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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果斷賞月營
純素摩卡心太軟冰皮月餅
泰美味素食廚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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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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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飯水分離體驗
生素飲食與敏感症狀
綜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啟動宇宙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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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慶玲女士

專訪

阿孔自1985年開始茹素，不遺餘力地支持推廣茹素及
綠色生活至今三十多年，是綠色生活教育基金前任主席、
現任香港素食會會長。和大家分享沿途的心路歷程。

封面
故事



給各方好友的話

8月大家看過了許多精彩的奧運比賽精華片段，今期香港

素食會撰稿，為大家分析素食是否真的不能夠提供足夠

營養，令運動員沒氣力做運動，還是素食為運動員帶來

更光明的前路。如果連極度重視營養價值、追求體力成

效的運動員都選擇茹素，我們一般市民還有什麼需要擔

憂？承接對鍛鍊體能的重視，我們帶來許多運動班，希

望支持大家練出健康身體，幫助精神健康，心靈快樂的

綠色人美好狀態。

中秋節人月兩團圓，動物呢？是不是一定要殺死豬牛羊雞

魚，大家才能享受團聚之樂？這樣真的能為家人帶來更深

厚的福氣嗎？還是，我們可以有其他選擇？今期我們為大

家帶來準備中秋節的廚藝班，學完馬上用得著。

封面故事難得邀請非常忠誠而資深的義工阿孔分享心路

歷程，如果您也希望成為義工團隊的一分子，歡迎您致

電我們。沒有考試不需要技能認證，只需您的出現，與我

們一起同行，就是最美的支持。衷心感謝，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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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無常，總在變幻之中，條件總是生起又消失，所以

追求小愛，往往也讓自己不斷失去愛。這也是我們為什麼

總是不能開心，覺得人生痛苦的原因，因為追求這種愛，

是無止境的，永遠得不到終極滿足。

	 我們都要來學習「大愛」！就是指「無條件的愛」。很

多人以為，大愛啊！那就是聖人的事，好像德蘭修女、甘

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那樣的偉人去無條件幫助人，我

們凡夫俗子怎能做到啊？的確，那些人是有大愛，但大愛

不是遙不可及的東西，我們人人都可以做到。

	 大愛就是無條件的愛，所謂無條件的，就是指我們自

己擁有愛，不需要各種條件。本身大愛就是指「懂得愛自

己」，不是指我們去愛別人。我們需要有愛，其實很簡單，

只要我們安靜下來，好好感受自己，感受這一刻就是開心

的，多簡單容易啊！其實關鍵就是，我們是否「允許」自己

有愛。

	 我們多變態啊，總是不給自己開心，覺得開心是有條

件的，只要我們明白開心本身並不需要任何條件，只要你

願意打開自己的心，那就是「開心」了，隨時可以做到！就好

像小孩子那樣，如果你不給他玩，他就鬱悶生氣；只要給他

自由，允許他去玩，他就自然開心起來！就是這麼簡單。

	 那些偉人之所以能如此大愛，當中的秘密很簡單，就

是他們不管別人對他怎樣、無論怎樣的條件，他都懂得去

愛自己，當自己充滿了愛，就

有力量去推己及人。

	 有人說：「快樂是一種選

擇」，想要擺脫痛苦人生，全

在你的一念之差。

李宇銘博士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主席

如何擺脫痛苦人生？

	 我們的人生，都應該有一個共同目標：讓自己每天活

得開心！這並非指「享樂主義」的複雜哲學，而是基本的

人生態度，如何讓心情每天保持喜悅，甚至是每一秒都在

喜悅之中！

	 每天開心的目標，對很多人來說，是相當奢侈的，我

們生存在這個世界之中，那麼多負面的事情，我們怎可以

坐視不理？怎可能高興起來？在人來人往的街上看看，不

少人的臉孔，都是煩悶憂愁。

	 許多人喜歡虐待自己，不給自己開心之餘，更喜歡享

受痛苦。你或會問：「怎會享受痛苦啊？我不喜歡痛苦。」

這就是變態的地方，可是我們果真如此，例如當你扭傷腳

的時候，如果你臉容扭曲、收緊肌肉，那其實也同時抓緊

了痛苦；如果你扭傷之後，別管它疼痛了，好好放鬆全身，

那麼這痛苦就很快消失了。這樣看，為甚麼痛苦會持久？

這就是因為自己喜歡享受痛苦了。

	 又例如有親人離世，不少人會選擇悲傷，飲泣痛哭，或

者強忍只在心裏流淚，久久未能釋懷。可是為什麼要傷心

呢？可否選擇開懷大笑一場？可能你會覺得這樣很變態，

怎可在親人過世時大笑啊！這不符合禮節，應該傷心才

對！可是站在親人的角度想想，如果他很愛你的話，難道

他會想你難過嗎？還是想看到你的笑容？這樣想就明白，

真正變態的，是我們堅持要自己悲傷的想法。

大愛與小愛
	 如何讓自己隨時開心起來？這首先要明白，「大愛與

小愛」的關係。一般人追求的愛，通常叫做小愛、有條件

的愛。所謂有條件的愛，就是指我們有愛、喜悅，是建基

於一些條件的。例如有人喜歡我、有人送禮物給我，我有

錢有房子、有好吃的食物、有名譽地位……得到各樣的條

件，我就會感覺到有愛。這種愛是很吸引人的，給我們很

大的滿足，但這種愛也很容易使人情緒起落，因為每當條

件失去了，我們就失去了愛，落入空虛失望之中。

主席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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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宇宙密碼

孔慶玲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前任主席、現任香港素食會會長。

早在1985年已開始蘊釀茹素，礙於當年仍視素食為異類，故未有公開以示，

直至1993年11月4日正式成立香港素食學會後，

就開始一直盡心盡力去支持素食，推廣綠色生活至今。

盡心盡力、付出最好的自己去服務別人，是孔慶

玲（以下暱稱為阿孔）對人關愛的態度。

素食，是阿孔茹素快卅年對大自然中的動、植物以至一切

眾生的尊重和珍惜的基本態度。推廣綠色生活在阿孔來

說，必須從素食起步，「尤其21世紀的今天，氣候暖化問

題已展現眼前，素食對改善大地整個生態系統是最貼切

而有效的方法，給後代子子孫孫留下可持續的生態環境、

健康的生活、重建與大地樂活雛心的關鍵，或者說得嚴謹

一點，是全人類貼心的挑戰。」

在她的生命中經歷了不少與動植物間的小故事，驚喜、灑

淚、震撼、觸心的種種，成了阿孔畢生難忘的烙印，然而，

這一切的動力就是從死亡開始，因為「缺」不等於「失」，

死亡，令她感受到是愛的深沉，愛的廣濶，默默中彰顯著

不斷循環生生不息，正就被阿孔視為《宇宙的密碼》，能

否啟動這密碼也就視乎「覺」與「悟」！

從死亡的正面意義開始
阿孔四歲半時，父親過世。三兄妹的生活擔子、父親遺

留下的小生意，統統由向來只照顧家庭的好媽媽，咬緊

牙關一力承擔。雖然艱苦，好媽媽總是以身教，教導小

朋友待人接物的態度，以自身最好的來接待人，簡單如

一杯咖啡都要煮好，當年亦沒有所謂沖劑，或是一包包

三合一的合成品，好媽媽堅持「要付出最好的自己去服

務別人」的態度為朋友奉上。媽媽喪夫，最缺乏關愛的

時候，仍然執著付出愛，關愛更多的人。讓關愛溶化親

疏，跨越生死！

爸爸的死亡，並沒有讓阿孔與愛隔絕，反而從好媽媽沉默

付出的關愛──跨越生死的深、超越親疏而廣、受惠而回

報，學習到一份宇宙愛的盟誓。

阿孔熱愛栽種，不少被視為已死的植物仍存生機處處。有

次，阿孔隨心把已發芽的薯仔放進泥土裏，過了些時日，

薯仔長起來了，原來栽種不一定有田有地；於是，就讓太

陽兄、水姐姐料理薯仔啦！果然長大成熟了，從盆中把泥

土翻出來，真高興可以親手親眼目睹泥土中大大小小成長

的新一代。

嘩！到底這是什麼呢？阿孔手中拿著一塊深黑色與薯仔們

齊齊出土的黑東西，究竟是什麼呢？（見圖）

原來是「薯仔阿媽」！

其時，阿孔那份觸心的激動，已禁不住淚盈滿眶，「薯仔阿

媽」是完完全全的付出她的所有，孕育幼小的薯仔成長，

亳無保留的只剩下

黑色的「皮」。

這的確是觸心的體

會「麥種不死空自

留，麥種死去百倍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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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阿孔與Maggie小姐可謂形影不離的成長

