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通訊 2018年1-2月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 Club O是一群有心人
為香港市民創立了一個充滿生命力洋溢著溫馨的小園地，
傳揚慈悲的訊息互助互勉過簡樸而優悠的生活。

Club O的理念：自然、自在、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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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及六延長至晚上8時 (逢星期一休息)

電話: (852) 2619 0000     Whatsapp: (852) 6773 6361
電郵: info@club-o.org     Facebook Group: Club O
傳真: (852) 2619 0600     網址: www.club-o.org 

Club O的理念：自然、自在、自足

綠色生活
教育基金
Club O

Club O G, H室將於3月1至31日進行翻新工程，配合集中素食廚藝的發展方向。
工程期間Club O店將如常營業，請繼續多多支持。

Club O需要大家的支持，歡迎愛心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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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 O G, H室將於3月1至31日進行翻新工程，配合集中素食廚藝的發展方向。
工程期間Club O店將如常營業，請繼續多多支持。

Club O需要大家的支持，歡迎愛心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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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Club O（簡稱綠生
基）踏入第13個年頭，這些年在綠色
生活的推廣探索，讓我們逐步凝聚共
識，找到自己的優勢領域。不少人也
知道，我們的前身組織是在1995年成
立的「香港素食學會」，而為了更全面
的推動素食，吸引大眾來體驗素食的好
處，到了2004年，我們結束了香港素
食學會的工作，成立了現在的綠生基，
建立Club O綠色生活平台，讓更多各
路朋友來體驗素食、綠色生活的好處。

我們明白推廣素食，並非只是吃這麼簡
單，吃素的過程中，整個人的身心靈也
會變化，會希望過更符合自然的綠色生
活，因此我們的組織，就是希望幫助人
們實踐整全的綠色人生。

近年香港的素食文化有了很大的轉變，
普遍人也覺得素食是健康、潮流、時
尚，有見及此，我們希望更加努力，
專注在推廣素食的工作上。

從2018年開始，本會將會迎來新的變
革，我們會集中力量推廣素食，凝聚本
會一眾廚藝志工的力量，推出更多綠色
飲食活動，如星期四的「自在蔬食」及
星期六的「廚藝工作坊」，透過精美的
素食菜式，讓大家體驗到素食之美；也

會推出「素食廚藝證書課程」，讓素食
「入屋」，進入更多家庭之中。新一期
的會訊，我們又以新的形式展示，活動
的詳細介紹將會在我們的網頁上刊載，
也會透過電郵發出電子會訊給各位會員
友好。記得密切留意我們的動態，一起
來過更健康的人生！

主席李宇銘

李大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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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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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Club O店及
辦事處休息)

晚上7:00-8:45 
武當太乙
五行莊班

晚上7:30-9:00 
道家養生功練
習工作坊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印度菜】

晚上8:00-9:00
妙哉靜心‧
轉化人生

晚上7:15-9:15
健美瘦身
瑜伽班

上午11:00-下午3:00 
廚藝工作坊 - 農曆新
年傳統年菜
下午3:30-5:30
《畜牧業的陰謀》
紀錄片放映會
晚上6:00-7:00
來ClubO禪食
晚上7:15-8:45
愛心圈：收放溫柔的
生命力

晚上7:00-9:00 
健美瘦身
瑜珈班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9:00 
健美瘦身
瑜珈班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9:00 
健美瘦身
瑜珈班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9:00 
健美瘦身
瑜珈班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8:45 
武當太乙
五行莊班

晚上7:00-8:45 
武當太乙
五行莊班

下午2:30-3:30 
「源氣」晶礦
石 治療班

下午4:00-6:00 
「多元能量療法
」 治療班

上午11:00-下午2:00
日本新年《正
月料理》
（上午班）

下午3:00-6:00
日本新年《正
月料理》
（下午班）

行山－上午9:30
東涌鐵路站B
出口
廣場集合
（貝澳至梅窩）

下午4:00-6:00
Kit 姨姨教您摺
賀年小狗

晚上7:00-8:45 
武當太乙
五行莊班

晚上7:00-8:45 
武當太乙
五行莊班

晚上7:30-9:00 
道家養生功練
習工作坊

晚上7:30-9:00 
道家養生功練
習工作坊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冬日滋潤養
生餐】

