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愛心捐獻，您的一分一毫，將全數投入推動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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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活動通訊封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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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月

 

立即瀏覽
我們網站

豆豆
首席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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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全店休息)

club O 綠色生活｜蔬乎里・蔬食廚房

clubo_green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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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
Green Liv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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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聽說過「21天效應」嗎？希望養成健康、環保又有愛心的飲食習慣嘅
您，但不知從何入手？來參加Club O舉辦第11屆《21天健康蔬食挑戰》
Let’s Go Green喇！立即行動，約定您喇～

21天健康
蔬食挑戰!

•  營養餐單

•  專業分享

•  健康資訊

•  朋輩同行

•  後續支持

• 日期：(週日）8月08、15、22、29日
• 時間：中午12:00 - 2:00
• 費用：$1200 (會員$1080)
凡成功挑戰及準時出席挑戰者：
可獲贈指定廚藝課程乙個 (價值$250) 9月12日 (週日)
及價值$100 Club O 店購物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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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址G及H室
線上活動
其他地點

活動舉辦地點: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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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 O
店及辦事處

休息

身體探索之流動火焰:
拜日式及清洗脈流

可凡
晚上 7:15 – 9:00

預防及改善痛風、

關節炎講座 鄭浩光
下午2:30 - 4:00

香氣冥想工作坊:
輕鬆減壓好心情 

Cora Bow
晚上 7:00 – 9:00

李踐生師父
上午11:00 - 12:30

道家養生功(二)

李踐生師父
上午11:00 - 12:30

道家養生功(二)

鄭浩光
下午2:30 - 4:00

常見都市病的飲食及生
活模式預防講座

跟自己同在療癒課
Susie ＆ Khair Sinn

下午 2:30 – 4:00

下午1:00 - 2:00
禪食體驗

下午1:00 - 2:00
禪食體驗

上午11:00 - 下午12:30 

動物傳心術 
Patricia

第11屆
21天蔬食挑戰

中午12:00 - 2:00

盛食大作戰
 仲夏篇 符醫生

上午11:00 - 下午12:30 

上午11:00 - 下午12:30 

催眠療癒 
Anita

身體探索之流動火焰:
溫柔的力量

可凡
晚上 7:15 – 9:00

身體探索之流動火焰:
內在與外在的意像

Jo Chan
晚上 7:15 – 9:00

身體探索之流動火焰:
生命旅程與身體

Jo Chan
晚上 7:15 – 9:00

夏日炎炎療癒系列：
愛心圈 Hanna

晚上 7:15 – 9:00

身體探索之流動火焰:
拜日式及清洗脈流

可凡
晚上 7:15 – 9:00

夏日炎炎療癒系列：
覺知身體 x 能量療癒

Susie
晚上 7:15 – 9:00

夏日炎炎療癒系列：
聲頻放鬆 x 大休息 Susie

晚上 7:15 – 9:00

夏日炎炎療癒系列：
聲音自療 Salina
晚上 7:15 – 9:00

頌缽聲頻放鬆 Susie
下午 4:15 – 5:45

跟自己同在療癒課
Susie ＆ Khair Sinn

下午 2:30 – 4:00

頌缽聲頻放鬆 Susie
下午 4:15 – 5:45

跟自己同在療癒課
Susie ＆ Khair Sinn

下午 2:30 – 4:00
頌缽聲頻放鬆 Susie

下午 4:15 – 5:45

跟自己同在療癒課
Susie ＆ Khair Sinn

下午 2:30 – 4:00
頌缽聲頻放鬆 Susie

下午 4:15 – 5:45

香氣冥想工作坊:
快樂親子好關係

Cora Bow
晚上 7:00 – 9:00

香氣冥想工作坊:
兩性和諧好溝通

Cora Bow
晚上 7:00 – 9:00

香氣冥想工作坊:
香氣調頻好運來 

Cora Bow
晚上 7:00 – 9:00

第11屆
21天蔬食挑戰

中午12:00 - 2:00

第11屆
21天蔬食挑戰

中午12:00 - 2:00

第11屆
21天蔬食挑戰

中午12:00 - 2:00

星 期 六
14
此線上講座會與大家分享：

• 認識導致痛風發作的關鍵

• 認識痛風與關節炎的分別及改善關節炎的飲食方法

• 預防及改善尿酸結晶的方法

導師：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預防及改善痛風、
關節炎講座

預防及改善痛風、
關節炎講座

時間：下午2:30-4:00     費用：$50 (會員 $45)    

