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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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Liv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Ltd.)

歡迎愛心捐獻, 您的一分一毫，將全數投入推動綠色生活!

Club O店 營業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 12:00-19:00
星期六: 12:00-20:00
逢週六出售有機菜
(星期一全店休息)

club O 綠色生活｜蔬乎里・蔬食廚房
clubo_greenliving

follow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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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版活
動通訊

豆豆
首席會員

 
簡稱「綠生基」，成立於2004年，是一個致力推廣環保、素食及

身心靈健康的非牟利慈善團體。並設有四個主要項目：

2020 年 2月

致力推動香港
素食文化

舉辦純素廚藝證書
課程及烹飪工作坊

 舉辦
各種身心靈
及綠色活動

精選有機
天然產品
逢週六出售有機菜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
Green Liv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2月份活動通訊封面活動

• 集合時間：早上9:30
• 集合地點：港鐵鑽石山站C2出口
• 解散時間：約下午2時半
• 解散地點：將軍澳寶琳
• 領隊：甘灌康、歐振宗、陳廣財

*註：此活動只限舊生參加

生食排毒做法簡單，而且對身體有很大
的益處，能夠令我們的胃腸得到較好休
息、恢復，有助於廢物、

• 百香果木瓜      • 鮮檸甘荀漬物
• 蘋果醋紫椰菜     •酵素珊瑚草

•導師：Daisy (蔬乎里•蔬食廚房總廚）
•費用：$320 （會員$290）
•時間：12:00-2:00

星期日
2月9日

生食排毒
健康班 《祥哥愛之音響浴》

我們齊聚在Club O這個祥哥創立的聖所從
此，你更懂得去愛；你更肯去接受愛。，
和豆豆一起享受音響浴(sound bath) ，讓
鋪天蓋地刻骨銘心的振頻包圍你、擁抱你
、挑引你、清洗你、觸動你。

• 頌缽：世界上最神奇的樂器法器二合一。
• 美洲土著笛：能量絕對非一般。
• 海洋鼓：把大自然的頻率帶入居所。
• 薩滿鼓：古老代代留傳的意識習作。
• 西藏鈴（丁夏）：清洗環境氣場特別了得

毒素的排出。新年食到飽
飽滯滯，最啱就係黎學整
4款簡單易做款式，返去
可以嘗試整比屋企人食喇
～

帶同你心中有情的每一位來，我們會做特
別（只此一夜）的愛心連結，促進感情。
從此，你更懂得去愛；你更肯去接受愛。

星期五
2月14日

•導師：周兆祥博士 (Club O和綠野林創辦人）
•費用：$ 288，二人同行$488，含周兆祥《
身心靈療癒》電子版一冊）
•時間：1:00-3:00每位



   club O 綠色生活   clubo_greenliving

2月 活動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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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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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製手工饅頭



活動簡介/ 課程／活動詳細資料可於Club O 網頁或臉書查閱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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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址G及H室

B室

其他地點

活動舉辦地點:   



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致電26190000/WhatsApp 67736361 留位
付款方法：ATM過數 或 可親身前往Club O支付現金

付款資料: 匯豐銀行戶口號碼： 804-8-004280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Green Liv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Ltd.)

2月

星期六

2月22日

• 主講：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 費用：$50  (會員$45 )
• 時間：下午2:30 - 4:30

靜心基本法(2):
靜心練習工作坊 (站樁篇)

經常聽到靜心很多的好處，如可改善身體及心理健康，更可增班強專注力、集中力、
自信心及判斷能力，培養自己內在的智慧等。但每當練習靜心時，心就是很難平靜下
來，結果就放棄練習了。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循序漸進，沒有適當的方法及方向。

此工作坊以練習靜心為主，與大家分享：
• 如何把呼吸配合靜心，達致調身、調息及調心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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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站樁練習

