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活動好安排

活動簡介/ 課程／活動詳細資料可於Club O 網頁或臉書查閱   club O 綠色生活   clubo_greenliving

活動舉辦地點:Club O會址（指定地點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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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日

重陽節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晚上 7:15 – 9:00

靜心基本法 1–
靜心的概念與實踐
下午 2:30 – 4:00

天然手作護膚 入冬篇 
下午2:00 - 3:30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晚上 7:15 – 9:00

泰國 VS 斯里蘭卡飲食
文化及幸福指數

上午11:00 - 中午12:30

大埔林中淨化身心
下午2:00 - 4:00

薑艾養生
上午11:00 - 中午12:30

臼井藏傳靈氣第一級：

愛心圈(體驗課）
晚上 7:15 – 9:15

臼井藏傳靈氣第一級：

正式課堂

晚上 7:15 – 9:15

臼井藏傳靈氣第一級：

正式課堂

晚上 7:15 – 9:15

道家養生功(二)
上午11:00 - 12:30

禪食體驗
下午1:00 - 2:00

禪食體驗
下午1:00 - 2:00

靜心基本法 2–
靜心練習工作坊

下午 2:30 – 4:00

頌缽泛唱靜心 
晚上 6:15 - 7:30

全部都係【薑】
下午2:00 - 3:30

行山樂
早上9:30

水果練功日
坪洲

下午1:20

道家養生功(二)
上午11:00 - 12:30

「善用情緒、有效溝通」分享會
下午2:30 - 4:00頌缽泛唱靜心 

晚上 6:15 - 7:30

頌缽泛唱靜心 
晚上 6:15 - 7:30

頌缽泛唱靜心 
晚上 6:15 - 7:30

頌缽泛唱靜心 
晚上 7:00 - 8:15

遇見內在小孩療癒夜
晚上 7:15 – 9:15

心靈舞動：
成為生命的舞者
晚上 7:15 – 9:15

遇見內在小孩療癒夜
晚上 7:15 – 9:15

心靈舞動：
成為生命的舞者
晚上 7:15 – 9:15

身體、覺察與力量：
身心靈的扎根

下午 2:30 – 4:00

身體、覺察與力量：
身心靈的扎根

下午 2:30 – 4:00

身體、覺察與力量：
身心靈的扎根

下午 2:30 – 4:00

身體、覺察與力量：
身心靈的扎根

下午 2:30 – 4:00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晚上 7:15 – 9:00

太極與靈修: 
身心靈的溝通

晚上 7:15 – 9:00

禪食體驗
下午1:00 - 2:00

與情緒對話
下午2:30 - 5:30

O C T O B E R



11月 活動好安排 活動舉辦地點:Club O會址（指定地點除外）

活動簡介/ 課程／活動詳細資料可於Club O 網頁或臉書查閱   club O 綠色生活   clubo_green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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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禪食體驗
下午1:00 - 2:00

禪食體驗
下午1:00 - 2:00

道家養生功(二)
上午10:30 - 12:00

靜心基本法 3–靜心生活化工作坊
下午 2:30 – 4:00

道家養生功(二)
上午11:00 - 12:30

頌缽泛唱靜心 
晚上 6:15 - 7:30

頌缽泛唱靜心 
晚上 6:15 - 7:30

頌缽泛唱靜心 
晚上 7:00 - 8:15

頌缽泛唱靜心 
晚上 6:15 - 7:30

心靈舞動：
成為生命的舞者
晚上 7:15 – 9:15

身體、覺察與力量：
身心靈的扎根

下午 2:30 – 4:00

心靈舞動：
成為生命的舞者
晚上 7:15 – 9:15

身體、覺察與力量：
身心靈的扎根

下午 2:30 – 4:00

心靈舞動：
成為生命的舞者
晚上 7:15 – 9:15

身體、覺察與力量：
身心靈的扎根

下午 2:30 – 4:00

心靈舞動：
成為生命的舞者
晚上 7:15 – 9:15

身體、覺察與力量：
身心靈的扎根

下午 2:30 – 4:00

臼井藏傳靈氣第一級：

手療師加油站
晚上 7:15 – 9:15

臼井藏傳靈氣第一級：

手療師加油站
晚上 7:15 – 9:15

臼井藏傳靈氣第一級：

手療師加油站
晚上 7:15 – 9:15

臼井藏傳靈氣第一級：

手療師加油站
晚上 7:15 – 9:15

斷捨離成為更好的自己
上午11:00 - 下午1:00

心像術療癒系列：
萬法歸心

晚上 7:15 - 8:45

心像術療癒系列：
我是誰？

晚上 7:15 - 8:45

心像術療癒系列：
深愛自己

晚上 7:15 - 8:45

心像術療癒系列：
擁抱自己

晚上 7:15 - 8:45

心像術療癒系列：
七輪淨化

晚上 7:15 - 8:45

快樂工作的秘訣
上午11:00 - 中午12:30

瑜伽頌缽初探
上午11:00 - 中午12:30

行山樂
早上9:30

蔬乎里廚藝證書課程：開飯易
下午3:00 - 5:00

蔬乎里廚藝證書課程：開飯易
下午3:00 - 5:00

蔬乎里廚藝證書課程：開飯易
下午3:00 - 5:00

蔬乎里廚藝證書課程：開飯易
下午3:00 - 5:00

節日生機小食、甜品、蛋糕製作班
中午12:30 - 下午2:30

節日生機小食、甜品、
蛋糕製作班

下午1:30 - 3:30

A u t u m n

Club O
活動網上報名表

Club O
身心靈網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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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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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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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瀏覽
我們網站

