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通訊 2018年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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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生活
教育基金
Clu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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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親子特別活動】

1）親子廚房
2）親子瑜珈
3）親子手作DIY

Club O的理念：自然、自在、自足

【暑期親子特別活動】
（第三頁）（第三頁）

1）親子廚房
2）親子瑜珈
3）親子手作DIY

【暑期親子特別活動】

活動推介
【蔬食入門烹飪班】工作坊（第三頁）【蔬食入門烹飪班】工作坊（第三頁）
純素綜合健體訓練班－純素教練團隊（第七頁）
"Alice in Ourland" 劇場表演（第七頁）
動物派對－Vegan Party（第七頁）

活動推介
內自醒身心排毒一天工作營（第五頁）內自醒身心排毒一天工作營（第五頁）內自醒身心排毒一天工作營（第五頁）內自醒身心排毒一天工作營（第五頁）
魚菜共生－懶人種植試範（第六頁）魚菜共生－懶人種植試範（第六頁）
【靚媽媽另類教育選擇】分享會（第六頁）
【中風自我療癒法】分享會（第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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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Club O好安排
活動舉辦地點 ‧紫色：Club O 會址G及H室 ‧藍色：Clu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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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下午1:30-3:30
關愛療癒課
(P.5)

晚上7:00-9:00
蔬食入門
烹飪班 (P.3)

晚上7:00-8:30
純素綜合
健體訓練班
（純素教練團隊） 
(P.7)

祝父親節快樂

上午11:00-2:00
意大利家庭菜 - 全蔬
食薄餅 （岸本太太)
(p.4)

上午10:00-下午1:00
能量療癒義診 (P.5)
(蔡穎輝醫師)
下午3:00-4:30
親子瑜珈班 (P.3)
（Vivian純素瑜珈導師）
晚上7:00-9:00
【動物音樂夜】
歌唱晚會 (P.7)
（香港素食會協辦）

下午2:00-4:00
【蔬乎里】
開幕禮
（只限受邀嘉
賓參加）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
泰式風格料理
(P.4)

晚上7:00-8:30 
療癒夜 (P.5)

下午1:30-3:30
關愛療癒課
(P.5)

晚上7:00-9:00
蔬食入門
烹飪班 (P.3)

晚上7:00-8:30
純素綜合
健體訓練班
（純素教練團隊） 
(P.7)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新派 Fusion夜 
(P.4)

晚上7:00-8:30 
療癒夜 (P.5)

下午1:30-3:30
關愛療癒課
(P.5)

晚上7:00-8:30
純素綜合
健體訓練班
（純素教練團隊） 
(P.7)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精緻韓食料理 
(P.4)

晚上7:00-8:30 
療癒夜 (P.5)

下午1:30-3:30
關愛療癒課
(P.5)

晚上7:00-8:30
純素綜合
健體訓練班
（純素教練團隊） 
(P.7)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西式創意私房
料理  (P.4)

晚上7:00-8:30 
療癒夜 (P.5)

晚上7:00-8:30 
療癒夜 (P.5)

下午12:30-2:30
有機共嚐 (P.4)
下午3:30-5:30 
【從智慧斷食中見証健
康奇蹟】分享會 (P.6)
（羽田老師）
晚上6:00-7:00 心食 (P.4)
晚上7:15-8:45
【走在向癒的路上】
新書簽名會、新書義賣 
(P.5) （李宇銘中醫師）

下午12:30-2:30
有機共嚐 (P.4)
下午3:30-5:30 
【愛吃，不愛肥。
好甜，不想病？」】
菜式示範和分享會 (P.6)
（純素媽媽Grace）
晚上6:00-7:00 心食 (P.4)
晚上7:15-8:45
素會義工聚會及迎新
會 (P.7)
（香港素食會協辦）

下午12:30-2:30
有機共嚐 (P.4)
下午3:00-4:30 
基礎素食營養學 1 
(P.6) (鄭浩光營養師)
晚上6:00-7:00 心食 (P.4)
晚上7:15-8:45
魚菜共生－懶人種植
試範 (P.6)
(張貴財和杜樹根先生)

