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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Club O店情報

樂活素食者的簡約廚櫃

活動推介

第二屆茹素簡樸營
太極：身心靈探討
整全健康家庭實用課程（營養篇）

封面
故事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Club O創立以來，一直默默貢獻自己，義務推

動素食和環保已經超過二十年，是最資深、忠誠、熱誠的義工。從肉食

到食生、從醒覺到修行，真情分享一路以來他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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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崇興先生專訪

從食肉到食生的身心靈成長



給各方好友的話

這幾個月，大家渡過了不寒冷的聖誕節和新年，幾乎穿着薄外
套的秋裝，就渡過一點也不冷的冬天。地球病危，各地怪異的天
氣現象，暴雨和暴雪已經不是下一代要面對的問題。親身體驗
了全球暖化的嚴峻，我們造過什麼令地球重生？每天掉在垃圾
筒的各式包裝、用過的膠袋、吃不完而掉棄的食物，統統令水源
海產土地受污染、釋出的廢氣進一步令臭氧層破孔百出。地球重
生的關鍵在我們的手。

每一口肉食，讓我們吸收更多的針藥、化學調味劑，促成生產商
研發及銷售基因改造的熱熾。身體抗議、求救聲，您聽到嗎？您
願意給身體重生，再次健康的機會嗎？

身體的重生是由心出發，你的心可感受到大地母親的呼喚和哭
泣，深切意識需要立即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生命影響生命，作
綠色新人類。加入素食行列，不可看輕自己少少的改變，可以為
眾生帶動大大的影響。

綠生基會繼續為眾生出一點力，作為您們身心靈的加油站，來讓
我們一起用愛護的心令地球、身體及動物重生。

此外，特別感謝鄭次煇師父過去八年一直與我們同行，默默以太乙布
氣功義診無數病友，可惜鄭師父於一月因患急病辭世。生命有限，關
愛無界，敬送祝福予鄭師父及家人。鄭師父，我們永遠敬重您、懷念
您！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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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食已經變成飲食的修行，透過飲食提升身心靈的

層次，是你我可以在日常飲食中實踐的方法。

	 飲食並非只在乎食物，吃的態度比食物自身更

為重要。食物一方面會影響身心，身心的狀態更是

決定我們的飲食健康。吃飯過程不說話只是一個

基本點，還有很多例如：細嚼、慢食、惜福、無執、

感恩，如何專注、減少雜念？如何透過飲食提升自

己的喜悅？如何選擇食材？如何烹調？如何洗碗切

菜……食物只是飲食之中的一小部分，懂得「怎樣

吃」比「吃甚麼」更為重要。

透過飲食回歸身心
	 我們吃東西，很多時並非因為身體真的需要，飲

食變成了一種習慣，一種交際應酬的方式，又或者處

理自己情緒的工具。當我們忘記了飲食的真正目的，

這樣飲食就常常出錯，身心無益，就好像我們忘記

了目的地在哪裡，怎能選擇正確的交通工具？透過

禪食，幫助我們在飲食過程中達致「身心合一」，用

心的去吃，才能吃出終極的健康。

	 如果您還未嘗試過

本會的禪食活動，鼓勵您

踏出一步，保證您一試難

忘！

除了恒常的禪食活動(逢週四晚、週六午和晚

餐)，李大夫將主持首次舉行的「禪食靜宴」，分

享「飲食與修行」，歡迎參加，詳情見第12頁。 

李宇銘博士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主席

「禪食」是甚麼？

 「禪食」本來只是一個活動的名字，是香港素食

學會（綠色生活教育基金、Club O的前身）自1995

年成立以來，每星期舉辦的一個活動，目的為了推廣

素食。初時只是每週一次週六的「免費午餐」，至今

已經發展至一週三次，有人說這個世界上“No free 

Lunch”，我們卻創造了奇跡，數萬人次參加過我們

的禪食活動，生命因此得到轉化。

禪食即寧靜地吃素
 「禪食」又不只是一個素食聚餐，在我們推廣素

食的過程，發現只是飲飲食食是不夠的，如果不能夠

安靜下來吃飯，就難以體會得到食物的滋味。因此我

們就將這個活動的方式，制定一個基本規則，就是寧

靜地、禁語享用一餐素食。這種方式，很快得到許多

正面迴響，參加者覺得一試難忘，沒想到原來很多人

從沒試過安靜地吃一頓飯！原來只要專心地吃，就算

是一份簡單的食物，也能吃出滋味與幸福。

這也是「素食」本來的含義之一，《說文解字》說：

「素，白緻繒也」，「素」本指沒有經過染色的白色

絲綢，因此素食的傳統意義，即是簡單、樸素、潔

淨，最根本的飲食方式。「素食」就是與現代的「美

食」相對，美食是追求更豐富、更複雜、更多味，而

素食是走截然相反的路，是追求減少，所謂「快樂

不是來自擁有得多，而是來自需要得少」，簡單自

能吃出美味。

	 我們將這活動取名為「禪」，「禪」即是靜慮之

意，提倡素食背後的理念，透過素食回歸簡樸。

禪食是飲食的修行
	 「禪食」這項傳統活動，舉行了約20年的過程

中，不斷演進，至今在我們的心中，已經成為一種文

化、一種飲食方式。禪食不單是我們獨有的活動，

主席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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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食肉到食生的身心靈成長

採訪者：
李宇銘博士，綠色生活教育基金主席，香港中文大學中
醫學院講師，香港註冊中醫師。

受訪者：
廖崇興，香港素食學會、綠色生活教育基金、Club	O義務
會務幹事。綠生機成立至今十一年，他是最具熱誠資深的
義工之一，十多年前曾任職跨國藥廠十八年，並在修習禪
坐的過程中決定提早退休，把握生命中的青春，去豐富他
自己的第二生命：音樂。

熱誠專注做好事

李：衷心感謝廖師兄接受訪問，給我們分享二十多年義務推

廣綠色生活的經驗。是什麼推動您長期做義工?

廖：甘願投入Club	 O義工行列，我並無期盼擔當任何特殊

角色或職位，只要有適合我需要協助的職務，便會現身去

演繹。總覺得能夠保持這樣的心態，便可以脫開了許多瑣

碎的煩惱，輕鬆地去執行已安排的團隊工作。我十分欣賞、

感恩綠色生活教育基金理事們的理念和願境，堅持積極去

組織，或籌辦任何綠化活動，經營綠色健康產品店等。尤

其是在推廣茹素方面普及大眾，努力不懈，是一椿昭彰功

德的事，相信必然會

吸引許多良好因緣，

例如有錢者出錢、有

力者出力，給予機會

更多自願者來奉獻

身心工作，成就美好

的典範。

李：廖師兄義務帶領禪食多年，是什麼一直推動著您？

廖：我覺得最能落實去推動環保的方法是：從素食啟程到

綠化地球。從每天處理肉食的物流過程中，產生超大量的

污染物，例如畜牧業飼養時用的針藥，貨車運送時用的油

渣，洗切時用的化學清潔劑或殺菌液、烹調時用的石油氣

或煤電等，都加劇消耗地球的資源，並釋放高溫熱能令地

球急趨暖化，破壞世界生態環境。故此要解決環保問題，

必需考慮污染的起源，即是推動大家改變傳統的飲食模

式，履行茹素。帶領禪食目的是鼓勵參加者靜中沉思，細

味素食的能量，重新體會素食對健康的優勢，那是我二十

多年來的心願。潮流興食生	(Raw	Diet)	當然是解決身、

心、靈問題的最完美方法。

肉食、素食、食生

李：當初是如何開始茹素呢?

廖：那要由我以前的職業說起。因為經常需要出入醫院，

向心臟專科醫生推銷心血管藥物，所以每天都警覺到有無

數的心臟病人被送進病房、插喉啦、呻吟訴苦啦等，最後

就被推往殮房，完成最終無奈的結局。行腳4年，從此想到

自己也可能走向這條被動、無法接受的崖峭，因此經常徬

徨與恐懼，暗自忖問：「如何才能逃脫這道痛苦鬼門關？」。

由於我在鄉村長大，回想起小時許多老邁村民，在家裡自然

逝去都是平常事，例如某獨居老婦傍晚沐浴後，換上一套光

鮮的新年服裝，翌日就被村中鄰婦發現安躺床上仙逝了，仿

若有自知時至的灑脫風光。後來因緣際會，幸蒙一位醫生朋

友介紹，接觸佛教後開始茹素，研究素食對解決生死、地球

污染等問題的可行性，那是28年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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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李宇銘博士	(右)廖崇興



修行、修心

李：從您看來，飲食與修行的關係如何?

