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5月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

Green Liv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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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址｜旺角亞皆老街86號昌明大廈7字樓FGH室
查詢｜2619 0000
6773 6361

覽我
立即瀏

舉辦
各種身心靈
及綠色活動

們網站

精選有機
天然產品

逢週六出售有機菜

club O 綠色生活｜蔬乎里・蔬食廚房

clubo_greenliving
Club O店 營業時間：
星期二至日: 12:00-19:00
逢週三、六出售有機菜

豆豆
首席會員

(星期一全店休息)

星期日

居家必備天然
「常備醬」班
導師：Daisy (「蔬乎里」主廚)

時間：下午2:30-4:00

費用：$250 (會員 $225)

素心媽媽自然派
導師：素心媽媽
將食材用最簡單的做法提升出不同的味
道，適合調配各種食物，將會帶給大家
不一樣的味蕾享受。素心媽媽用心為大
家示範天然自家醃製菜。

16
星期日

• 天然醃漬大芥菜
• 香麻冬菇醬

每餐諗食咩諗到頭痕？媽
媽每日諗煮咩仲頭痕呀！
嚟Club O由「蔬乎里」
主廚Daisy示範兩款居家
必備「常備醬」，隨手就
能做到，美味又方便，仲
可以配搭不同食材𠻹！
• 手工天貝醬

致力推動香港
素食文化

5月份活動通訊

封面活動

9

舉辦純素廚藝證書
課程及烹飪工作坊

時間：下午2:30-4:00
費用：$250 (會員 $225)

• 古法薑蓉醬

*成品可帶走，學員請自備2個100ml以內玻璃瓶*

南瓜味力沒法擋

1、15
、29
星期六

23

導師：Bonnie
南瓜既營養又健康，對人體好處多籮籮
星期日
，而且還好好味！南瓜性溫甘，具有潤
腸通便、養脾胃的作用。想唔想知道南瓜在烹調上可
以有幾多變化？我哋導師會示範烹調
- 餐湯，主菜，甜點 + 小食！
• 南瓜湯
• 南瓜煎餅
• 紅豆南瓜
• 南瓜小食

時間：下午2:30-4:00
費用：$250 (會員 $225)

當我們進食時，暫且放下牽掛，什麼
都不必擔心，慢慢地咀嚼，吸收更多
養分。內心充滿喜悅和感謝，細細地品嘗每口食物，
這是多麼美好！
讓我們一起體驗如何安靜地吃出滋味與幸福。
時間：下午1:00-2:00

費用：隨緣樂捐

*廚藝班活動因需要預備材料，請於活動前三天報名。活動額滿即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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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舉辦地點: 會址G及H室
線上活動
其他地點

5月 活 動 好 安 排

禪食體驗
下午1:00 - 2:00
母親節創意摺紙班
Kit姨姨
下午3:00-4:30

花香四溢療癒系列： 亮 星 星 - 梅 子 養 生 ( 2 )
自 家 製梅 醋 嬌姐
愛心圈

伸展瑜珈x頌缽
休息術 Cathyrn
下午3:00-4:30

上午11:00 - 下午12:30

Grace
晚上 7:15 – 9:15

租場活動
下午1:00 - 5:00

Club O
店及辦事處
休息

昆達里尼瑜伽·
頌缽放鬆療癒課
Tina 、Susie
晚上 7:15 – 9:00

道家養生功
李踐生師父
上午10:30-12:00
基礎素食營養學(3)
鄭浩光
下午2:30 - 4:00

跟自己同在
正念放鬆 Susie

A: 早上10:30 - 12:00
B: 下午12:15 - 01:45

居家必備天然
「常備醬」Daisy
下午2:30-4:00

呼吸班 李炎芳
下午 2:00-4:00

Club O
店及辦事處
休息

Club O
店及辦事處
休息

南 瓜味 力沒 法 擋
Club O
Bonnie 店及辦事處
下午2:30-4:00
休息
Club O
店及辦事處
休息

星期六

花香四溢療癒系列從花的能量開始Hanna
晚上 7:15 – 9:15
跟自己同在
正念放鬆 Susie
A: 早上10:30 - 12:00
B: 下午12:15 - 01:45

素心媽媽自然派
素心媽媽
下午2:30-4:00

8、22

頌缽聲頻放鬆
Susie
下午 5:00-6:30

有機消費者
有興趣知道的事 Vicky
上午 11:30-1:00
頌缽聲頻放鬆 Susie
下午 5:00-6:30

亮 星 星 -生與死
珊瑚
上午11:00 - 下午12:30

禪食體驗
下午1:00 - 2:00

昆達里尼瑜伽·
頌缽放鬆療癒課
Tina 、Susie
晚上 7:15 – 9:00

道家養生功
李踐生師父
上午10:30-12:00

亮星星-秘密花園
充電之旅
林麗珊、Agnes
上午11:00 - 下午2:00

頌缽聲頻放鬆

Susie
下午 5:00-6:30
花香四溢療癒系列：
花的顏色與療癒 Salina
晚上 7:15 – 9:15

導師：李踐生師父
(講座30分鐘、練習時間1小時)

