃的食物，在基

因改造、工業式高速種成的世代，還能保留多少營養？經歷的人與事，

盪來幾分歡樂幾分哀愁？ 常霖法師說:「有智慧的人，會面對困難，接

受困難才有機會處理，處理後最大的智慧是放下它。」

Club O 善用科技發展帶來的工具優惠，繼續拓展教育及推廣工作，

例如新增Apps、Whats App等；廣邀友好帶來更濶泛題材的講座；著

重廚藝提昇培訓，亦配合營養知識的增長；義工團隊持續成長，攜手

實踐及推廣綠色生活。

曾繁光醫生認為「世界從來不是黑白分裂，而是豐富的多元化。特別在

這個大家探求真理、創造新秩序的世代，我們要學的是聆聽別人的意

見、表達自己的想法，彼此尊重及接納，達致共融，才能構成彩色的世

界。」謹藉此機會，衷心向各位致以真誠謝意。誠如衍陽法師所言，

「這世上因多了一位行善的人而令世界變得更美好」。綠色生活還望

如莊陳有先生的減碳之路，路在心裏，一步步走得更廣闊。熱切期盼

您的意見分享、貢獻參與，與Club O 一起層樓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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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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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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傳統的素食，沒有排除一定不能吃肉，

對於一般大眾而言，不一定完全吃素。傳統中國

人大都只是過時過節才吃肉，平時一般都吃素，

這從最廣義來說，也可以說中國人大部分是「吃

素」的。如果能夠回復這種傳統的飲食方式，就

算那人們不是完全的吃素，相比現代已經是相當

不錯了。

	 推廣素食，某程度是由於現代人吃肉太過，

導致各種問題產生，為了糾正時弊，素食才蓬勃

興起。現在不少人願意成為嚴格的素食者，目的

就是為了彰顯理想，告訴人完全吃素也能夠健康

生存。其實，素食不在乎食物選擇的定義，素食

不是一種規條，素食是一種心態，樸素的程度因

人而異，推動素食實際上是推動「素心」，這是

各種素食動機的共同基礎。吃素能夠讓人得到

真正的快樂，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因為——「知

足常樂」。

李宇銘博士

香港素食會主席

「推廣素食」是甚麼？

	 素食已經成為了新的潮流文化，全球引起了熱

潮，不少國家和地區，人們紛紛轉投素食者行列。

相比十多年前，在香港要成為一個素食者，人家可

能認為你是個怪人，現在吃素已經給人正面、健

康、環保、時尚的形象。

	 香港素食會，創會至今20年來，一直努力推

動香港的素食文化。香港是全球著名的「美食

天堂」，同時也是全球肉食消費最高無肉不歡

的城市，正因為這種原因，更加突顯推廣素食

的重要性。

	 我們現在說要「推廣素食」，究竟是推動甚

麼？是推動慈悲心？健康生活？保護動物？宗教

理念？……這些，都可能是素食的動機之一，我們

要推動的並非因著各種背後思想，而是「素食」的

自身，素食這一種飲食方式，是值得我們深入探

究的，是一種基本的生活態度。

	 進一步問，素食有這麼多不同種類，你們是

推動哪一種？例如有不吃肉的素食者？蛋奶素？

純素？食生？果子素？五辛素？海鮮素？瑜伽素？

初一十五素？星期一素？彈性素食？……從林林

總總的素食方式，可知「素食」實在難有一種定

義。或者讓我們回歸最原始的理解，《說文解字》

說：「素，白緻繒也」，素即是指沒有染色的絲綢，

引申指簡單、樸素、潔淨，素食即最基本的飲食

方式。

主席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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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減碳之路

莊陳有先生
是香港「黑暗中對話」香港基金會主席及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主席，教育機構EL	Education主席。

他於1981年在香港大學畢業，其後於1985年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資訊系統碩士學位。

莊先生曾在香港政府內任職政務主任，後來加入香港樂施會工作，

更獲委任為香港樂施會總幹事及國際樂施會董事會成員，

其後出任香港大學「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學生發展總監。

莊先生活躍於推動香港社會服務，現任復康聯會副主席及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

亦曾任香港特區政府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屬下教育及宣傳工作小組成員。

莊陳有先生以其卓越之社會服務履歷，於1991年榮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1995年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MBE勛銜。

2012年，他入選為星島新聞集團「2011傑出領袖」之一，並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大學院士。

人在世間走一趟，活得如何是一個又一個選擇累積的成

果。莊陳有先生雖然因為失明殘疾而看不到眼前的路，然

而這些困難從來不能界限他這些年來要走的一個又一個

領域，從個人到企業、從大學到政府、從個人到企業、從大

學到政府、從經濟到氣候，他亦由衷的著緊、用心關懷。

低碳，從心出發

全球變暖的其

中一個主要因

素，是過量的

二氧化碳。使

用天然能源如

石油和天然氣，

用水及處理廢

物等都造成二

氧化碳的排放。

當熱天越熱、凍天越凍，春秋消失，我們如何減緩氣候變

化？如何調適自己及生活去面對已經發生的氣候變化？如

何保護地球僅有資源？

減碳不但可延緩全球暖

化，更可推動企業使用

及研究再生能源，而且，

企業和員工都可負擔對

社會、環境的責任。

「從自己做起環境保育

固然重要，然而，這並

不足夠。例如每天捨棄

仍能食用的『飛機

餐』，這並非我們每

餐珍惜食物便能解決

的問題。

真正的改變，要政府

領導、企業支持、學

者研究、市民參與，

以達成社會共識，合

力實踐減碳。」

改變，從企業出發

他和一眾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低碳亞洲」，為企業提供全

面的碳管理服務，圍繞三個核心步驟，簡稱為“MR.O”—

即量度、減少和抵消機構的碳足跡，「首先計算碳排放量，

為企業建立一個可供後續比較的基準線；然後進行碳排放

數據分析，並提供專業的減碳方案，幫助企業減少營運中的

碳排放；最後是透過購買碳補償，抵消剩餘的碳排放，使企

業營運達致碳中和狀態。購買碳抵消亦可以支援可再生能

源項目，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社區發展。」從企業發揮帶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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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雅允擔任2014

年度「低碳關懷標籤」頒授典禮主禮嘉賓。

低碳亞洲有限公司連續兩年榮獲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公民教育

委員會頒授「香港傑出企業公民嘉許標誌」。

低碳亞洲董事會主席莊陳有先生向商業

電台行政總裁陳志雲先生頒發《低碳關

懷証書》，証明商台54週年台慶晚宴實

踐了「碳中和」。

低碳亞洲有限公司為「閃躍維港」3D光雕匯

演擔任專業顧問，為匯演量度碳排放、提供

減碳措施建議及購買碳抵消，務求令整項活

動達致碳中和。



用去影響其他機構，從機構帶動員工個人層面，透過減碳

以延緩全球暖化，為全球氣候變化注入正能量。

某政府部門於2013至14年由「低碳亞洲」提供碳審計顧

問服務。低碳亞洲首先為其大樓計算碳排放量，其中直

接碳排放包括車輛、發電機、煤氣設備的燃料燃燒和製

冷劑等，間接碳排放包括食水、污水、廢紙和廢物的處

理。然後，低碳亞洲提供一系列的減碳策略建議，包括其

一，訂立碳排放的基準、減碳目標及工作計劃，以專責團

隊管理；其二，安裝附屬電錶系統及電力監測儀錶等進

行深入的數據分析；其三，進行廢物管理，減少廢物的產

生；其四，多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較高的燈具等；其

五，提供低碳傳

訊計劃，邀請持

份者參與大樓

的減碳工作，例

如向物料供應

商、參觀者等分

享減碳資料，並

請他們一起實

踐減碳。

而其中一個酒店集團接受顧問服務，並實踐減碳策略後，

不但達到減碳目標，並透過捐獻支持環境保護及再生能源

的環保工作，以抵銷基準的碳排放。如此下來，更減少營

運成本，並成為全港第一間碳中和酒店，又獲頒「低碳關

懷標籤」。

「低碳亞洲」更提

供「氣候策略師領

袖工作坊」，讓更

多企業及政府管

理領袖理解如何在

機構策略和公共政

策的層面掌握氣候

策略的動態，為可

持續發展探索綠

色上級。

解決，從創意出發

如何減少包含在進口貨品內的碳排放？

如何改善進口及零售業的能源效率？

如何在氣溫上升中保持生產力水平？

如何改善城市生活的舒適度，縱使市區氣溫上升？

如何改變食肉習慣以減低碳排放？

如何改革食用海鮮的習慣以保育魚類資源？

種種問題等待創新方法去解

決，因此，莊先生今年再與

朋友創辦慈善組織「低碳想

創坊」，正正提供泥土以孕

育市民的創意，提供平台讓

大家一起尋找及應用解決

方案，例如邀請環保人士主

講「創新星期五講座」、舉

辦《氣候X創新媒體設計比賽》、提供網上討論平台等。參

加者更可就共同關注的主題來組成創新小組(InnoTeam)，	

一起腦震盪(Brainstorming)	找出並實踐減碳方法，例如食合

乎時令的魚、保育樹木、在城市有機耕作等。「低碳亞洲」網

站亦讓大家可以自行計算每天生活裏的碳排放量。

改制，從政策出發

「想從根本作出改變，不能缺少政府的政策。舉例說英國

市民若使用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電量不但足夠市民日

常生活使用，更有剩餘的能源。政府的政策規定電力供應

公司需要向市民購買這些剩餘能量。」這值得我們關注香

港電費增加的幅度外，更可希望透過政策促使能源供應

商考慮大幅度減少使用原能源，舒緩氣候變化，同時平衡

生活、發展及大自然的需要。

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同時，亦值得反思我們的價值觀。環

保團體曾對比佔領中環行動舉行期間，銅鑼灣及中環區的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與郊區放風箏著名勝地─西貢塔門相