廖：修行對我來說，

是修正自己過去錯誤

的行為。簡單來說，

發現肉食是錯的話，

立刻茹素改過，就是

修行。修行當然需要

經歷一番艱苦去磨

練不屈不撓的信心，

才能成長見效。例如

以前我所考慮的，均

以維護自己的角度

出發，但學佛修行要

訓練實踐「無我」的心態，便要轉向大眾或對方的利益考

慮著想。這其實是變相從負面到正面的思維方法，學習掉

換另一角度去再思考，放下自我的笨重固執，那就容易看

得寬闊一點，投身去做些更有意義的事。之後自然會輕鬆

快樂，煩惱也沒空照顧。吃得好、腸胃好、心地好，上床躺

下就可迅速入睡，無法失眠，直到天明。又如透過音樂，也

可以幫助修行，佛教做早晚課時的梵唄唱誦、鐘鼓磬鳴等，

可以將心念專注到靜心和諧的狀態，習以為常便成為修行。

這也是相當於經濟學上的機會成本，以柔情的樂音取代煩

惱的空間，讓人生活得更精彩。Club	O持續每兩個月主辦

一次的綠色音樂夜，亦是綠化心靈的實踐篇。綠色飲食跟

修行是息息相關的事。

李：師兄也用靜坐修行，請問可分享心得嗎?

廖：仍未學習靜坐時，滿腦子都是苦惱的，後來上山跟隨

師父學習出家人的禪坐儀軌，經年累月，心境漸漸便顯

得清淨安定，領略到暫時放下那份禪悅。還記得當年早

上返公司前，每天早上五時必然習慣到海邊巨石靜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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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茹素的過程裏遇到什麼困難嗎?

廖：許多時候不是自己遇到困難，而是要想想如何去拆解別

人的疑問，例如朋友會問，吃得太多甘筍，掌心皮膚變黃等

有關生理上的轉變，又或胡亂服食維他命B12作補充劑諸如

此類的謬論，全都扭曲了素食的真相。由於「無知」，加上

「恐懼」，很容易便錯辨健康茹素的面目。只要透過直覺

上的感悟，參考各類有關資料，根本不難作出正確的判斷，

智選茹素維生。

李：由茹素到食生的歷程是怎樣的?

廖：棄肉茹素，那是一夜之間的決定，掉棄雪櫃裡最後一

塊肉之後，翌日便成為全素食者了。而食生的過程，則是

7年前由拒吃米飯開始，那時觀察到糖尿患者必須終身依

賴藥物而無法治癒，究其原因乃攝取過量澱粉質，於是減

少澱粉質和熟食的份量，多吃生果或果菜露。年前機緣下

在周兆祥博士開創的綠野林，認識澳洲馬拉松食生跑手

夫婦Janette	Murray-Wakelin	和	Alan	Murray，細聽他

們在2013年每天不斷環跑澳洲一圈的見證，深受影響，

便毅然擇日棄熟食生了。至今16個月，擺脫了自幼便有的

傷風感冒、冬天咳嗽等的疾病。現在心情當然非常感恩愉

快，慶幸有緣學佛，素食，食生，選擇了一生以來自己深感

最幸福的飲食之道。



廖師兄的幸福（原載Anthony Liu的面書內）:

就好像今天星星雪花，飄散在片片金黃色的西班牙

柿子 Spanish Persimmon 面上，爽口清甜，潤氣生

津又心神安寧，遊走青山綠海那邊的花果山一樣，

腦筋裡充滿孫悟空活力萬般的奔騰！

何需千億纏繞身家？何需學識淵博的教授名位？何

需貴族品牌的洋車兼高官厚祿？

自由選擇了生機處處的食生飲食 (Raw Diet)，伴鳥

飛翔，跟牛漫行，吃喝隨緣，夫復何求？

此時此地，原來剎那間跳了 360 個 24小時的 1 大

步，很快便要迎接更正面、更積極的生活點滴；繼續

日夜長伴離不開手的面書和低頭一族，掀開宇宙歷

史裡老化與新生並存的一頁。

願幸福亦跟這位仍在細讀拙稿的您齊齊共享。

小時（風雨除外），面迎微風、耳聽浪潮，晨曦中靜默思

慮，保持安定的心境態，迎接一天挑戰性的工作。早年

在	 Club	 O	我主持過「靜坐基本法」課程，亦辦過「發

酵禪」工作坊，就是藉此透過手搓麵糰的過程，運用止

語，專注，以慈悲心態進行，內觀焦慮的變化，學習不必

計較成與敗的忍耐，轉換負性到正面的喜悅，然後，欣

然接受因與果的關係，互相傳送關愛、協助和祝福等，

去體驗一天「動中禪」。有了好的開始後，仍需努力實

習，才能舒緩情緒的壓力。

李：師兄思想細密，同時又時常面露喜悅，像沒什麼煩

惱，請問在思考與靜心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廖：這可能因為曾經跟隨師父參禪多年有關吧！好一段

時間在寺院裡習慣

了打坐，禮佛誦經，

禁語及專注搬柴運

水等事務，警惕自己

要輕聲細語，改掉許

多俗世陋習，心情自

然開朗愉悅。更重要

的大概是，逢事多從

正面去思考，一切隨

緣，天公造美，事情自然發展得順順利利。補充一點，

周遭的環境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心境，多些親近良師益

友，耳聞目染，近朱者赤，自己就較易實踐樂觀的人生。	

Club	O	正正是孕育慈悲的好地方，成就各方過客，互傳

綠色智慧的搖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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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 Veggie 素食教室 
今天Doris	會分享她在Vegfest	2015	HK	純素烹飪大比拼	–	冠

軍菜式：蝶影仙蹤	、桂花杞子元肉果凍及紅茶菌特飲。是日參

加者，可獲贈紅茶菌「母菌」，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紅茶菌做法，資料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

?set=a.901883499890265.

1073742176.438190462926240&type=1

●	 導師：Doris	Wong（Facebook	專頁“Mimi	Veggie”創辦人）

●	日期：3月13日(週日)

●	 時間：下午2:00	–	4:00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費用：$238(會員$218)

●	 Facebook：Mimi	Veggie	素食專頁

●	註：如需要索取“紅茶菌母菌”的朋友，請報名時預先登

記，及當天需帶備一個大約1000ml「高身有蓋、乾淨沒有

油、闊口玻璃瓶」

「樂活博覽」及「亞洲素食展」 
3月10-12日是一年一度的「樂活博覽」及「亞洲素食展」，場內

將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展商參與，當然不少得Club O啊！場內會展

出不同有機、天然食品及用品、綠色環保生活產品等樂活產品。最

後一天將會開放給公眾入場，愛好健康生活的你不要錯過啊！

●	日期：3月12日(週日)	

●	 時間：上午11:00	–	晚上7:00	

●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3F&G	號廳

全城有機日 
一年一度的「全城有機日」今年會繼續在中環遮打花園及遮打

道舉行，以推廣可持續有機農業及提高本地農民、零售商、消

費者及市民大眾對有機認證的認識。Club	O亦會在場設置攤位，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到來支持。

●	日期：3月20日(週日)	

●	 時間：上午10:00	–	下午6:00	

●	 地點：中環遮打花園及遮打道行人專用區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一般十多二十人同時進行單一式訓練的

健體班，往往導師未必能顧及個別學員

的身體狀態，調整訓練及針對學員體能

目標，設計更有效的訓練方式，甚至容

易造成受傷。

這課程導師將會以近乎一對一私人教

練形式進行（每課只限定6人），使導

師能用更多時間，針對不同學員個別

體能、目標及勞損問題，設計多套更有

效的複合式訓練動作，編排以不斷變的

訓練方式，給予身體在燃燒脂肪及修緊

肌肉等多方面的新刺激，並以三至六個月時間完成課程為目標。

課程內容：

-	以純素食設計營養餐單	 -	橡筋帶複合訓練

-	高強度循環訓練	 -	低阻力循環訓練	 -	伸展動作

對象：適合工作繁忙而缺乏運動人仕，在僅有時間進行更有效率

的運動，達到修身健美目標，能有更健康更fit的身體，享受人生。

●	導師：純素食11年的體適能導師-家杰

	 （素食健體教練Olis	Chan）

●	 日期：(逢週二，五)

●	 時間：晚上7:30	–	9:00

●	 地點：Club	O會址B室

●	學費：每月$800，共4堂

●	特別注意：

	 ＊學員必需在報名前通過簡單體適能及健康狀況評估，

	 			費用全免。

	 ＊不適合有三高等心血管疾病人士或長者。



	 	 	 	 	
															GLA12第二屆茹素簡樸營

第二屆茹素簡樸營，目的令大家再次感受食物的真味；
透過不同烹飪示範及介紹，加強大家對食材的認識，食
物配搭及進食次序；解除對素食的疑惑，吸收最好的
能量；教你如何更健康地食生及其竅門；配合各種養生
運動，例如瑜珈、簡單拍打拉筋及健康操，教你如何吃
得健康之餘，又活得快樂。遠離都市繁囂，回復身體原
本的精力，重新出發。	