麥種不死空自留		麥種死去百倍收



如貓的大鼠哥，肚餓就到處游盪找找心頭好；若偶一不

慎與大哥碰個正著，後果可大可小，視乎人當下的反應

如何！此外，不少「牙醫」、「醫生」診所臨立、同鄉會、

還有不少製品廠（麵包、小食），至於在傳聞中的癮君

子或女娘，熟習的人就能一看知曉！不過，無論怎的還

是早回家早著啦！

阿孔衷心感恩這對願意出租房子的老夫婦，讓阿孔在善

良又感到安心的地方小住四年多，衷心感到畢生有幸。這

種非一般的體會，課本、學位、文憑課、學術研究等難道可

以提供嗎？

問及阿孔這幾年在工廠在城寨的生活，最深沉的體會是

什麼？

是「血與淚的清洗」！何以我們當今社會貧富差距如此的

大，基層更是完全看不見出路，除了人為與私心之外，難道

還有更好的解說嗎？

感謝駝兄駝背駝津液的含忍
阿孔認為宇宙間的一切都是息息相關，人只是宇宙大地

中的一部份，人生路上，動物、植物是她的「老師」！都是

大地之家的成員。「甘地的一句話一直在我的心裏:	 You	

must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七十年代，素食還未流行。阿孔開始素食，為免應付身邊人

的疑問，只是靜靜地吃「碟邊素」。直至1985年，她參加「

綠色講座」，遇到周兆祥夫婦及一眾推廣素食及綠色生活

的朋友。她覺得終於遇到同路人，不但經常盡心盡力幫助

舉行「綠色講座」及禪食，成為忠誠的義工。直至香港素食

學會成立時，「難得有一個正式機構認同素食，我加入後

便可以名正言

順告訴別人，

我是支持素

食及實踐者，

當然毫不猶

疑加入成為

永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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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因愛而生，是愛的載體，亦因著死亡而回歸大地

沉默的大愛，孕育更豐盛的動力，持續在默默的大愛漣漪

中蕩漾。

改變自己，為了融入更深層的世界
長大後阿孔當老師期間，心裏一直記掛著服務大眾。後來

她決心走出象牙塔，投身在當時極被忽視遺忘的群體中

生活。

八十年代初，製衣及電子工廠普遍林立在觀塘及新蒲崗，首

選加入製衣業（因為自小到大衣服都是由好媽媽親手縫製

或穿姐姐不再合穿的衣服），每天與工友一起坐在生產線

經歷──賺取以勞力得來不易的生活費。不過，總是和工

友們有種莫名的隔膜。有次一位工友說，「唉呀，你和我

們真的好唔同，尤其聽你講嘢…！」阿孔才醒悟過來，原來

自己每天工作時與工友們的談話，真的不像是她們圈子裡

的人，包括她們的生活話題、表達的方式以至語言──這

不是指方言，而是生活習慣的用語，例如工友們到午膳時

間，絕大部份都是外膳，而阿孔都是自備午餐；餐後有空

間時，會看看老夫子等…雜誌，餐後亦不會出外逛街，正

因此而成為工友們眼中的非常異類。

至於工友們餐後仍未開工，大家會討論電視劇或電台；阿

孔的確是「門外漢」，既沒有看電視，又何來討論電視劇內

容或演技呢！經過自我反思後，既要投入群體，了解不同需

要和問題，必須學習先放下！自此，阿孔開始每天抽身看看

全城熱門電視劇，在工作間與工友們聊天可說無難度，有

了一種共通的語言，就這樣融入了工友們的世界，開始對

工友們的生活有進一步的了解，甚至當工友面對困苦，這

份體會和了解把彼此的關係、信任度拉近了，較容易表達

鼓勵和支持；就這樣五年的工廠生活顯得有內涵和豐富，

可謂是金錢以外！

在工廠工作約一年後，阿孔願與基層生活配合，遷入

九龍城寨住約四年，當然在較外圍城寨被視為「小街」

區，租住了一對老夫婦的小房間，每天下班不會遲過八

時就返回城寨。那時還是三不管地帶，大部份是小街

窄巷，抬頭是不見天日的，因為樓層之間狹窄，小路除

了狹窄外，更有不少誰也不怕的大老鼠，令你難相信大
阿孔不肯騎在駱駝背上作為一種消費玩樂，

駝兄以牠滿口津液含著阿孔的手以示多謝!



捱不過這種痛，自殺了。」每次痛都來得非常突然，劇痛難

當，無任何治療可以抵擋這痛。「無論醫生家人朋友如何

關懷自己，終歸痛的只有自己，無人能代替。」阿孔想起

小時候的玩意，如玩波子棋、跳飛機、跳繩、整手製作袋，

都是找方法解決困難、找到出路，這份堅定的信念讓阿孔

在困難裏也堅持下去。

「朋友說這病剛好發於臉部，我才會停下來。否則還是停

不了！」這次迫於無奈的停下，令阿孔足不出戶，連深愛的

義工活動也做不到。沉寂的劇痛裏，她反思自己，實在太

自負了。每天都只睡一、兩個小時，長久下來，身體終於支

持不住。「反思，並不是責怪自己，而是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和自大，接納它，包容它，然後採取實際行動去幫自己，對

自己也要付出愛。」現在，她每晚都睡至少五個小時。

十多年以來，她堅持走自然醫療的方向是毋庸置疑，然而，

初病發時，她這種堅持是可以，及至發覺病情非尋常，過於

自我和執著不會有好結果。在過程中學習以平安的心學習

「放下而不執著」。「每人每事都有存在的原因和意義，

這並不表示只有誰對或錯，而是從中學習平衡、尊重和珍

惜。」至今，她問診過十位醫生，當中包括自然醫療、三位

中醫師、皮膚科、幾位牙科醫生等等，幫助她減退病情。

綻放的生命
於爭名奪利的香港裏，阿孔從不求名利，穿的都是別人放

棄的衣服，吃的都是簡單的素食，所有時間都用來關懷身

邊的人、推廣素食、綠色心靈及生活，堅持她的信念，於生

活裏實踐出來。

她家裏的曇花，綠葉長得很

不錯，忽然在一個平凡的晚

上，花蕾靜悄悄地盛放，窗外

濃郁香氣隨風洋溢到室內，

才恍然悟得曇花的美意；雖

然來去匆匆，依然展現她璀

璨光煇的時刻，不枉活過。

朋友，宇宙的密碼你收到嗎？

重要的是你是否樂於啟動與踐行！

祝福人人都成為大地的祝福，擁抱大地！

阿孔的熱誠持

續至今已經三十

多年，期間由支

持「綠色茶座」

活動，到成立香

港素食學會、綠

色生活教育基金

Club	 O等，由聽

眾到執委到主席，

從舉辦活動到籌辦「茹素」雜誌等不同種類的活動，她都

一絲不苟，竭盡所能，付出最好的自己給身邊的人。相信

來過Club	 O會址的朋友，都體驗過阿孔親切的笑容及關

心的慰問。

義工的考驗
長達三十多年，身

心完全投入的義工

經歷裏，阿孔回想

起來當中最大的困

難是，義工們往往

較難取得共識。談

不上對或錯，只是觀點與角度不同，大家都想用自己覺得

最好的去成就美好的事，便難以達成一致的共識。而阿孔

自當製衣女工的年代開始已經願意停下來，檢視自己，更

重要的是「用心去聆聽別人」，「了解別人想什麼？大家來

做義工之目的是什麼？」學習放下自己及別人之間的差異，

更容易為理想目標找到共同的出路。

一切都用愛來孕育。有次阿孔在

盆栽裏發現一條毛蟲，看著它一

天一天把葉都吃光了，只剩下枝

幹。毛蟲非常肥美，過了幾天，

就不見了。「也許變了蝴蝶，訪遍

世海花間。」繼續快活一生啦！

病，給人帶來的訊息
──檢視和改變自己的生活
大家已經許久沒見阿孔，相信大家都很關心阿孔的情況。

這次突如其來的病，令阿孔痛不欲生，「醫生說許多人都

5

綠田園裏的牛牛阿福，多次全身靠在

阿孔身，何解？攝於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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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創造，愛分享，
純素摩卡心太軟冰皮月餅示範」
今年中秋佳節，希望與家人和至愛一同慶團圓，又怎能少得了一個健
康美味，用心製造的月餅？純素媽媽和你分享和示範之餘，你仲可能
有機會贏到由Konstar	送出的廚具禮物啊！

●	 日期：9月10日(週六)
●	 時間：下午2:45-4:30
●	 地點：Club	O會址B室
●	 收費：$198(會員$168)

「攪餃震」工作坊
無論湯餃定煎餃，還是放入烤爐做焗餃，今日齊來攪餃震，不用媽媽
雙巧手，也能自製美味餃。

●	 日期：10月16日(週日)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時間：下午2:00-4:00	 ●	 收費：$198(會員$168)

「禪食靜宴－泰滋味」
繼6月份「襌食有雪條食」的禪宴後，純素媽媽將會在9月份再來到
Club	 O	 為大家預備一頓「泰滋味」晚宴。準時恭候，快來入席，遲咗
就無得食囉。

●	 主持：李宇銘博士(中醫師、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
●	 日期：9月29日(週四)
●	 時間：晚上6:30-9:0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218(會員$198)

體能你要知
由於每人的體質及日常生活都有所不同，因此不是每一種運動都適合所有人做，體適能教練動物仔會為每位參加者作出身體檢查，來評估大家可以做
甚麼運動及日常生活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	 導師：程沛生(動物仔)	 ●	 日期：9月16日(週五)	 ●	 時間：下午2:00-4:00
●	 地點：Club	O會址B室	 ●	 費用：$20	 ●	 註：每位評估時間約15分鐘