約。「發展是否只局限於經濟？享受是否等於消費？」我們

明明可以發展經濟，又享受新鮮空氣。「就是缺少了愛護地

球的決心，我們需要政府、企業、學者及市民等跨層面、跨

領域的同心協力，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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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低碳亞洲核算，從2007	年至	2012年，東

港城歷屆回收聖誕禮物的減碳成效，相當於

5,898棵5米高樹一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

今年，莊陳有先生與友人創立

「低碳想創坊」，在7月4日的啟

動禮上，來自商界、高等院校與

民間組織的朋友濟濟一堂，激發

走向低碳社會的創意新想像。

流行歌手林二汶小姐與莊陳有先生在台上

跨界對談，分享她的個人經驗和對實踐低碳

生活的看法。



	 	 	 		第17屆
																		身心靈斷食習修營

當身體不再受食物的奴役，開始清理、逐步淨化，體內長久沉
積的毒素便可排出體外，身心輕快；此時此刻，宇宙訊息開始
進入你的生命，令你體驗身心	靈合一的喜悅！讓自己放三天
假，全情投入大自然懷抱，享受Club	O獨自擁有的整個營地，
傾聽阿孔及一班治療師毫無保留的斷食心法，同時體驗唱誦、
音頻、色彩協調脈輪等多種另類治療法，讓自己遠離塵囂，完
全放下塵世俗務，亦讓自己的身心靈在不知不覺中轉化提昇，
驚喜改變就此開始！	

●	 日期：2015年12月26-28日	(週六至一)
●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元朗康樂中心
●	 主持：孔慶玲、胡錦文
●	 費用：單人$988	(會員$928)；
	 兩人同行或於12月1日之前報名：$938	(會員$888)	/	人
●	 名額：30人	(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	 備註：1)	入營時間為下午3時；離營時間為下午4時
	 2)	如以免因個人習慣影響他人，營內有少量房間可提供
給參加者	(單人房)，需額外繳交附加費($400)

12月26日開始

	 	 	 	 	
	 誠邀參加者出席下列相關的聚會：	 	 	
		 	 	 	 	
●	 12月3日(週四)	晚上7:30-8:45	Club	O會址
	 第一次營前導修：妙哉靜心．轉化人生及斷食營營前靜心
●	 12月19日(週六)	下午4:00-5:15	Club	O會址
	 第二次營前導修：養生療法之斷食知多D
	 下午5:15-6:00	斷食營營前聚會	(請各位務必出席！)
●	 1月7日(週四)	晚上7:30-8:45	Club	O會址
	 營後聚會及分享心得
		 	 	 	 	
	 讓我們一起來體驗斷食的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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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笈養生班

傳授李鳳山師父養生之道，

動靜兼修內外兼養的入門課

程，內容傳授平甩功、和功、

靜坐導引、摩擦法及李師父

養生心法。學習放鬆，促進

循環，舒緩壓力，排除病氣，

達到身心健康調理的作用。

改善失眠、焦慮、退化等現代

人常有的身心問題。

●	 導師：梅門教練

●	 日期：11月17、18日	(週二及三)

●	 時間：晚上7:00	－	9:00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費用：$	720	(會員$700)，如修讀到梅門進階養生氣功課程，

已繳費用可全額折抵學費

●	 註：請穿著輕鬆便服

	 	 	 	 	
	 	 	 																														繩療

源自印度民間的繩療，一套簡單又

爆發性的訓練，卻有強大的治療效

益，可強身健體補命，亦可治癒患疾

癌症，您又怎會錯過這個體驗呢！屆

日小蕎子會親教大家自製環保繩療

器具及入冬生食食譜。

●	 導師：小蕎子

●	 日期：11月22日	(週日)

●	 時間：中午12:00	－	下午4:00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費用：$	398	(會員$358)，費用包括器具用料及Raw茶點

●	 上堂自備用品	：三條舊毛巾	-	長度不少於3尺（作秘製器具）、

自備餐具（作小點用餐）

●	 註：請穿著輕寬衣服

星期六 星期二、三

星期日

11月17日開始

11月22日

身心靈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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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自己做的健康麵包 

你以為今天所吃的麵包就只有麵粉、水、蛋、酵母，其實內裡還

有防腐劑、改良劑、膨脹劑、色素、人造香精、白砂糖等對身體有

害的化學物，熱量偏高、營養欠

奉。要吃健康的麵包，只需一個

焗爐和簡單工具，你也可以在家

中做得到。上完堂課後，你就會

愛上吃自家出爐的健康麵包，

從此對巿面的麵包“Say	No”。

●	 導師：Stanley	鐘源

●	 日期：11月25日	(週二)

●	 時間：晚上6:45	－	9:30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費用：$265	(會員$250)

	 	 	 	 	
	 	 	 														體質與食物配搭 

「我吃素吃得清淡，為何身體不是很好呢？」 

「我經常服食營養補充劑和補品，為何身體依然很虛弱、不夠

健康呢？」

“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

精氣乃絕。”

調整身體達到陰陽平衡，我們才可

得健康，且必須吃得其法，而不是

待病至才治療。	中醫的養生是透

過治未病，	即是預防醫學。

預防醫學並非依賴藥物，	而是透

過五穀、蔬菜、水果達到養生、美

容	、保青春、強身健體的目的。

吃得其法的前提是了解我們身體的特質，	我們是氣虛乎？血虛

乎？陰虛乎……	「吃得對」比「吃得好」更重要。

透過三堂我們一起來看看自己的身體屬於哪一種體質，	如何利

用食療去達到防病的目的。	我們還會和你分享食物的性、味，如

何配合身體以達至改善體質。

●	 導師：胡淑怡（中醫師）

●	 日期：12月8、15、29日(逢週二)，共三堂

●	 時間：晚上7:15	–	8:45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費用：$450(會員$400)		

《導師介紹》

胡淑怡是香港註冊中醫師，現任香港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講師；

獲香港大學中醫內科碩士；香港大學中醫外科學士。

星期二

逢星期二

11月25日

	 	 	 	 	
	 	 	 						觀足知病，觀趾壓穴法 

徐氏足部療法─是徐氏祖傳的診斷和診

療的方法，從明末清初就有徐氏《觀趾壓

穴法》，是由徐氏18代太祖父徐永德(留

學日本醫學博士，江蘇南通醫學院創始

人之一)，徐氏19代太師父徐寶權醫師和

家師徐亞珍，祖孫三代經近百年經驗累

積而成。其中診斷以無痛為主，並採用傳

統醫學方法：望聞問切。

本教材是2009年在中國足健會開辦的徐氏高級足診班的教學提

要，希望學員能學以致用。

本工作坊的重點包括：

1）足療配合經絡點穴理療偏癱（如中風）淺折

2）用足部反射法對亞健康的保健及防病的探討

3）足部按摩與與“祝由法”結合理療，以及對帶狀疱疹的按討

4）足部按摩及藥物與飲食療法，理療惡性腫瘤探討

●	 導師：邱德晉（明代徐氏東海堂第21代傳人）

●	 日期：12月2、9、16及23日	(逢週三)，共四堂

●	 時間：晚上7:15	－	8:45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費用：全期$988	(會員$958)；單堂$260	(會員$245)			

《導師介紹》

邱德晉先生是明代徐氏東海堂第21代傳人，亦是中國足部反射

區健康法研究會專家委員會的專家委員，並取得中國衛生部反

射療法師的職業資格證書。

逢星期三

12月2日開始

12月8日開始

	 	 	 	 	
	 	 	 									用麵包機做出好麵包

不懂搓粉糰、控制爐溫，卻又想吃自家麵包，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

麵包機，貪其簡單易用，將所有材料倒入去，按幾個掣就能坐享其

成。但為什麼我按做指示做的麵包

總是又硬、又焦、又難吃。今堂就同

大家講解使用家用麵包機的竅門，

認識機身各種主要功能，讓新手也

可以成功做到美味的機製麵包。

●	 導師：Stanley	鐘源

●	 日期：11月26日	(週三)

●	 時間：晚上6:45	－	9:30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費用：$265	(會員$250)

星期三

11月26日



經常有很多朋友說，生活繁忙，所以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外出去

做運動。有些朋友雖然很努力做運動，但沒有遵循適當的運動

流程，因而受傷。此工作坊先會為大家分享運動前後的飲食安

排及適當的運動的流程，減低運動創傷的風險。最後會與大家

分享一套可於家居進行的健康操，同時可訓練心肺功能及肌肉

力量，省時又方便，更適合現代繁忙的都市人。
	

工作坊內容：

1.	運動前後的飲食安排

2.	運動基本認識

3.	簡介運動與健康的關係

	 -	認識身體燃燒能量的系統

	 -	運動種類：1.	帶氧運動		2.	負重運動		3.	伸展運動

	 -	運動的流程

	 -	認識不同程度運動類別

4.	如何建立自己的運動計劃，並可作為改善慢性病的運動處方

5.	家居運動

6.	同時可達致帶氧運動及負重運動的健康操

7.	阻力帶運動	(負重運動)