費用：$50 (會員 $45)

我的茹素餐盤(1):
食物處理、烹調及儲存
鄭浩光
下午2:30 - 4:00

跟自己同在～
正念放鬆 Susie
A: 早上10:30 - 12:00
B: 下午12:15 - 01:45

道家養生是一套以動靜相兼的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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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禪繞畫頌缽
啟迪練習
Belinda 、Susie
晚上 7:15 – 9:15

昆達里尼瑜伽·
頌缽放鬆療癒課
Tina 、Susie
晚上 7:15 – 9:00

花香四溢療癒系列從花的能量開始 Hanna
晚上 7:15 – 9:15

道家養生功

時間：上午10:30-中午12:00

亮星星-盛食大作戰
符醫生
上午11:00 - 下午12:30

禪繞畫頌缽
啟迪練習
Belinda 、Susie
晚上 7:15 – 9:15

8

星期六

昆達里尼瑜伽·
頌缽放鬆療癒課
Tina 、Susie
晚上 7:15 – 9:00

禪食體驗
下午1:00 - 2:00
租場活動
下午3:00 - 7:00

基礎素食營養學(3)
導師：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線上講座

時間：下午2:30-4:00

費用：$50 (會員 $45)

透過認識素食的基本營養，讓參加者能
掌握健康均衡素食的入門，改善健康。
• 認識五穀雜糧
• 認識鐵
• 認識維生素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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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付款資料：匯豐銀行戶口號碼：804-8-004280
Club O活動網上報名表

19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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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消費者
有興趣知道的事

什麼是「有機產品」？有機產品是絕對無污染、無添加的
嗎？你亦有這些問題嗎？導師喜研究探討有機農業發展、
有機農產品市場及有機消費者行為等題目。她會為大家講
解有機消費有興趣知道
• 導師：Vicky (綠田園總幹事)
的事情。
• 時間：下午11:30-1:00
• 費用：$50 (會員 $45)

6、13、
20、27
星期四

亮星星小敘感恩派對

時間：上午11:00-中午12:30 體驗價：$50 (會員 $45)
• 06/5：梅子養生(2) 自家製梅醋 (導師：嬌姐) 現代人
經常捱夜、多吃肉及加工食物，生活飲食不規律使體質
變成酸性，產生各種慢性病！梅子是最強的鹼性果子，
製成梅子能有效地調理血液的酸鹼度，還有助殺死多種
細菌、真菌、幽門螺旋菌等。嬌姐會在工作坊中示範如
何用當造梅子自家製防病強身的梅子醋。(材料費堂上付)
• 13/5：盛食大作戰 (導師：符慧敏醫生) 眼見超市、街
市大量一盤盤低價求售的蔬果，想拯救食材與堆填區的
關鍵，在乎「品種與量」的配合得度。讓我們每隔一段
時日，檢閱當前剩食，好好思量儲、存、烹煮免浪費！
(第一集大檢閱：馬蹄、紅菜頭、豆角；其他材料還看
市場檢閱調查結果。)
• 20/5：生與死 (分享者：珊瑚)「生命是水，死亡是土」
珊瑚會和大家一齊探討：
如何理解、經歷、感受生與死的力量？
如何從五行中發現生與死的痕跡？
如何從莊子的觀念，咀嚼「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

2

伸展瑜珈x頌缽
休息術

星期日
• 導師：Cathryn Yu

• 時間：下午3:00-4:30

• 實體收費：$180 (會員 $160)

• 線上收費：$50 (會員 $45)

*二人同行優惠＄340 (會員＄300)*

瑜伽是以假修真，是鍛練
內在的狀態。課程輕鬆地
進行 60 分鐘瑜伽伸展動
作，並加上 30 分鐘的頌
缽瑜伽休息術。將頌缽融
入瑜伽，讓參加者大腦及
身心處於更深層的放鬆。

22
星期六

我的茹素餐盤 (1)
食物處理、烹調及儲存

時間：下午2:30-4:00

費用：$50 (會員 $45)

導師：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此線上講座會為您分享從美國農業部公佈的健康飲食建

議修改而成的「我的茹素餐盤」，加上一般亞洲人經常
使用的食材，讓大家更易掌握較全面的飲食指引。

• 如何烹調及處理蔬菜、全穀雜糧、豆類、果仁、種籽
及海藻類食物。
• 如何儲存蔬菜。
• 忙人健康素食錦囊。
• 如何把製作發芽豆類？

• 27/5：秘密花園充電之旅 (領隊：林麗珊、晨曦)
時間：上午11:00-下午2:00

費用：免費，車費自備

* 每位參加者預備一人份量素食與隊友共同分享 *
趁炎夏來臨之前，綠色媽媽
麗珊及晨曦會帶大家到大埔
一處環境幽美的「秘密花園」
，一齊欣賞大自然、玩遊戲
、野餐共嚐，大夥兒會交流
充電心得：如何靜心、趕走
悶氣及提升幸福感。
• 活動地點：大埔近大尾督的秘密花園
• 集合地點：大埔墟火車站售票大堂
• 集合時間：上午11時(11:05起程，敬請準時)
（名額有限，須報名確認）