「唔係瓜」工作坊
用秋季盛產的時令金瓜做美食，簡單又易學，把家中的小朋友都帶
來一齊玩，一齊食吧！

●	 日期：10月23日(週日)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時間：下午2:00-4:00	 ●	 收費：$198(會員$168)

「泰美味」工作坊
泰國美食自家製，椰香濃湯酸辣味，清香青檸滋味餅，齊來分享泰
美味。

●	 日期：10月9日(週日)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時間：下午2:00-4:00		 ●	 收費：$198(會員$168)

*	 所有示範／工作坊的參加者

都有機會贏到由Konstar	送

出的廚具禮物。

*	 報名參加此五個活動可享

優惠價$960(會員$800)，

並獲贈由Grace親筆簽名

的新書「純素•隨想Cook」

乙本。

純素媽媽Grace	Wong回來了！去年舉行的純素媽媽廚房系列大受歡迎，
大家等到頸也長了終於等到Grace再來Club	O見大家！
今次Grace還一口氣推出五個節目，保證你一定有個喜歡！	

綜合式訓練健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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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課限定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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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排以不斷改變的訓練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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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課程內容：
-	以純素食設計營養餐單	 -	橡筋帶訓練
-	壺鈴循環訓練	 	 -	低阻力循環訓練	
-	戰繩訓練	 	 -	改善關節勞損訓練
-	全身伸展動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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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沛生(動物仔)，純素食14年的體適能導師，素食青年創辦	
人；AASFP體適能導師証書、長者體適能証書、健身球証書、保
健按摩証書。

●	 日期：

●	 時間：晚上7:30-8:30
●	 地點：Club	O會址B室
●	 學費：每月$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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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乃綠色人生證書課程非必修科：GLB08	綜合式訓練健體課程。每
堂	2學分，最多可累積8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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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嚐純素咖啡

法壓壺（French	 Press）一物二用，

用來沖泡美味的咖啡，也可以用來

打出綿密的豆奶泡，在家炮製Soy	

Cappuccino冇難度！

內容：

咖啡的產地、品種、處理方法以及烘焙的知識；

如何挑選咖啡配合豆奶；利用簡單工具，沖調美味的咖啡；

打豆奶泡的技巧；調製數款方便在

家享用的飲品。

●	 導師：Andrew	Sit	

●	 日期：9月21日（週三）

●		 時間：晚上7:00	–	9:0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198（會員$180），每位參加者可獲贈法壓壺一個

《導師介紹》

Andrew曾為咖啡師，現於餐廳工作。曾赴台灣半年學習咖

啡手藝，又親身前往印尼蘇門答臘實地考察咖啡產業；了解

到消費者的取態能影響食物生產過程的公義，決定為綠色

生活出一分力。

	 	 	 	 	
《心靈視覺藝術》欣賞與創作及

自我提升工作坊

社會複雜，人生無常，我們怎樣可

以充滿信心與喜悅「活在當下」...
	

如果大家能夠掌握一個「身心靈自

衛術」保護自己，將會一生受益。
	

攝影導師吳卓明融匯東西方文化智慧、心靈啟導、視覺藝

術、生命教育、催眠治療等技巧整合十二個富有意境和啟發

性的「宇宙生命實相探索主題」，更把十項「攝影大師修煉

心法」以風趣而富有靈性的形式演繹。參與工作坊的朋友

將會透過深層靈性互動：瞭解《心靈視覺藝術》自我療癒力

量、啟動想像力及潛意識、幫助增強記憶力及專注力、察覺

真我個性及生命意義、釋放負面情緒及創造更美好人生。

●	 導師：吳卓明

●	 日期：

	 9月20日（週二）主題：攝影心法基礎；

	 9月28日（週三）主題：靈性感悟進階；

	 10月2日（週日戶外實習*，下午2:00	-	6:00）主題：生命

成長探索；

	 10月11日（週二）主題：自我完善啟導。

●	 時間：晚上7:15	–	9:15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志蓮淨苑*

●	 收費：全期共四堂$680（會員$620）；	單堂$180（會

員$160）

《導師介紹》

吳卓明是資深攝影師，《心靈視覺藝術學會》創辦人，近年

持續進修包括：喜耀生命教育證書、災後心理輔導證書、DP	

生命領袖證書、健康氣功禪

修證書、專業催眠治療證書。

他經歷過耶教博愛的洗禮；

佛教解脫的薰陶；儒教歸仁

的激勵；道教逍遙的啟迪；

並曾於1983	年舉辦《	無限

江山	》個人攝影展，1985	年成為第一位攝影師獲得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出版大型中國攝影畫冊《	The	Mood	

and	Face	of	China		吾土吾民	_	中國山川人文	》大型攝

影集的合約。2013年開始應邀於香港及內地不同團體及學

校舉辦攝影展及工作坊；2016年參與BMSP	身心靈平臺分

享《心靈視覺攝影藝術》。

	 	 	 	 	
																

排毒體檢一剔過

想知自己排毒指數有幾高？點樣為自己身體淨化？小蕎子

為您準備了天然排毒大測驗，有不同項目任您玩，全面測

試您身心的排毒能力！還

會有小蕎子為您度身訂造

的生食餐單，內外夾功，排

毒自然好輕鬆。
	

●	 導師：小蕎子

●	 日期：9月11日(週日)

●	 時間：中午12:00	–	4:0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	398(會員$	358)，費用包括體驗材料及Raw茶點

●	 備註：自備餐具（作小點用餐）及穿著輕寬衣服
	

《導師介紹》

曾用飲食療法來戰勝自身癌病及紅斑狼瘡，以自癒療法推

廣治病已達16年，曾創辦生食中心教授身心合一的飲食方

式，亦是Club	O	資深養生導師	-	小蕎子。

星期三

星期二、日

星期日

9月21日

9月20日開始

9月11日

身心靈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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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飯水分離體驗

A)		飯分理念：
健康的根本是開發體內的自癒力，
但是如何有效率地啟動呢？飯水分
離是以日夜陰陽學說為依歸，把每
日三餐正確分開飲和食，相信這個
就是一切養生的核心價值，從而令
消化過程得以完整進行，確保體內
陽氣韻運行自如，這時候，活化細
胞的密碼就被啟動，因此勵行飯水
分離是可以改善所有的健康問題。

B)	 活動特色
1）	期許：照顧自己健康，讓自己好
好生活，有自信、充滿光彩地過
好每一天，行有餘力能以最自
然、喜悅的心	﹣「把健康傳出
去」

2）	經驗分享：自從2012年飯水分離正式在香港推動後，每一位用
心體驗過飯水分離的朋友都可以發現自己身心發生了變化和提
升！我們會邀請飯友（飯分朋友）從各種不同的層面跟大家分享
珍貴的箇中點滴。（嘉賓包括曾慶泉醫生、吳群心、Bella	Ip等）

3）	特色食物：飯水分離特有的烤餅、蒸飯、離固食和提陽粉都會
跟大家分享和在可能情況下進行示範。

4）	飯分日誌：因應不同人有不同體質，飯水分離後身體可以有很多
樣化的情況發生，所以，鼓勵飯友必須有自己的飯分日誌。除了
對自己身心變化清楚了解，更讓飯友之間更有互助的意義。

5）	飯友互動：因應飯友的居所和需要，我們會編排所需的小組，
由資深飯友主動關心新飯友，探問進度並給予支持。同樣的支
援都會在活動結束後一直持續下去。

6）	後續活動：飯分同學會、分享會和修煉營是會不定期舉辦。我
們還會不時邀請老師到港主持講座。

C)		活動對象：
1）	真心熱愛生命並且願意改變的朋友
2）	想從「飲和食」進入身心靈大道的朋友
3）	需要支持的飯友
4）	想嘗試飯分的朋友

D)		參考書目（八正文化出版社）
1）	無上命令：
	 實踐飯水分離陰陽飲食法	-	李祥文著/張琪惠譯
2）	飯水分離陰陽飲食法（增訂二版）-	李祥文著/張琪惠譯
3）	飯水分離之四季體質養生法	-	李祥文著/張琪惠譯
4）	養生要養腎陽	-	薛永東著

●	活動：動策劃：香港飯分團隊
●		日期：10月18、25日；11月1日（逢週二，共三堂；開始，中段和
尾段）

●		時間：晚上7:00	–	9:3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名額：30人
●		收費：$888(會員$838)
●		備註：
	 1.	收費包含三次聚會的飯水分離晚飯
	 2.	參加者必需承諾：第一次聚會後開始21日實踐飯分，需每日	
			填寫附設的日誌，並出席全期三次的聚會。