星 期 六
28

此線上講座會與大家分享：

• 介紹一般都市病的起因

• 分享改善酸化體質的飲食套餐及生活模式，

   作為預防及改善慢性病的基礎。

導師：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時間：下午2:30-4:00     費用：$50 (會員 $45)    

常見都市病的飲食及
生活模式預防講座

常見都市病的飲食及
生活模式預防講座

東南亞惹味
FUSION料理

Phyllis
下午2:00 - 3:30

21天健康蔬食挑戰
第11屆



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2619 0000 /    6773 6361 登記
付款方法：銀行過數 / Payme / FPS轉帳 / 親身前往Club O支付現金

名額有限，每位參加者報名後需三天內全數付款方可作實，否則當作自動放棄。

Club O活動網上報名表

8月

銀行過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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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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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星星小敘-
感恩派對

亮星星小敘-
感恩派對星 期 四

05、19
、26

• 26/8：催眠療癒 (導師：Anita)
 很多人對催眠都存在一份迷思，認為它有著神秘的
力量。究竟催眠是什麼？Anita 將會為大家分享：
 一般人對催眠的誤解
~ 催眠師的角色
~ 有什麼人不可以接催眠療癒
~ 接受催眠療癒的好處
~ 催眠療癒的力量有多大

• 19/8：盛食大作戰-仲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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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大檢閱：蓮藕、苦瓜、

   節瓜、子薑、菠蘿、木瓜）材料費堂上付

時間：上午11:00-中午12:30   體驗價：$50 (會員 $45)    

• 05/8：動物傳心術 (導師：Patricia) 相信每個主人都
希望同自己心愛的寵物有更加深了解，於是會拜託動
物傳心師作為一個溝通的橋樑。究竟動物傳心術是如
何運作呢？Patricia 將會為大家介紹：

   ~ 什麼是動物傳心術？
   ~ 動物傳心術的來由
   ~ 動物如何與人類溝通？
   ~ 那一類人仕易於掌握動物傳心術？
   ~ 與動物溝通之前有什麼需要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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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養生功(二)道家養生功(二)
星 期 六

導師：李踐生師父  
(只限舊生參加)

時間：上午11:00-中午12:30     費用：$50 (會員 $45)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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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週六）8月7，21日
• 時間：下午1:00 - 2:00
• 費用：隨緣樂捐

香功 + 少林養生功 + 禪步 + 穴位按摩
夏日林蔭漫步，涼風綠樹最好
行程：下午1：30東涌站B出口集合，乘11號巴士於羌山
觀音寺下車，經悟園行去大澳途中找適合地方練功 & 吃
水果。請自備水果及餐具，毋須報名，敬請準時！

星 期 日
15 大澳-

水果練功日
大澳-

水果練功日
(註：黃雨取消，微雨照常)

• 集合時間：下午1：30
• 集合地點：東涌站B出口
• 領隊：歐振宗、黃美冠、湛燕歡

星 期 六
28東南亞惹味

FUSION料理
東南亞惹味
FUSION料理

時間：下午2:00-3:30
費用：$250 (會員 $225)
導師：Phyllis

有沒有想過濃郁惹味的咖喱醬汁，
由每一種原始材料開始，都由自己親手
打造調配？跟Phyllis 一齊學做好玩又
有營健康的fusion 生機素食：椰汁喇沙
意大利粉，青咖喱意大利薄餅

一茶一約一茶一約

相約茗茶，以一個下午的時光，
感受茶湯流動於身心，經歷動與   

      靜之息間！

茗茶、靜心練習茗茶、靜心練習

日期：9月4日 (週六)
時間：下午3:00-5:00
體驗價：$180 (會員 $150)
導師：珊瑚
茶類: 手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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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過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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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2619 0000 /    6773 6361 登記
付款方法：銀行過數 / Payme / FPS轉帳 / 親身前往Club O支付現金
名額有限，每位參加者報名後需三天內全數付款方可作實，否則當作自動放棄。

8月

夏日炎炎療癒系列夏日炎炎療癒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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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週四）8月5，12，19，26日
時間：下午7:15 - 9:00
導師：Club O療癒師團隊
費用：(單堂) $288 (會員$260)
         (月證) $450 (會員$400)