●	 主持：中醫師李宇銘博士、純素媽媽Grace	Wong、
營養師鄭浩光、廚藝達人Daisy	Yim、Club	O廚藝義
工團隊			

●	 日期：4月9﹣10日(週六至日)
●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元朗康樂中心
●	 時間：星期六下午2:30至翌日下午3:00
●	 集合地點時間：元朗西鐵站大堂（近7-11及彩晶軒酒
樓），見Club	O旗，準時2:30乘輕鐵到屏山站

●	 收費：單人$869(會員$800)；二人同行或3月15日前
報名每位$780(會員每位$720)

●	 名額：45人(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	 註：綠色人生證書課程非必修科	-	6	學分

4月9,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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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病按穴療法

病的時候，小病未必需要看醫生，可否有方法自救舒緩不

適？甚至有可能不藥而愈？	懂得傳統中醫的按穴療法，就

是最簡便有效的方法！既不需要繁複的工具，也不需要很

多的時間，更不需要花錢，只需要我們的手指頭，透過按摩

穴位，使經絡氣血通暢，啟動體內的藥箱，不適自能緩解。

	

人體有三百多個穴位，我們只要認識其中一些既常用又安

全、容易掌握的，就足夠面對常見的疾病。穴位可以在自

己身體上找到，因此更容易有所體會，人人都能夠掌握就，

十分容易！值得學習，是一種終生受用的防病治病技巧。

本工作坊內容包括：

	

●	 中醫經絡腧穴簡介

●	 以中醫的角度認識都市人常見的十多種疾病，包括：頭

痛、頭暈、嘔吐、胃痛、腹痛、便秘、泄瀉、呃逆、心痛、

失眠、鼻塞、牙痛、落枕、頸痛、抽筋、痛經等等

●	 取穴方法示範與操作練習

●	 按摩穴位的技巧

●	 導師：張敏芝中醫師

●	 日期：3月8、15、22日及4月5日	(逢週二，共四堂)

●		 時間：晚上7:15	-	8:45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全期$600

	 (會員$540)；單堂$158(會員$140)

星期六日 逢星期二

3月8日開始

身心靈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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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全健康家庭實用課程

（營養篇）

透過參加「整全健康家庭實用課程（營養篇)」，參加者能多

留意身體給我們的健康訊號，找出身體的問題根源，希望透

過天然食材有效地改善健康，啟發人體的自癒能力，並達致

改善健康及預防疾病的雙重功效。

當身體出現了一些異常症狀，是代表身體出現問題了嗎？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	Arlene將會逐一跟大家分享解決

方法！

	

課程內容：

第一課：解讀腹痛的位置及疼痛的性質

第二課：經常感到疲倦，是營養不良而引致嗎？

第三課：生活緊張，如何改善心悸情況？

第四課：日常觀察篇

●	 伍雅芬Arlene（素食營養治療師）

●	 日期：4月12、19、26日；5月3日	(逢週二，共四堂)

●	 時間：晚上7:15	-	8:45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全期$500	(會員$450)；

	 單堂$138(會員$118)

	 	 	 	 	
	 																	太極：一個身心靈探討課程

平日搭地鐵可以練到「落地生根」

嗎？	如何達到太極「鬆	」和「化」

的境界	?	太極真的可能「	四両撥

千斤」嗎	?	「捨己從人」又是什麼

一回事	？

透過一些基本功	(樁功、推胯、吳家	

108	套路的選段)，這課程會研究太

極一些核心概念	。無論是第一次接

觸太極的朋友或是耍了多年太極拳

的朋友都歡迎來一起實踐、觀察和享受。更仔細聆聽自己

的身體、回復最自然的狀態是一個可以不斷深化的過程。

煮飯離不開米飯油鹽，修練離不開對自己身心靈的探討

●	 導師：周可凡

●	 日期：3月16、23、30日；4月6、13、20日(逢週三，共六堂)

●	 時間：晚上	7:15	–	8:45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1200	(會員$1100)

		 		*出席率100%的學員可在課程完結時獲回贈25%的

學費(會員$275，非會員$300)

●	 註：報名的同學請寫幾段字介紹自己	 (包括任何氣

功、武術、身心靈修練的背景)	及參加課程的原因到	

hofan@burntmango.org

●	 www.facebook.com/hofan.taichi

《導師介紹》

周可凡九歲被媽媽捉到大埔富善村去學太極。小朋友不夠耐

性，未學完一套太極劍就放棄了。後來大學副修舞蹈，跟波蘭

的Silesian	 Dance	 Theatre學藝。2003年畢業後回港，但因找

不到合適的跳舞老師，就重新返回當年教陳式太極拳的李雅

芳師傅的指導至今，現時每星期依然與師傅、師兄師姐耍拳養

身。2006遇上杜維德師父(吳式太極)，進一步從武術和靈修的

層面認識太極拳。2008年開始跟隨師父在Club	 O的太極班當

助教。2011年春季獲波蘭	 Ludwik	 State	 School	 of	 Drama邀

請，為他們舞蹈劇場碩士學系主持了一個名為《太極與劇場》

的課程。2013年正式「被」滿師下山，臨行之時獲杜師傅叮囑要

致力教拳，要「從分

享拳理之中探明與深

化自己對太極拳的理

解」，隨後在自己天

台和在「流白之間」

教拳。

逢星期二

逢星期三

4月12日開始

3月16日開始



步行是一種全身性的健康運動，可鍛鍊肌肉、提升身體平衡

感、釋放壓力、調整血壓、預防骨質疏鬆、預防心血管疾病及

增強抵抗力。步行氣功是一套源自道家的功法，使全身的氣

運行通順，加強肌肉及筋骨的力量，更可作為帶氧運動改善

心肺功能，亦可示為一門靜心的方法。此工作坊會與大家分

享此氣功的要訣，讓大家可以鍛鍊身體的同時，學習如何平

和心境，達致身心健康的目的。
	

●	主講：鄭浩光（國家一級公共營養師）

●	日期：4月10日	(週日)

●	時間：下午2:00	–	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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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B03-04 運動基本法 4 – 步行氣功工作坊

心安自在

計劃

9

此工作坊會為您分享從美國農業部公佈的健康飲食建議（我的

餐盤）修改而成的「我的茹素餐盤」，加上一般亞洲人經常使

用的食材，讓大家更易掌握較全面的飲食指引。工作坊內容：

◆	熟食，竟然和疾病劃上等號？！如何平衡生食熟食比例，改

善健康。

◆	認識餐單設計的基礎。

◆	簡介衡均飲食配搭及餐膳安排的基本原則。

◆	如何烹調及處理蔬菜、全穀雜糧、豆類、果仁、種籽及海藻

類食物。

●	主講：鄭浩光	(國家一級公共營養師)

●	日期：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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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02 我的茹素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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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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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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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功、瑜伽關節操、道家養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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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關節操由上而下伸展關節，為各種運動最好的熱身準備，對

改善關節功能，有莫大裨益。

道家養生功是一套以「內臟體操」為主，通過抖動以及模仿大鵬、

靈龜、金蟾、神龍與鳳凰之動作而成的運動。初步可令到肢體運轉

柔軟，進而調節內分泌抗體，增強人體免疫力。

●	 導師：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李踐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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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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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及19日；4月2及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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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能量療法」治療班
2006年2月，資深音樂人/自然療法醫師林敏怡在	Club	O把「銅
人療法」引進香港，之後每月舉辦一次免費治療班。	經過8個月
的休息，在2016年三月，「多元能量療法」治療班將恢復，並
介紹兩個新面孔。

不用吃藥、打針或做手術	!	很多問題並非可以用文字描述，索性
來我們的治療班觀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

●	 主持：陳景柏	Keven（顱骶治療師及心輪能量治療師）、

	 陳子雅	Cherrie（Access	Bars®	認可導師及能量治療師）

●	 精神支持	:	林敏怡

●	 日期及時間：3月6日及4月3日	(每月第一個週日)下午4:00-6:0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隨緣捐助，支持綠生活教育事業。

●	 http://i-eh.com/GPC.html

心力療癒
愛，本來可以讓我們覺得溫暖、安全，更有動力。只是，吵
架、分開、死亡，讓我們的心添上種種傷痛。花開花落，化作
春泥更護花。放下傷痛，讓我們的心好好歇息，重現愛的力
量。歡迎您來和我談心。