●	主講：鄭浩光	(國家一級公共營養師)

●	日期：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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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B03-03 運動基本法3–都市運動工作坊

心安自在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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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認識素食的基本營養，讓參加者能

掌握健康均衡素食的入門，改善健康。

工作坊內容：

◆	素食蛋白質全攻略：經常有人說，素

食裡的蛋白質是不足夠的。講解食

材如何配搭，便可達致食物互補，從

素食中攝取到完全及足夠的蛋白質，

評估個人對蛋白質的需求量。亦會對植物性和動物性蛋白質

作出比較，探討與身體健康的關係。

◆	脂肪好與壞	 -「油能殺人，也能救人。」：脂肪經常被誤解為

不好的東西，很多人以為清淡飲食，即遠離含脂肪的食物，

便可改善健康。其實脂肪是身體不可缺少的營養素，可以滋

潤皮膚、保暖、促進脂溶性營養素吸收等等。攝取適量的優

質脂肪酸，更有助治療及預防疾病，如抗抑鬱、消炎、清洗血

GLA04-01 基礎素食營養學1

「心安自在計劃」是由綠色生活教育基金Club	O策劃，旨在

為學員提供整全的指導，帶領大家走向綠色生活，重過心

安自在的人生。我們認為人本身應該是自然、自在、自足，

「自然」即是順應宇宙自然萬物的規律，即天理、大道；「

自在」是感到自由無拘束，身心舒暢；「自足」即人生本來

自我完滿，知足常樂。人要活得輕鬆自在，只要生活回歸

自然、簡單即可，然而這還不足夠，要活得心安，更需要明

白人與環境、社會互有關聯，重建人與各種事物的聯繫，

以最友善的方式與萬物和諧共存，自能活得心安理得。透

過計劃中「綠色人生證書課程」，幫助學員開啟完滿人生

之門，尋回自我身心靈的幸福！

•課程特色

A.	以學分制為修讀方式，學習安排彈性靈活；

B.	課程內容多樣，理論與實踐兼備，注重生活應用；

C.	資深導師團隊，課程導師均為綠林中人，言行身教；

D.	設有不同等級證書頒發，鼓勵學員逐步自我提升。

	

•課程對象

不論學歷、背景、性別，志在提升人生、追尋身心靈幸福，願意

嘗試新鮮事物的人士，皆可參與。

	

•課程內容

A.	課程內容分為三大範疇：綠色飲食、綠色養生，以及綠色心

靈系列，三者環環相扣。

B.	 每個系列之下包含了必修和選修的課程，其中包括各種課

程、講座、工作坊、日營和外展活動。

C.	 參加者無需一開始即報讀整個證書課程，可以按興趣和機

緣選擇參與，滿足學分基本要求後，即可獲頒發課程證書。

管、改善關節問題、改善專注力等等。如何攝取優質脂肪酸

及適當的份量，達致預防及改善疾病的功效。

◆	我們一天要吃多少鈣？鈣是身體很重要的營養素，構成骨骼

與牙齒，可預防骨質疏鬆症。講解為何動物性蛋白質會導致

鈣質流失。探討不同民族每天攝取鈣質份量，與骨折及罹患

骨質疏鬆症之關係。除鈣質外，還要注意甚麼營養素，配合

甚麼運動，才可有效預防及改善骨質疏鬆。

●		 主講：鄭浩光	(國家一級公共營養師)

●		 日期：12月19日	(週六)

●		 時間：下午3：00	-	4：30

●		 地點：Club	O	會址	B	室

●		 收費：$138	(會員$128)

●		 註：綠色人生證書課程必修科	-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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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萬宜地質步道遊 
香港地質公園在短短兩年間由國家級地質公園，成功升格為世

界地質公園網絡成員，全球罕見。從萬宜水庫出發，探尋香港

火山柱岩的秘幽、海岸地貌的明媚，你有興趣聆聽石岩告訴你

的「香港故事」嗎？

路線：

火山探知館集合處→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

北潭涌→

萬宜水庫西壩→

萬宜水庫東壩→北潭涌→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

●	日期：11月15日	(週日)

●	 時間：上午8:00	-	下午1:45

	 	(請於上午8:00於昌明大廈門外集合)	

●	 解散地點：可於原地或隨旅遊車返回昌明大廈門外。

●	收費：$210，費用包括來回旅遊車接送、導賞費用及團體

人身意外保險

「綠」友記齊慶綠生基成立11週年
綠生基於2004年12月19日

正式成立，十一年來群策群

力，默默推行綠色革命，致

力提昇香港人的身心靈，希

望更多人活得自然、自在、

自足。	這一路走來，有賴眾

多有心人士長期支持，付出

時間和精力，無私協助	Club	

O的發展，成為與Club	 O共

同成長的「綠」友記！

趁此會慶的好日子，誠邀Club	O大家庭所有導師及義工齊聚一

堂，互相勉勵，也期待有意加入義工行列的朋友一齊共襄盛舉！

當天歡迎Club	O	諸位「綠」友記齊齊分享做義工的甜酸苦辣，

亦特邀周華山博士及莊陳有先生來分享。活動期間福廚義工將

準備升級版禪食晚餐。

●	日期：12月13日	(週日)

●		時間：下午4:00	-	8:0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演講分享：周華山博士、莊陳有先生

Club O節慶特別活動 

善言慈音──樂活綠色聖誕夜
「善言雖簡短易道，餘音卻無盡蕩漾」德蘭修女這句話，輕柔

地道出深綠的意義！聖誕平安夜，萬眾狂歡，眾生沉默......這個

晚上，Club	O會堂不但充滿善言歡笑，多位沉默高人更讓聖誕

音樂在現場迴響。待至子夜時分，互祝平安喜悅心。還有出心

出力的義工團隊製作特色小點與眾共享。歡迎你帶備健康小食

齊齊分享，並交換綠色聖誕禮物。

●	日期：12月24日	(週四)

●		時間：晚上8:00	至凌晨12:1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主持：孔慶玲、Club	O理事暨義工團隊

●		收費：隨緣樂捐

●		註：請盡早於辦公時間向職員報名留位

齊來慶祝生命 除夕倒數派對
2015年即將成為歷史，明天充滿奇妙神秘！歡迎大家齊來Club	

O珍惜這個時刻(Present)，分享這份禮物(Present)的祝福！各

位Club	O	同行者，我們慶祝生命不是因為獲得了多少而慶祝，

而是「無論是大搞作或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們都感恩！」讓生命

真正影響生命，讓感恩之心意滿溢Club	O會堂，隨著倒數的呼

喚，迎來2016年新的開始！當晚Club	O義工再次出動為大家炮

製特色小點迎新年，也歡迎你帶備小食齊齊共享。

●	日期：12月31日	(週四)

●		時間：晚上8:00	至凌晨12:1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主持：孔慶玲、Club	O理事暨義工團隊

●		收費：隨緣樂捐

●		註：請盡早於辦公時間向職員報名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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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是一種天然的重金屬。中醫藥描述鉛，既有毒但能治病。

中醫《本草綱目》提及鉛：
【性味】	甘，寒，有毒。入肝、腎經。
【療效】	《本草綱目》鉛可治：「消瘰鬁癰腫，明目，固牙，烏鬚

髮，殺蟲，墜痰。治噎膈，消渴，風癇。」現代醫學亦證
明，鉛可治毒瘡，如癭瘤（頸腫），瘰鬁（頸淋巴結），
惡瘡，癌症等。

因此輕度吸收鉛，對身體無大礙。然而，藥有三分毒，過度吸收，
必定有害。

鉛可以透過進食、呼吸或皮膚表面吸收而進入人體，吸收後絕大部分
鉛會沉積於骨中，形成骨中的鉛鹽，少量不危害身體。中毒的程度取
決於檢血，當血中鉛含量超過0.05～0.1毫克，會產生中毒症狀。

人體吸收過多鉛質，會導致中鉛毒，病徵如腸道紊亂、胃口欠佳、
便秘、腹痛或嘔吐。在長期接觸下，慢性中鉛毒可致貧血、關節及
肌肉痛、腦部及腎臟受損等。血鉛濃度越高，血壓會越高，易引起
心肌梗塞、中風、骨質疏鬆等。嚴重者侵犯神經系統而發生頭痛、
頭暈、疲乏、煩躁易怒、失眠；小童較高風險，會出現學習遲緩，
行為異常及智力發展障礙。

中醫藥可解鉛毒，鉛入肝、腎經。換句話，過多鉛質，會傷及肝臟腎
臟，同時鉛代謝由腸與腎排泄，故此中鉛毒，會有腸胃紊亂反應。中
醫能排鉛，只是能疏導肝臟而排毒、利尿以排腎毒，淨化腸道而趕走
毒性，就可以有效排鉛來防病。

以下排毒除鉛湯，大家不妨多飲，可疏肝排毒，固腎利尿，健脾去
腸毒，使鉛毒隨大小二便排出體外。另外，能排鉛毒的食物，包括
綠豆、海帶、紫菜、	芝麻、馬蹄，多吃有益	。

