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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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 O店 
精選有機/天然產品
逢週三、六出售有機菜

   Club O 
舉辦各類型

身心靈及綠色活動

香港素食會 
致力推動香港素食文化

蔬乎里・蔬食廚房
舉辦純素廚藝證書課程

及烹飪工作坊

簡稱「綠生基」，成立於2004年，

是一個致力推廣環保、素食及

身心健康的非牟利慈善團體。

並設有四個主要項目：

2019年7月

 
    詳情請參閱P6
   查詢｜2619 0000／WhatsApp 6773 6361

【活動五大特色】
①營養菜譜    
②專業分享   
③豐富資訊  
④朋輩輔導 
⑤後續支持

凡報名參加挑戰，即可回贈 Club O/
蔬乎里・蔬食廚房指定課程。課程總值499元。

7月份Club O精選活動

晚上7:00 - 9:00 



．易學實用
．實習時間充足

．資深素食烹飪導師
．廚藝教學經驗多達13年

．100%植物性食材
．專業中西醫及營養師貼士

．每階段均設證書　

全港首創！
蔬食廚藝實習
證書課程

．逢週日
．每課３小時
．實習４款菜式
．免費食譜
．地點方便（旺角）

大師班
精進八堂

升呢掂
進階六堂

開飯易
入門六堂

【開飯易】招生中

共回贈$600
Club O店現金券
可即時使用

每階段優惠｜$2199／六堂
查詢｜2619 0000
Whatsapp｜ 6773 6361

獨立報名每堂｜$399

回贈$100
Club O店現金券
可即時使用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 倡導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介紹整全的綠色理念
透過各種交流、示範、體驗，鼓勵大家身體力行，活出生命力、活出亮麗、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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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開班 【開飯易（二）】
廚藝證書課程

地點｜旺角亞皆老街80-86號昌明大廈7字樓
時間｜下午1:00－4:00（3小時）
收費｜$399／堂｜$2199／每階段六堂
查詢｜2619 0000／WhatsApp 6773 6361

每堂回贈$100Club O店現金券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 倡導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介紹整全的綠色理念
透過各種交流、示範、體驗，鼓勵大家身體力行，活出生命力、活出亮麗、活出愛

日期：7月28日（星期日）
內容：藜麥沙律、南瓜小米芫茜湯、豆腐牛油果卷、
 香草鮮茄燴通粉 

日期：8月4日（星期日）
內容：冬瓜紅豆湯、 自家製素雞素鮑魚、糙米菜飯配生磨薑蓉

日期：8月18日（星期日）
內容：活力豆芽沙律、紅扁豆南瓜湯、田園沙爹串燒、
 白汁蘑菇意粉

日期：9月1日（星期日）
內容：珊瑚草沙律、味噌海藻湯、蔬菜雜錦壽司、日式炒烏冬

日期：9月8日（星期日）
內容：海帶翠玉瓜沙律、蘋果紅菜頭湯、 煎釀三寶、
 堅果糙米小米飯

日期：9月22日（星期日）
內容：香茜沙葛絲、酸辣湯、回鍋杏鮑菇、上海炒粗麵

實習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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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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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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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87

14

2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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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615

22 23

29 30

下午2:00-3:30
生機素食.靜心.禪繞畫(親子班) (P5)
生機廚師Sharon媽媽

下午1:00-3:30
增肌減脂及運動前後的
生機素食營養計劃 (P7)
生機飲食導師Phyllis

下午1:00-4:00 (P1-2)
蔬乎里廚藝證書課程：開飯易(二)

下午1:00-3:30 (P7)
你也是療癒師－阿法氣
能量風水 x 能量療癒

下午4:00-5:30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下午1:00-3:30 (P7)

(回歸紀念日)

上午10:00-下午1:00
能量療癒義診 (蔡穎輝醫師) (P10)

21
下午1:00-3:30 (P7)
你也是療癒師－上善若
水: 舞動身心 x 能量療癒

你也是療癒師－上善若
水: 舞動身心 x 能量療癒

下午1:00-3:30 (P7)
你也是療癒師－阿法氣
能量風水 x 能量療癒

下午1:00-3:30 (P7)
你也是療癒師－阿法氣
能量風水 x 能量療癒

下午4:00-5:30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下午4:00-5:30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下午2:00-3:30
生機素食.靜心.禪繞畫(親子班) (P5)
生機廚師Sharon媽媽

下午4:00-5:00
講座｜給玩具「第二次生命」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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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17