●	 主持者：Natalie	Wong	(社工碩士，Prepare/Enrich輔導員。)	

●	 日期及時間：3月10日及4月14日	(週四)

●	 時間：晚上6:30至8:30	(單人每節約為45分鐘；二人同行優先，例

如夫婦親子，每節約為2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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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登記：請預先登記，活動前將收到電話確實。如額滿可輪候下次。

●	 備註：婚前輔導或婚後成長評估，請自付國際認可Prepare/Enrich

評估問卷$350。

能量療癒義診
運用擴大療癒法的雷射光束，掃瞄、清理、
釋放、轉化、重建身體的所有系統、細胞與
電子，並療愈精微體，治療身、心、靈各層
面的問題，為生命帶來完整與完美。

●	 治療師：蔡頴輝（註冊中醫師、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碩士）

●	 日期及時間：3月20日及4月24日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上午10:00-下午13:00

●	 地點：Club	O會址B室	

●	 費用：隨緣樂捐，支持綠色生活教育事業

●	 登記:	請預先登記及準時出席。額滿即止。

●	 註：每次治療時間約為一小時

奧修禪卡靈性諮詢
奧修禪卡是一個禪宗的非凡遊戲，它

是一個自我發現的旅程，反映當下的

片刻，以靈性視野去看生活，療癒心

靈。它就像一個智者，為正面對困惑

或探索生命的你作心靈導航。

●	 治療師：馬如真Eugenia（註冊社工、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碩士）	

	 具十年輔導及小組治療經驗，近年開

始將身心靈元素（靜心活動、奧修禪卡、生命自覺、藝術元素等）

融入於輔導當中。

●	 日期及時間：日期:	3月20日及4月24日（每月最後一個週日）

																							下午1:00-4:00

●	 地點：Club	O會址B室	

●	 費用：隨緣樂捐，支持綠色生活教育事業

●	 登記：請預先登記及準時出席。額滿即止。

●	 註：每次諮詢時間約為45分鐘

10

鄭次煇師父用太乙布氣功為Club	O大眾義診八年，慈心善行，讓無數病人得

到身心靈關顧。惜鄭師父於一月因患急病，與我們永別。深深不捨與懷念，

願以真摯的愛致送祝福予我們親愛的鄭師父及家人。您的親切、關愛，真

誠，永活在我們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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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素食朋友跟我說，日本美食很多，魚生拉麵壽喜燒，壽司

鰻魚天婦羅，就是找不到美味素食。要在日本找到絕對適合素

食者的料理，確是需要些技巧和門路，這個我稍後可以告訴

你；不過，在「覓食」之前，我們先要知道，為什麼在日本找

素食，難於上青天？

原因之一，是日本人的素食觀念（基本上沒有素食觀念），跟我

們有很大差異。在我們眼中，日本料理的代表作可能是魚生，是

燒肉，是炸豬扒，但這些我們熟識的日本菜，都是十九世紀末，

受西方文明影響的新日本產物；回頭從歷史來看，其實日本人，

一點也不喜歡吃「肉」。

如果我們可以回到古代，問問當時的日本人，「什麼是肉？」

大部分人只會答：「豬牛羊」。如果是雞呢？他們會答：「大

概也不算是肉吧」。但如果你問魚，他們絕對會答：「魚？怎

麼可能是肉？」

於是到了西元675年，天皇以宗教原因頒下了禁肉令，日本人雖

然漸漸不吃「肉」，雞也愈吃愈少，可是魚卻完全不受影響。另

有記載，天皇頒禁肉令是希望鼓勵農耕，推動以米為主糧，使國

民自給自足。自此以後，日本的傳統料理便是以季節性野菜及大

米為主，「肉」不過是個偶然出現點綴的小角色。

又因為日本人認為魚是別類，在他們製作野菜料理時，總是喜歡

用鰹魚製作烹調用的高湯，帶出野菜的鮮味。所以不要以為野菜

料理就是素，一碟普通的菠菜，往往是用上鰹魚高湯來炮製呢。

要在日本傳統料理中找到純素美食，我們還是要從宗教入手——

唯有走進禪寺，吃一頓「精進料理」，白飯蘿蔔香菇大豆，這次

高湯不會再用魚來調味。「精進」意思本來是不懈怠放逸，人院

兩靜，身體放鬆，吃着合時野菜清新簡單的季節風味，就是最好

的時機，思考一下人與自然的關係。

那麼在日本一般的餐廳裏面，可否吃到精進料理呢？答案令人

失望，是不可能的，一般餐廳的菜單上又怎會準備寺院裏的精進

料理呢？在日本也有不少禪寺可以嘗到精進料理，尤其在京都附

近，讀者們可到妙心寺、萬福寺、白雲庵、天龍寺、大德寺等試

試看，從京都出發，一小時內就可到達以上各寺（詳見地圖）。

日本有素食嗎？

茹素 岸本太太
香港女生，日本媳婦。

曾在香港電台2015味之天下節目「以傳統無添加醬料」分享傳統日本味道。

《無難度燜燒杯料理》作者，以日本煮物．無添加醬料製作溫便當，

給午餐多一個選擇	。

傳統日本料理，

也常見用酒來烹

調，如不能接

受，又去不了禪

寺，到日本只好

自己準備食物。

不過，日本超市

選擇多，去購買

已洗好的野菜食

材，其實也不是

難事。

到最後如果你還

是想在外吃，

又如果你能忽略傳統之味，近年我也有見過新進的小餐廳，準

備了素食菜單。但謹記日語中的「素食」，是指平凡的食物，

粗茶淡飯是也，我們在日本餐廳詢問素食料理菜單時，為免誤

會，可以這樣說——

ベ ジ タ リ ア ン の メ ニ ュ ー あ り ま す か 。

D o  y o u  h a v e  v e g e t a r i a n  m e n u ?

請 問 有 沒 有 素 食 者 之 菜 單 ？

「精進料理」是一個有趣的題目，我們另文再談。

（詳情請留意下期「茹素」專欄）

日本傳統精進豆腐料理 (Level 1)
日本湯豆腐跟我們平常吃的豆腐火鍋一邊煮一邊吃的製作

方法不同，湯豆腐先把準備好的昆布高湯/野菜高湯再配

山水豆腐．當季野菜並蘸上自家製醬汁，入口發出淡淡清

香，帶出豆腐原味。

豆腐料理有鍋物．野菜盛物．

香物．米飯等。我們一起去體

驗這個傳統湯豆腐吧！亦歡迎

分享所見所聞。

●	導師：岸本太太

● 日期：4月17日(週日)

● 時間：下午2:00 – 4:00

● 地點：Club O 會址G、H室

● 費用：$248(會員$218)

● Facebook：
     HarukoCooking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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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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穀雜糧小米糕點 （五穀糕、糙米餅）

常見的澱粉質食物如白飯、意粉、麵包等，只帶來短期的

血糖急升，造成假性的滿足，營養價值極低，更會因血糖

急降而興起食慾，重覆循環形成上癮。而五穀雜糧豐含多

種營養，更可穩定血糖長時間在相若水平。如何令看起來

粗糙的五穀雜糧，更方便食用又美味？來來來，一起學習。

●	日期：3月20日(週日)

●	時間：下午2:00-4:00

●	收費：$168	(會員$158)

●	地點：Club	O會址	G、H室

禪食靜宴
一頓精緻的晚餐，一次難忘的體驗。你懂得吃嗎？吃的狀
態比食物自身更重要，懂得如何吃比吃什麼更要緊。都市
人很少實踐「食不言」，原來安靜的慢食，才能吃出真滋
味。享受禪食靜宴，生命不再一樣！

Club	O於2016年起會於雙數月最後一個週四的禪食轉為禪
食靜宴，希望為大家帶來不一樣的體驗。

晚上7:00-7:30	恭候，歡迎七時來齊齊靜心	
晚上7:30-8:30	禪食，安靜地享用精緻素食	
晚上8:30-9:30	分享，嘉賓分享飲食與人生

本次分享，邀請了李宇銘中醫博士，主講『飲食健康的修
行』，介紹如何透過飲食提升身心健康。此外，我們還邀
請到岸本太太成為是次的客席主廚，為大家炮製日本傳統
風味的料理。機會難逢，邀請您心愛的朋友參加，與我們
一起生命成長。

●	日期：4月28日(週四)
●	時間：晚上7:00	–	9:3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費用：$188(會員$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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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逢星期六午間1:30-2:30

●	逢星期六晚上6: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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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變珊瑚藻（沙律、餸、飲料、甜品）

珊瑚藻因為形狀似珊瑚而得名，

其實是深海植物，富含多種豐富

營養包括膠原蛋白，故又名為海

底燕窩。它可調節體質，增加體

內的弱鹼性，有助預防及減輕血

高壓、糖尿病和癌症。乾貨存放

容易，更可善用不同煮法，煮成豐富變化的健康美味菜式。

●	日期：3月11日(週五)

●	時間：下午2:00-4:00

●	收費：$168	(會員$158)，包即場試食。

●	地點：Club	O會址	G、H室

鹹甜健康饅頭 (素菜、自家製豆沙）

市場上的飽點大都豐含化學物質，以促成極短製作期及假

性的味覺滿足。自家製的饅頭無添加，健康美味，且可存

放一段時間。隨時翻蒸便可享美味饅頭，今次更可學不加

糖不加顏色素不加防腐劑的天然美味豆沙。

●	日期：4月24日(週日)

●	時間：下午2:00-4:00

●	收費：$108	(會員$98)

●	地點：Club	O會址	G、H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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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及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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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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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剛 
權威皮紋及行為學家

從皮紋裏看出什麼?