	 3.	先到先得。可先電話報名登記，並填妥報名表三天內繳費。
	 4.	9月17日為「21日飯水分離體驗」活動的簡介會，各參加者	
				務必出席。

逢星期二

10月18日開始

	 	 	 	 	
實用砭石療法班

學習使用砭石刮擦人體治療失眠、高

血壓、便秘、美容減肥、頭痛、肩頸

痛、手肘痛、腰背痛、膝蓋痛等各類

痛症，課程特色是學員需要互相練習，

集學、練及治療於一體，獲益良多！

●	 導師：陳啟源

●		 日期：10月5、12、19及26日（逢週三，共四堂）

●		 時間：晚上7:00	–	8:45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1100(會員$988)

●		 註：每位參加者均需有砭石刮

痧板，如需代訂，請於報名時提

出，價錢為$680。

《導師介紹》

陳啟源於2006年獲得高級靈氣師資格；2009年獲得北京中

醫藥研究開發協會砭石療法委員會高級砭術治療師資格。

	 	 	 	 	
中秋果斷賞月營

月圓之夜，秋風送爽，Club	 O	訓練員

將靜心禪行，聚集元朗公園捉月回營，

分享仙果百味、斷食之道及果食秘笈，

仲齊齊拉筋柔身瑜伽，兼有愉快的愛

笑瑜珈同拍打玩樂，共慶歌舞昇平！歡

迎意欲成為訓練員的報名者，盡早行

動，致電營地召集人2619-0000	查詢。

●	 導師：中醫師李宇銘博士、純素媽媽Grace	Wong、果

食美女Selina	Ma及Tobey	To、愛笑瑜珈導師Dick	Yu

及眾神秘嘉賓

●		 日期：9月16-17日（週五至六）

●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賽馬會元朗康樂中心	

●		 時間：星期五上午10:30至翌日下午2:00

●		 集合地點及時間：元朗西鐵站大堂（近7-11及彩晶軒酒

樓），見Club	O旗，準時10:30乘輕鐵到屏山站	

●		 收費：單人$869(會員

$820)；二人同行每位

$780(會員每位$740)		

●		 名額：45人(名額有限，

欲報從速)

逢星期三

星期五、六

10月5日開始

9月16-17日



身體是一座製毒工廠！即使吃得健康、無病無痛，人體也會

自行製造毒素。因此，要讓身體保持健康，第一步就是不要

繼續吃有毒的食物；第二步，則是要把毒素排出來！此工作

坊會與大家分享口腔及腸道潔淨的方法，回復口腔、牙齒

及腸道健康，特別是結腸的健康，是今日追求自然健康的

重要課題。

改善飲食的同時，定期進行斷食，再配合深層潔淨方法，可

大大減少體內毒素累積，從而改善及增強身體的免疫力、自

癒力及再生力，加快身體復甦的機會，達致身體平衡狀態。

●	主講：鄭浩光	(國家一級公共營養師)

●	日期：10月22日	(週六)

●	時間：下午3:00	-	4:30

●	地點：Club	O	會址	B	室

●	收費：$198	(會員$178)

●	註：綠色人生證書課程必修科	-	2	學分	

GLB04	深層潔淨工作坊

心安自在

計劃

9

大部分的慢性病都是與不良的生活及飲食模式所導致，我們

找醫生只能短暫舒緩病徵及治療緊急的疾病。最長遠改善健

康，必須要靠自己改正不良的生活及飲食模式，才可達致最

佳的治療效果。

此工作坊會為大家介紹一般都市病的起因，包括高血壓、高

血脂、高膽固醇、心腦血管病、關節炎、痛風、癌症等，並且

分享改善酸化體質的飲食套餐及生活模式，作為預防及改

善慢性病的基礎。

GLA05-04	常見都市病的飲食預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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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講：鄭浩光	(國家一級公共營養師)

●	日期：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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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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不熟悉網球的朋友們可能也聽過威廉斯姐

妹(Th e 	 W i l l i am s 	 s i s t e r s )的名字。她們在剛剛

過去的20 1 6溫布頓賽事中勇猛地包攬女子單打

及雙打的冠軍。當中的妹妹S e r e n a更是現今世

界第一，坐擁22座大滿貫和5座年終賽錦標的網

壇傳奇。

她們有個很少

人 知 道 的 特

點 ： 她 們 在

大 部 份 時 間

是生純素食者

(raw	vegan )

。連小編這個

網球極度愛好

者也是今年才知道的。她們變成生純素食者的經

過，要從2011年的美國公開賽說起。在那比賽的

第一圈之後，Se r ena的姐姐Venus被確診了薛格

連氏症候群(S jog r en’s 	Synd romes )。這個病令

她關節很容易腫痛，所以她當時退出了比賽。為了

改善情況和繼續網球生涯，她聽從醫生建議開始

進行嚴格生純素食及減低糖份攝取。為了支持姐

姐，Se r e n a也一起在球季中(她們表示於贏得重

要比賽後或者球季休息時偶爾會忍不住「作弊」

吃肉，所以她們自稱”Cheg a n” )進行生純素食

的習慣。在一個訪問中，Se r e n a表示 :「我不想

姐姐回到家見到我在吃雞，然後她跟我說: 	 『我

也要吃! 	』	但最終卻不能吃。」

Ve n u s在20 1 1年的年終世界排名是102位。到

香港素食會是綠色生活教育基金項目之一，

是致力推動香港素食文化的組織。

動保組組長謝業輝：中大化學系畢業。

弱項是集中、強項是「吹水」；

缺點是話多、優點是隨和。 

興趣是哲學、嗜好是網球、目標是貢獻、理想是公義；

希望在世之年可以為公義、為世界盡一分棉力。

2 0 1 2年，經過一年的生純素食的療養後，她的

年終世界排名回升到24位。

至於妹妹Se r e n a的成績更是出人意表。當球迷都

擔心她的新飲食習慣會影響她的表現時(她剛剛轉

變時表示不擔心影響表現)，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小編不使用太多網球術語去分析她的技術或體能

變化，我們用數據來看看她改變前後的成績對比。

職業網球中每年有5個特別重要的賽事，分別是四

大滿貫和年終賽。Serena職業生涯共贏得27次。

因為她是在2011年最後一個大滿貫(美國公開賽，

在9月完結)後開始生純素食的。我們以2012年初

作分界線。從19 9 9年她第一次贏得重要比賽到

2011年的12年間，她共贏了15次重要比賽，平

均每年1.25次。從2012年到現在的4年半間，她

共贏了12次重要比賽，平均每年2.67次。除此之

外，她唯一一次的奧運單打冠軍(2012倫敦奧運)

也是在她奉行純素食之後拿到的。

比這單純數據更令人驚喜的是，她在20 1 2年其

實已經30歲。在很多球員在28、29歲就因為體

力原因需要退休的網球運動中，以30歲以上之齡

奪得冠軍是非常不容易的事。Se r e n a在2011年

其實一個重要比賽都沒有贏到。正當大家以為她

巔峰已過的時候。她卻在30歲後更上一層樓，表

現令人驚喜萬分。

這證明了純素食不單不會令運動員的體力和表現

下降，而是剛好相反。這個簡單的實驗每個人都

可以嘗試，讓我們都一同參與吧!

生純素食後運動成果更強

圖片來源：wikipedia	/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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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病的根源在於過飲與過食而耗損陽氣。過飲必定過