• 主講：周兆祥博士 (Club O和綠野林創辦人)
• 費用：$50  (會員$45 )
• 時間：下午2:30 - 4:30

各式各樣的重病、慢性病，都不斷有人食生後就病好了。怎樣食才最大機會食走你
的病？
聽祥哥講難以置信的個案，把你的疑問帶來。出席朋友可以逐一到台前由祥哥針對
情況提供飲食革命策略。祥哥親自現場示範做天然健康飲品食品共享。

星期六
2月29日

飲食革命創造復原奇蹟

靜心是甚麼？為甚麼需要靜心？靜心的意義為何？靜心會走火入魔嗎？靜心與靜坐
有何不同？靜心是否一定要盤蹆？練習靜心的時間是否越長越好？如何透過靜心改
善身體及心理健康？如何把靜心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此工作坊會與大家探討以上問題，並分享一些動態及靜態靜心的方法。讓參加者可
掌握靜心的基本入門，多加練習，漸漸感受靜心所帶給身心的好處。

星期六
2月15日

• 主講：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 費用：$50 (會員$45)
• 時間：下午2:30 - 4:30

靜心基本法(1):
靜心的概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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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月

詳情請見    
Event page:

• 主講：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 費用：$50  (會員$45 )
• 時間：下午2:30 - 4:30

• 主講：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 費用：$50 (會員$45)
• 時間：下午2:30 - 4:30

星期四
2月13日

情人節前一天，CLUB O亮星星缘地為大
家策劃了一個户外野餐活動，在大尾督小
山丘及船湾淡水湖堤壩，一齊笑，一齊玩
大自然遊戲，一齊分享充滿生命力的食物
、吃滋養身心的午餐，一齊感恩美好的事
物和探討” 何謂真愛(True Love)”

     
• 野餐地點：大埔大尾督
• 日期：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 
• 時間：上午11:00 - 下午2:00 (敬请準時
集合)
• 集合及解散地點：大埔大尾督75K巴士
總站
• 交通：由大埔墟地鐵站側乘75K巴士或
20C小巴到逹大尾督總站 (車程約25-30
分鐘)
請每位參加者準備: 生機素食(個人分量)、
餐具、水(不要樽裝水喔)、一顆喜樂的心
、保暖衣物及雨具。

亮星星緣地 -
感恩派對

活動免費 ，必須12/2前致電Club O報名留位,
以便安排食物。期待與您一起分享愛

05

大家一齊享用並有小量製成品帶回家中

*廚藝班活動因需預備材料，請於活動前三天報名。活動額滿即止，謝謝！

綠色飲食

星期日
2月16日

• 時間：下午1:00-3:00
• 導師：Miss Kwok (資深廚藝導師）
• 費用：$320 (會員$290) 

• 養生饅頭班        
• 杞子玫瑰花卷     
• 黑芝麻饅頭
• 芋香手卷

想食健康又美味嘅包點，最好當然係自
己在家做先係最好味喇！咁就要黎跟
Miss Kwok學整以下4款包點喇～學識
之後就可以返去整比屋企人食做下午茶
～ 又簡單又飽肚～    

自家製手工饅頭

星期日
2月23日

•導師：Amy Li
•費用：$320 (會員$290)資深純素糕點師
•時間：2:00-4:30

沒有小麥粉都能造出餅乾曲奇？而且美味
、香口、健康！
健康營養教練Amy將教授大家運用創意食
材，製作富營養價值、高纖、香脆鬆化，
不需添加人工香料也會香氣四溢的新一代
無蛋奶，純素曲奇。除了會教授輕鬆在家
烘焙專業技巧外，Amy還會分享整全健康
飲食如何與甜品製作相結合，做

