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

6月份Club O精選活動

蔬乎里・蔬食廚房
舉辦純素廚藝證書課程
及烹飪工作坊

   Club O 
舉辦各類型

身心靈及綠色活動

 Club O店 
精選有機/天然產品
逢週三、六出售有機菜

香港素食會 
致力推動香港素食文化

 

  Facebook｜ Club O 綠色生活｜蔬乎里・蔬食廚房｜香港素食會

    會址｜旺角亞皆老街80號昌明大廈7字樓FGH室     
    查詢｜      2619 0000／      WhatsApp 6773 6361

簡稱「綠生基」，成立於2004年，

是一個志力推廣環保、素食及

身心健康的非牟利慈善團體。

並設有以下四個主要項目：

2019年6月



6月活動好安排
活動舉辦地點・紫色：C l u b  O  會址G及H室・藍色：C l u b  O  B室・棕色：其他地點

6月活動簡介
課程／活動詳細資料可於蔬乎里・蔬食廚房網頁或臉書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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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00-4:00
工作坊｜夏日天然手作護膚品 (P3)
蔬乎里・蔬食廚房總廚Daisy

下午2:00-4:00
工作坊｜自家動手發芽 (P3)
蔬乎里・蔬食廚房總廚Daisy
資深發芽達人青青

下午2:00-4:00
工作坊｜手工饅頭
 x養生有機豆漿芝麻糊 (P3)
資深手工饅頭班導師妙瓊

下午3:00-5:00
工作坊｜純素奶茶杯子蛋糕 (P3) 
營養烘焙製作 (健康營養教練Amy Li)

上午11:30-下午2:30
工作坊｜Be Spicy and Sexy
用香料吃出動人體態 (P4)
(專業生素導師Wings Lam)

下午1:00-3:30 (P4)
你也是療癒師－意識及
情緒影響個人身體/實相

下午4:00-5:30 (P5)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體驗課)

下午1:00-3:30 
你也是療癒師－閉黑關:
分享、理論和體驗 (P4)
下午4:00-5:30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P5)

下午1:00-3:30
你也是療癒師－閉黑關:
分享、理論和體驗 (P4)
下午4:00-5:30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P5)

下午1:00-3:30
你也是療癒師－閉黑關:
分享、理論和體驗 (P4)
下午4:00-5:30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P5)

上午10:00-下午1:00
能量療癒義診 (蔡穎輝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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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活動簡介
課程／活動詳細資料可於蔬乎里・蔬食廚房網頁或臉書查閱

下午3:00-5:00
糖尿病與素食食療
註冊營養師黃志榮
(P3) 

下午2:30-4:00
基礎素食營養學 1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鄭浩光 (P4)

上午10:00-下午4:00
靜心培訓工作坊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鄭浩光 (P6)

下午3:00-5:00
超級健康幸福不是夢
－健康幸福10招
周兆祥博士 (P6)

上午9:00-下午5:00
包場活動

晚上7:15-8:45
療癒夜－閉黑關:
分享、理論和體驗(P5)

上午11:00-中午12:30
亮星星小敘：
家居無毒清潔法 (P7)

晚上7:15-8:45
療癒夜－閉黑關:
分享、理論和體驗(P5)

上午11:00-中午12:30
亮星星小敘：
首飾的價值 (P7)

晚上7:15-8:45
療癒夜－
一對一療癒夜(P5)

上午11:00-中午12:30
亮星星小敘：
自家製有機豆腐(P7)

晚上7:15-8:45
療癒夜－
一對一療癒夜(P5)

上午11:00-中午12:30
亮星星小敘：
逆境自強 (讀書會) (P7)

晚上7:15-9:15
中道禪舞-心之舞: 
以舞悟道、自我療癒
(初班) (P5)

晚上7:15-9:15
中道禪舞-心之舞: 
以舞悟道、自我療癒
(初班) (P5)

晚上7:15-9:15
中道禪舞-心之舞: 
以舞悟道、自我療癒
(初班) (P5)

晚上7:15-9:15
中道禪舞-心之舞: 
以舞悟道、自我療癒
(初班) (P5)