食，過食必定過飲。在食物在煎、炒、煮、蒸中呈現酸

甜苦辣，環環相扣互相牽動內在細胞，能量此起彼落永

無止境。食物是火(陽)，水是(陰)，水火同食下肚就會

形成陰陽不協調下的毫無節制的飲食生活。

飯水分離飲食法的發源地，竟然是吃湯湯水火鍋類最廣

泛的韓國；其顛覆了西方醫學與營養學的觀念訴求：

1.	起床要喝水沖掉體內的毒素與幫助排便。

2.	早上喝精力湯有助身體健康。

3.	一天要喝八杯水。

4.	天天五蔬果。

這些觀念是大多數人都能脫口而出並且深信不疑的養

生方式。

而飯水分離強調的是:
1.	 早上起床空腹喝水會破壞體內陽氣。建議不要先喝

水，養體內陽氣韻。

	 	（何時喝水才是它的重點，另一層面是保護胃與養

胃。）

2.	 白天少喝水或者不渴不要喝，不渴不喝才不至於

過度喝水破壞體內水平衡與陽氣平衡導致於飲食

失調，毫無節制。

	 	（喝水太多會對身體造成額外負擔，例如腎虛、

心虛、眼腫、水腫等。）

3.	 吃飯時間不要把湯與飲品混在一起喝，最好隔開二

小時。

		 （提昇吸收力與消化力）

《飯水分離陰陽飲食法》的作者是李祥文。1939年

出生於韓國慶尚北道尚州市咸昌邑。24歲時偶遇奇

人朴度先，習得一日一餐晚上喝水的養生法，從而治

好胃病與氣喘。從此之後開啟飲食之於人體的影響產

生極大興趣，尋找生命的真理，開始少食、節食、禁

食、斷食中了解身體與身心的變化與需求。期間，在

飯水分離的養生之道

茹素
陳昭川

澐知道瑜伽教室瑜伽師、

八正文化出版社社長。

從瑜伽中研習中醫黃帝內經談的

八脈十二內經進而了解生命本質，

多年來持續致力於研究人體自體治療療法。

完全斷食十三天後、中，進入持需三天的假死狀態，

經歷了神秘的心靈體驗，領悟到宇宙自然與人體合而

為一的陰陽調解法則。

飯水分離的效果:
●	 強大的唾液腺作用下，提升吸收力(湯湯水水會稀

釋胃液胃酸)。

●	 促進胃液分泌，讓食物的養分完全消化、吸收。

●	 少喝水會讓唾液的殺菌力與胃的消化液增強，即使

吃到變質食物也能消化，不會不舒服。更不會吃過

多，也不會有消化不良或體重無法控制的困擾。

●	 呼吸變深沉。

●	 強化體內的自癒力，無論任何疾病都可在5-15天

治癒。

奇蹟總是發生在相信的人身上，成功者必定是實踐與

親身力行者。用你的身體揭開生命之密吧！只要你能

進入飯水分離的修煉就能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與正確

「食」與「飲」。

生命的責任與義務就是尋找真理，	透過飯水分離的引

導漸進的進入少食。從一日三餐、一日兩餐、到一日

一餐，進而不餓不吃的氣食，光食的自在與宇宙和一

的生活品質，展開新視野，開啟美麗的新人生，過著

美好生活、無疾而終。

現在韓國、台灣、香港和馬來西亞等地區已經有成千上

萬人在實踐著飯水分離法，一種輕輕鬆鬆就可以重獲身

心自在的生活，您都準備好一起來嗎？	

詳細內容請閱Facebook	「您	•飯水分離了嗎？」，

並歡迎加入「香港飯水分離」。

你‧飯水分離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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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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素飲食與敏感症狀
曾有一位學生，自小已很自卑，因為面部滿佈「豆豆」，

經過中西名醫都未能根治，及至遇上Raw	 Food，改寫

了她一生。

現在越來越多人有敏感症狀，包括皮膚，腸胃，飲食等

等，糾纏多年仍然反反覆覆。究竟這些症狀是可以避免

的嗎？如果透過純素生食法，如何測試或幫助減輕敏感

徵狀？如果您也想透過飲食改變生命，不要錯過。

生素晚宴：

夏日醒胃香橙奇妙醬沙律

麻香能量芽苗擔擔麵

時令甜點

●	導師：Wings	Lam

●	日期：10月27日(週四)

●	時間：晚上6:30-9:0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費用：$188(會員$168)，包括生素晚宴及靜心禪食修練。

《導師簡介》

Wings	是香港第一位於Raw	Food	Made	Simple學院受訓

的生食導師及教練華人，英國University	of	Leicester工

商管理碩士，修畢香港大學西方營養學及浸會大學中醫

飲食營養學，NLP執行師、催眠治療師、心靈導師、生

命教練，家庭治療(Satir/家庭系	統排列)、手療等能量

療癒及東方靈修等，前綠野林導師及療癒師。

http://www.facebook.com/AlphaLivingPlanet

惹味泰菜生食篇	
惹味香濃的泰國菜，相信大部分人都

十分喜愛！這次我們邀請了南丫島窩

素居的Peggy教大家炮制必食的三款

地道泰菜，將它們變成生食版！大家

邊吃邊學，享受一個泰式午餐之餘，

仲可以學到Peggy的廚藝呢！	

菜式：冬蔭公湯、泰式金邊粉、青咖喱什菜

●	 導師：Peggy	Tsang（純素食生

																廚師）

●	 日期：9月25日(週日)

●	 時間：下午1:00	–	3:0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費用：$500(會員$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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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及10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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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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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最後一個週四為禪食靜宴，需報名及收費，敬請留意。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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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及17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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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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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多元能量療法」治療班已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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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10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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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綠色生活教育事業。

●	 http://i-eh.com/GPC.html

心靈/關係輔導
人生路上難免有難過的時光，如果您願意給自己、給雙方一個
機會，重新得力，日後走得更遠，心更舒坦，歡迎您致電來
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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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9月8日及10月13日	(每月第二個星期四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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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及10月30日	

	 	 										上午10:00-下午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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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一個工作天開始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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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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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一個工作天開始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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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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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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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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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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身觸心的修煉

	 9月22日			主持：孔慶玲（綠色生活教育基金

																		前任主席、現任香港素食會會長）

一直以來，自以為是的阿孔，把”修煉”看成是修行

人耳熟能詳的事，甚至給人家指指點點，如是這般！

又或者，不自覺以為自己…；

人生路上，”修”和”煉”必須

配合，而”修煉”的最深層次是

《謙卑》和《感恩》！

這個晚上讓阿孔分享自身的經

歷＿同場將顯示畢生難忘的照片

（可能會引起不安）。

週四療癒夜

★李大夫與你講健康 10月6日			

	 主持：李宇銘（中醫師、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

中醫是身心靈合一的整全醫學，認為各種肉體上的疾

病，皆與心神靈性有關。要得到療癒，除了要解決身

體的原因外，更要發現心靈上的原因；我們的身心又

與人生有密切關係，因此要獲得健康，更需要學懂如

何做人，從改變生活入手。今晚本會主席李博士將會

給現場參加者，透過直接面色診斷，解釋疾病不同層

次的成因，對如何療癒給予人生指引。

 
★靈來靈去

	 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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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癒同修大匯聚

	 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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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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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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墨西哥之旅
	 9月3日			主講：區仕美、陳慧敏

瑪雅文明是世界重要的古文化之一，
更是美洲重大的古典文化。墨西哥作
為西班牙的殖民地長達500年之久，
所以時至今日，墨西哥還是使用西班
牙語，殖民統治也給墨西哥帶來了不
一樣的西班牙文化，教堂和神廟交相
呼應，各有各的特點。墨西哥城	“三

種文化廣場”	是否真正代表了三種文化，即古老的阿茲特克
文明、西班牙殖民文化與墨西哥現代文明？
	

●● 	道家養生功之探討2
	 9月10日			主講：李踐生（Club	O	道家養生功導師）

“人命在身有盡，心思逐物無邊”	*	在人世間又要面對變幻無
常的現象，生命價值何在？意義何存？同時壓力可能已靜俏俏
地影響我們的感官系統，您有感應嗎？我們的心靈是否應向內
回醒，走向修身修心之路，重現活力消遙的人生。

今次與大家分享的鶴翔庄氣功是一套”境隨心轉，意氣相隨”	
的功法。主要作用可疏通十二正經與任督二脈，同時體會”	
中脈”	的存在，提升內氣運行，激發人體潛能，感應天地萬
物本無人為的界線。
*引述王邦雄庄子修真著作

●● 	「21日飯水分離體驗」簡介會  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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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會飲水食飯的您，有沒有想過
因應陰陽理論可以食回健康，飲出免
疫力？

您可知道香港人一般將乾濕食物混食的
習慣，原來就是百病的根源？

簡言之，將乾濕食物分開的飲食法，就
是飯水分離法。只要實行飯水分離，身
體過重、胃病和便秘等等各種身體的情
況都會隨即有所改善。

今晚我們特別邀請在台灣推廣飯水分離
已有5、6年經驗的八正文化社長	陳昭

川老師來到香港，為我們詳細解說「飯水分離陰陽飲食法」，
讓大家可以清楚了解這個飲食法的由來、原理及實踐方式；並
將緊接著大家在21日實踐飯水分離法可能出現的一些問題向大
家講解，並歡迎大家踴躍提問，互動交流。
	

●● 	家族業力的治療
	 9月24日			主講：賴柏諭博士（ISP創始人，臨床催眠治療師)

家族系統動力例如與父母的關係；家
族中有重大事件如墮胎、意外身亡、
父母再婚、早死、子女早夭折；家族
序位對下一代人生，如事業、關係、
親子方面的影響，及如何改變有關的
業力。賴博士會分享每個人的靈魂深
處存在的靈魂基因(Soul	 Genetic)	，
包括與歷代祖先的連結如何影響一個
人的命運，及可以即場教導一些簡單
的冥想方法如何改變靈魂基因，幫助
自己人生變得更順暢、成功和快樂。

●● 	望而知之謂之神——中醫面色診法示範
	 10月1日		主講：李宇銘博士（中醫師、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

中醫診察病情的方法，分為「望聞問
切」四大類，其中以望診為首，望診
之中又以面部氣色診斷最為重要，高
水平的中醫能夠單看面色，就足以診
斷病情大概。本次講座，本會主席李
宇銘博士將介紹他多年研究學習此法
之心得，講解面色診法之基本原理，
並且即場示範望面知病的看病方式。

●● 	夢的啓示
	 10月8日			主講：司徒素雪（臨床催眠治療師）

我們都試過發夢，科學家還
說我們每晚也有發夢，只是
我們忘記了夢境便以為自己
沒有發夢而已。發夢看似對
我們很重要，心理學家嘗試
研究發夢到底對我們有甚麼
作用？本講座以心理學研究
為您講解發夢的功能。
	

●● 	再見蛋奶  
 10月15日			主講：香港素食會執委

「為甚麼吃蛋奶素還不夠？為甚麼
不吃蛋奶更健康？」一起窺探蛋奶
生產過程的不公義。同場分享戒蛋
奶和替代貼士，及淺談香港畜牧業
和肉食情況。	

	 	 	