土茯苓可排鉛毒，功效解毒除濕、通利關節，可治濕熱瘡毒、瘰癧
癭瘤、膿瘡癰腫。

《本草鋼目》所記載：	土茯芩「健脾胃，強筋骨，去風濕，利關節，
止洩瀉，治拘攣骨痛，惡瘡癰腫，解汞粉銀朱毒。」

從古藥聖手李時珍已明示，土茯芩具去濕及除邪氣之作用。

更值得注意，「解汞粉銀朱毒」。所謂汞即水銀；粉即輕粉；銀即
靈砂；朱即朱砂，此等乃有害之重金屬。現今世代，不管中藥，農
作物，甚至水源，都易有重金屬，多飲土茯芩，就可排走體內重金
屬了。

虎乳靈芝亦稱白靈芝，可排肝肺之毒，功效可健脾化毒，清肝健肺，
止咳定喘，提高免疫力，為排毒而不傷正氣之護肝良藥。

去鉛湯水保健湯

茹素
許惠珍中醫師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

註冊中醫師，

提倡自己做自己醫生，養生是養在生活細節中。

排毒除鉛湯 

土茯苓1兩；虎乳靈芝8錢；黑木耳，赤小豆各5錢；
桑椹子、決明子、雲苓、白朮各3錢；
霍山石斛2錢，紅棗1兩至兩半。

組成

排鉛去肝毒，清血毒消脂，淨腎腑利尿，
還可養顏護膚，通便去濕。

功效

除紅棗外，其餘中藥用煲湯袋包起，加輔料。
用水8碗，大火煲沸後，轉小火煲2小時。

做法

可加雪梨2個切件去芯，栗子半斤或適量。輔料

3 - 4人份量，合家老少均可享用；
孕婦或血壓低者不宜。

適用

虎乳靈芝補肝排毒而微補，土茯苓清熱解毒而降火，共入藥成湯，
起一補一降而清補兼得。

黑木耳排血毒，可消脂通血管，素有血管清道夫的功能，其水溶纖
維，可淨化血管的雜質，達到排毒通脈之作用。

赤小豆排腸毒，皮膚毒。功效解毒護膚；健脾除濕、止瀉止渴；利水消
腫、和血排膿；袪腳腫、除腳氣；去煩熱、解酒毒、通乳汁。

《別錄》：「甘酸，平，無毒	......	既可增強利尿作用，又較適口，
故頗為得法。用於水腫，小便不利。」由於赤小豆具排膿去濕之用，
現用醫學常用於腎炎或水腫；尤其消腫清毒。對一切毒物，濕疹，暗
瘡，帶膿之皮膚病可多用。

桑椹子補腎護肝，含白藜蘆醇成份，能透過抗氧化作用，達到護肝
排鉛之作用。

桑椹子補益肝腎而滋陰；黑木耳消脂排毒而通血管，共入藥成湯，
起一補一降而清補兼得。

解毒除濕通利關節
解鉛毒

土茯苓 補益肝肺抗病強身
護肝腎

虎乳靈芝

益氣補腦潤肺生津
解血毒

黑木耳 健脾去濕 利尿解毒
解腸毒

赤小豆

補腎潤肺養肝明目
護肝腎

桑椹子 清肝明目潤腸通便
清肝腸毒 消脂降壓

決明子

利水滲濕健脾安神
去濕排毒

雲苓 補氣健脾燥濕利水
去濕排毒

白朮

養陰益胃養命延年
護肝

霍山石斛 補中益氣養血安神
中和藥性

紅棗

土茯苓（原色靚藥）

外型：色原色，微黃或帶粉紅色、
粉赤色，厚切生曬，形狀大小，因
應土茯苓自然環境，有大有小。
口感：气芳香，味甘淡
功效：去濕排毒。厚切加工，藥效
更好保留。

坊間土茯苓

外型：由於經琉璜處理，色較白，
形狀顏色較一致
口感：味帶酸，經硫磺加工，方
便貯存殺蟲
功效：由於經硫磺處理及薄切加
工，藥療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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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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茹素
每天營營役役，

吃午飯也只是匆

匆忙忙。誠邀大

家回來Club	O，

用慢活的心情品

嚐蔬菜造成的有

營午餐，更可學

習重點食材的烹

飪技巧及營養知

識，享受輕鬆自

在的悠然午間。

●	日期：11月6日及12月4日	(該月的第一個週五)

●	時間：下午12:30	-	2:0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75	(包括前菜、沙律、湯及飯菜)

●	註：歡迎會員參加，需最少一日前致電Club	O預訂。

DIY秋冬養生薑醋班

即將踏入冬季，大家想好禦寒法寶了嗎？其實一般孕婦產後

進食的薑醋，是民間流傳下來的調補妙方，因為薑有促進血

氣、祛寒殺菌、抗癌抗衰老的功效；醋則可以淨化血液、促

進新陳代謝、幫助體內鈣質吸收；而薑醋加入黃耳、腰果、

蛋、木耳等食材之後，	既能倍添香味，	亦富含膠質及蛋白

質、鈣、鐵等營養。這個下午，Club	O活得自在廚藝隊除了

示範素薑醋的製法外，還會教您以薑為原料製作老薑黑麻油

和生磨薑蓉等多款滋補美食，讓您身心溫暖，笑迎寒冬！																

●	日期：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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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營饅頭早餐
若你覺得早餐吃下加滿添加劑的饅頭或基因改造的豆漿不

放心，不如試試在家製作吧！Club	 O廚藝達人將示範如何

從砌麵粉開始，利用天然材料及有機麵粉自製全麥饅頭、

素菜包和芝麻花卷，以及用有機黃豆製作的豆漿，讓你嚐

嚐一頓健康有營的中式早餐。

●	日期：12月27日	(週日)

●	時間：下午2:00	-	4:00

●	地點：	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	$108	(會員$98)

來Club O禪食
C 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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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Club	O店有機菜的供應商馮志輝為週六的禪食捐出有機蔬菜。



第一支音叉由英國音樂家及小號手約翰．朔爾（John	Shore）

在1711年發明，當時主要用作調音。期後隨著科學家、物理學

家、音樂家及聲頻專家反複試驗，音叉的用途漸漸變得廣泛。

醫學方面以256Hz及512Hz音叉作聽力測試；物理上，把音叉

放在水面上的振動波紋可以解釋聲波振動原理；演奏家則運

用440Hz音叉為樂器調音。

華德福教育（Waldo lf	 Educat ion）創辦人魯道夫．史代納

（Rudolf	 Steiner）早在上世紀便指出，純音（pure	 tones）

將會成為療癒的工具。在華德福教育中，孩子在小學時期便

學習里拉琴（Modern	Lyre）以配合神經系統發展，同時平衡

情感、意志和思考。里拉琴正是希臘神話中音樂與醫學之神阿

波羅手持之象徵物。

應用在聲音療癒方面的音叉主要分為無加重音叉（Un -

weighted	 Tuning	 Forks）和加重音叉（Weighted	 Tuning	

Forks）兩類。無加重音叉通常對應心靈或情緒議題，可單獨使

用或同時敲響兩支（數支）音叉來製造和聲音程。C（256Hz）

和G（384Hz）這組音叉產生「純五度」（Perfect	Fifth）音程，

聆聽這兩個音調，可充份結合頭腦和身體，使人感到合一。而

加重音叉則在音叉分叉的尾端附加有重量，以製造更深的聲

波頻率。把加重音叉的柄端放在身上，它的深層振動可使人

放鬆和平靜。

療癒音叉

著名美國預言家愛德加．凱西（Edgar	Cayce）說：「音樂和聲

音將是未來的醫藥」（The	medicine	of	 the	 future	wil l	 be	

music	and	sound）。

音樂和聲音本是人類古老智慧，母親對嬰兒吟唱搖籃曲時，便

運用聲音作安撫、平衡、和諧之工具，是所有音樂的源頭。各

個原始民族和文化，如薩滿（Shaman）儀式中的唱誦、佛教梵

唄、蘇菲派（Sufi）念誦警句迪克爾（Dhikr）及印度教傳統曲調

（Raga），也體現了聲音的力量；它與人的腦波共鳴，讓人進入

神秘的意識狀態，達至深度放鬆的效果。

音叉是其中一種應用在聲音療癒的工具，物理結構成U形，從

單一柄端分叉至兩個尾端，經敲打後尾端產生共振，使聲頻合

一成為純音，聆聽時仿佛讓我們在二元世界中找回單純的心。

共振（Resonance）是製造或加強振動的活動，聲波振動就是

讓一件物件與其他物件互動所產生的現象。

萬物皆振動，身體各部位、脈輪都有特定的頻率，音叉能夠導

引振動頻率到相應位置，透過共振喚醒身體本來擁有的同一

頻率，讓我們記得自身的本能。

曾文通
曾文通是香港著名舞台美術家，2010年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研究學者。

設計作品逾200台，曾獲多個設計獎項。

2008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度最佳藝術家」及2009年獲世界劇場設計大賽獎項，