純素無小麥 
香脆燕麥合桃曲奇   

出一家人都能開心品
嚐的健康、美味、無
罪疚甜點！



*購買「雙月證」即可在 2-3 月內參與 Club O 
週二的「你也是療癒師」和週四的「療癒夜」

Club O 身心靈療癒/課程 網上報名表B

療癒夜

•  2/6：愛心圈大休息 (自由定價) 「
能量療癒」(energy healing) 用宇
宙氣場來調節能量，用靜心的方法
回復最根本、完善的狀態。

• 13/2：意像與療癒 (導師：周可凡 ) 
可凡會帶大家體驗意象的威力，提
高自己的頻率，訓練自己的內在感
官。
   • 來自 Daskalos 的一些練習，訓練
好自己內在的感官
   • 對練的部分，讓大家經歷手療
• 20/2：療癒夜 : 一對一能量療癒課
藉由能量療癒獲得「深層的療癒」
或者「深層的練功」 ?參加者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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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2：心像術 Heart Imagery 冥想 
(導師：周可凡)心像術源自西藏，
它能讓我們更新及轉化過去，療
癒情緒創傷，轉化信念，創造不
一樣的實相。

• 時間：晚上 7:15 – 8:45
• 導師：Club O療癒師團
• 費用：(單堂) $222  [會員$200] 
 (雙月證) $600 [會員$540]

可使用
月證活動一個安排療癒師與其他療癒師互相 1: 1 互

相交換 session 的計劃。當中包括:
• 2月4日 (1:00-3:00 pm) 可凡會介紹計劃
詳情，與大家定下一些遊戲規則，做第一
個星期的 matching。
• 2月11 日 (off-site)  : 第二個星期的 
matching。鼓勵參加者自己找地方做 play 
date, 在 Club O 以外自己搵資源進行療癒
交換。
• 2月18 日 (1:00-3:30 pm) Club O 療癒
共修。大家互相 check-in, 分享成長的點
滴。做第三個星期的 matching。
• 3月3日 在大自然 off-site 的總結。
  
 

我和妳的一個約會: 

療癒師playdate計劃

逢星期二
2月4,11&18日
3月3日

• 2月11日：   (導師：周可凡)
 可凡會帶一門透過圖像來療癒、轉化和揚
升的冥想法。
• 2月25日：森林食生派對 x 大休息 (導師
：森林 Hester Ma + 周可凡) 當日會預備
幾款簡單的食生小食和大家分享，即場透
過正念飲食的方式，讓我們專注我們的嗅
覺、口腔的觸覺和味覺，慢慢感受食物的
質感和味道。

你也是療癒師

逢星期二

2月11&25日

* 註：計劃還包括1 次的場地資助。療癒師與計
劃中另一位療癒師可 (在 Club O 房間有空檔
的時) 預定一次 2.5 鐘的互相療癒 session。  

可使用
月證活動

• 費用：$650, 會員 $600 
           (計劃 + 雙月證 $900/ 會員$888)

• 時間：晚上 7:15 – 8:45
• 費用：(單堂) $222  [會員$200] 
 (雙月證) $600 [會員$540]

逢星期四

2月,6,13,20&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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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 時間：13:00-15:30                         
• 主持：可凡 Keisha + 土方巽研究場舞者    
• (單堂) $333 會員 $300
   (全期 5 堂) $1500 [會員$1300]
• 名額：4-8 位   心像術是一門透過意像來療癒、轉化和

揚升的冥想法。舞踏是一門透過意像刺
激身體的表演藝術。通過這兩個傳統，
我們會體驗意識與身體的微妙關係，由
內到外全然的綻放。

心中的野玫瑰: 

舞踏 x 心像術
星期三

2月12，19，26日

在這個工作坊，我們跟隨音樂的節奏，以簡單重覆地身體動作，逐步放下腦中擔憂
和思緒， 返回自己的身心。我們以打開心扉的動作，與自己的心連接，然後連接
周遭的環境，連接這個世界。在情人節前夕送自己一份禮物，釋放身心的負擔，感
受放鬆自在。讓我們一起動起來！

開心動態靜心工作坊星期四
2月13日

• 時間：19:30-21:00                            
• 主持：瑩子 Heidy Tsang     
• 費用：$230 [會員 HKD 200]