●●  夢境治療與睡眠失調	
	 10月22日			主講：Donna	Wong（註冊催眠師培訓導師；
	 																										臨床催眠治療師；夢境治療師）

夢境是個很奇妙的東西，充滿創意和
解決問題的資源，	療癒身心症狀的
良藥。但避開夢境，尤其是噩夢，往
往導致身心疾病、睡眠失調。

如何化解噩夢？如何預防噩夢？如何
改寫噩夢？

如何利用夢境改善睡眠失眠？提升睡
眠質素？提升心理質素？

讓我們一起來學習自己的夢境，聆聽
內底的心聲，真正發揮夢的智慧和力
量！心身安頓，心情舒暢！真正活出
夢想的自己！

	

●● 	秋冬「不時不吃」@港嘢
	 10月29日			主講：麥浩盈（港嘢成員）

什麼是「不時不吃」？踏入秋冬季節，本地有機農場有什麼時
令好蔬菜推介？「不時不吃」跟支持本地小農有着莫大關係，
您了解麽？是次分享，一向支持本地農業和日常用品生產的
「港嘢」將大家走進秋冬的農場，了解時節和農作物變化，
一起學習透過「吃」去支持本地有機小農和生態！
港嘢:	www.kongyea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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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斷食是甚麼？果食又如何？ 9月3日   
 主講：李宇銘博士（中醫師、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	、
		 									純素媽媽Grace	Wong

斷食是一種療癒的好方法，暫停
進食一段時間，對潔淨身心都有幫
助。斷食有哪些方式？斷食要怎樣
進行？斷食有危險嗎？有哪些注意
事項？此外，果食又是一種「輕斷
食」，Club O在9月16-17日將舉行
一次「果斷營」，意思就是「果食斷食」，透過只吃少量水果
的斷食方式，幫助大家體驗斷食對身心的好處。今晚講座，我
們邀請了李宇銘博士、純素媽媽Grace一起分享以上課題，以
及入營前的準備事項。 

        

●● 	動物仔健康生活心得   9月10日
	 主講：程沛生（動物仔）

體適能教練動物仔會分享他有關
運動的健康生活心得，當日節目
豐富，有15分鐘小組討論，15
分鐘問動物仔問題，以及示範
一些大部份人都可在家中鍛鍊
的動作。

        

●● 	悠閑輕鬆綠色音樂會   9月17日  
	 主持：	廖崇興，李家祥及音樂知己

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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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砭石療法講座   9月24日  
	 主講：陳啟源（高級靈氣師，

	 高級砭術治療師）

介紹如何發揮砭石優點及糾正虛假宣
傳，正確使用熱砭療法，挑選觀眾體驗
砭石頭部治療，講解電熱砭石儀溫灸穴
位的神速療效。

        

●● 	♥愛心圈♥～收放溫柔的生命力	 	 10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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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念素食•康健身心   10月8日 
 主講：Len	Chui（純素食健美冠軍）、Edith	Wong（純素食瑜珈導師）

當每人選擇食素，除了宗教之外，還有什麼樣的原因？健體運
動員一向給人感覺需要攝取大量蛋白質去維持身型，如何能在
素食中攝取足夠均衡能量去維持專業體格？用素食如何維持良
好的體格？

瑜珈的素食讓人的身體輕盈、皮膚
好，或是單純為了健康而已，這是
一種信念，一種理念。因為瑜珈強
調人與大地，與萬物，人與人之間
的和諧、快樂以及連結，如何正念
地享受素食，提升身心靈，除了伸
展，為心靈拓展更大空間認識自
已，愛自已，更懂得愛身邊的人。

兩位年青健體教練和瑜珈老師如何感染身邊的不是茹素的朋友
和家人？讓我們今次來聽聽他們的分享。

        

●● 	生命回顧之旅   10月15日 
 主講：李海燕Odia（	註冊社工，NLP高級執行師）

上一次靜下來和自己好好獨處是甚麼時
候？都市人生活總是營營役役，每天從
早到晚時間表都充塞著各種各樣事情。
但忙碌過後，有沒有花時間好好回顧
和反思自己的經歷呢？ “休息是為了
走更遠的路”，今晚就給自己一次機
會，讓身心靈進入深層次放鬆，透過
各種小技巧，重整生命的故事，繼續
譜寫下一段樂章。

        

●● 	酵素救地球   10月22日 
 主講：劉麗萍（阿水），李少玲

電磁幅射對人有害已是事實，但在今天一人一手機的現况下，
如何將其危害減到最低？多年前在Club O認識環保酵素，當時

坊間有種說法~酵素救地
球！經多年體驗，發覺此
話不虛，近年更發現其更
有防幅射效能……同時邀
請一位得老闆支持，在工
職場上致力善用酵素的朋
友同大家分享！

 

●● 	常用保健湯水介紹   10月29日 
 主講：胡淑怡（中醫師）

只要素食便能得健康？非也，
素食要食得健康， 並不是隨便
燙青菜煮麵便可以養生延年。

食物必須相配， 才能起到相
互加強或輔助的功效。而五味
亦各有其功， 五味調和，才
能達至成人健康長壽， 小孩健
康成長。
我們不必要天天食藥，卻必須
每日吃食物茁壯成長， 趁著這
個秋季，和大家分享一下秋季
養生之道， 介紹秋天常用的湯
水， “使秋氣清， 此秋氣之應 
、養收之道也。 ”順應四時調
理身心，令大家無懼乾燥的季
節， 皮膚不再乾燥， 又可以
嚐到潤肺止咳、美肌， 強壯筋
骨的湯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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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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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8:30
(P.6,B室)
GLB08	綜合式訓練
健體課程(動物仔)

晚上7:30-8:30
(P.6,B室)
GLB08	綜合式訓練
健體課程(動物仔)

晚上7:30-8:30
(P.6,B室)
GLB08	綜合式訓練
健體課程(動物仔)

晚上7:15-9:15	(P.7-8)
《心靈視覺藝術》
欣賞與創作及自我提
升工作坊(吳卓明)

晚上7:30-8:30
(P.6,B室)
GLB08	綜合式訓練
健體課程(動物仔)

下午3:00-4:30	(P.19)
道家養生功
練習工作坊	(李踐生)

下午3:00-4:30	(P.19)
道家養生功練習工作
坊(李踐生)

晚上7:15-9:15	(P.7-8)
《心靈視覺藝術》
欣賞與創作及自我提
升工作坊(吳卓明)

下午3:00-4:30	(P.19)
道家養生功練習工作
坊(李踐生)

晚上7:00-9:00	(P.7-8)
細嚐純素咖啡
(Andrew	Sit)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8:30(P.12,B室)
心理/關係輔導
(Natalie	Wong)
晚上6:30-7:30	(P.11)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8:45	(P.14)
愛笑瑜珈療癒夜
(余狄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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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	(P.11)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8:45	(P.14)
妙哉靜心•轉化人生
(胡錦文)

上午10:00-下午1:00	
(P.12,B室)	
能量療癒義診
(蔡頴輝)

中午12:00-4:00
(P.7-8)
排毒體檢一剔過
(小蕎子)

下午4:00-6:00
(P.12)
「多元能量療法」
治療班

上午10:00	(P.19)
九龍公園
六字訣及道家養生功
(李踐生師傅)

下午12:30-3:00
盡素心中情，怎少得
您”特別版私房宴
*(只供第五屆21天
健康挑戰的參加者
參與)

(中秋佳節，一家團圓。
Club	O店及Club	O辦事
處將營業至下午5時；
療癒課、來Club	O禪食
及週四療癒夜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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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7:30-8:45	(P.14)
觸身觸心的修煉
(孔慶玲)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9:00(P.6)
禪食靜宴－泰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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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3:00-4: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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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之旅(區仕美、陳慧敏)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斷食是甚麼？
果食又如何？(李宇銘博士、Grace	Wong)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
下午2:45-4:30(P.6,B室)	「愛創造，愛分享，
純素摩卡心太軟冰皮月餅示範」(Grace	Wong)
下午3:00-4: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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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養生功之探討2	(李踐生)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動物仔健康生活心得(程沛生)

中秋果斷賞月營(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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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3:00-4: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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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飯水分離體驗」
簡介會(陳昭川、李炎芳)
晚上6:00-7:00(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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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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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05-04	常見
都市病的飲食預防工作坊(鄭浩光)
下午4:00-5:30(P.15)
家族業力的治療(賴柏諭博士)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新砭石療法講座(陳啟源)

中秋果斷賞月營
(P.5-6)
上午10:00	(P.19)
大埔墟站新達廣場出口
大埔遊市郊
(謝冠東)

下午	2:00-4:00
(P.6,B室)
體能你要知(程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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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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2:30-2:00	(P.12)
自在茹素

晚上7:15-9:15	(P.19)
健美瘦身瑜珈班
(王玉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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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00	(P.12)
惹味泰菜生食篇
(Peggy	Tsang)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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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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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0:00-下午4:00
素食嘉年華
(歡迎到Club	O索取
入場劵，派完即止)

(Club	O店及辦事處
休息)