*全新「21天健康蔬食挑戰」返黎喇！記得密切留意日期公佈*

P3

5月

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26190000：/ 67736361 留位
付款方法：ATM過數 / Payme / FPS轉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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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19、26

花香四溢療癒系列

Club O 身心靈療癒/課程 網上報名表B

12、
19、26
星期三

星期三

跟自己同在～
正念放鬆

這季我們有幸邀請到一班臼井靈氣第八代的導師們
為我們 Club O 療癒課帶領節目。除了享受深度休息
之外，也有不同主題的體驗....

在市區想有個空間大家靜下來 ，一起練習靜、定的
基本功夫。願意跟自己同在，做點聲音按摩，沉澱
一下嗎？

• 05/5：愛心圈 (導師：Grace) 這個自由定價的晚上
，Grace也會和大家一起做拉筋法，分享自己在學習
能量療愈和身心靈課程的體驗，和對花的愛好。
Grace也會加上靜心元素，在大休息前帶大家入靜。

是日程序：
1. 靜坐方法介紹：觀呼吸，數息
2. 姿勢及調身、心態的準備
3. 一起練習
4. 下坐大休息，加入頌缽聲頻放鬆
5. 喝水練習，分享及祝福作結

• 12/5：從花的能量開始 (導師：Hanna) 人生旅程 ，
猶如花開花謝！怎樣以靈氣陪伴臨終朋友，在最後旅
程安靜地踏上另一段旅途？希望在這裹大家可以坦誠
地互相探討和分享對死亡的態度和看法。
• 19/5：心像術 x 大休息 (導師：周可凡) 心像術是一
門獨特的冥想療癒法，它能教會你如何分辨發自頭腦
及心靈的念頭，透過冥想回歸內心，令你的身心靈回
復平衡。除後會帶大家做大休息...
• 26/5：花的顏色與療癒 (導師：Salina) 我們無時無刻
都被斑爛的色彩環抱着，透過靜心和了解各種顏色能
量的基本特性，一齊來感受、了解、探索不同顏色的
啓示，發掘色彩怎樣以非語言的方法來跟我們溝通。
• 時間：晚上 7:15 – 9:15
• 導師：Club O療癒師團
• 費用：(單堂) $288 (會員$260)

13、27
星期四

禪繞畫頌缽
啟迪練習

禪繞形容為腦內瑜伽，有參加者分享接觸後，除了
過程中享受靜心，增加專注力，還可以從中更了解
自己個性。
創作前，會在頌缽聲頻調頻
下，回到跟自己連結的狀態。
完成作品後，再專注在作品中
，細細體味。
今次在不同黑與白之間體驗，
我們跳出框框創造畫作，同
時探索與人創作圖作，增強
對四周環境的欣賞，建立正面生活態度。
• 時間：晚上7:15 - 9:15
• 費用：單堂 $220 （會員 $200）
*報兩堂或以上可享九折優惠*

• 導師：Belinda Ho 、Susie Woo

• A時段：早上 10:30 - 12:00
• B時段：下午 12:15 - 01:45
• 單堂費用：$198（會員 $180)
(同一時段報全期3堂)：$540 會員 $480
• 導師：Susie Woo

頌缽singing bowl
聲頻放鬆
以敞開、喜悦、輕鬆自在的狀態，享受頌缽聲，
「萬事萬物都是能量的振動」
就讓泛音振動蔓延全身，給自己和細胞深度休息，啟
動我們自癒的能力。通過與自己連結的狀態，靜觀自
己的念頭。靜觀，等待...體驗回到當下。
對象：有興趣與身心連結的朋友們參加，無需經驗。
• 時間：下午 5:00-6:30
• 費用：$200（會員 $180)

7、14、
21、28
星期五

• 導師：Susie Woo
*報兩堂可享九折優惠*

昆達里尼瑜伽•
頌缽放鬆療癒課

上半節我們會一起練習昆達里尼瑜伽，調節身心狀
態。讓我們回歸當下，純粹享受與自己身體和呼吸
的連結，感受身體的微妙。
下半節會跟大家一起享受頌缽
給自己細胞深度休息，在享受
聲頻振動的過程中，啟動我們
自癒的能力。
• 晚上7:15-9:00
• (單堂) $200 (會員 $180）
*報兩堂或以上可享九折優惠*

• 導師：Susie Woo、Tina Y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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