成就備受國際業界肯定。

文通修習薩滿密傳喜瑪拉雅頌缽手法，精研頌缽及以頌缽為修行途徑。

曾在香港、中國、台灣、馬來西亞等地多次公開頌缽演奏。

他亦傳授各種振頻療癒方法，以不同形式讓人尋回靜心途徑，

提出「療癒就是靜心」為療癒的本質。曾兩度應邀參與布拉格劇場設計四年展，

把結合心靈與創意的工作坊《一境四心》帶進國際舞台。

2012年開展啟滌心靈的祭祀劇場《寂靜之光》十年計劃。

柯帕瑪瑪療癒圈網頁：http://www.allpamama.guru

電郵：allpamama.h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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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音叉攜帶地球年（Earth-year）的頻率136.1Hz，以地球環

繞太陽的時間計算出來。根據《吠陀經》，整個宇宙皆創始自

這種原始的聲音，Om（唵，Aum）是永恆的聲音或「神」化成

的振動。咒梵（mantra）是最早的聲音療癒方法之一，在眾多

的梵咒中，往往以Om起始，瑜伽修持亦通常唱誦Om開始和作

結。Om的頻率也對應我們的心，使用Om音叉時同時唱誦Om，

可以協助我們打開與外間的連結，傳送愛與恭悲。

Solfeggio音叉所攜帶的是千百年來暗藏在聖經民數記中的

Solfeggio頻率。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說：「只要你

懂得3，6，9的玄妙之處，就有了打開宇宙的鑰匙。」我們看到

的六個原始Solfeggio頻率，經畢達哥拉斯法驗證計算，可發

現其根源便是數字3，6，9。這組古老音調常出現在神聖的音

樂中，像格列高利聖詠（Gregorian	 chant）的施洗約翰讚歌

（Hymn	to	St.	John	the	Baptist），聆聽這些頻率可使人保

持身心靈的完美平衡。此外，六個主要Solfeggio頻率也對應人

體各個脈輪，發揮下列相應功能：

	 UT	 －396HZ－	 釋放罪惡感與恐懼

	 RE	 －417HZ－	 撤銷現狀和促進變革

	 MI	 －528HZ－	 轉變與奇跡（DNA修復）

	 FA	 －639HZ－	 連接／關係

	 SOL	 －741HZ－	 表達／解決

	 LA	 －852HZ－	 喚醒直覺

較高頻的天使音叉（A n g e l 	 Tu n e r s），以自然音階

（Pythagorean	 Sca le，或純律音階）為標準，頻率分別為

4096Hz、4160Hz和4225Hz，協助我們跟高層意識連接。三

支音叉分別對應心靈、潛意識和靈魂層次議題。其中4096	Hz

音叉亦稱為水晶音叉（Crystal	Tuner），配合水晶使用，可更廣

泛地應用在不同範疇。

音叉是對應精微能量的療癒工具，聲頻包圍著我們身體，與身

心共振，讓我們感到安然自在。各種療癒工具皆是伙伴，協助

我們專注一境。當我們的感官被喚醒，覺察身心活動，這一刻

就是靜心。—「療癒就是靜心，回歸寂靜處」。

*	一次振動可以由它發生的頻繁程度來量度，單位是赫茲（Hertz），1	Hertz	

（縮寫︰Hz）為一次振動，或每秒的週期性震動次數。人類可聽的聲音範圍是

從4	Hz	至20,000Hz。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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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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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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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費用：隨緣樂捐，支持綠色生活教育事業

太乙布氣療法義診
鄭氣功師運用太乙布氣療法歷年
在Club	 O義診無數病人，歡迎大
家致電預約，接受他以氣功治療

病源，更可收健體之效。

●	 主持：鄭次輝氣功師

●	 日期及時間：11月1日及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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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費用：隨緣樂捐，支持綠色生活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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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婚前輔導或婚後成長，請自

付國際認可Prepare/Enrich評估問卷$350。

●	 主持者：Natalie	Wong(社工碩士，Prepare/Enrich輔導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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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及12月10日(星期四)

●	 時間：晚上6:30至8:30(每次僅二人與主持會面)

●	 地點：Club	O會址B室	

●	 查詢：www.facebook.com/caringforsouls

●	 費用：隨緣樂捐，支持綠色生活教育事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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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宇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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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導師要外出公幹，10月22日的療癒課將暫停一次，敬請留意。

玄功易學保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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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及21日；12月5及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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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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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及時間：12月6日	下午2:00-6:3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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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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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及時間：逢星期六下午3:00-4:0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費用：隨緣樂捐，支持綠色生活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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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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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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5日			主持：孔慶玲、胡錦文

★妙哉靜心．轉化人生及斷食營營前靜心及斷

食營營後聚會

	 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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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歡迎曾參加斷食營的營友齊來分享靜心體驗，亦

誠邀有興趣參與今屆斷食營的朋友共襄盛舉！

★「源氣」晶礦石 ﹣介紹及分享 

	 11月12日			主持：林敏儀

「源氣」晶礦石	-	原來的名稱是	ANCHI		

crystals	(Ancient	Chi	=	古代的氣)	。16

億年的遠古晶礦石，唯一的礦場在美

國，	含50多種礦石成份	。功能包括：

提升肉身及靈性的震頻、中和及預防電

磁波、抗衰老、恢復活力、提高自愈能

力、平衡身體氣場、提升生命場、消腫去

瘀止痛、改善睡眠質素、能重組水的構造，提高水的能量，同時也

能夠協助破解形而上的奧秘。

www.anchi-crystals.com

★素食延年保青春

	11月19日			主持：胡淑怡（中醫師）

素食可以健康、延年、愛地球，是大家都

是知道的。	

素食如何能夠保青春益壽的要訣，	你又

知道多少呢？

從中醫角度來說，潤肺除了令皮膚更嬌

嫰，補腎更是延年益壽。	素食如何平衡

潤肺、補腎是本講座的要點。

週四療癒夜

★療癒同修大匯聚 

	 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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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醒的靜心   

	 12月10日			主持：邁歷奇
	 (Prem	Malik)，Ocean（道之拳始創

人，曾學習靈氣一級課程，曾學習氣

功和瑜伽，奧修門徒，愛的師父，素食

者，靜心導師，合一祝福傳導師，現在

是一名開悟的靈性導師）

靜心是什麼？為什麼要靜心？靜心與本性有什麼關係？打坐可以令

人開悟嗎？修行和靜心需要分開嗎？覺醒是不是跟世俗生活相違

背？何以動感靜心非常適合現代人持續練習？就讓開悟導師告訴

你真相吧！一起經驗靜心。

★用金字塔能量創造你的世界

	 12月17日			主持：Victor	Wu（靈修導師）及

			 																				鐘源	Stanley

金字塔蘊藏巨大能量，能接通內在神聖

和無量之網，配合靜坐、許願，來提昇人

的心靈素質，灌輸正念和夢想，助你達成

願望，創造自己的實相世界。今晚你可以

與「2米巨型金字塔」零距離接觸，一齊

感受萬物互相連結的境界，改變思想波

動的振頻，調校自己和世界，一起創造共

融的和諧、快樂、健康和財富。

★斷食營營後聚會及分享心得

	 1月7日		主持：孔慶玲、胡錦文

參加斷食營後，您覺得如何？歡迎大家回來一起分享、交流，彼

此勉勵和學習。

歡迎對斷食營有興趣的朋友參加，了解多些斷食後會有怎樣

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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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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茶座

●● 	生命能量數字學  11月7日
	 主講：鍾偉雄（資深律師，同時管理發展五間青年中心）

在人類進化及文明演變中，出現不少奇蹟、突破、轉捩點、智
者/先知。隨著人類感應接收，好奇、探索，科學不斷跟上、改
錯，發現及證實宇宙是一個關連的能量場，有生命、神聖的設
計，不是偶然或分裂無關的。而人類的心意情緒，也和這能量
場緊密有勁的互動相連著。您也有興趣一同擴展這方面意識，
探索其無限相關的玄機嗎？
	

●● 	風水五行與養生
	 11月14日			主講：袁伍鳳博士

袁博士將以傳統堪輿理論為基礎，結合她
的實踐經驗，讓大家瞭解命理中五行相生相
剋的規律與生活環境中的五行互動後對健康
帶來的影嚮，深入淺出地講解「治風水病」
的五行養生之道，並現場接受風水基本常識
諮詢。
	

●● 	掀開職業（扶康）治療之謎
	 11月21日			講者：Cathleen	Liu（英語講述）
	 																主持：廖崇興（粵語翻譯）	

OT	職業〔扶康〕治療，究竟是什麼回事？相信大眾也不知
所以然。

一位居英多年，任職資深扶康心理專業治療師		SOT，今午將
現身為聽眾掀開OT謎底，細說如何透過	 	OT，去扶康肢體和
心理受創的患者，恢復自信，重新投入社交活動，改善良好
的生活質素。
*O.T.=	Occupational	Therapy												

●● 	太極八法與人體八卦的對應和啟示 
	 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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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來願望可以成真！
	 12月5日			主講：黃紫晴Elizabeth（能量治療師）

每個人從小都會有一些願望，
有人憑著自己的努力把願望達
成，亦有人覺得願望只是一個
瑤瑤不及的畫面，其實只要恰
當地將我們的願望與宇宙及潛
意識溝通，宇宙便會全力配
合，把我們的願望變成現實！

主講者是一位專業的能量治療
師	 Elizabeth	 Wong，憑著她
對宇宙及潛意識的專業認知，
曾經成功幫助不少朋友超越自
己，再找出你的內心需要，讓您重新為將來定下新方向，向
您的理想和夢想進發，揭開人生新的一頁，創造幸福、豐盛、
美滿的人生。	