1926年美國	 Tulane	 University	 解剖學教授	 Prof.	

Harold	Cummins	發現，從胚胎到成孕24週期間，大腦

新皮膚的神經元與皮膚細胞都源自胚胎成長過程中的

外皮層	 (Ectoderm)，導致神經元的生長歷程反映在指

紋裏。大多人有90至140億個神經元細胞，數目與學習

能力成正比。

每人的手指紋理定形，並且獨特，終生不變。透過皮紋

分析，可發現不同腦區的生長強弱，找出大腦神經元的

分佈量及模式，從而了解遺傳特質、先天性格、學習類

型及思考模式。

是為皮紋學	(Dermatoglyphics)	。	

皮紋分析不但有助找出小朋友的特質，更有助促進親子

關係。

例如，從皮紋分析發現小朋友是認知型，喜歡透過思考

去想通道理。得知特性後，可善用這特性，加以栽培小

朋友，發揮他們的長處。父母亦可幫助小孩發展其他類

型的學習方法。

如配合父母的皮紋分析，更可促進親子關係。例如上述

小孩的母親如果是模仿型，吸收能力強及快，較心急。

相處期間，母親可能覺得小孩的反應太慢，覺得他蠢、

不夠用功，以致責備小孩，親子關係遭受破壞。透過皮

紋分析，理解兩人的分異，便可互相體諒，溶化誤解，令

親子關係得以提昇。

同時，成人亦可透過皮紋分析，了解自己的性格特點，從

出弱處，加以改善，來提昇自己。與家人伴侶一起分析皮

紋，亦可促進雙方了解，增加彼此的包容及接納。

指頭代表的腦部區域

 指頭 腦部區域

 左手拇指 創造、思考能力、人際溝通等

 左手食指 空間想像力、聯想能力等

 左手中指 藝術、律動能力等

 左手無名指 音樂、情緒感受能力等

 左手尾指 認知、圖像能力等

 

 右手拇指 組織、管理能力、意志力等

 右手食指 邏輯、推理能力等

 右手中指 肢體操作、理解能力等

 右手無名指 語文、記憶能力等

 右手尾指 閱讀、觀察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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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日及4月7日			主持：胡錦文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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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笑瑜珈療癒夜

	 3月10日			主持：余狄夫Dick（愛笑瑜珈導師）

正所謂邪不能勝正，外邪入侵就需要內在的正能量來抵

禦、消除和撫平。提

升正能量，有什麼比

笑、喜悅來得簡易直

接！今天你將會體驗

到笑的驚人力量，如

何療癒身心，讓身體

強健，內心平安，世

界和諧。

	

★讓愛長存

	 3月17日			主講：Natalie	Wong（社工碩士，輔導員）

與親愛的家人朋友永遠道別，實在是很難過的事。今晚

讓我們一起透過活動，嘗試放下傷痛，顯現愛的存在意

義，好好活下去。

週四療癒夜

★奧修禪卡夜	

	 3月24日			主講：	馬如真Eugenia（註冊社工、香

港大學行為健康碩士）

奧修禪卡是一個禪宗的非凡

遊戲，它是一個自我發現的旅

程，反映當下的片刻，以靈性

視野去看生活，療癒心靈。奧

修禪卡重視培養自我覺醒的

能力，提升自我對生命難題的

了解，從而給予指引。

這晚會介紹奧修禪卡的由來及

基本概念，並配合靜心練習，以禪卡達到自我覺醒的經

驗，適合對心靈探索或自我修行有興趣人士參加。

	

★療癒同修大匯聚

	 3月31日及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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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來靈去

	 4月14日			主講：胡錦文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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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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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腰痛的傳統中醫療法
	 3月5日			主講：	張敏芝中醫師

腰痛，一種常見的都市病，許多人長期受到
腰痛困擾，卻苦無對策。本次講座，張敏芝
醫師將會與你分享，中醫對腰痛的認識，介
紹各種腰痛的傳統中醫治療方法，助你減輕
痛苦、預防腰痛的發生。

●● 	綠色生活讀書會
	 3月12日			主講：陳汝達（國際協作動力創辦人）

本讀書會是由「社區綠色學堂」舉辦的恆常活動，每1-3個月
一次。參加者可帶同一本或數本與綠色生活或可持續發展題
材相關書籍出席，以書會友，促進交流和分享。參加者可於
分享後進行漂書、換書等活動。

「社區綠色學堂」是跨組織的平台，歡迎各綠色組織加入，
共同在社區推動綠色生活的交流、實踐和合作，培養資源共
享文化，孕育各項創新的綠色計劃。（統籌：國際協作動力)
https://www.facebook.com/greenlivingschoolhk/

●● 	素食寒涼嗎？—正確認識食物寒熱		3月19日				

	 主講：李宇銘博士（中醫師、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

你知道自己是「寒底」還是「熱底」
嗎？怎樣在每一頓飯調和寒熱？如何
判斷食物的寒熱？如何判斷自己身體的
寒熱？吃素導致身體寒涼嗎？生食蔬果
寒涼嗎？身體寒涼怎麼辦？如何進補？

本次講座，本會主席李宇銘博士將會與
你全面剖析飲食寒熱問題，教你如何選
擇適合自己身體的食物。
	

●● 	我的身體我做主
	 3月26日			主講：林嘉寶（AccessConsciousness® 

 高級認可導師、Access	Body	Process身體程序導師）

只需一雙手，你便有無窮的可能性
去改變和創造你獨一無二的身體。

任何一個批判自己身體的觀點，便
造成一個如何的身體。你有多少時
間在批判自己的身型和外貌？這些
觀點當中，有多少其實是一個騙
局，而你誤認他人的說話是真實
的？你把這些「真實謊言」鎖在每一個細胞當中，而形成衰
老、皺紋、眼袋、和下垂的皮膚。這是你能相信並經歷到身
體能自動重組結構的時候。

●● 	排毒一條龍
	 4月2日			主講：小蕎子

您還未意識到自己身體有毒？可知有多
嚴重？隨時小命不保！一條龍式排毒體
驗您試過嗎？一試能令您快速排毒，
體質轉強，起死回生，逆減年歲，回
春有術！今晚來聽聽小蕎子16年的排
毒歷程。

	

●● 	素食與馬拉松
	 4月9日			主講：陳婉媚Erica

Er ica茹素3年，不知何原因素食一年
後，腦海裡浮現自己去跑馬拉松，有
數十年不運動紀錄的我如何開始呢？記
得姪仔都是跑友，但好幾年失去聯絡，
奇妙地當上網找訓練班時，找到姪仔的
名字在那訓練班中，沒有多想便立即報
名，心裡即時明白，原來上天叫我藉著
跑步去尋親。終於在去年年尾，在運動
場上看見他的背影．．．
	

●● 	愛笑瑜珈
	 4月16日			主講：余狄夫D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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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笑瑜珈大使」行列，用笑
聲改變自己，感染世界！

	

●● 	綠色美容三部曲	
	 4月23日			主講：廖崇興（退修藥廠藥物經理）

雲想衣裳花想容，誰不愛惜妝扮和服
飾自己窈窕的身段，為取悅自己和別
人打算呢？方法可以千變萬化，沒有
固定標準，只有品牌，時尚和潮流。
如何巧妙地去選擇、學懂一套另類的
綠色美容化妝技術，提升自己智慧與
美貌並重的氣質，那就不容錯過今次
祖傳化妝的基本技藝，綻放人見人愛
的芳容。有興趣者（不分性別）更可
參加5月份	 Club	 O安排有關的課程。
（詳情見生機健康第119期）

	