Journey Into The Heart (心之旅程)工作坊將與大家體驗心之旅程最經典的練習
︰「心脈禱告」— 心之旅最經典的練習之一，創建於16世紀‧聖女大德蘭亞維拉
；有效地使雜念轉為寂靜，讓內心重歸本源淨化狀態；品嚐從心療癒、創造與整
合的優美狀態。

「心之旅程」
心脈禱告寂靜體驗

星期二
2月11日

• 時間：16:20-18:00                            
• 主持：汪橋 Helen 
• 隨喜樂助
• 名額：10位

 * 註歡迎所有人士參與，無需任何經驗。儘管四
節課堂可以獨立成課。導師會視乎同學的需要
，或會作出課堂調整。上堂請穿鬆身衫褲。

• 費用：-全期4堂：$888 [會員$800] 
• 名額：4-8 位 (報全期優先)
• 導師：周可凡 Keisha     
 

太極哲學教人處世來自道家的基礎，練習中是意識和身體不斷溝通的過程。對修
行者來說，是一個好好自我認識的機會。

  

太極與靈修: 
身體與意識的探索

星期二：
2月11,18 & 25日,3月3日

馬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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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致電26190000/WhatsApp 67736361 留位

付款方法：ATM過數 或 可親身前往Club O支付現金

付款資料: 匯豐銀行戶口號碼： 804-8-004280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Green Liv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Ltd.)



運用擴大療癒法的雷射光束，掃描、清理、釋
放、轉化、重建身體所有系統、細胞與電子，
並療癒精微體，治療身心靈各層面的問題。

• 時間：早上10:00－下午1:00  (每次治療時間
約為1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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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將用作支持綠色生活教
育工作)

能量療癒義診
星期日
2月9日

(會員優先，請先預約)

提升正能量，有什麽比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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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身體強健内心平安，世界和譜！

• 時間：晚上7:15－8:45      
• 導師：余狄夫 (Dick）
• 費用：隨緣樂捐  (收益將用作支持綠色生活
教育工作)

愛笑瑜珈星期六
2月29日 (隨緣樂捐,無需報名)

• 時間：19:30-21:00                            
• 主持：瑩子 Heidy Tsang     
• 費用：$230 [會員 HKD 200]

行程：早上9時30分港鐵鑽石山站C2出口
集合，乘92號巴士往濠涌起步，經大藍湖 
- 黃麖仔 - 井欄樹 - 小夏威夷 - 將軍澳寶
琳散隊。(難度：2星半，行程約4小時。)

行山樂星期日
2月23日

• 集合時間：早上9:30
• 集合地點：港鐵鑽石山站C2出口
• 解散時間：約下午2時半
• 解散地點：將軍澳寶琳
• 領隊：甘灌康、歐振宗、陳廣財

(免費活動, 毋須報名)

註：黃雨取消，微雨照常。毋須報名，於集合時
間在集合地點會看見Club O旗仔，敬請準時！

道家養生是一套已動靜相兼的運動，從根
源性改善我們身心質素，重點在於：
1.使肢體動作柔軟
2.讓臟腑運作正常(內臟體操)，調節內分
泌機能；
3.道家無諍的思想，開放心靈世界，在練
習時體會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星期六
2月8日

• 導師：李踐生師父    
• 費用：$50  (會員$45)
• 時間：下午2:30 - 4:00
（講座30分鐘，練習時間1分鐘）

 道家養生功
工作坊(5)

*註：此活動只限舊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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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下午4:30-6:00  
• 導師：胡美玲 Susie Woo
• 費用：自由定價

心．零天台星期四
2月6 & 20日

• 2月6日：充滿希望的自己
• 2月20日：改變自己的藝術

(自由定價)

以敞開、喜悦、輕鬆自在的狀態，樂在其
中……
活動會隨緣隨喜提供和身心靈相關的主題
，跟大家一起討論，一起共修，連結自己
，進入靜心狀態，讓大家專注當下。當中
也加進香功練習，讓大家行氣活血，加強
新陳代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