下午2:00-4:00
(P.6)
「泰美味」工作坊
(Grac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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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8:30
(P.6,B室)
GLB08	綜合式訓練
健體課程	(動物仔)

晚上7:15-9:15	(P.7-8)
解密《心靈視覺藝
術》的力量工作坊
(吳卓明)

晚上7:30-8:30
(P.6,B室)
GLB08	綜合式訓練
健體課程	(動物仔)

晚上7:00-9:30	(P.7-8)
21日飯水分離體驗
(香港飯分團隊)

晚上7:30-8:30
(P.6,B室)
GLB08	綜合式訓練
健體課程	(動物仔)

晚上7:00-9:30	(P.7-8)
21日飯水分離體驗
(香港飯分團隊)
晚上7:30-8:30	(P.6,B室)
GLB08	綜合式訓練健
體課程	(動物仔)

晚上7:00-9:30	(P.7-8)
21日飯水分離體驗
(香港飯分團隊)

下午3:00-4:30	
(P.19)
道家養生功練習工
作坊	(李踐生)

晚上7:00-8:45
(P.7-8)
實用砭石療法班
(陳啟源)

下午3:00-4:30	
(P.19)
道家養生功練習工
作坊	(李踐生)

晚上7:00-8:45
(P.7-8)
實用砭石療法班
(陳啟源)

下午3:00-4:30	
(P.19)
道家養生功練習工
作坊	(李踐生)

晚上7:00-8:45
(P.7-8)
實用砭石療法班
(陳啟源)

下午3:00-4:30	(P.19)
道家養生功練習工作坊	
(李踐生)
晚上7:00-8:45	(P.7-8)
實用砭石療法班	(陳啟源)

下午3:00-4:30	(P.19)
道家養生功練習工作坊	
(李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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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7:30-8:45	(P.14)
李大夫與你講健康
(李宇銘)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8:30(P.12,B室)
心理/關係輔導
(Natalie	Wong)
晚上6:30-7:30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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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7:30(P.11)
來Club	O禪食

晚上7:30-8:45	(P.14)
療癒同修大匯聚

下午4:30-6:00	(P.12)	
療癒課	(Club	O療癒師)

晚上6:30-9:00(P.12)
生素飲食與敏感症狀
(Wings	Lam)

下午2:00-6:00(P.7-8)
《心靈視覺藝術》
欣賞與創作及自我提
升工作坊(吳卓明)

下午4:00-6:00	(P.12)
「多元能量療法」
治療班

上午10:00(P.19)
九龍公園
瑜伽關節操及八段錦
(湛燕歡、黃美冠)

下午2:00-4:00(P.6)
「攪餃震」工作坊
(Grace	Wong)

下午2:00-4:00(P.6)	
「唔係瓜」工作坊(Grace	Wong)

上午9:30(P.19)	荃灣西鐵站	
D出口		川龍至雷公田
(甘灌康，歐振宗，陳廣財)
上午10:00-下午1:00	(P.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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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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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的啓示(司徒素雪)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正念素食•康健身心
(Len	Chui、Edith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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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3:00-4: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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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蛋奶(香港素食會執委)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生命回顧之旅(李海燕)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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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B04	深層潔淨工作坊(鄭浩光)
下午4:00-5:30(P.15)
夢境治療與睡眠失調(Donna	Wong)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酵素救地球(劉麗萍、李少玲)

午間1:30-2:30(P.11)	來Club	O禪食
下午3:00-4: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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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冬「不時不吃」@港嘢(麥浩盈)
晚上6:00-7:00(P.11)	來Club	O禪食(廖崇興)
晚上7:00-8:45(P.16)
常用保健湯水介紹(胡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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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2:30-2:00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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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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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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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3:00-4: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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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而知之謂之神——中醫面色診法示範(李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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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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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一點運動心得，我是一位熱愛運動者，平均每星期會有	4	至	5天進行每天一小時運動。這習慣維持了超過	10	年，成
為了我生命的一部份。

記得幾年前有一段時間因意外令關節受傷，我必須完全停止運動讓關節復原。我還深深記得當時的感覺，停止運動的首個
星期，能量輸出減少，使我食慾漸漸不振；再過一星期，走路氣力有點比受傷之前力有不足，而且肌量減少了，睡眠質素也受
到影響；每天穿起衣服上街，又感到好像身形沒之前那麼健美，對自己缺乏信心，停止運動對我的心理造成了極大壓力。

經過整整一個月時間的充份休息，傷患終於順利痊癒了。當我再次進行我喜愛的健美運動一星期後，以上問題亦完全消失。

從以上經驗中，我體驗到，運動有助加速新陳代謝、助長食慾；因運動消耗大量體力，疲累身體需要休息，睡眠質素也會較
好；體形改善了使自己更有自信，經過運動令意志力更集中。當有時日常生活或工作上感到有點壓力，我會把壓力抒發在運
動上，往往運動後，壓力大部份會得到消除。

所以大家宜保持適量運動習慣，定能有助減低生活的壓力。像許多動物，有空間運動釋放減壓
一下，才能健康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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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壓運動，運動減壓
識適
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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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遊市郊

週日九龍公園義教

川龍至雷公田

道家養生功練習工作坊

行程：大埔墟站→泮涌→馬窩→環迴公路

→半春園→蓮開亭→蓮澳→田寮下古道→

田寮下竹林→新塘

● 領隊：謝冠東

● 日期：9月16日（週五，中秋翌日假期）

●  集合：早上10:00 大埔墟站新達廣場出口

●  長度：3小時，5公里

●  難度：2.5/6

●  裝備：水（1.2升）、小吃、傘

註1：行有餘慶，於林村乘64K往元朗大力素食

用膳。

註2：有雨取消，微雨改道。

註3：田寮下古道其中需要跨澗，或須少量涉水，

可帶備後備襪替換。古道部分路段草密，可穿長袖防刮。若不走此段深

山古道，可於半春園沿車路返大埔巿區，長度減1公里，難度降為1.5分。

行程：荃灣西鐵站D出口乘搭 51號線巴士前往川龍，下車後沿山路

上山步行7公里後抵達雷公田。

● 領隊：甘灌康，歐振宗，陳廣財

●  日期：10月30日(週日)

●  集合：早上9:30荃灣西鐵站 D出口

●  長度：全程約4小時，約7公里。

●  難度：2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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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道家無諍和諧的思想，指引人可健康、活潑、自由地盡天年。通
過一套動靜相兼的活動使肢體運轉柔軟，令臟腑運作正常，調節內
分泌機能，進而感應道家精神世界，天地萬物本無人為界線。從根
源性提升我們身心的質素，激發內在潛能，發現我們的心靈都有智
慧與慈悲的存在。

內容：A) 十二式動功    B) 頭面部穴位按摩    C) 靜坐

● 導師：李踐生（Club O道家養生功導師）

●  日期：9月14、21、28日；10月5、12、19、26日；

        11月2日（逢週三，共八堂）

●  時間：下午3:00 - 4:30

●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  收費：$720（會員$640）

素食健體教練	KK.	CHAN
R.O.	Vegan	Fitness	創辦人

香港素食會執行委員
《素食青年》義務素食健體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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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素食會執行委員素食運動視頻:		https://youtu.be/H_ufYzqRnIw



Club O店情報

美味的秘密
「美味」的基礎因素
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五味調和是「美味」的基礎。當食物進入口

腔，在咀嚼過程，不同的味道會刺激舌頭不同區域的味蕾，例如

舌根對苦味及鮮味敏感，舌頭對甜味敏感，對酸味及鹹味敏感的

區域在舌緣。口腔及舌的觸覺細胞會感受到食物的溫度、軟硬度、

新鮮度及其他食物特質。

事實上影響食物風味(Flavour)的主要因素來自口腔及鼻子所嗅到

的香味。不同的食物(如肉類、蔬菜、水果)，生的或烹調過的會散

發出多種不同刺激嗅覺的揮發性化學分子(Aroma Molecules)，例

如榴槤、菠蘿、士多啤梨、炒香的果仁、新鮮蔬菜、香草、香料等都

有不同的香味分子。原來一杯香濃的咖啡，它散發出的香氣分子

有一千種。如果你揑著鼻子，嚐一口咖啡，你只會嚐到苦味。因為

嗅覺收不到誘人的咖啡香味。

我們烹調時，會常用傳統的食物配搭(Food Pairing)，例如羅勒和

蕃茄、士多啤梨和朱古力。近年科學研究顯示如果兩種食物十分

配搭，往往因為兩種食物都擁有一些相同的香氣分子，所以能夠

產生融洽的味道。

如何在烹調時增添「美味」
學識酸甜苦辣咸的配搭，對增添美味非常重要。味道可分五大

類：酸、甜、苦、辣、咸。在食物調味時，不同味道食材/調味料的

加添往往會影響另一種味道的強弱，產生其味道明顯減弱或增

強的現象。例如：

甲、添加少量食鹽可使甜味食物的甜味增加

 •	吃西瓜時灑少許幼鹽粉

 • 將菠蘿片泡鹽水數分鐘，瀝乾

更滋味

 • 做蛋糕時，加幼鹽一小撮以添

加甜品的風味

乙、添加少量豉油或鹽/少量糖可使

					酸味食物的酸味減少

 • 煮蕃茄醬或汁時，加少許豉油、

少許糖，酸甜恰度有助提高鮮

味

 • 南瓜偏甜和酸性蕃茄同煮很配

合

丙、添加糖可使苦味食物的苦味減少

 • 煮苦瓜時可加少許糖以減低苦味

 • 一般人喜歡加添蔗糖入略帶苦味的咖啡

 • 煮芥菜湯時可加入甜味的番薯以中和其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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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酸甜苦辣咸五味泡製出千變萬化的「美味」食物，可以是一