晚上7:15-9:15
禪繞畫Zentangle 
－黑磚班 (P6)

晚上7:00-10:00
蛻變遊戲 同樂夜 
(P6)

下午4:30- 6:00
心・靈天台

下午4:30- 6:00
心・靈天台

(端午節)

上午9:00-下午6:00
包場活動

晚上7:15-8:45
愛笑瑜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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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養生】

糖尿病與素食食療
糖尿病屬香港十大殺手之一，據統計每
十位香港人就有一位患糖尿病。有研究
發現，素食有助改善糖尿病。
工作坊內容：
1) 糖尿病病人素食須知
2) 介紹糖尿病與素食的關係
3) 糖尿病飲食宜忌
4) 小組討論：計劃餐單
日期：6月1日(六)
時間：下午 3:00-5:00
導師：黃志榮（註冊營養師）
費用：非會員 $100   會員$80 
(費用包括品嚐健康小食＋飲料(適合糖
尿病病人))

工作坊內容：
1) 體驗製作港式奶茶純素杯子蛋糕
2) 純素糕點師兼個人健康營養教練Amy
會提供營養資訊，助你免於食物陷阱！

日期：6月23日(日)
時間：下午3:00-5:00
導師：Amy Li（資深純素糕點師｜
  健康營養教練）
費用：非會員 $318   會員 $298
註： *參加者可帶走製成品 

很多人以為冬天才需要保護皮膚，其實
夏天的皮膚護理也很重要呢！乳木果脂
中的肉桂酸，有效隔離紫外線。
工作坊內容：
1) 乳木果玫瑰日夜霜
2) 竹鹽美白磨砂膏
3) 滋潤純素小吃品嚐
日期：6月2日(日)
時間：下午2:00-4:00
導師：Daisy (蔬乎里・蔬食廚房總廚)
費用：非會員 $320   會員 $290
註： *參加者可帶走製成品

夏日天然手作護膚品

自家動手發芽 工作坊

手工饅頭x養生有機豆漿
芝麻糊 工作坊

自家動手發芽，在體驗感受種植
樂趣之餘，又能兼取高酵素生食營養，
實踐減碳，一舉數得。
工作坊內容：
1) 教授小麥草、綠豆、鷹嘴豆
、芝麻、糙米發芽技巧
2) 參加者可品嚐示範成品：
生機活力沙律清腸排毒果汁
日期：6月9日(日)
時間：下午2:00-4:00
導師：Daisy (蔬乎里・蔬食廚房總廚)
 資深發芽達人青青
費用：非會員 $320   會員 $290
註： *參加者可帶走製成品

如果想早上吃到新鮮、無添加防腐劑的
純手工養生饅頭，還是自家製作最安
心。
工作坊內容：
1) 導師示範製作芝麻卷、全麥饅頭、
刈包等手工饅頭
2) 傳授磨製有機豆漿、芝麻糊的秘訣
3) 參加者可一起品嚐成品
日期：6月16日(日)
時間：下午2:00-4:00
導師：妙瓊（資深手工饅頭班導師）
費用：非會員 $320   會員 $290
註： *參加者可帶走少量製成品跟家人分享

純素奶茶杯子蛋糕 
營養烘焙製作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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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養生】

【身心靈治癒】

透過認識素食的基本營養，讓參加者
掌握健康均衡素食的入門，改善健康。
工作坊內容：
  •素食蛋白質全攻略：食材配搭，達致
  食物互補，從素食中攝取到完全及
  足夠的蛋白質，評估個人對蛋白質的
  需求量。比較植物性和動物性蛋白質，
  探討與健康的關係
  •我們一天要吃多少鈣？：講解為何動
  物性蛋白質會導致鈣質流失，探討骨折
  及罹患骨質疏鬆症之關係。除鈣質外，
  還要注意甚麼營養素，配合甚麼運動
，才可有效預防及改善骨質疏鬆。
日期：6月29日 (六)
時間：下午2:30 - 4:00
導師：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費用：非會員 $50    會員 $40