24

31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1

18

25

19

26

13

2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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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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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00 (P6)
基礎素食營養學 2

上午10:00-下午8:00
包場活動

上午11:00-中午12:30
亮星星小敘：
廚房美容 (P9)

晚上7:15-8:45
療癒夜－心像術冥想 (P8)

上午11:00-中午12:30
亮星星小敘：
幸福人生讀書會 (P9)

晚上7:15-8:45
療癒夜－
一對一療癒夜(P8)

上午11:00-中午12:30
亮星星小敘：
氣功初探(2)(P9)

晚上7:15-9:15
中道禪舞-心之舞: 
以舞悟道、自我療癒
(初班) (P8)

晚上7:15-9:15
中道禪舞-心之舞: 
以舞悟道、自我療癒
(初班) (P8)

下午4:30- 6:00
心・靈天台 (P7)

543
上午11:00-中午12:30
亮星星小敘：
華麗衣物的背後 (P9)

下午4:30- 6:00
心・靈天台 (P7)

晚上7:15-8:45
療癒夜－
一對一療癒夜(P8)

晚上7:15-8:45 (P8)
療癒夜－愛心圈療癒課

晚上7:15-9:15
中道禪舞-心之舞: 
以舞悟道、自我療癒
(初班) (P8)

晚上7:00-9:00
包場活動

晚上7:30-8:15(P10)
劇場表演《動物農莊》 

下午2:30-4:00 (P6)
基礎素食營養學 3

晚上7:00-9:00
素食教煮｜ 
夏日「零負擔」素食
示範班 (P6) 

晚上7:00-9:00
第九屆 21天健康
蔬食挑戰
 (P6)

晚上7:00-9:00

晚上7:00-9:00

下午1:00-2:00
有機蔬食體驗 (P6)
下午2:30-4:00
腸胃清道夫 (P7)
下午3:00-5:00 (P5)

「再生」扭蛋機親子工作坊
晚上7:15-8:45 愛笑瑜珈

第九屆 21天健康
蔬食挑戰
 (P6)

第九屆 21天健康
蔬食挑戰
 (P6)



【暑期親子樂】

平日測驗考試忙碌，暑假是一個讓孩子
身心放鬆下來的好時候。夏天適逢是適
合嘗試生機素食的季節，來讓孩子學習
自己製作生機菜式 ，同時又可以嘗試一
下禪繞畫，讓囝囝囡囡過一個身心靈都
飽足的有「營」暑假吧！

主題：
7/7第一堂：
清新水果茶+禪繞畫1
14/7第二堂：
心太軟cupcake +禪繞畫2

日期：7月7、14日(日)
時間：下午 2:00-3:30
導師：Sharon媽媽 (生機素食廚師兼
   靜心班導師)
費用：非會員$298    會員$268
註：*費用包括一位成年人和一位5-12歲
          兒童
       *如多於一位兒童，則每位加收入場費
 $100，入場費不包括材料

一件玩具的意義在於它好玩與否，而非
新與舊的問題。好玩的玩具，也不一定
需要用金錢來購買。 社企『再生玩具店』
的負責人會來跟大家分享自製玩具、玩
具回收文化。

日期：7月14日（日）
時間：下午4:00-5:00
主講：『再生玩具店』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費用：隨緣樂捐，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玩具一定要用錢來買嗎？其實只要懂得
欣賞自己親手所做的，就什麼都可以好
好玩。
工作坊會教用收集所得的二手玩具和其
他環保物料，教小朋友自製扭蛋機玩具。
希望打破階級觀念，無論貧困或富有，
都可以發揮創意，享受製作玩具的樂趣。

日期：7月27日（六）
時間：下午3:00-5:00
導師：『再生玩具店』
地點：Club O會址GH室
費用：非會員$218    會員 $198
註：*可帶一位5-12歲兒童參加
*費用包括材料費
*每對親子一起製作一部扭蛋機

05

生機素食.靜心.禪繞畫 (親子班)

給玩具「第二次生命」(講座)

「再生」扭蛋機親子工作坊

再生玩具系列

生機素食 x 靜心工作坊



【綠色養生】

第九屆《21天健康蔬食挑戰》
心理學研究指出，只要持續做同一個動
作、同一件事超過21天，它就能成為你
的習慣。你也希望養成健康、環保又有
愛心的飲食習慣嗎？第九屆《21天健康
蔬食挑戰》為大家提供營養資訊，幫助
和陪伴大家養成健康蔬食新習慣。