下午12:30-2:30
有機共嚐 (P.4)
下午3:30-5:30 
認識【歸元內功】講座 
(P.6) (何文浩先生）
晚上6:00-7:00 心食 (P.4)
晚上7:15-8:45
【情緒減重，快速身心
排毒法】分享會 (P.5)
(翁麗芬及林文婷老師)

6月30日
下午12:30-2:30
有機共嚐 (P.4)
下午3:00-4:30 
靜心基本法 2－
靜心練習工作坊 (P.5)
(鄭浩光營養師)
晚上6:00-7:00 心食 (P.4)
晚上7:15-8:45
愛笑瑜珈 (P.5)
(Dick)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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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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Club O好安排
活動舉辦地點 ‧紫色：Club O 會址G及H室 ‧藍色：Clu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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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12:30-2:30
有機共嚐 (P.4)
下午3:00-4:30
靜心基本法 3－
靜心生活化工作坊 (P.5)
(鄭浩光營養師)
晚上6:00-7:00 心食 (P.4)
晚上8:00-9:00
"Alice in Ourland"
劇場表演 (P.7)
（Humane Theatre協辦）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Club O店及
辦事處 休息)

早上10:00-晚上5:00
內自醒身心排毒一
天工作營 (P.5)
(翁麗芬及、
林文婷及
李宇銘博士)

上午11:00-下午12:30
至營小廚師－親子廚房（二
）(P.3) （生機廚師兼資深幼
稚園導師－Sharon媽媽）
下午3:00-5:00
【自己油自己榨】(P.4)
示範工作坊
（養生達人Selina&Tobey）
晚上7:00-9:00
【動物派對】
Potluck Party (P.7)
（香港素食會協辦）

上午11:00-下午1:30
天然護膚飲食
工作坊 (P.4)
下午4:00-5:30
至營小廚師－親子
廚房（一） (P.3)
（生機廚師兼資深
幼稚園導師－
Sharon媽媽）

上午10:00-下午1:00
能量療癒義診(P.5)
(蔡穎輝醫師)
下午3:00-4:30
【時尚慢動養生法—
輕鬆簡單學氣功】講座 
(P.6) (Mandy教練）
晚上7:30-9:00
【與牠們對話】
動物體驗夜 (P.7)
（香港救救港豬協辦）

上午11:00-2:00
意大利家庭菜 – 
牛肝菌意大利飯 
(P.4)（岸本太太）
下午3:00-5:00
純素燕麥曲奇X
抹茶餅乾工作坊 
(P.4)（花花）

下午12:30-2:30
有機共嚐 (P.4)
下午3:30-5:30
【靚媽媽另類教育選
擇】分享會 (P.6)
（非常媽咪Tina）
晚上6:00-7:00 心食 (P.4)
晚上7:15-8:45
營養師的素食指引 (P.6)
（黃志榮營養師）

下午12:30-2:30
有機共嚐 (P.4)
下午3:00-4:30
基礎素食營養學 2 
(P.6) (鄭浩光營養師)
晚上6:00-7:00
心食 (P.4)
晚上7:15-8:45 
綠色音樂夜 (P.7)
(廖崇興及音樂知己)

下午12:30-2:30
有機共嚐 (P.4)
下午3:30-5:30 
【中風自我療癒法】分
享會 (P.6) （素食長跑手
－黃志君Andy）
晚上6:00-7:00
心食 (P.4)
晚上7:15-8:45
【終結畜牧業】分享會 
(P.7) （Jacy Reese）
（香港素食會協辦）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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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1:30-3:30
關愛療癒課
(P.5)

晚上7:00-8:30
純素綜合
健體訓練班
（純素教練團隊） 
(P.7)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清爽蔬果宴 
(P.4)

晚上7:00-8:30 
療癒夜 (P.5)

下午1:30-3:30
關愛療癒課
(P.5)

晚上7:00-8:30
純素綜合
健體訓練班
（純素教練團隊） 
(P.7)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
生素晚宴(P.4)

晚上7:00-8:30 
療癒夜 (P.5)

下午1:30-3:30
關愛療癒課
(P.5)