晚上8:00-9:00
愛笑瑜伽
療癒夜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西式風情夜】

晚上8:00-9:00
療癒同修淨心
靈 (Club O療
癒師)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日
式野菜料理】

晚上8:00-9:00
療癒同修淨
心靈

晚上7:15-9:15
健美瘦身
瑜珈班

晚上7:15-9:15
健美瘦身
瑜珈班

晚上7:15-9:15
健美瘦身
瑜珈班

上午11:00-下午3:00
蔬食初哥日本
料理入門
下午3:30-5:30周兆
祥青春活力70歲
晚上6:00-7:00
來ClubO禪食
晚上7:15-8:45
【一心 靜下來】

上午11:00-下午3:00
面部污垢大掃除
工作坊
下午3:15- 4:45  
預防及改善痛風、
關節炎工作坊
下午3:30-5:30
【扶陽辟穀斷食講座】
晚上6:00-7:00
來ClubO禪食
晚上7:15-8:45
悠閒輕鬆綠色音樂會

上午11:00-下午3:00
排毒修身瑜伽飲食工作坊
下午3:00- 4:30
食得健康之五行吉祥麵篇
下午3:15- 4:45  
常見都市病的飲食及
生活模式預防工作坊
晚上6:00-7:00
來ClubO禪食
晚上7:15-8:45
【從靜坐中發展對生
命的熱情】

1、2月活動簡介
課程詳細資料可於Club O網頁查閱，假期、地點參閱活動時間表，收費活動請最少兩日前致電Club O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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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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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樂活博覽及亞
洲素食展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地
中海菜】

晚上8:00-9:00
療癒同修淨
心靈

樂活博覽及亞
洲素食展

晚上7:15-9:15
健美瘦身
瑜珈班

上午11:00-下午
3:00廚藝工作坊-
古法茶果、煎堆

晚上6:00-7:00來
ClubO禪食

晚上7:15-8:45
愛心圈：收放溫
柔的生命力

晚上7:00-9:00 
健美瘦身
瑜珈班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9:00 
健美瘦身
瑜珈班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農曆新年休息
(年初四)

晚上7:00-9:00 
健美瘦身
瑜珈班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晚上7:00-8:45
武當太乙
五行莊班

晚上7:00-8:45 
武當太乙
五行莊班

下午2:00-4:30 
GLB03-01
運動基本法 1
擊退痛症
工作坊

農曆新年休息
(年初三)

行山－上午9:30
大埔墟火車站
外新達廣場梯
口集合（大尾
督新娘潭）

下午2:30-4:30
Club O新春
團拜

農曆新年休息
(年初五)

農曆新年休息
(年初六)

晚上7:00-8:45 
武當太乙
五行莊班

年廿九。Club 
O 店及辦事處
營業至下5時，
道家養生功練
習工作坊將暫
停一次，敬請
留意。

晚上7:30-9:00 
道家養生功練
習工作坊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古早味年菜】

晚上8:00-9:00
療癒同修淨
心靈

農曆新年休息
(年三十)

晚上初七啟市
 （Club O店及
辦事處照常營
業）

自在蔬食及晚
上活動將暫停
一次

晚上7:15-9:15
健美瘦身
瑜珈班

農曆新年休息
(年初一)

上午11:00-下午3:00
廚藝工作坊（二）
-賀年菜式

晚上6:00-7:00來
ClubO禪食

農曆新年休息
(年初二)

晚上6:00-7:00
來ClubO禪食

晚上7:15-8:45
李宇銘博士【中
醫怎樣看排毒反
應？】

節日辦公時間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辦事處及
Club O店於下列日期的辦公時間為：
2月15日（週四，年三十）至 2月21日（週三，年初六），春節休息

2月22日（週四，年初七）起照常營業

祝大家新年進步，活出更綠色的2018！

1、2月活動簡介
課程詳細資料可於Club O網頁查閱，假期、地點參閱活動時間表，收費活動請最少兩日前致電Club O報名。



‧ 自在蔬食
 誠邀大家來Club O慢活品嚐上盛蔬食，每星
期有不同主題的美食，並可學習食材的烹調
及營養知識，然後與Club O療癒師一起做靜
心練習，享受一個沒有壓力的晚上。

 時間：星期四   晚上 6:30 - 8:00
 　　　歡迎於致電訂座時查詢菜單

 菜式：
 1月4日 - 印度菜，由曾任印度素食餐廳主廚
的Anna purna主理。

 收費：$128 (會員$115)