●● 	「港嘢」有可能嗎？
	 4月30日			主講：麥浩盈（港嘢成員）

「港嘢」是一個支持本地
農業和日常用品生產的行
動。香港新界各區都有獨
特出產的農產品，塱原糙
米、粉嶺馬屎莧、元朗萱
菜、打鼓嶺雷公鑿苦瓜、
川龍鹽滷豆腐、古洞北豉
油……想過吃一頓完全由
本地農夫種植的素食嗎？
想過你可以親手種你所吃

的嗎？想像過生活在一個城鄉共存的空間嗎？期待跟大家一
起關心食物生產背後的種植、土地、生態、社區、文化，並
探討本地生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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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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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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極：一個身心靈的探討	
	 3月5日			主講：周可凡（舞台工作者、太極導師及大學講師）

周可凡分享她這幾年來對太極的發現 : 預告她三月中在Club O開

的太極課程、回答你們對太極

的問題 、並且帶一些練習與大

家分享。歡迎大家來感受怎樣

更深層次地聆聽自己的身體，

與天、地與及其他人合以一。

（可在第5-6頁看可凡的簡介）

 

●● 	靈魂的宮殿	﹣	精微體	
	 3月12日			主講：蔡頴輝（註冊中醫師、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碩士）

靈魂的居所在哪？存在於我們肉體外的精微

體。精微體除了是靈魂的宮殿，還掌控著我

們生命的所有訊息，與健康、性格、情緒，

以至於人生課題息息相關。

 

●● 	悠閑輕鬆綠色音樂會		
	 3月19日			主持：	廖崇興，李家祥及音樂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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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萬物一體	UNITY	MOVIE》放映會	3月26日		

	 主持：Christy	Cheung	（Facebook	專頁“亞特蘭提斯”管理人）

	 嘉賓：Dada	Krsnamayananda（國際靈性組織	喜悅之路靈性老師，瑜伽行者）

影片「萬物一體」是一部帶給人們警示，同時也試圖傳達恩

惠、愛與哲理的紀錄片。影片分為身、思、心、靈四部份，分

別聚焦食物對人的影響，習慣於和外界對立的“自我”，人類

的情感和愛的能力，以及更高層次的覺醒。

美，不是你所看到的事物。只有在你的

心靈真正體會到愛的地方，才有美的

存在。愛沒有仇恨，沒有妒忌，沒有憤

怒，是對每一個生靈的苦痛感同身受。

影片片首以“什麼是愛”的問題導出了

答案：覺悟到慈悲是宇宙的特性，萬物

是一體，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力量就會改

變環境。

 

*我們邀請國際靈性組織 喜悅之路靈性老師，瑜伽行者Dada來

為我們分享素食與靈性生活的關係。

 

●● 	愛心圈：收放溫柔的生命力
	 4月2日			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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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在與外在世界			4月9日

	 主講：廖志強Dino（合一大學進階訓練師，

	 香港首位合一靜心者）

透過運用10多年在靈性道路和合一大學的

教導、智慧及實修，奇蹟就不斷發生，生

命一切都改變。

 

●● 	你看到奇蹟嗎？性格和命運絕對可以改變
4月16日		主講：Happy	Leung

（身心靈導師，網台「感恩天地」節目主持人）

相信有奇蹟嗎？逆境原來真的是最佳肥

田料，可快速成長和轉化。Happy從抱

怨，無奈到看見、理解、接納乃至臣

服，一切從感恩開始。

●● 	飯水分離簡介會
	 4月23日			主講：陳昭川（羽田氏）老師（澐知道瑜珈教堂

	 瑜珈師，八正文化出版社社長）、李炎芳（三文魚）

每天至少8杯水？ 早起空腹飲水會

健康？在三文魚超過四年的飯水分

離後，對此已經產生懷疑了！四年

以來，原來健康的她更健康，身心

變得輕盈自在，重拾青春！今次還

特以邀請到台灣飯分推手陳老師

為大家分享，他多年來致力於研究人體自體治療療法，大家一

定會獲益良多！

●● 	心理學轉運大法
	 4月30日			主講：司徒素雪（臨床催眠治療師）

為甚麼有些人好像總是比較幸運，但另一些卻頭頭碰著黑？難

道真的是「好醜命生成」？非也，原來幸運與我們的心理有莫

大關係，而非一般人誤信的「條命生成」。本講座會向大家介

紹關於幸運的心理學科學研究，

以破除迷信觀念，並以心理學理

論教導我們如何正面積極為自己

改變命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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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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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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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00-8:45
(P.7-8)
常見病按穴療法
(張敏芝)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00-8:45
(P.7-8)
常見病按穴療法
(張敏芝)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00-8:45
(P.7-8)
常見病按穴療法
(張敏芝)

晚上7:00-9:00
(P.7-8)
太極：一個身心靈探
討課程(周可凡)

晚上7:00-9:00
(P.7-8)
太極：一個身心靈探
討課程(周可凡)

晚上7:00-9:00
	(P.7-8)
太極：一個身心靈探
討課程	(周可凡)

上午10:00-晚上6:00(P.6)
「樂活博覽」及「亞洲素食展」
下午4:30-6:00	(P.10)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	6:30-8:30	
(P.10,B室)	心力療癒
(Natalie	Wong)
晚上6:30-7:30
(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8:45(P.14)
愛笑瑜珈療癒夜(余狄夫)

下午4:30-6:00
(P.10)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8:45(P.14)
妙哉靜心‧轉化人生
(胡錦文)

下午12:30	-	2:00	
(P.12)	自在茹素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上午9:30	(P.19)
梨木樹邨楓樹樓側
邊涼亭
梨木樹邨到沙田
(甘灌康，歐振宗，
陳廣財)

下午4:00-6:00	(P.10)
「多元能量療法」
治療班

下午2:00-4:00
(P.6)
Mimi	Veggie
素食教室
(Doris	Wong)

上午10:00-下午6:00	
(P.6)	全城有機日
上午10:00-下午1:00	
(P.10,B室)		能量療癒
義診(蔡頴輝)
下午1:00-4:00	
(P.10,B室)	奧修禪卡
靈性諮詢	(馬如真)
下午2:00-4:00(P.12)
五穀雜糧小米糕點

下午4:30-6:00(P.10)
療癒課(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8:45	(P.14)
讓愛長存
(Natalie	Wong)

下午4:30-6:00(P.10)
療癒課(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9:00(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30-8:45(P.14)
奧修禪卡夜	(馬如真)

下午4:30-6:00(P.10)
療癒課(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8:45	(P.14)
療癒同修大匯聚

上午10:00-11:00(P.10)
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午間1:30-2:30	(P.12)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0)	香功、瑜伽關節操、
道家養生功	(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李踐生)
下午4:00-5:30(P.15)
腰痛的傳統中醫療法(張敏芝)
晚上6:00-7:00(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00-8:45(P.16)
太極：一個身心靈的探討(周可凡)

上午11:00-晚上7:00(P.6)
「樂活博覽」及「亞洲素食展」
午間1:30-2:30(P.12)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	(P.10)	香功、瑜伽關節操、
道家養生功	(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李踐生)
下午4:00-5:30(P.15)	
綠色生活讀書會(陳汝達)
晚上6:00-7:00	(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00-8:45(P.16)
靈魂的宮殿	﹣精微體(蔡頴輝)

上午10:00-11:00(P.10)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午間1:30-2:30(P.12)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0)	香功、瑜伽關節操、
道家養生功(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李踐生)
下午3:00-4:30(P.9,B室)
GLA02	我的茹素餐盤(鄭浩光)
下午4:00-5:30	(P.15)	素食寒涼嗎？
正確認識食物寒熱(李宇銘博士)
晚上6:00-7:00(P.12)	來Club	O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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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0)	香功、瑜伽關節操、
道家養生功(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李踐生)

下午4:00-5:30(P.15)	我的身體我做主(林嘉寶)

晚上6:00-7:00(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00-8:45(P.16)	《萬物一體	UNITY	MOVIE》
放映會(Christy	Cheung)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上午10:00	(P.19)
沙田火車站平台
大埔尾上松仔園
(謝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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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00-晚上6:00(P.6)
「樂活博覽」及「亞洲素食展」
下午2:00-4:00(P.12)
百變珊瑚藻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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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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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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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00-8:45
(P.7-8)
常見病按穴療法
(張敏芝)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15-8:45
(P.7-8)
整全健康家庭實用課
程（營養篇）(伍雅芬)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15-8:45
(P.7-8)
整全健康家庭實用課
程（營養篇）(伍雅芬)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15-8:45	(P.7-8)
整全健康家庭實用課
程（營養篇）(伍雅芬)

晚上7:00-9:00
(P.7-8)
太極：一個身心靈探
討課程(周可凡)

晚上7:00-9:00
(P.7-8)
太極：一個身心靈探
討課程(周可凡)

晚上7:00-9:00
(P.7-8)
太極：一個身心靈探
討課程(周可凡)