下午3:00-4:30
手作DIY
(可帶5-12歲兒
童參加) (P.3)

晚上7:00-8:30
純素綜合
健體訓練班
(P.7)

晚上6:30-8:00 
自在蔬食 －
巧手宴客料理
(P.4)

晚上7:00-8:30 
療癒夜 (P.5)

下午1:30-3:30
關愛療癒課
(P.5)

下午1:30-3:30
關愛療癒課
(P.5)

下午3:00-4:30
手作DIY
(可帶5-12歲兒
童參加) (P.3)

晚上7:00-8:30
純素綜合
健體訓練班
(P.7)

自在蔬食－香
草之夜 (P.4)

晚上7:00-8:30 
療癒夜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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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營小廚師－
 親子廚房（一）
 時間：7月 1日 (星期日)
  下午 4:00 - 5:30
 導師：Sharon媽媽 
  (生機廚師兼資深
  幼稚園導師)
 內容：1. 生機椰汁西米露+拉花
  2. 麻醬瓜麵
 費用：非會員 $218     會員 $198
 註：*費用包括一位成年人和一位5-12歲兒童
        *如多過一位兒童，則每位加收 $100

‧ 至營小廚師－親子廚房（二）
 時間：7月 8日 (星期日) 上午 11:00 - 下午12:30
 導師：Sharon媽媽 
   (生機廚師兼資深幼稚園導師)
 內容：1. 彩虹他他沙律
  2. 椰棗小食
 費用：非會員 $218     會員 $198
 註：*費用包括一位成年人和一位5-12歲兒童
        *如多過一位兒童，則每位加收 $100

‧ 親子瑜珈班
 親子瑜珈班是一個健康的親子
或家庭活動，藉著家長與子女
一起學習瑜珈動作，帶動親子
間的瞭解、互愛及和諧的關係。 

 時間：6月 24日 (星期日)
  下午 3:00 - 4:30
 導師：Vivian (資深純素瑜珈導師)
 費用：非會員 $218     會員 $198
 註：*費用包括一位成年人和一位4-10歲兒童
        *如多過一位兒童，則每位加收 $100
        *穿著有彈性衣服
        *場地有水提供，請自備水樽

‧ 親子手作工作坊
 手作活動能有效增加做事的判
斷力，因為它牽連了視覺、觸
覺、移動覺、平衡覺等。同時
具有喚醒力、洞察力、專注力、眼和手
的互相配合能力。手作看似簡單，其實
一點也不！簡！單！

 時間：7月18日和7月25日 (星期三) 
  下午 3:00 - 4:30
 導師：劉麗萍（香港華德福基金會創辦理事）
 費用：非會員 $168 會員 $150
 註：*費用包括材料費
 　　*費用包括一位成年人和一位5-12歲兒童
 　　*如多過一位兒童，則每位加收 $100
 　　*兩班題目不一樣，
 　　  詳情請上【Club O 綠色生活】面書瀏覽

【暑期親子班】

‧ 蔬食入門烹飪班 (一)
 時間：6月 5日 (星期二)  
  晚上 7:00 - 9:00
 導師：Daisy
 　　　(Club O副主席兼總廚)
 內容：五穀雜糧的配搭
 費用：非會員 $218     會員 $198
 註： *費用包括晚餐
 
‧ 蔬食入門烹飪班 (二）
 時間：6月12日 (星期二) 晚上 7:00 - 9:00
 導師：Daisy (Club O副主席兼總廚)
 內容：素食烹調技巧（溫度、調味、
　　　　 勾芡、食材處理等）
 費用：非會員 $218     會員 $198
 註： *費用包括晚餐

在日本很流行一種教育－「食育」文化，即從幼兒
期開始，給予食物相關的知識，小朋友很容易接納
這種有趣的教育方法，因為他們以為在玩，而不知
不覺間已經培養了一個良好的飲食習慣了！

【綠色養生】
其實素食沒想像中的難呢！但若果要持之以恆，繼
續過一個健康人生，一定要【識食】。我們將為大
家開設兩節【蔬食入門烹飪班】，讓學員更容易掌
握蔬食的竅門和技巧。