日期及時間：逢星期二 下午1:00-3:30 
費用：(單堂) 非會員$150  會員 $120
(雙月証)非會員$500  會員 $488*
(*持有雙月證即可享受 Club O 在兩個月內所有 週四「療癒夜」與 週二「你也是療癒師」 的活動)

6月4日【意識及情緒影響個人身體 / 實相】
透過不同的工具，讓我們對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和轉化。由吸引生命變成創造自己的實相。
活動上半節以分享為主，建議參加者可以穿著舒服衣物。
下半節可凡和美玲會帶大家感受 能量療癒（energy healing)，通過入靜的狀態，
啟動自我本已潛藏的自癒能力。
導師：Derek Lam、周可凡、胡美玲
6月11、18、25日【閉黑關 : 分享、理論和體驗】
6 月 11 日：看相片、了解黑關背後的科學理論
6 月 18 + 25 日：體驗黑關的心像術冥想和內在感官
導師：周可凡、胡美玲

Be Spicy and Sexy - 
用香料吃出動人體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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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內容：
1) 教大家如何使用香料配合整全食
物，及生素烹調手法，炮製出排毒及修
身菜式
2) 講解各種身型，如中央肥胖、
上／下身肥瘦問題及解決方案等
3) 示範生素菜式，一起參與製作午餐*:
－「修身之星」特飲
－「神仙之食」 前菜拼盤
－"Slim fit" 夏日風味炒麵
－「高代謝」奇亞子甜點
*菜式可選辣或不辣
日期：6月30日(日)
時間：上午11:30-下午2:00
導師：Wings Lam (專業生素導師)
費用：非會員$520    會員$480
*每位參加者將有4款菜式即場品嚐

基礎素食營養學 1

你也是療癒師 



【身心靈治癒】

日期及時間：逢星期四 晚上7:15-8:45
費用：(單堂)   非會員 $120 會員 $100
      (雙月證*)  非會員 $500 會員 $488*
(*持有雙月證即可享受 Club O 在兩個月內所有 週四「療癒夜」與 週二「你也是療癒師」 的活動)

6月6、20日【閉黑關 : 分享、理論和體驗】
6 月 6 日：在黑暗中聽可凡分享她閉黑關的故事
6 月 20 日：體驗黑關的心像術冥想和內在感官
導師：周可凡、胡美玲

6月13 、27日【一對一療癒夜】
参加者會接受半小時 或 以上的療癒，啓動每個人都有的自癒能力。
名額有限，要先報名。
6月13日 報名：https://forms.gle/3x8XRDvMpwS8W9ex8
6月27日 報名：https://forms.gle/2PFGRBkJVGQar1Mq7
導師：Club O療癒師團

6月27日【一對一療癒】報名：

6月13日【一對一療癒】報名：

揉合各種心法、舞蹈、氣功、瑜伽、能量
呼吸法、靜心、運動。 透過「身體移動、意
念使用、用呼吸法打開脈輪作為療癒路徑」

7/6  ：覺知【身】釋放壓力、情緒、讓身體放鬆
14/6：覺知【身】左右腦平衡的練習、提高意識
            及能量
21/6：覺知【心】意識練習達至身心靈平衡的體驗
           、加強創造力
28/6：覺知【心】連接身體進入靜的狀態，享受
            優質的睡眠

日期：6月7、14、21、28日(五)
時間：晚上7:15-9:15
導師：子棋Mi老師 (中道禪舞-心之舞導師)
費用：(單堂)非會員$165 會員$150
(連報四堂優惠)非會員$600 會員$550

導師會一方面引導大家經歷太極傳統
背後的哲學和武術邏輯，另一方面
訓練大家意識和身體微妙的關係。
工作坊會通過太極活樁、吳家套路中
的單式、對練等的過程，學習怎樣用
意識或者意像令自己更加放鬆

日期：6 月4 日 (體驗課)
6月11、18、25日; 7月2、9、16日 
時間：下午4:00-5:30
導師：周可凡 (臼井靈氣的第八代傳人)
費用：
(體驗課單堂) 非會員$180  會員$160   
(全程6堂) 非會員$1600  會員$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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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夜