●● 	中國少數民族
	 12月12日			主講：區仕美、陳慧敏

內蒙古自治區是在1947年5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
後，又相繼建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寧
夏回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截至現在，全國共建立了155
個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區5個、自治州30個、自治縣
（		旗）120個。在全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44個民族建立了
自治地方。	55個少數民族中，除回族、滿族已全部使用漢語
外，其他53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今天一起來探究各少數
民族的迷人之處吧！

	
●● 	《身心靈斷食習修營》營前導修課：
	 養生療法的斷食知多D及營前聚會
	 12月19日			主持：孔慶玲、胡錦文

這次為第17屆身心靈斷食習修營第二次營前導修及營前聚
會，內容包括養生療法之斷食知多點、入營前叮嚀、活動詳
情及注意事項，請已報名者務必出席。	 (下午4:00-5:15	第
二次營前導修；養生療法之斷食知多D；下午5:15-6:00	斷
食營營前聚會)
	

●● 	愛笑瑜珈
	 1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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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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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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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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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量晚會

●● 	非一般的醫療勇士  
	 11月7日			主講：小蕎子

一位醫療人員遇上怪病，決棄掉西療醫病，經小蕎子的自癒療

法卻補命救了自己，夠竟他對自治有何體驗？就來聽聽小蕎子

分享他拯救自命的經過。

 

●● 	♥愛心圈♥～收放溫柔的生命力
	 11月14日及1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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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悠閑輕鬆綠色音樂會 
	 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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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靈大掃除
 11月28日			主講：黃紫晴Elizabeth（能量治療師）

一年又快將過去了，很多人都會為家居打掃一番，但是又有多

少人懂得為自己的心靈做一次大掃除呢?要知道”Let go”是

對我們的生命進化及提升過程十分重要的一環，過分懷緬舊的

記憶只會讓我們身心靈停滯不前，若你準備好在新的一年有新

的人生突破，那麼必定要抽空來參與Elizabeth 導師的分享， 齊

來實踐心靈大掃除吧！

●● 	生病還須心藥醫
 12月12日			主講：Michelle	Tse（催眠師）

身體是心靈的一面鏡子，壓抑很久卻仍未表達的情緒與感受都

會透過身體的毛病展現出來，所以任何疾病的治療都要從心開

始，講座將會教你覺察內在的情緒與負面信念，認清身體給我

們的訊息，如何看待內心世界及安住在一顆喜悅自在的心，從

而令生命變得更有意義，身體愈來愈健康。

 ●● 	打發壞東西
	 12月19日			主講：秀玲、曼麗（琉璃光養生世界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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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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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區資源共享在Club	O
	 12月26日			主持：Club	O團隊

每 個 人 家 中 總 會 有

一 些 已 被 你 遺 忘 的

物品：聽過的CD，

讀 過 的 書 刊 ， 穿 過

的衣物……或是節日

收到的禮物。除了繼

續放在家不管，你又

可想過賦予物品第二

次生命，分享給有需

要的朋友？歡迎加入

這場「施」與「受」

的互動，成為彼此的

祝福，在愛的循環之

中感悟生命的意義與

價值！



11月 Club O好安排
活動舉辦地點
●綠色：Club O會址G及H室  ●紫色：Club O會址B室  ●棕色：其他地點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

75

晚上7:00-9:00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9:00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9:00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9:00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9:00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下午1:00-4:00
(P.13)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下午3:00-4:30	(P.19)	
Thera	Band
橡筋帶健體班
(陳家杰)

晚上7:15-8:45
(P.17-18)
「八法」太極練功班
(周國偉)	補堂

下午1:00-4:00
(P.13)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晚上7:00-9:00
(P.5-6)
秘笈養生班
(梅門教練)

下午1:00-4:00
(P.13)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晚上6:45-9:30
(P.5-6)
吃自己做的健康麵包
(Stanley鐘源)

下午3:00-4:30	(P.19)	
Thera	Band
橡筋帶健體班
(陳家杰)

晚上7:00-9:00
(P.5-6)
秘笈養生班
(梅門教練)

下午3:00-4:30	(P.19)	
Thera	Band
橡筋帶健體班
(陳家杰)

晚上6:45-9:30
(P.5-6)
用麵包機做出好麵包
(Stanley鐘源)

下午4:30-6:00
(P.13)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0)	來Club	O禪食
(孔慶玲)
晚上6:30至8:30(P.12,B室)
關係提昇加油站(Natalie	Wong)
晚上7:30-8:45	(P.14)
「源氣」晶礦石﹣
介紹及分享(林敏儀)

下午12:30-2:00	
(P.10)	自在茹素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下午4:30-6:00
(P.13)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0)	來Club	O禪食
(孔慶玲)

晚上7:30-8:45(P.14)
妙哉靜心•轉化人生
及斷食營營前靜心
(孔慶玲、胡錦文)

上午10:30-中午
12:00(P.19)
Keepfit	Sunday	-
阻力帶踢走脂肪
健美班	(陳家杰)

上午10:00-
下午6:00
(P.13,	B室)
太乙布氣療法義診
(鄭次輝)

上午10:30-中午
12:00(P.19)
Keepfit	Sunday	-
阻力帶踢走脂肪
健美班	(陳家杰)

上午8:00-下午1:45(P.8)
西貢萬宜地質步道遊

上午10:30-中午
12:00(P.19)
Keepfit	Sunday	-
阻力帶踢走脂肪
健美班	(陳家杰)

下午2:00-5:00(P.7)
GLB03-03	運動基本法	3	
-	都市運動工作坊(鄭浩光)

上午9:30	(P.19)
港鐵香港大學站A2出口
旭龢道至香港仔
(甘灌康，歐振宗，陳廣財)
上午10:30-中午12:00
(P.19)	Keepfit	Sunday	-	
阻力帶踢走脂肪健美班
(陳家杰)
中午12:00-下午4:00(P.5-6)
繩療(小蕎子)

上午10:30-中午
12:00(P.19)
Keepfit	Sunday	-
阻力帶踢走脂肪
健美班	(陳家杰)

下午2:00-4:00(P.10)
DIY秋冬養生薑醋班

下午4:30-6:00
(P.13)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0)	來Club	O禪食
(孔慶玲)

晚上7:30-8:45(P.14)
素食延年保青春
(胡淑怡)

下午4:30-6:00
(P.13)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0)	來Club	O禪食
(孔慶玲)

晚上7:30-8:45(P.14)
療癒同修大匯聚

晚上7:15-9:30
(P.17-18)
GLA16「逆轉糖尿病	
——21天健康挑戰」
三個月後聚會

下午1:00-4:00
(P.13)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上午10:00-11:00(P.13)
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午間1:30-2:30(P.10)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下午3:00-4:00(P.13)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

下午4:00-5:30(P.15)
生命能量數字學(鍾偉雄律師)

晚上6:00-7:00(P.10)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非一般的醫療勇士(小蕎子)

午間1:30-2:30(P.10)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下午3:00-4:00(P.13)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

下午4:00-5:30(P.15)
風水五行與養生(袁伍鳳博士)

晚上6:00-7:00(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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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0:00-11:00(P.13)
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午間1:30-2:30(P.10)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下午3:00-4:00(P.13)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
下午4:00-5:30(P.15)
掀開職業（扶康）治療之謎(Cathleen	Liu)
晚上6:00-7:00(P.10)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悠閒輕鬆綠色音樂會	(廖崇興及音樂知己)

午間1:30-2:30(P.10)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下午3:00-4:00(P.13)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

下午4:00-5:30(P.15)
太極八法與人體八卦的對應和啟示(楊雲中)

晚上6:00-7:00(P.10)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心靈大掃除(黃紫晴)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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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17



12 月 Club O好安排
活 動 舉 辦 地 點
●綠色：Club O會址G及H室  ●紫色：Club O會址B室  ●棕色：其他地點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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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晚上7:00-9:00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9:00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第17屆身心靈斷食習修
營	(12月26-28日)

晚上7:00-9:00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李玉芳)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下午1:00-4:00
(P.13)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晚上7:15-8:45
(P.5-6)
體質與食物配搭
(胡淑怡)

下午1:00-4:00
(P.13)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下午1:00-4:00
(P.13)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晚上7:15-8:45
(P.5-6)
體質與食物配搭
(胡淑怡)

下午1:00-4:00
(P.13)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冬至節慶，Club	O	
店及辦事處營業至
下午5時)

下午1:00-4:00
(P.13)
Club	O午間靜心
(孔慶玲、豆豆)

晚上7:15-8:45
(P.5-6)
體質與食物配搭
(胡淑怡)

晚上7:15-8:45
(P.5-6)
觀足知病，
觀趾壓穴法(邱德晉)

晚上7:15-8:45
(P.5-6)
觀足知病，
觀趾壓穴法(邱德晉)

晚上7:15-8:45
(P.5-6)
觀足知病，
觀趾壓穴法(邱德晉)

晚上7:15-8:45
(P.5-6)
觀足知病，
觀趾壓穴法(邱德晉)

下午4:30-6:00
(P.13)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0)
來Club	O禪食
(孔慶玲)
晚上6:30至8:30(P.12,B室)
關係提昇加油站(Natalie	Wong)
晚上7:30-8:45
(P.14)
覺醒的靜心(邁歷奇)