Sharon媽媽和小廚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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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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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四

‧ 自在蔬食
 誠邀大家來Club O慢活品嚐清新有營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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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一個沒
有壓力的晚上。

 時間：逢星期四
   晚上 6:30 - 8:00
 費用：非會員 $168     會員 $150
 廚藝導師團隊：
 Daisy（Club O 總廚）
 Grace純素媽媽（著有【純素‧隨想Cook】一書)
 Selina & Tobey（養生達人）
 Wings Lam (專業生食導師)
 Anna Purna（曾任印度素食餐廳主廚）
 Bonnie（熱衷研究Fusion菜的烹飪導師）
 玉蘭（Club O資深烹飪導師）

 菜式：
 6月7日- 泰式風格料理
 6月14日-新派 Fusion夜
 6月21日-精緻韓食料理
 6月28日-西式創意私房料理
 7月5日-*清爽蔬果私房菜
 7月12日-*生素晚宴
 7月19日-巧手宴客料理
 7月26日-香草之夜
 *註：清爽蔬果私房菜及生素晚宴－
  非會員 ＄238   會員 ＄218

‧ 意大利家庭菜 - 
 全蔬食薄餅
 時間：6月3日（星期日）
  早上11:00－下午2:00
 導師：岸本太太 （日本家庭料理導師）
 費用：非會員 $560（60歲或以上 $520） 
  會員 $550（60歲或以上 $500）

 註：*請參加者自備環保餐盒
             *費用包括午餐

‧ 天然護膚品製作 x 飲食工作坊
 時間：7月1日（星期日）
   上午11:00 - 下午2:00
 導師：Daisy (Club O副主席兼總廚)
 費用：非會員 $280   會員 $265 
 註：*費用包括一頓簡便午餐和材料費
             *參加可帶走成品

‧ 自己油自己榨
 時間：7月8日（星期日）下午3:00 - 5:00
 導師：「緣來果食群組－
       養生達人Selina & Tobey
 費用：非會員 $218     會員 $198

‧ 意大利家庭菜 – 牛肝菌/南瓜意大利飯
 時間：7月29日（星期日）
  上午11:00 - 下午2:00
 導師：岸本太太 （日本家庭料理導師）
 費用：非會員 $680（60歲或以上 $600） 
  會員 $650（60歲或以上 $550） 
註：*請參加者自備環保餐盒

             *費用包括午餐

‧ 純素燕麥曲奇X抹茶餅乾工作坊
 時間：7月29日（星期日）下午3:00 - 5:00
 導師：花花（素食餐廳「無肉食」
 　　　御用純素甜品師）
 費用：非會員 $218     會員 $198
 註： *請參加者自備環保餐盒

  逢星期六

‧ 有機共嚐
 每逢星期六愛心滿滿的本地
有機農夫都會送新鮮有機菜
給Club O，我們希望把農夫的心意轉達
給大眾，所以會把這些有機菜，化身成
美味健康的菜餚與大家一起共享！並學
習如何吃得健康又有營。

 時間：逢星期六  下午 12:30 - 2:30
 費用：非會員 $65     會員 $60

  逢星期六

‧ 心食
 即本會推動多年的「禪食」活動，為了
迎接本會新形象，我們決定以新名字示
人。請參加者準時出席。

 時間：逢星期六   晚上 6:00 - 7:00
 費用：隨緣樂捐，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感謝Club O店有機菜供應商馮志輝捐出部分有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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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治癒】

‧ 內自醒身心排毒一天工作營
 時間：7月15日（星期日）
  上午10:00 - 下午5:00
 導師：翁麗芬及和林文婷老師
  （台灣和香港資深身心靈導師）
  李宇銘中醫學博士
  （身心靈中醫師及綠生基主席）
 內容：1. 身體瑜珈呼吸排毒
 　　　2. 自我覺察 (透過問卷更深了解自己)
 　　　3. 內自醒練習
 　　　4. 靜缽音療修復
 　　　5. 集體分享
 費用：非會員 $980（二人同行＄880） 
  會員 $850（二人同行＄720）