下午4:30-6:00
(P.10)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8:45(P.14)
妙哉靜心‧轉化人生
(胡錦文)

下午4:30-6:00
(P.10)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8:30	
(P.10,B室)	心力療癒
(Natalie	Wong)

晚上6:30-7:30
(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8:45(P.14)
靈來靈去	(胡錦文)

下午4:30-6:00
(P.10)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9:00(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30-8:45	(P.14)
療癒同修大匯聚

下午4:30-6:00
(P.10)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7:00-9:30
(P.12)	禪食靜宴

晚上7:15-8:45(P.7-8)
整全健康家庭實用課
程（營養篇）(伍雅芬)

下午4:00-6:00	(P.10)
「多元能量療法」
治療班

第二屆茹素簡樸營	
(P.7-8)
上午9:30	(P.19)
鰂魚涌基利路休憩公
園仔		鰂魚涌至大風坳
(甘灌康，歐振宗，
陳廣財)
下午2:00-4:30	(P.9)
GLB03-04	運動基本
法	4	-	步行氣功工作坊
(鄭浩光)

下午2:00-4:00
(P.11)
日本傳統精進
豆腐料理Level	1
(岸本太太)

上午10:00-下午1:00	
(P.10,B室)	能量療癒
義診	(蔡頴輝)

下午1:00-4:00	
(P.10,B室)	奧修禪卡
靈性諮詢	(馬如真)

下午2:00-4:00(P.12)
鹹甜健康饅頭	

第二屆茹素簡樸營	(P.7-8)

午間1:30-2:30(P.12)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0)
香功、瑜伽關節操、道家養生功
(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李踐生)

下午4:00-5:30(P.15)	素食與馬拉松(陳婉媚)

晚上6:00-7:00(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00-8:45(P.16)
內在與外在世界(廖志強)

上午10:00-11:00(P.10)
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午間1:30-2:30(P.12)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0)	香功、瑜伽關節操、
道家養生功(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李踐生)
下午4:00-5:30(P.15)	愛笑瑜珈(余狄夫)
晚上6:00-7:00(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00-8:45(P.16)
你看到奇蹟嗎？性格和命運絕對可以改變
(Happy	Leung)

午間1:30-2:30(P.12)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0)
香功、瑜伽關節操、道家養生功
(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李踐生)

下午4:00-5:30(P.15)
綠色美容三部曲(廖崇興)

晚上6:00-7:00(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00-8:45(P.16)
飯水分離簡介會(陳昭川、李炎芳)

午間1:30-2:30(P.12)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0)
香功、瑜伽關節操、道家養生功
(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李踐生)

下午4:00-5:30(P.15)
「港嘢」有可能嗎？(麥浩盈)

晚上6:00-7:00(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00-8:45(P.16)
心理學轉運大法(司徒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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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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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在茹素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陳家杰)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
課程
(陳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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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7:30-9:00
(P.6,B室)
複合式訓練健體
課程
(陳家杰)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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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00-11:00(P.10)
玄功易學保青春(錢福培、李行健)
午間1:30-2:30(P.12)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0)
香功、瑜伽關節操、道家養生功
(胡錦文、歐振宗、湛燕歡、李踐生)
下午4:00-5:30(P.15)	排毒一條龍(小蕎子)
晚上6:00-7:00(P.12)	來Club	O禪食
晚上7:00-8:45(P.16)
愛心圈：收放溫柔的生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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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行帶氧運動、重力訓練或其他運動，在運動前後必須對各關節肌肉進行伸展。因為關節肌肉在處於靜態時，突然進

行運動，關節有機會慢性勞損，肌肉也會容易拉傷。

運動前對全身肌肉及關節準行伸展，有助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環，特別是在寒冷的天氣，此時關節及肌肉溫度提升，肌肉就

能從血液中得到更多能量，從而提升運動表現，關節也能得到充分的熱身，減少受傷幾會。

運動後的伸展也很重要，特別在重力訓練後，對各肌肉進行伸展，可以讓緊張的肌肉得到紓緩，帶走積聚於肌肉內的乳

酸，有紓緩肌肉的酸痛疲勞感覺。

就算不是運動前後，閒時作些適度的伸展運動，也能減慢關節退化及受傷的機會，

建議大家每天早晚各進行全身的伸展運動。

關於伸展運動，可參考我的Youtube	素食運動視頻:		https://youtu.be/H_ufYzqRn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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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展運動對預防受傷的重要性
識適
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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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木樹邨到沙田 大埔尾上松仔園

鰂魚涌至大風坳

梨木樹邨→城門水塘→針山→道風山→沙田火車站

● 領隊：甘灌康，歐振宗，陳廣財

● 日期：3月6日(週日)

● 集合：早上9:30，梨木樹邨楓樹樓側邊涼亭集合(近和宜合道)

● 長度：全程約 5.5 小時

● 難度：四星(最高五星)

● 裝備：請帶水(2升)、小吃、傘

註1：山高路長，量力參加。

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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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3：梨木樹邨巴士路線: 36, 36A, 36B, 36M, 936

復活假期的第一天，帶大家走一段竹林靚徑，在初

春裡呼吸大埔滘的清新空氣。

行程：大埔尾→大埔滘黃路→長瀝尾→河瀝背→

桂地新村

● 領隊：謝冠東

● 日期：3月25日（週五，耶穌受難節）

● 集合：早上10:00，沙田火車站平台（近巴士總站），轉乘72號巴士

至大埔尾起步

● 長度：3.5小時，6公里

● 難度：3/6

● 裝備：水（1.2升）、小吃、傘

註1：行有餘慶，一起茹素。

註2：有雨取消，微雨改道。

經鰂魚涌郊野公園上柏架山山腰林徑(有誤稱野豬徑)，上大風坳大休。

午後落鰂魚涌樹木研習徑回早上起點散隊。

● 領隊：甘灌康，歐振宗，陳廣財

● 日期：4月10日(週日)

● 集合：早上9:30，鰂魚涌基利路休憩公園仔集合(太古港鐵站B出

口左行約二百碼)

● 長度：全程約 4小時

● 難度：二星(最高五星)

● 裝備：請帶水(2升)、小吃、傘

註1：山高路長，量力參加。

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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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食健體教練	KK.	CHAN
Vegetarian	Bodybuilding	Trainer

-《動物粉絲》素食健體顧問
-	體適能測試領袖証書（2012）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名冊器械活動導師（2012）
-	中國香港體適能器械健體導師証書（2008）

班別 導師 時間 上課日期 上課地點 堂數 ／ 費用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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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	14,	21日
4月11,	18,	25日

3月4,	11,	18日
4月1,	8,	15,	22,	29日

每月：



Club O店情報

樂活素食者的簡約廚房
十多年前，首先在美國出現的樂活風，已席捲中國大陸和

全球各地，發展成為一種時尚的健康生活方式。「樂活」是

LOHAS一詞的音譯，是英語	 Life	 Styles	 of	 Hea lth	 and	

Sustainability的縮寫。樂活族十分注重健康的飲食、身心靈的

探索與個人成長。他們會用心生活，做消費決策時會考慮到自

己及家人的健康，同時會關心環境保護及生態永續等問題。資

料顯示，在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成人喜愛樂活的生活方式，其

中不少會選擇素食，有的吃蛋奶素，有的吃全素。

樂活者的綠色飲食
每個人的價值觀、信念及生活態度影響他吃什麼和怎樣吃。

樂活者大都有下述綠色飲食傾向:

相信食物是最好的醫藥
明白合適的健康的飲食，攝取了，是最好的妙藥。食物不單為

身體提供營養和能量，也有助整體身心的健康。如果攝取了不

當的食物，烹調方法不當，不單會引起消化不良，令體質變酸，

廢物累積身體，大大小小的慢性病會出現。

選擇新鮮、天然、整全的食物
適量而均衡地攝取健康

的食物非常重要，越 新

鮮，越 天 然，越 未 經 加

工或精製的食物，營養

最高。因為不少營養素、

維他命和礦物質會在加

工、輾磨、冷凍、運輸或

儲存的過程中流失，所

以樂活族會多吃整全的穀物如糙米、小米、蕎麥、薏仁，吃全

麥麵粉造的包點。他們會摒棄三白(即白米、白麵粉和白糖)