下午4:30-6:00
(P.13)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0)來Club	O禪食
(孔慶玲)

晚上7:30-8:45(P.14)
妙哉靜心•轉化人生
及斷食營營後聚會
(孔慶玲、胡錦文)

下午4:30-6:00
(P.13)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0)	來Club	O禪食
(孔慶玲)

晚上7:30-8:45(P.14)
用金字塔能量創造你
的世界(Victor	Wu及
鐘源Stanley)

晚上8:00-12:10(P.8)
善言慈音﹣樂活綠色
聖誕夜

(聖誕節慶，Club	O	
店及辦事處營業至
下午5時；療癒課、禪
食晚餐、療癒夜暫停
一次)

齊來慶祝生命﹣除夕
倒數派對
(除夕之夜，Club	O	店
及辦事處營業至下午
5時；療癒課、禪食晚
餐、療癒夜暫停一次)

晚上7:30-8:45(P.14)
斷食營營後聚會及分享心得

上午10:00-下午6:00	
(P.13,	B室)	太乙布氣療
法義診	(鄭次輝)

上午10:30-中午12:00		
(P.19)	Keepfit	Sunday	-	
阻力帶踢走脂肪健美班
(陳家杰)

下午2:00-6:	30	(P.13)
「心無罣礙」活力舞動坊
(孔慶玲)

上午10:00	(P.19)
城門水塘小巴總站
城門水塘相思林徑大城石澗	
(甘灌康，歐振宗，陳廣財)
上午10:30-中午12:00		
(P.19)	Keepfit	Sunday	-	
阻力帶踢走脂肪健美班
(陳家杰)
下午4:00-8:00(P.8)
「綠」友記齊慶綠生基成立
11週年

上午10:30-中午12:00	
(P.19)	Keepfit	Sunday	-	
阻力帶踢走脂肪健美班
(陳家杰)

第17屆身心靈斷食習修
營	(12月26-28日)

下午2:00-4:00	(P.10)
有營饅頭早餐

午間1:30-2:30(P.10)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下午3:00-4:00(P.13)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

下午4:00-5:30(P.15)
中國少數民族(區仕美、陳慧敏)

晚上6:00-7:00(P.10)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生病還須心藥醫(Michelle	Tse)

上午10:00-11:00(P.13)
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午間1:30-2:30(P.10)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下午3:00-4:30(P.7,B室)
GLA04-01	基礎素食營養學	1(鄭浩光)
下午3:00-4:00(P.13)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
下午4:00-5:30(P.15)《身心靈斷食習修營》營前導修課：	
養生療法的斷食知多D及營前聚會(孔慶玲、胡錦文)
晚上6:00-7:00(P.10)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打發壞東西(秀玲、曼麗)

第17屆身心靈斷食習修營(12月26-28日)

午間1:30-2:30(P.10)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下午3:00-4:00(P.13)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

下午4:00-5:30(P.15)	愛笑瑜珈(余狄夫)

晚上6:00-7:00(P.10)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社區資源共享在Clu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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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下午12:30-2:00	
(P.10)	
自在茹素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上午9:50
(P.19)
東涌站A出口
靈會山(謝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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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00-11:00(P.13)
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午間1:30-2:30(P.10)	來Club	O禪食(孔慶玲)
下午3:00-4:00(P.13)
香功班(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
下午4:00-5:30(P.15)	原來願望可以成真！(黃紫晴)
晚上6:00-7:00(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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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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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星期最少	4	至	5	天，維持有效心率	(220-年齡)	x	70%，進行不少於連續	40	分鐘，不會中途休

息的帶氧運動，如快步行、跑步、單車、游泳、太空漫步機。這樣持之以恆地訓練，可在一個月減大約6-8磅。

年齡超過	40	歲、嚴重過重或有膝關節痛人士不適合跳健康舞、跑步、單車機及樓梯機，因本身體重已

過重，進行這些運動對膝關節會造成更大的負荷，往往減重未能成功，已造成膝關節勞損；最理想選擇游

泳、太空漫步機、快步行這類運動，以減低膝關節的負荷，例如本人39歲就要用以上心率公式計算，即是

需要維持每分鐘126次以上的心跳率，才能有效地燃燒體內脂肪。要準確量度心跳率，可以使用心率錶或

心率胸帶作量度。特別注意：有心血管疾病人仕在進行任何運動前請諮詢家庭醫生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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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訓練計劃識適
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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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龢道至香港仔
城門水塘相思林徑大城石澗

靈會山

經旭龢道，龍虎山廢堡，港島徑，香港仔散隊。

● 領隊：甘灌康，歐振宗，陳廣財

● 日期：11月22日(日)

● 集合：上午9:30，港鐵香港大學站A2出口(乘升降機達頂層校內)。

● 長度：需時約4.5小時

● 難度：二星(最高五星)

● 裝備：請帶水(2升)、小吃、傘。

註：逾時不候，如集合前兩小時懸掛黄雨及以上級別的警告，即取

消活動。

城門水塘起步，由龍門郊遊徑上山約一小時，上山爬升約三百五十米， 

右轉相思林徑，到大城石澗小休，再行至鉛礦坳接車路返抵城門小巴

站。沿途路面較窄，大部份有樹蔭。

● 領隊：甘灌康，歐振宗，陳廣財

● 日期：12月13日(日)

● 集合：上午10:00，城門水塘小巴總站（參加者可在荃灣兆和街乘

搭82號綠色專線小巴前往，至總站下車，車程約二十分鐘。）

● 長度：需時四至五小時

● 難度：三星(最高五星)

● 裝備：請帶備行山杖、水(2升)、小吃、傘。

註：逾時不候，如集合前兩小時懸掛黄雨及以上級別的警告，即取

消活動。

冬天闖一闖遠在嶼西的大山和大草原，過一個充滿綠色和陽光的聖誕。

行程：觀音山→羌山（459m）→靈會山（490m）→萬丈布→大澳

● 領隊：謝冠東

● 日期：12月25日（五，聖誕節）

● 集合：早上9:50，東涌站A出口，轉乘11號嶼巴

至深屈道口起步 

● 長度：4小時，10公里

● 難度：三星(最高六星)

● 裝備：水（1.2升）、小吃、傘

註1：行有餘慶，於大澳海韻素食用膳。 註2：有雨取消，微雨照行。

Keepfit Sunday
阻力帶踢走脂肪健美班
本 課 程 是 由 素 食 十 年 導

師，Olis	 Chan帶領大家如何

運用阻力帶，以多組肌肉動

作，合拼成30分鐘時間的連串

訓練，不用在健身室舉啞鈴或

在街上跑步，已能達到消脂+

修緊肌肉兩大目標，操肌減肥So	easy!

●	導師：陳家杰	(素食健體教練Olis	Chan)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註：必需帶備Thera	Band橡筋帶上課，

	 				也可於Club	O	代購，費用為$90。

日期

A班:
11月1, 8, 15, 22日

B班:11月29日,
12月6, 13, 20日

上午10:30-12:00

時間

每班各:$530
會員($480)

每班15人
(試堂

$150一堂)

堂數/費用 名額

班別 導師 時間 上課日期 上課地點 堂數 ／ 費用 名額

每月：
3堂：$240	(會員$210)
4堂：$320	(會員$280)
5堂：$400	(會員$350)
試堂：$100	(會員$90)			

A	班
Club 	O會址
G、H室

每班15人
(先到先得)

B	班

李玉芳

王玉珍

星期一晚上	7:00-9:00

星期五晚上	7:15-9:15

11月2,9,16,23,30日
12月7,14,28日

11月6,13,20,27日
12月4,11,18日

陳家杰

(素食健體教練Olis	Chan)



Club O店情報

吃什麼及怎樣吃的古老智慧
戰後隨著社會變遷，經濟起飛，在物質生活豐盛的已發展國家，人

們的生活方式及飲食習慣起了重大的變化。在過去數十年一般人

吃得太多、太濫，吃得過多的精製食品、加工食品、外食、速食，追

求五感及味蕾的刺激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方式。為此，人們的健康每

況越下，長期進食三高的食物，是心血管病、糖尿病的主因。工業

化生產的食物令肚子飽了，但身體卻長期營養飢餓 (Starvation)，

各類慢性病如骨質疏鬆、胃氣漲、便秘、口臭、皮膚紅疹頻生。當

免疫力下降，身心累積吃喝過多的垃圾，環境污染的垃圾以及情

緒垃圾(如憤怒、擔心、驚恐)，百病便會叢生。近年不少追求健康

人士提倡多吃粗糧等整全食物，這是源於古老智慧的飲食療法。

何謂整全食物 (Wholesome Food)

整全食物，就是那些越接近大自然原貌 (Natural Form)的食物，例

如未經輾磨的全穀類、豆類、海洋或陸上的蔬菜、水果、種子、果仁

等。這些食物尤其是無污染的野生農作物，富含大自然風霜雨露的

精華，微量營養元素 (Micronutrient-dense)最豐富。

整全飲食方式

售賣整全食物的店鋪、餐廳及教授整全美食物的烹飪班如雨後

春筍般在歐美開展。這般風氣是為了抗衡市面上越來越多的精

緻加工食物，以及補救不良飲食方式導致的健康問題。擁護整

全飲食人士大多遵循下列原則選擇食物：

1. 以蔬果等天然食物為主要食材 (Plant Strong)