中道禪舞-心之舞: 
以舞悟道、自我療癒 (初班)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身心靈治癒】 【綠色活動／講座】

從前有大群野兔，由於種種原因，牠
們都不幸傷殘、只餘下兩三條腿，有
些甚至只有單腿；唯有一兩頭仍然保
存了4腿，於是牠們處處受到歧視，被
視為異類。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有4條
腿才正常。
今天我們正常的功能被當做特異功能，
正常的健康被當做古怪反常。
百病早癒、青春常駐、長期活力充沛
精神爽利、腦筋靈活、輕鬆愉快、排
得暢順睡得酣、人見人愛……
這一切都不是發夢，回歸自然存在的
狀態正是這樣！
6月15日下午聽祥哥分享----
天然身心靈健康是怎麼樣的？
如何能辦到：10大行動。

日期：6月15日(六)
時間：下午3:00-5:00
主講：周兆祥博士
費用：非會員$50    會員$40

禪繞畫是一場充滿驚喜的旅程
你不需懂得畫畫，亦無需天份
嘗試跳出框框創造圖案，體驗內在的
平靜，探索與人創作圖作，增強對四
周環境的欣賞，建立正面生活態度
日期：6月19日(三)
時間：晚上7:15-9:15
導師：Belinda Ho (禪繞畫認證教師)
費用：非會員$200   會員$180

• 靜心的疑問
• 如何把呼吸配合靜心，調整身心
• 如何從序漸進地練習，把雜念漸漸地
  減少。
• 練習靜心時到底如何處理雜念。
• 靜心練習：禪行、禪食、站樁及靜坐
日期：6月22日 (六)
時間：上午10:00-下午4:00
導師：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費用：非會員$280   會員$250 
(費用包括禪食體驗)

活動內容/ 流程 (共3小時):
-    蛻變遊戲介紹
-    介紹家用版《創意人生—蛻變遊戲®》
     基礎的遊戲規則
-    遊戲時間 (約2小時)
-    下一步行動表
-    Q&A
日期：6月26日（三）
時間：晚上7:00－10:00
導師：Lilian（蛻變遊戲教練）
費用：非會員 $220   會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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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健康幸福不是夢
－健康幸福10招

禪繞畫Zentangle－黑磚篇

靜心培訓工作坊

蛻變遊戲 同樂夜



【綠色活動／講座】

讓我們一齊打開活得自在和精彩的契機，通過多元化的綠色活動，尋找到一種
跟自己心靈連結的領悟，找到一些令自己快樂起來的小智慧，尋回幸福力量
做顆閃亮星星。

活動日期 主題     導師
6/6(四) 無添加生活－家居無毒清潔法  林麗珊
           示範用天然物料去除家居污垢
13/6(四) 有機好煮意－自家製有機豆腐  晨曦
           示範如何在家自製有機豆腐，並分享有機日式家常豆腐食譜
20/6(四) 綠色消費－首飾的價值  李若佟Denise
           導師跟和大家分享她對首飾的瞭解和經驗
27/6(四) 幸福快樂讀書會－逆境自強  鍾澳凌Leon
            何權峰醫生《不是路已走到盡頭，而是該轉彎了》、《有這麽嚴重嗎?》
時間：上午11:00-下午12:30
費用：非會員$50    會員$40

營養師推介

－  含豐富礦物質，包括鐵、鈣、鎂等

溫馨提示：
－  記得選購有機和未經硫化處理的產品為佳，
否則有農藥殘留之慮。

－  兩湯匙的黑糖蜜含有每日建議食用鐵的 13.2%，
我們的身體需要鐵質幫助將氧氣攜帶到血球，貧血的
人每天吃 1-2 湯匙將能大大受益。

最好補充黑糖蜜的方式如下：吃水果或喝果蔬露時，
添加1-2 湯匙的黑糖蜜，可更有效吸收黑糖蜜的鐵質，
有助預防及改善貧血。

鄭浩光（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鐵質 含豐富鐵質的超級食物
 ── 黑蜜糖 (black strap mo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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