專業分享：
  • 嚴鳳英Daisy（Club O 綠色生活
 教育基金主席｜廚藝達人）
  • 黃佩詩Grace媽媽（純素媽媽｜
 註冊言語治療師）
  • 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 高浚華（純素瑜珈導師）
  
日期：7月17、 24、31日、8月7日
（逢週三，共四堂）
時間：晚上7:00 - 9:00 
名額：25人，額滿即止 
費用：$1200（Club O會員$1080；
21歲或以下全日制學生$980）
收費包括四次晚餐。
註：凡報名參加挑戰，即可獲贈【蔬乎里】廚藝
證書課程－開飯易乙堂，以及在半年內免費參加
兩次綠色人生證書課程（健康飲食篇）*。
合共價值499元。

基礎素食營養學 

素食教煮｜夏日「零負擔」
素食示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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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改善健康

－基礎素食營養學②
日期及時間：7月6日(六)下午2:30-4:00
 。認識脂肪的好與壞
 。認識鋅、碘：鋅、碘

－基礎素食營養學③
日期及時間：7月13日(六)下午2:30-4:00
 。認識五穀雜糧
 。認識鐵及維生素B12

主講：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費用：非會員$50    會員 $40

炎炎夏日，想吃得健康、「零負擔」，
吃蔬食最適合不過了。這次素食教煮
Ken Kwong會親自示範製作幾款夏日
素食。亦會跟分享素食經驗，以及遊歷
各國時的素食見聞。
示範菜式：
1. 彩虹沙律
2. 芒果椰汁糯米飯

日期：7月13日(六)
時間：晚上7:00-9:00
導師：Ken Kwong（素食教煮 ）
費用：非會員$100    會員$80
註： *費用包括即場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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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養生】

增肌減脂及運動前後的
生機素食營養計劃

都市人生活緊張忙碌，排便量不足的現
象很常見，講座會介紹台灣無污染、草
生栽培自然農法，以及幾種來自台灣的
清腸排毒天然食品。
內容：
①台灣農業介紹 - 梅子、愛玉、茶葉
②使用台灣整腸排毒食材，即場示範
2款菜式－梅汁拌麵、愛玉天然果凍

日期 ：7月2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4:00
主講：Daisy（廚藝達人）、大熊
（台灣自然農法達人）
費用：非會員＄50 會員＄40

講座｜腸胃清道夫

【身心靈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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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0日
【上善若水: 舞動身心 x 能量療癒】
上半節：通過水的意象和一些太極原理，引
導大家發現身體流動的喜悅
下半節：通過手療的方式深度放鬆
導師：周可凡
7月9、16、23日
【阿法氣能量風水 x 能量療癒】
上半節：
9/7：調整空間及身體之氣的流動
16/7：把空間中的脈輪及元素能量套用在生活中
23/7：與自然界中的神性存有們之力量，提升
身心靈成長
下半節：感受能量療癒，通過入靜的狀態，
啟動自我本已潛藏的自癒能力
導師：Larana Cheng、周可凡、胡美玲

心.靈天台
活動會隨緣隨喜提供和身心靈相關的
主題，大家一起討論，練習放下慣性
想法，體驗進入天馬行空的自由。

4/7 主題: 「淨化自己」
18/7 主題: 「遇上快樂的自己」

時間：下午4:30-6:00
參與者：胡美玲Jessica Woo
費用：隨緣樂捐

內容：
1）介紹營養生機飲食設計
2）介紹減脂增肌的飲食重點；
     如何在生機飲食上體現
3）兩周飲食餐單內容；詳細食譜；
     熱量及營養計算
4）運動計劃制定及動作示範
5）堂上示範：3道生機飲料、3份食品
主食及小食

日期：7月21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00-3:30
導師：Phyllis（生機飲食導師）
費用：非會員＄398 會員＄378
註：費用包括每人一份詳細食譜、即場
觀看示範學習製作及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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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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愛心圈療癒課（自由定價）】
使用最簡單直接的方法來「搭通天地綫」, 通過入靜的狀態，
啟動自我們每個人都附有自癒的能力。

7月18日：心像術冥想療癒課
可凡會帶一門透過圖像來療癒、轉化和揚升的冥想法。

7月11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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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 報名：https://forms.gle/7ZUrSyG7HZoBErJC6 
7月25日 報名：https://forms.gle/VQyJZfxTnTJBPCPc9