研究顯示動物性的膳食，是引起文明病的主因。工廠式生產的

肉類不單富含抗生素、荷爾蒙，生產過程會為動物帶來痛苦，還

帶來嚴重的生態破壞 (這包括水源消耗和污染，產生大量溫室

效應氣體等)。有識之士選擇以新鮮、當造、當地出產不同顏色

的蔬果為主要食材，因為蔬菜水果是身體最好的清潔劑，協助

身體排除體內因環境污染或飲食不當 (如過多肉類、甜食) 引

致過多的酸性、殘毒，同時會為身體補充維他命、礦物質、抗

氧化物等超級微量營養素。以下是蔬果有助防病強身的例子：

 • 喝綠豆湯有解毒功效

 • 多吃藻類如海帶、昆布，可以抗輻射 (常用電腦、手機

者宜多吃)

 • 吃燕麥有助降血壓及血脂

 • 吃黑木耳有清潔血液的功效

總括來說，來自豆、果仁的豐富蛋白質、脂肪，協助身體功能

運作，來自粗糧穀

物 的 複合碳水化

合 物 不會令血糖

急 速 上 升。不少

運動家現身說法，

素食可令人體力更

持久。 

2. 注重食材的質素

如果可能的話，選擇有機種植的蔬果或無公害的產物，多買公

平貿易的產品。這有助保護環境及協助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可

向有誠信的農夫購買農作物，不選購基因改造或用動物測試

的產品。

如果只能購買到常規可能帶有農藥的蔬菜、水果，素食者所吸

收到的有毒物質，往住遠較肉食者所吸收的為少，為什麼呢？原

來很多污染物質是脂溶性的，它會通過食物鏈的傳遞，把環境

中微量的有毒物質經過食物鏈中一級一級的傳遞濃縮 (例如海

中農藥殘餘 → 浮游生物 → 小魚 → 大魚 → 鳥類 → 動物)。

乳類製品油脂含量高，脂溶性的農藥殘留量也很高，所以整全

飲食者會多用豆奶或果仁奶取代牛奶。

3. 盡量不吃精製或加工食品

傳統大部分食物都是由大自然取得，如蔬菜、水果、五穀都不

是高糖、高鹽、高油脂的。近代因為食品科技的進步，鹽、糖、

油生產的成本太低廉，所以商人幾乎會在任何食品中大量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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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這些東西來吸引人們的味蕾。當食物的生產越來越工業化，

市面上 70% 以上的食物是經過工廠加工精製，甚至加入防腐

劑、味精、乳化劑、人工色素、香料等添加物以增加儲存期、鬆

軟香滑口感及賣相。但這些食品令人體變成了化學工廠，食物的

營養已大量流失，例如白米白麫粉是經過加工，把糙米、小麥外

層最富營養的米糠或麥糠磨掉。白米飯除了好看、軟綿綿以外，

蛋白質脂質已大大減少，米糠富含的維他命B 群、E、D、纖維素

以及很多的微量元素如鉀、鎂、鋅、鐵、錳、鉻已統統去掉了。

白麵粉製成的飽點營養價值也大大低於全麥粉 (Wholemeal 

Flour)做的。白糖也是經過精製和漂白而成，含糖的食品越來

越多，多吃不單傷害牙齒，令體質變酸免疫力下降。

4. 慎選油脂

適量攝取油脂非常重要：因為它能增加食物的香味、增加飽足

感，也讓人心情愉悅。油脂也是身體細胞膜及固醇類荷爾蒙組

成的要素，是健康皮膚、頭髮及關節必需的元素。由果仁種子 

(如杏仁、合桃、腰果、椰子等) 或牛油果等天然食物攝取的油

脂品質最佳。烹調用油必須「適油適用」，冒煙點高的油如椰

子油、牛油適合煎炸，冷壓的芝麻油、橄欖油質優，宜用於涼

拌或直接加入食物如

飯麵中享用。宜遠離

那些利用高溫提煉及

溶劑除臭味的精煉油 

(如芥花油、粟米油) 

及含反式脂肪的人造

牛油。

5. 減少外食速食

一般的酒樓餐館，餐單中蔬菜種類較少，因為存放需要較大空

間，又不易久存，況且清洗蔬菜用水多兼費時。

為了保持商業競爭，餐單中較多煎炸、香口味濃菜式以吸引食

客，一般會使用白糖、白麵粉、白米及用添加物以增加口感或

賣相。如果可能的話，多自己耕種、自選食材、自行烹調。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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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到餐單的蔬果是最新鮮美味和最安全的，那兒有著大地恩

情以及農夫和廚子的愛心。

何謂心靈飲食 (Food for the soul)

在物質富裕的社會，人們不只是「為食(生存)而吃」，不少人會

「為吃 (欲求) 而食」，飲食滿含了人不少的欲求，這可能是社交

的需要、味蕾的刺激，甚至是情緒的發洩或填補心靈的空虛。

飲食可以是一個只為填飽肚子，毫無觸動的過程，也可以是一

個滋養身體及心靈的過程。

在傳統社會裏，廚房將屋變成一個家，在那兒有愛心泡製、備

受祝福的食物，家人朋友圍坐一齊受益。用心泡製食物，是愛

的工程，分享食物，可將人與人的心拉近，那兒有著感恩和愛

的交流。

禪食 (Zen Meal) 源自東方智慧，是一種非常裨益身心的進食

方法。食物不單滋養我們的身體 (如熱的食物令人暖和，冷的

飲食助人降溫) 和提供能量。當我們專注當下的一刻，一口一

口地慢慢咀嚼和咽下食物 (Mindful Eating)，神聖和平的時刻

便會臨在，高漲的情緒會平復，心境變得一片澄明。當我們專

注眼前的食物，知道我們正取用外在來自大自然的元素滋養

內在的身體，與萬化契合的感覺會悠然而生，在那兒我們看到

陽光、露水，充滿生機的土壤。當我們體會到農夫及下廚者的

辛勞，便會更珍惜食物。

感恩的狀態是非常神奇的力量，不單可以令身心和諧，還可療

癒我們的身體、情緒和心靈呢！

就讓我們一齊多吃高能量的整全食物，抱著感恩的心情好好地

享用每一餐食物。

關愛天地人的Club O店
本年10月為Club  O店開業十週年。Club O小店營業多

年，實在是有賴會員及顧客的愛護和支持，以及義工無

私的付出，同時也感謝供應商為我們提供安心的食材和

產品。由素食難求的日子，到素食逐漸普及的今天，我

們皆為會員及顧客，以合理價錢提供綠色食材及用品。

來年Club O店會推出自家品牌產品，有機天然，還請大

家繼續支持。

Club O 樂見大家體驗及實踐綠色生活，特此鳴謝大家多

年來的支持，感恩有您們與我們同行。

小麥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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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機糖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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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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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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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然香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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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味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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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機純豆／糙米麵豉醬
*		有機腐乳
*		有機濕豆豉
*	有機公平貿易黑／

			白胡椒粒

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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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機南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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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心為您服務的 Club O店      
（旺角亞皆老街80-86號昌明大廈7字樓F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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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燒
*		黃金桔／綠茶／綜合蒟蒻

飲品／營養補充品

令你身體更健美更高抗疫力
*		有機朱古力味／藜麥米奶+
*		椰青水
*		牛蒡茶葉
*		有機蘋果汁／提子汁
*		100%天然有機純紅石榴汁
*		有機豆奶
*		有機原味米奶／杏仁味米奶
*		小麥草素
*		有機蔬菜湯
*		黑麥汁
*		有機睡安寧／洋甘菊茶

Club	O	店為嚮往綠色生活的朋友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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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糧

給你全家人每天的養份和生命力
*		有機糙米粉/紅米粉/黑米粉+
*		有機藜麥通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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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食品

讓你和全家人開心享受大自然的豐盛
*		有機大豆奶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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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機乾酵母+

  調味品

點點豪情令你和全家人餐餐更好味
*		有機薑黃粉+
*		有機玉桂粉+
*		天然香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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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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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Clu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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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綠色生活，全因有您的支持

Club O每星期用有機新鮮蔬果提供三餐免費的禪食，長期提供題材廣闊的

講座及教育活動，著緊的是大家的身心靈健康，在乎的是動物和大自然的福

祉。默默耕耘的推動，全因有您們的參與，有您們的義務貢獻，有您們的捐

款，熱切期待您的支持讓Club O 得以繼往開來，新一年更有力走得更遠。

隆情謝意！從這裏喚醒我

對自己的健康與大地/大

自然的關係，對動物增加

一份愛惜。

謝謝Club O 宣揚拍打拉筋，令我把身體打好。Club O 就像一艘船，船上有很多好人。如

果沒有這艘船，我恐怕就淹死在苦海中⋯⋯

想買什麼生活用品，先致電問問有貨嗎？有代替品

嗎？如何選擇？Club O在生活上幫忙不少。亦好彩是

銀髮族，多點上Club O花費也不太大。Bravo

感謝 Club O 在這裏認識了很

多好朋友，也在這裏學會放下

，謝謝孔老師 ♥♥  

真好，食得放心，用

得開心，哈哈
多謝，你們的有機菜和食品，價錢合理。

會員及參加者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