•  05/8：愛心圈  (導師：Hanna) 這個自由定價的晚上是
非常適合想試試能量療癒是什麼的朋友 + 想回來共修
的療癒師。

•  12/8：覺知身體 x 能量療癒 (導師：Susie) 學習聆聽、
覺知並帶回自己的身體。當我們練習正念觀察所有發生
的一切，接納並包容自己。

•  19/8：聲頻放鬆 x 大休息 (導師：Susie) 人的身心
   健康，可透過頌缽聲頻調節人的身心，甚至全身血氣，

是一種簡單而療效顯著「能量改變能量」的療癒方法。 

•  26/8：聲音自療 (導師：Salina) 透過我們與生俱來的
聲音來一埸自我療癒的練習。練習用聽覺力量加上自身
的聲音，在聲音按摩的振動中，安頓淨化我們的心靈。

身體探索之流動火焰身體探索之流動火焰
由炎炎夏日步向醇美的秋天，這個由可凡與Jo 共同設計
的課程系列，將引導參加者探索其身體、脊椎與內在力
量的關係。

• 03、10/8：拜日式及清洗脈流  (導師：可凡) 拜日式是
哈達瑜珈最有名的式子，有助我們伸展脊椎和四肢的練
習。可凡會帶大家啟動自己內在的火焰，按每位學生需
要協助大家放鬆、延伸和探究心靈與身體的關係。

• 17/8：溫柔的力量 (導師：可凡) 今堂我們會借用太極
對練體驗「鬆」與「沉」的力量。通過與對方的互動 

   (無論是與大地或他人)，我們會經歷陰陽的變千; 從另一
個角度享受自己的脊椎與天地的關係。

• 24/8：內在與外在的意像 (導師：Jo Chan) 我們會連結
丹田去看見並自身與生命之流的關係，感受自己與生命
之流的結合。從拜日式出發，慢慢讓脊椎轉動的伸展練
習，然後開始把身體內的能量，轉化成外在的意象，包
括聲音、自由的繪畫，進一步去探索我們的內在世界。

• 31/8：生命旅程與身體 (導師：Jo Chan) 我們會以鬆功
作為我們的暖身。也會感受心臟作為我們生命力的

「來源」，讓心的節奏帶領我們放下不再需要的「故事」
，燃點新的火焰，築起新的「生命旅程」。

日期：(週二）8月3，10，17，24，31日
時間：晚上7:15 - 9:00
導師：Club O療癒師團隊
費用：(單堂) $288 (會員$260)
         (月證) $1200 (會員$1080)
名額：4-8位；可以上整個課程優先

Club O 身心靈活動 網上報名表

跟自己同在療癒課跟自己同在療癒課

日期：(週四）8月5，12，19，26日
時間：下午2:30 - 4:00
導師：Susie Woo ＆ Khair Sinn
費用：(單堂) $200 (會員 $180)
          同時報2堂或以上可享9折優惠

《香氣印象》系列:
香氣冥想工作坊 

《香氣印象》系列: 
香氣冥想工作坊 

日期：(週三）8月4，11，18，25日
時間：下午7:00 - 9:00
導師：Cora Bow（香氣導想員）
費用：(單堂) $300 (會員$270)
        (月證) $1080 (會員$1000)

         第四堂親自調配個人天然香水一枝 (10ml)

04/8：輕鬆減壓好心情
11/8：快樂親子好關係
18/8：兩性和諧好溝通
25/8：香氣調頻好運來 
一共四節的香氣冥想工作坊將
以不同的主題作引子，介紹不
同的芳香植物，並通過特別調
配的天然植物香氣，結合意象
的冥想，協助參加者洗滌心靈
，連接和開啟潛意識，在大自
然無條件的愛和芳香之中協助
我們檢視和重新編寫我們的意
識，從中得到一些生活上的
啟發和轉化。 

當天進行喝水練習時，會透過茶水與大地母親連結，從
一杯茶水的芬芳中，看到其中是甘甜，還是苦澀，靜觀
它承載的訊息。

然後透過頌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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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無副作用，又可以
改善身心健康，是一項不錯的保健。

對象：有興趣嘗試聲頻共振療癒，連結身心的朋友們，
無需經驗。

頌缽聲頻放鬆頌缽聲頻放鬆

日期：(週四）8月5，12，19，26日
時間：下午 4:15 - 5:45
導師：Susie Woo
費用：(單堂) $200 (會員 $180) 
         報單堂二人同行者，可享9折優惠
         同時報2堂或以上可享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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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