 1月11日 - 冬日滋潤養生餐，由Club O資深烹
飪導師鳳梅及Ella主理。

 收費：$128 (會員$115)

 1月18日 - 西式風情夜，由熱衷研究西菜的烹
飪導師Bonnie主理。

 收費：$168 (會員$150)

 1月25日 - 日本野菜料理，由日本家庭料理導
師何穎怡 (岸本太太) 主理。

 收費：$168 (會員$150)

 2月1日 -地中海菜，由移民西班牙的廚師Tom
主理。

 收費：$168 (會員$150)

 2月8日 - 古早味年菜，由Club O總廚Daisy主
理。

 收費：$168 (會員$150)

‧ 廚藝 / 美容工作坊
 四至六人一組，一起烹飪一起享用。

 農曆新年傳統年菜工作坊(一)
 課堂內容：蓮藕燜冬菇、黃耳做法。分享燜
冬菇技巧，如何令冬菇發揮香味，一起動手
體驗。

 上課時間：1月6日（星期六）
 �����上午11:00-下午3:00
 導師：Club O總廚 Daisy
 收費：$380 (會員$342)

‧ 蔬食初哥日本料理班
 教煮一汁三菜，並講解野菜分類、清洗、
保存方法，一週野菜購買清單，如何選擇當
造野菜。

 導師：日本家庭料理導師岸本太太
 上課時間：1月13日（星期六）
 �����上午11:00-下午3:00
 費用：$480 (會員$460)  請參加者自攜環保
膠盒及餐具。

‧ 面部污垢大掃除工作坊 
 本地有機護膚品牌Kimature創辦人教大家面
部深層清潔妙法，上課後將享受美白養顏午
餐。

 上課時間：1月20日（星期六）
 �����上午11:00-下午3:00
 費用：$150 (會員$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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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飲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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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毒修身瑜伽飲食工作坊
 農曆年快到，想以最佳狀態係新年示
人？瑜伽導師小平教大家重點排毒及修
身式子，瑜伽過後會有按瑜伽飲食法設
計的健康排毒午餐，並分享瑜伽飲食心
得及排肝毒方法。

 上課時間：1月27日（星期六）
 �����上午11:00-下午3:00
 費用：非會員$349 ;  會員$314
 註：* 課前最少2小時不進食，當日早餐宜輕食

����  (如粥或生果)

 ��* 穿著有彈性衣服，準備外套保暖，

����  小毛巾於休息時掩蓋眼睛

‧ 日本新年 之「正月料理」工作坊
 日本人新年首3天，一家人會一同享
受「正月料理」，這就是日本的過年
菜。

 導師：日本家庭料理導師岸本太太
 日期：1月21日  （星期日）
 時間：上午班 (包午餐) 
 　　　上午11:00-下午2:00
     　　　下午班 (包晚餐)  下午3:00-6:00
 費用：上下午班各$580 (會員$550) ，
 ���兩班所授內容不一樣。
 請參加者自攜約15x15cm正方形餐盒。

‧ 古法茶果、煎堆工作坊
 遵循古法製作茶果、煎堆，用米糠油
炸煎堆，避免街外千年油，成品可取回
家，請自攜盒。

 導師：曾任寺院主廚的May姐
 上課時間：2月3日（星期六）
 �����上午11:00-下午3:00
 費用：非會員$349 ;  會員$314

‧ 農曆新年傳統年菜工作坊(二)
 教你使用鮮猴頭菇、白雲卷、腐皮及支
竹等常用素食材料製作精緻賀年美食。

 上課時間：2月10日（星期六）
 �����上午11:00- 3:00
 導師：Club O總廚 Daisy
 收費：$380 (會員$342)

‧ 食得健康之五行吉祥麵篇
 日期：1月27日
 時間：下午3:00-4:00  (B室)
 導師：阿青    名額：15人
 收費：$20 (活動後可即日作 Club O店
現金券之用)

【綠色飲食篇】



‧ 青春活力70歲  - 7要7不要的奇蹟
 Club O創會主席周兆祥博士回來和大
家慶祝他的70大壽，分享「深層綠色人
生」的秘訣。

 日期：1月13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30-5:30
 費用：$268（捐款）當場收入扣除開
支，全數捐贈自然學校做家長教師綠色
培育經費。