這些經過碾磨、加工、漂白的食材。他們會多吃新鮮採摘的當

造蔬果。如果可能的話，在家有機種植。為了保護環境生態和

減少碳足印，會多吃本地的產物，或方圓100里內的蔬果，不

吃基因改造的作物。

擁護良心的產品
食物生產者的誠信非常重要，盡量支持小農戶，選購有信譽

生產者的良心產品，例如一些天然釀造的發酵豆品 (如醬油、

腐乳、麵鼓、味噌)。這些傳統古法製成的真正食物，不但能

增加腸臟的益菌維繫腸道健康，也蘊含鮮味為餸菜加分。多

支持公平貿易產品，這有助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獲得合理的

薪酬回報。如果購買蛋奶肉等食材，需留意畜牧業是否善待

動 物，自由放養，採

用優質飼料 (最好是

動物原來的食物如牛

吃草)，不用激素，讓

禽畜足齡成長，才符

合自然之道。

選擇優質食材
精明的消費者購買食材時，會嘗試了解食材的源頭。為了減低

成本，單一種植、濫用農藥化肥，生產出大量價廉但營養價值

低的劣質農產品，只顧私利的農業操作，大大損害生態環境，

令泥土越來越貧瘠，還造成水土流失沙漠化等後果。市面上

出售的加工或精製食品都是問題多多。為求賣相、口感以吸

引消費者，為求增長食品儲存期減少消耗，大部分食品都加

添了各式各樣的添加物如防腐劑、人工香料、色素、穩定劑、

乳化劑、抗氧化劑等。這些化學物，長期進食，積存體內，不

利健康，所以選購食物時，必須用心留意標籤，謝絕那些含

添加物太多的食品。

喜歡自家製的食物
樂活者多喜愛互相交流煮食心得，用喜樂和感恩的心情享用

食物。減少外食，在家自製食物，這樣更能保證食物的質素，

除了食物的咸甜適度，也可減少坊間不健康食物所引起的病

患。一般食肆，租金、人工貴，食材支出約佔營運成本的三成，

所以不得不採用一些合乎經濟利益的食材，例如非天然釀製、

以化學品縮短其生產期製成的調味料 (如廉價鼓油、白醋)、

白米、人造牛油、白糖等，要食客吃得滿足，不得不用高鹽、高

脂、高糖、多味精、多添加物的食物，來欺騙食客的味蕾了。但

不健康的外食過多，容易造成慢性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病等。

選擇素食
多吃素，不單有利健康，還有助保育生態。因為生產肉食消耗

地球很多資源，又製造大量污染和破壞環境，例如生產牛肉所

需的水是小麥的100倍，養飼禽畜或魚類，必須餵食大量的抗

生素、荷爾蒙。這不單會污染河川海洋，污染物也會通過食物

鍊，殘留在人體，危害健康。

樂活素食者的廚房
下廚時要得心應手，樂活素食的一家之「煮」必須在廚房設

施，廚櫃中存放食材種類、調味品選擇等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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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素食金字塔存備食材
參考生命 飲食法(Mac ro b i o t i c  d i e t )及新起點(We i m a r 

Institute’s NEWSTART )飲食指南，營養均衡的素食金字塔以

五穀根莖類作基層(吃最多，約佔進食份量的40-50%)，第二

基層為蔬菜與水果(需多吃，約佔30% )，第三層為豆類、種子

和海藻 (宜適量地吃，約佔10%)。金字塔最頂的一層為果仁、

油脂及甜點等 (吃最少，約佔10%)。

樂活素食者喜愛自製食物，所以常備多款穀物，豆類、果仁、

乾果、海藻等乾貨存放廚櫃內，也會定期購買新鮮蔬菜和水

果，好能為自己和家人製造各式各樣的有營食物，例如藜麥沙

律、小米紫菜炒飯、紅米釀

蓮藕、芋頭全麥饅頭、黑麥

鬆餅、紅扁豆燕麥奶、甜菜

全麥麵、紫薯糕、椰菜卷、

松子仁粟米燴菠菜麵、蔬

果露、雜果沙律等。

依飲食愛好購備廚房設備
除基本的煮食爐和炊具外，食水過濾系統是現代廚房不能缺

少的。因為全球水污染嚴重，需用濾水器來過濾水中的有害

物質 (如氯、重金屬)，這才能有效保障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高速攪拌機或慢速蔬果汁處理器可製果菜露、濃湯和醬汁，

是廚師的好幫手。生食者或喜歡健康蔬果乾的樂活族會購買

風乾機自製各式零食。

依烹調愛好及口味存備調味料
愛好簡樸飲食者，廚房中只備有天然海鹽、有機蔗糖、冷壓

油、有機醬油及蘋果醋作調味用。喜愛正食 (Macrobiot ic) 

料理人士會用新鮮水果、乾果或甜菜糖作食物的增甜劑代

替砂糖。用檸檬、烏梅醋、酸梅子調作食物的酸味。用香菇、

味噌、醬油、昆布為食物提鮮，增加風味。實踐印度瑜伽飲

食的，會常備各式香草和香料，如小茴香 (Cum in)  、薑黃 

(Tumeric)、小豆蒄 (Cardamon)、丁香 (Clove)等香料。喜愛

法意等西式料理人士會買備個人喜好的香草如薄荷 (Mint)、

羅勒 (Basi l)、肉桂 (Cinnamon) 、俄勒崗 (Oregano) 、乾紅

椒 (Paprika)等調味料令菜式溢出濃郁的香味。事實上，善用

香料和香草，不但令菜式美味可口，更有助消化，大多數的香

料都具備藥用價值呢。

常備新鮮 
顏色是一種波動的能量，這些波動就形成了色譜中不同的顏

色、不同顏色的食物就有著不同程度的能量波動。不同文化

相信吃不同顏色的蔬菜可強化不同內臟或輪穴的能量，活出

更快樂、更健康的人生。營養學專家也建議大家多吃不同顏

色的蔬果，因為它們含有不同的營養素，如維他命、礦物質，

有助身體不同的功能，維持不同系統的健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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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食物富含茄紅素，具抗氧化作用。

● 橙色食物多含胡蘿蔔素，能維持心血管及免疫系統健康。

● 黃色食物多含胡蘿蔔素及維他命E。

● 綠色食物富含葉酸，能紓緩不安情緒及提升免疫力。

● 紫色食物含豐富花青素，是強力抗氧化物，有助心血管健康。

● 黑色食物多含豐富鐵質，有補血、潤髮功效。

● 白色食物多含蒜素、黃酮素及硒質。蒜素有助促進新陳代

謝，消除疲勞及殺菌抗病毒。黃酮素及硒，具抗氧化作用，

可防衰老。

總括來說樂活人士擁

護自然飲食，深明如

何種、煮、買和吃，對

生態環境會構成不同

的影響。他們會用心設

計廚房和挑選食材，明

白帶著愛下廚，為自己

及家人預備快樂和滿

足能量的食物，大家才能進入祥和的身心狀態，維持整體身

心的健康及生態永續，關愛下一代。

關愛天地人的Club O店
現在於 Club O 店每月提供一次營養諮詢服務，由鄭浩光

(國家一級公共營養師)義務提供。範疇包括食物配搭、餐

膳安排、功能性食物品簡介、健康咨詢等，更為大家解答

茹素疑問，改善健康。

已舉辦了5次，諮詢人士有葷食者、初茹素人士、茹素10

年以上的人士、有意改善健康及患有慢性病的人士，發現

多素食者都有以下問題:

蛋白質攝取不足，不清楚植物性蛋白質的來源，以及不了

解每天所需要蛋白質的份量及配搭。

油脂攝取不足，以及對食油的選擇有疑問。

茹素後，有貧血情況出現。

不喝牛奶，如何攝取足夠的鈣質？

痛風可以進食豆類嗎？

早午晚餐膳安排不當，如晚餐吃得太豐富。

諮詢服務會於每月其中一個星期六下午2:30-4:30進行，

請於本會網頁或會址留意每月公佈該月的日期。

新產品誠摯推薦：

有機藜麥通粉

大麻籽

喜瑪拉雅山天然岩鹽

大豆低聚糖

天然喜瑪拉雅山浴盬

天然乳木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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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機冷壓阿麻籽油
*		有機蜜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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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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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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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然喜瑪拉雅山浴盬+
*		天然乳木果油+
*		天然多用途環境洗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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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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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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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苔薄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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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機原味／朱古力味／
			杏仁／藜麥米奶
*		椰青水
*		有機蘋果汁／提子汁
*		100%天然有機純紅石榴汁
*		有機豆奶
*		小麥草素
*		有機蔬菜湯
*		黑麥汁
*		牛蒡茶
*		有機睡安寧／洋甘菊茶
*		有機檸檬薑／舒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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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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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麻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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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珊瑚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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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味品

點點豪情令你和全家人餐餐更好味
*		喜瑪拉雅山天然岩鹽+
*		大豆低聚糖+
*		台糖果寡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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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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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布街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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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Club O 提供什麼活動? 什麼文章? 什麼服務? 
歡迎大家一起真誠分享意見，豐富身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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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