種藝術，通過練習而成的技巧，也是一門科學，可以學習其背後

的物理現象及化學變化。就讓我們一起探討所謂「美味」受什

麼因素影响，以及如何能夠把許多不同味道、香氣、顏色的食

材配搭得宜，帶出食材的鮮味及原味，更融薈成一道美味佳餚。

外在因素對「美味」的影響
當美食紛陳的時候，我們會用五感(視覺、味覺、聽覺、嗅覺、觸

覺)去接收食物的色香味刺激，留意其外觀、形狀、擺設、色澤是

否吸引，味道是否調和，食物溫度、香味、口感/咬感、鑊氣聲等

是否引起食慾或符合個人口味。除了食物味道及上述組成食物

風味的因素外，原來食物是否美味與個人的文化背景、社會環

境、地方出產的食材、個人成長時的飲食習慣，以及個人對健康

飲食的概念息息相關。

如果你喜歡吃咖喱，你喜歡吃的是印度咖喱、泰國咖喱，日本咖

喱，還是自家調製的咖喱？咖喱起源於印度，是以薑黃為主料，另

加多種香辛料配製而成的食物調味料，用這香辛料做的醬汁，不但

令食物的色香味大增，也能促進胃酸分泌，令人胃口大增。咖喱傳

播至世界各地，但咖喱吃法各地不同，例如印度咖喱辣度強烈兼

濃郁，用多種香料調配而成，常配上酸乳略來減輕辣味；泰國的咖

喱加入椰漿來減低辣味和增強香味，也加入了泰國料理常用的香

茅、魚露、月桂葉、芫茜、青檸等材料；日本咖喱一般不太辣，香料

味較溫和，因為加入了濃郁果泥所以味道較甜。這樣看來，不同文

化對烹調何謂「美味」咖喱都有不同的看法。

移居外地的中國人都喜歡到唐人區上館子吃中國菜、點心或到店

鋪買菠蘿包、合桃酥等傳統包點，買煮中國菜的食材及調味料回

家煮家鄉菜。不為什麼，家鄉的味道、兒時吃的零食、媽媽的菜

式，永遠是令人最懷念的味道！過時過節大家吃傳統食物，因為

這是代代相傳廚藝所製成食物的味道，況且不少食物帶有平安、

吉祥、團圓等令人心安的含意。

隨著時代的變遷、中西文化

交流、物流暢旺、資訊發達

以及人們對健康或潮流觀

念的轉變、Fusion 食物、異

國料理已大行其道，所以所

謂「美味」食物，會受很多人

心理或生理因素影響，例如

餐廳的環境裝修、進食的氛圍、食物的質素及價格、個人的健康

狀況、空腹度、心情或喜好等等因素。

除了上述因素外，決定食物是否「美味」，當然還有五感所收到的

刺激，包括五味食物對味覺的刺激。



丁、添加糖可使酸味食物的酸味減少

 • 醃青梅子時，加冰糖可減少梅子的酸味

 • 調配酸甜醬汁時加入適量的糖水以中和酸度

戊、添加酸味在甜味的食物中，酸甜恰度更有風味

 • 煮或蒸熟南瓜後，加少許檸檬汁、少許鹽，更能帶出南瓜

的甜味，亦更醒胃。

受歡迎的辣味、鮮味
從科學角度來說，「辣」並不是一種味道，而是辛辣食物(如辣椒、

胡椒、芥末)入口時，舌、口腔和鼻黏膜感受到一種燒灼、痛感。所

謂麻辣就是基本味覺、嗅覺、麻感等感受混雜的味道，適度的辣味

給人緊張感，可促進食慾。

喜歡酸辣湯，因為是色香味豐富的食物，看到多顏色的多食材，嗅

到香茅、檸檬汁等的清香，再加上配搭得宜的口感，酸、辣等味道

刺激，使人胃口大開。

素薑醋廣受歡迎，因它是酸、甜、辣、咸四味紛陳的食物，豐富的

味覺刺激外，還有辣香撲鼻，非常醒胃，令人食慾大增。

食物的鮮味可以有兩種含義：

甲、新鮮食物所含的鮮味

所謂「樹上熟」的果實最甜，成熟果實的平均糖分含量佔重量的

10-15%，果實中的有機酸會積厚在細胞中的液泡裏。多數的蔬

菜也含適量的糖和酸，而這些在收成之後，很快就被植物細胞耗

光，所以越新鮮摘採的風味一定比店的更飽滿，營養更豐富。超

市中的蔬果往往已採收了好幾天甚至好幾週呢！

所以要留住蔬果的鮮味和營養，必須盡可能採用新鮮食材入饌。

研究顯示，粟米和豌豆在幾小時內就會失去半數糖份(有些轉變為

澱粉，有些則成為自身的維生能量)，儲存過久的豆角或豆莢會木

質纖維化，變得老靭難嚼。不論是生吃或熟吃蔬果，盡量不買預

早切好的農產品。因為預

先切好的蔬果平常受到保

護，切開後其內裏部分暴

露在外，所以切割受損的

蔬果不單養分減少，也容

易變質及腐壞。

乙、鮮味的物質

日本人為五味添加一種味道稱為「鮮味」，這鮮味的化學成分存

在海鮮、肉類、蔬類、海藻、豆類等食物中，富含蛋白質的食物其

鮮味來自某些胺基酸(如麩胺酸、天門冬胺酸)。海藻多半帶有濃

烈的甘味，散發出芬芳清香，昆布富含鮮美的礦物質和胺基酸，

所以成為了日式高湯的主要材料。菇蕈類含濃郁的香味為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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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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食品簡介、健康諮詢等，更為大家解答茹
素疑問，改善健康。

已舉辦了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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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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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風是否可以進食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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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該月的日期。

產品誠摯推薦：
味醂
用蒸熟的糯米、米麴、米酒發酵造
成的甜酒，可長期存放，越陳越甘
甜，可直接飲或做調味料。   

富士純米醋
採用日本沿用多年的靜置發酵法、
越光米及五百萬石米所造的麴菌，
所釀成的醋。

有機紅麴油膏
以生機黃豆、糯米及天然紅麴素製
成的優質生機素食醬油，不含人造
色素或防劑。天然紅麴素來自紅麴
米，能調節脂肪代謝，預防心血管
病，能降低血脂。

有機黑豆蔭油膏
用有機黑豆及麴菌一起發酵，慢慢
把黑豆裏的營養及精華激發出來，
成為濃醇的黑豆汁調味料。

小麥胚芽

菜餚增色，它的濃郁滋味來自高含量的游胺基酸，包括麩胺酸及

增味劑苷單磷酸；香菇獨特的香氣來自香菇香精，香菇及牛肝菌

菇在乾燥過程中，酵素活性提升，促使胺基酸與糖類產生褐變

反應，所以烹調後比新鮮菇更富滋味。

廚師深明美味的秘密，他會採用新鮮及鮮味食材，注重食物的配

搭，運用各式香料及香草或調味料，提升食材的味道。注重食物的

賣相，充滿創意和愛心的烹調者就是美味食物的魔法師。

圖片來源: https://pixabay.com/ 免費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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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始發售有機新鮮蔬果等農產品，歡迎參觀選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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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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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南島老鹽
*		天然粗／幼海鹽
*		健康竹鹽
*		天然豉油
*		原味醬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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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機純素潤唇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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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然香氛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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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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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機黑豆紅麴油膏
*		柚子醬油
*		米糠油
*		味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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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然無糖芝麻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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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機巴西果仁
*		有機無蛋奶椰子曲奇
*		海苔杏仁薄燒
*		山核桃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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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醫時令湯包／茶包
*		有機原味／朱古力味／
			杏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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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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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	O	店為嚮往綠色生活的朋友準備了：

22

主糧

給你全家人每天的養份和生命力
*		養生竹葉飯(營養八寶竹葉飯、
			淮山七式竹葉飯)	+	
*		有機糙米/紅米/黑米粉
*		有機糙米米粉(原味/南瓜味)
*		有機藜麥通粉
*		養生十穀米
*		有機泰國糙米
*		有機發芽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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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穀粉+
*		有機紅腰豆
*		有機鷄心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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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機薑蓉
*		有機黑豆蔭油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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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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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布街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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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需要 您的捐款

我們提供有機蔬果的禪食、身心靈講座等，全都是免費讓所有人可參加，

只可惜在物價指數持續高昇的香港，實在舉步維艱。

您願意捐款支持身心靈活動繼續免費舉行，

讓每個人都得著健康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