‧ 一心 靜下來
 這個晚上，可凡帶大家經歷一個感官豐
富的旅程。首先用太極練習讓身體鬆一
鬆，然後打開個心，進入「心的神聖空
間」。最後，她會分享念心像術 (Heart 
imagery) 的一些練習，啟動大家身心的
自我療癒能力。

 導師：周可凡—臼井靈氣的第八代傳
人、導演、表演者、太極教師。

 日期：1月13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 7:15-8:45

‧ 健美秀身瑜伽班
 A班 導師：李玉芳 星期一晚上7:00-9:00     
 B班 導師：王玉珍 星期五晚上 7:15-9:15
 費用：每月3堂：$330 (會員$300)
 　　　4堂：$440 (會員$400)
 　　　5堂：$550 (會員$500)
 　　　試堂：$120 (會員$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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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加強篇】 ‧ 武當太乙五行莊班
 導師：鄧永強老師
 中華太極智慧學院副院長；香港首批
國家認証「辟穀指導師」；

 武當十五代弟子「理康」；香港首位
此功法合格導師；資深的智能氣功及
辟穀實踐者。

 上課時間：星期二 19:00-20:45 共計8堂。
 （1月2,9,16,23,30  2月6,13,27日）
 課程費用：$1600 (會員$1440)

‧ 道家養生功
 通過一套動靜相兼的活動使肢體運轉柔
軟，臟腑運作正常。

 導師：李踐生
 上課時間：星期三  晚上7:30-9:00
 （1月3,17,31日  2月28日 共四堂）
 費用：$360 (會員$320)

‧《畜牧業的陰謀》(Cowspiracy)
 紀錄片放映會
 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重，然而，我們仍
不時聽到一些似是疑非的論調，質疑少
吃肉和素食對緩減氣候變化的幫助。這
部紀錄片訪問了具代表性人士，述說現
今畜牧業對地球環境的重大影響。

 日期︰2018年1月6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3:30至5:30 
 主持︰香港素食會常委張文敏
 費用全免，無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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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加強篇】

‧ 扶陽辟穀斷食講座
 日期：1月2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00 - 5:30
 主持：陳昭川老師（羽田老師）  
 內容：斷食，就是斷了食物？讓腦內
得以重組，重建價值觀。難得的好機
會，一起來互相學習，分享。 

‧ 鄭浩光營養師的工作坊
 1. 預防及改善痛風、關節炎工作坊
 認識血液中尿酸值及導致痛風發作的關
鍵，從而了解要改善痛風，不可單靠減
少吃高嘌呤食物。認識痛風與關節炎的
分別，介紹改善關節炎的飲食方法、預
防及改善尿酸結晶的方法。

 日期：1月2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15 - 4:45
 收費：$50 (會員 $45)  
 註：綠色人生證書課程非必修科 - 2學分

 2. 常見都市病的飲食及
     生活模式預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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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月27日 (週六)
 時間：下午3:15 - 4:45
 收費：$50 (會員 $45)  
 註：綠色人生證書課程非必修科 - 2學分

 3. 運動基本法 1 – 擊退痛症工作坊
 工作坊內容：
 ‧ 改善關節飲食及認識抗炎飲食
 ‧ 如何保持良好及改善姿勢，包括行、

站、坐、臥、下蹲、提取重物等姿勢。
 ‧ 教你做關節保健運動、強化軸心肌、

脊骨運動
 日期：2月4日 (週日)
 時間：下午2:00 - 4 :30
 收費：$100 (會員$90)     
 註：綠色人生證書課程必修科 - 2學分

‧ 中醫怎樣看排毒反應？
 排毒反應，是指身體在好轉、變得健康
的過程中卻反而出現不適，這常見於吃
素、食生，或者練習各種功法、運動的
過程。究竟如何辨別自己是否在「排
毒」？還是在生病惡化？

 導師：Club O主席李宇銘中醫學博士
 日期：2月24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15-8:45

‧ Club O及香港素食會將參展【樂
活博覽及亞洲素食展】     

 展覽日期：
 2018年2月1-2日（週四至週五）
 - 僅供業內人士免費入場參觀
 2018年2月3日（週六）
 - 公眾及業內人士參觀
 展覽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5F & 5G展覽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