導師：Club O療癒師團 7月25日【一對一療癒】報名：

7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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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覺知【氣】帶氣運動、開始脈輪練習、提高內
            五感、感受新體驗
19/7：覺知【氣】帶氣運動、脈輪練習、開啟脈輪
26/7：覺知【樂】音樂、動作、意識合一體驗
2/8：覺知【境】入神舞蹈 : 動中帶靜、靜中帶動的
           體驗

日期：7月5、19、26日、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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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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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夜

中道禪舞-心之舞: 
以舞悟道、自我療癒 (初班)



【綠色活動／講座】

好心情就是好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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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四) 綠色消費主題: 華麗衣物的背後   林麗珊
         綠色媽媽
- 導師分享在名牌時裝公司工作時，目睹時裝工業背後的浪費與剝削
- 探討購買衣服「買得精」、選物料的學問
- 分享把舊衣改造的方法，並如何用植物染翻新衣物
-「漂上衣party」:歡迎參加者帶2-3件八成新的T恤或上衣來作1對1交換

11/7(四) 綠色美容主題：廚房美容    陳佩貞
         綠色生活逹人
  最天然、最滋潤的美容材料就在家的廚房裡？
  導師會教大家如何善用廚房中現有的食材自製天然護膚品，
  用它來洗臉、緊膚、保濕、去角質……
  齊來學習一邊下廚一邊保養肌膚

18/7(四) 綠色保健主題：氣功初探(2)   楊寶熙
         綠色保健達人
  智能氣功由中國著名氣功大師龐明(龐鶴鳴)教授編創。
  把中國古典的氣功名著，結合現代科學知識和自身多年行醫的經驗編創出功法。
  在寶熙帶領下，今次重溫上次的練習，並加上「組場、拉氣、草環丹」等強身
  健體的功法。歡迎新同學加入！

25/7(四) 幸福人生讀書會-「正念」：   晨曦
         護理教育工作者
  帶領大家做一些正念練習，也會研習《所以，你也要
  發正念》書中提出思、言、行保持正念的重要性和影響，
  好心情就是好風水，變好變壞就在一念之間⋯

時間：上午11:00-下午12:30
費用：非會員$50    會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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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星星小敘



【綠色活動／講座】

莊園農場裡的一頭公豬梅傑(Major)打算
召集所有動物來開會，宣佈人類是動物的
敵人。梅傑未來得及起義，卻已被農場主
人鍾斯(Jones)送往屠宰場。梅傑兒子雪
球(Snowball)臨危受命，誓要達成父親
動物解放的宏願。究竟農場中的動物能
一一被解放嗎？

日期：7月6日(六)
時間：晚上7:30 - 8:15
表演單位：Humane Theatre 劇團
語言：英語
費用：隨緣樂捐，鼓勵捐助支持本會工作
註：只適合12歲以上人士觀看。劇場中播
放片段內容可能引起觀眾不安。
*無需報名，座位有限，滿座即止

運用擴大療癒法的雷射光束，掃描、清理
、釋放、轉化、重建身體的所有系統、細
胞與電子，並療癒精微體，治療身、心、
靈各層面的問題，為生命帶來完整與完美。

日期：7月7日(日)
時間：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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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緣樂捐(鼓勵支持本會工作)
註：每次治療時間約為一小時，
請預先登記及準時出席，額滿即止。
*此為會員優先活動

日期：7月27日(六)
時間：晚上7:15-8:45
導師：Dick Yu
費用：隨緣樂捐(鼓勵支持本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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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表演｜《動物農莊》
 The Animal's Farm (Drama)

能量療癒義診

愛笑瑜珈



營養師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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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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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生素B12
為什麼維生素B12這麼重要？

維生素B12的缺乏會造成神經病變及貧血。許多缺乏的人，尤其在

有足夠葉酸的情形下，並不會出現症狀。但當神經病變出現時，所

造成的傷害可能就挽救不回了。

為什麼維生素B12對素食者尤其重要？他們可以從哪些補充品中

獲取B12？

號稱含維生素B12的植物性食物，其所含的是 "維生素B12類似物" 

(Vitamin B12 analogue)，其實並沒有維生素B12的生理功效。因此

，素食者，尤其全素者應該要確保自己有穩定來源的維生素B12，

可選擇含維生素B12的酵母粉或綜合維他命。

鄭浩光（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優惠期有限，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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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手工黑糖薑母 $50  $47
糙米飯(補充包) $108  $105
古方潤肺麥芽糖 $132  $128
無患子酵素家事露 $108  $103
黑木耳 $62  $59

Club O店精選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