 註：費用已包括午餐和茶點

‧ 能量療癒義診
 運用擴大療癒法治療身、心、靈各層面
的問題，為生命帶來完整與完美。

 時間：6月24日及7月22日（星期日）
   早上10:00 - 下午1:00
 導師：蔡穎輝（註冊中醫師、香港大學行為健康碩士）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註：*每次治療時間約為一小時
        *會員優先  /  *請預先登記及準時出席，額滿即止

‧ 走在向癒的路上
  （新書簽名會、新書義賣）
 時間：6月9日（星期六）
 　　　晚上7:15 - 8:45
 導師：李宇銘中醫師
　　　　（綠生基主席）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
 　　　助支持本會工作

‧ 【情緒減重，快速身心排毒法】
     分享會
 時間：6月23日（星期六）晚上7:15 - 8:45
 導師：翁麗芬及林文婷老師
  （台灣及香港資深身心靈導師）
 內容：1.使用簡單的方法，
 　　　   快速排除負面情緒
 　　　2.察覺自己身心的密碼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 靜心基本法 2－靜心練習工作坊
 時間：6月30日（星期六）下午3:00 - 4:30
 導師：鄭浩光（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內容：1. 如何把呼吸配合靜心，
 　　　    達致調身、
 　　　    調息及調心的效果
 　　　2. 如何從序漸進地練習，
　　　　　  把雜念漸漸地減少
 　　　3. 練習靜心時到底如何處理雜念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註： *綠色人生證書課程必修科 - 2 學分

‧ 愛笑瑜珈
 時間：6月30日（星期六）晚上7:15 - 8:45
 導師：Dick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 靜心基本法 3－靜心生活化工作坊
 時間：7月7日（星期六）下午3:00 - 4:30
 導師：鄭浩光（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內容：如何透過放鬆身心及體驗呼吸，
一步一步把靜心帶到日常生活裡去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註： *綠色人生證書課程必修科 - 2 學分

‧ 關愛療癒課：如此放鬆
 大家在忙碌生活中，也許想給個機會自
己靜一靜、鬆一鬆。我們將帶領大家再
次接觸經歷自己身體的感覺，在一個互
相關愛的環境下互相祝福和感恩。

 時間：逢星期二   下午1:30 - 3:30
 導師：周可凡（臼井靈氣的第八代傳人）
               及胡美玲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 療癒夜
 藉助宇宙超凡的療癒力量令身心靈得以
清洗、轉化、康復。

 時間：逢星期五   晚上7:00 - 8:30
 導師：Club O 療癒師團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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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講座】

‧ 【愛吃，不愛肥。好甜，不想病？】
        菜式示範和分享會
 時間：6月2日（星期六）下午3:30 - 5:30
 主講：純素媽媽Grace
  （【純素‧隨想Cook】一書作者）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 【從智慧斷食中見証健康奇蹟】分享會
 時間：6月9日（星期六）下午3:30 - 5:30
 主講：陳昭川（羽田老師）
 內容：1. 從斷食中自我了解
 　　　2. 從斷食中斷捨離，脫離身心糾纏
 　　　3. 從斷食中找到細胞修補的契機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 基礎素食營養學 1 
 時間：6月16日（星期六）下午3:00 - 4:30
 主講：鄭浩光（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內容：1. 素食蛋白質全攻略
 　　　2. 脂肪好與壞
 　　　3. 我們一天要吃多少鈣？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 魚菜共生－懶人種植試範 
 「魚菜共生」專家將
教你如何養魚不用換
水、種菜不用淋水施
肥，毫不費力的在家
中種蔬菜及飼養觀賞
魚。

 時間：6月16日
 　　　（星期六）
 　　　晚上7:15 - 8:45
 主講：張貴財（坪輋國泰花園魚菜共生
 　　　　　　　實驗農場創辦人）
 　　　杜樹根（農場魚菜共生系統導師）
 費用：免費講座，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 認識【歸元內功】講座
 時間：6月23日（星期六）下午3:30 - 5:30
 導師：何文浩先生（白樺先生之首徒）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 【靚媽媽另類教育選擇】分享會
 時間：7月14日（星期六）下午3:30 - 5:30
 主講：Tina（非常媽咪之
                      2017全港最靚孕媽媽冠軍）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 營養師的素食指引
 時間：7月14日（星期六）晚上7:15 - 8:45
 主講：黃志榮（港安醫院營養師）
 費用：免費講座，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 基礎素食營養學 2
 時間：7月21日（星期六）下午3:00 - 4:30
 主講：鄭浩光（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內容：1. 認識鐵、鋅、碘：鐵、鋅、碘
 　　　2. 認識維生素B12
 　　　3. 認識五穀雜糧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 【中風自我療癒法】分享會
 時間：7月28日（星期六）下午3:30 - 5:30
 主講：黃志君Andy（素食長跑手）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 時尚慢動養生法—輕鬆簡單學氣功
 專為忙碌、壓力大的現代人設計，每天
慢動10分鐘，身體和心理可以變快樂

 時間：7月22日（星期日）下午3:00－4:30
 主講：Mandy教練
             （白雁自主健康管理學認証講師 ）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非常靚媽Tina和她
的大女和在肚裡的
細女

純素媽媽Grace和她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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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三

‧ 純素綜合健體訓練班
 課程限定3-8人，以近乎一對一私人教練
形式進行，針對不同學員個別體能、目
標、及勞損問題，設計多套有效的複合
式訓練動作。

 時間：六月 / 七月課程（逢星期三） 
　　　晚上7:00 - 8:30

 導師：Vegan Fitness 純素教練團隊
 對象：1. 缺乏運動人士
 ���2. 非素食者或素食者
 ���3. 希望增或減重者
 ���4. 希望改善健康人士
 費用：非會員 ＄1200（每月四堂）
 ���會員＄1000（每月四堂）
 註：*參加者需於報名前通過教練的簡單體適能及
 �� 健康狀況評估（費用全免）

‧ 素會義工聚會及迎新會
 歡迎加入素食會的義工團隊！與志同道
合的朋友一起推廣素食，保護動物，推
動環保！

 時間：6月2日（星期六）晚上7:15 - 8:45
 主持：香港素食會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註：*活動只限義工參加，請先登記義工表格：
               https://vegsochk.typeform.com/to/hvrlyk
             *詳情請上「香港素食會」面書瀏覽

‧ 【動物音樂夜】歌唱晚會
 時間：6月24日（星期日）晚上7:00 - 9:00
 主持：香港素食會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註：*詳情請上「香港素食會」Facebook瀏覽
 　　*歌唱晚會適合任何人士，歡迎帶同小朋友

‧ "Alice in Ourland" 劇場表演
 時間：7月7日（星期六）晚上8:00 - 9:00
 表演者：Humane Theatre 劇團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註： *劇場適合任何人士，歡迎帶同小朋友

‧ 動物派對（Potluck Party）
 時間：7月8日（星期日）晚上7:00 - 9:00
 主持：香港素食會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40
 註：*座位有限，請先登記
 　　*詳情請上「香港素食會」面書瀏覽

‧ 悠閒輕鬆綠色音樂夜
 時間：7月21日（星期六）晚上7:15 - 8:45
 主持：廖崇興及音樂知己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 與牠們對話
 我們將會為你訴說一個小故事，透過聲
音、音響，帶領著你進入動物的世界，
以第一身嘗試感受牠們的生命，從而進
入你內心深處，尋回那個最慈悲的你。

 時間：7月22日（星期日）晚上7:30 - 9:00
 主持：香港救救港豬常委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註：*活動將提供純素美味小食

‧ 終結畜牧業
  （The End of Animal Farming）
 時間：7月28日（星期六）晚上7:15 - 8:45
 主講：Jacy Reese（Research Director
 　　　of Sentience Institute）
 主持：香港素食會
 費用：免費活動，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註： *本活動將以英文進行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現有以下四個項目

 舉辦各種活動的平臺

 蔬食廚房，定期舉辦各式烹飪工作坊

 推廣香港素食文化

 售賣優質精選綠色產品及有機蔬菜，
 所有收入均用作支援慈善教育工作 所有收入均用作支援慈善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