豆豆
首席會員

• 易學實用

• 實習時間充足

• 資深素食烹飪導師

• 廚藝教學經驗豐富

• 100%植物性食材

• 專業中西醫及營養師貼士

• 每階段均設證書

入門
四堂

開飯易

進階
四堂

升呢掂

精進
四堂

大師班

• 逢週六
• 每課2小時
• 示範３款菜式，小組實習其中1款
• 免費食譜

【開飯易】招生中！(P07)



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2619 0000 /    6773 6361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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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保留更改活動詳情的權利，請密切留意最新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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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O活動網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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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6、30日 (週六)
            11月13、27日 (週六)
• 時間：下午1:00 - 2:00
• 費用：隨緣樂捐

天然手作護膚
工作坊
天然手作護膚
工作坊

日期：10月3日（週日）
時間：下午2:00-3:30
費用：$250 (會員 $225)
導師：Daisy

乳木果脂除了有深層滋潤作用，乳木果油中的一種
天然防曬成份-肉桂酸，有效隔離紫外線。工作坊會教大家自製兩款天然手作護膚品，
更特意為大家準備了滋潤小吃，讓你裡裡外外滋潤無比！

1) 乳木果玫瑰日夜霜
2) 竹鹽美白磨砂膏
3) 滋潤小吃：抗氧化牛油果醬配米餅、養顏南非玉桂茶

(入冬篇）(入冬篇）

日期：10月16日（週六）
時間：下午2:30-4:00
費用：全免
導師：周華山博士

【善用情緒、有效溝通】
分享會

【善用情緒、有效溝通】
分享會

周華山博士將會讓我們學懂善用情緒，即時轉化，找回自愛的
力量，並且掌握有效人際溝通之道，提升溝通力、感染力和領
導力。這是充滿喜悅和感動的分享會，讓我們掌握到：

• 如何即時轉化負面的情緒？
• 如何轉化無力無奈無助感﹖
• 如何令對方即時轉化情緒﹖
• 如何身處逆境能反敗為勝？

• 如何提昇親和力和感染力﹖
• 如何有效化解人際的衝突﹖
• 如何有效帶團隊創造佳績？

當日參加者可以半價$60購買原價$120的《正念教練學》一書。

 情緒是生命的禮物，是忠誠的良伴，情緒不會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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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養生功道家養生功

• 09/10：靜心的概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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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心基本法123靜心基本法123

• 日期：10月9、23日（週六)；
            11月6、20*日（週六)
•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30
           上午10:30 - 中午12:00*
• 單堂費用：$50（會員$45）
• 導師：李踐生師父
（歡迎新生參加）

• 日期：10月9、23日（週六)；
            11月13日（週六)
• 時間：下午2:30 - 4:00
• 單堂費用：$50（會員$45）
• 導師：鄭浩光 (國家高級公共營養師)
（線上講座）

• 23/10：靜心練習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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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猿意馬，雜念很多，結果就放棄練習了。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從序漸進，沒
  有適當的方法及方向，一步一步去練習，誤以為單單靜坐就是練習靜心的唯一方法
  ，因沒有體會到靜心帶給我們的好處，於是半途而廢，十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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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靜坐練習

• 13/11：靜心生活化工作坊
  靜心不單只是打坐而已，一定要配合正當的觀念，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讓我們可 
  以放開對好、壞、對、錯事情的執著，使我們可以生活得安心愉悅一點。否則，靜 
  心只是練身體、練氣功，執重於外形與外相，留於「空心靜坐」的階段，並不能夠
  改變我們的心態和人生觀。

  此工作坊分享如何透過放鬆身心及體驗呼吸，一步一步把靜心帶到日常生活裡去，
  讓我們可以身心平和地生活。

10-11月付款方法：銀行過數 / Payme / FPS轉帳 / 親身前往Club O支付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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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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薑艾養生 (導師：王愛華)
  薑是佐料，也是主料，它是食材，也是藥，薑的主要
  成份「薑醇」可以使血管擴張   、促進血液循環，生姜
  有辛温散寒的功效。艾葉有抗菌，抗病毒，增強免疫力
  的功效。在本工作坊，導師茶花籽會結合醫理和藥理，
  並以多年的實踐心得和大家一起切磋「藥食同源，順時
  食養之道」，她會深入探討薑和艾養生的重要，參加者
  會品嚐古方老薑茶和薑棗湯，還可體驗設合忙碌現代人
  袪風、寒、濕的艾薑貼。

• 21/10：大埔林中淨化身心 (領隊：李炎芳) 
  瑜珈導師李炎芳(三文魚)會和參加者在大自然環境中練習印度瑜珈清潔法，幫助我
們身體排毒進而淨化。這包括：
1) 淨鼻的水涅涕法(Neti)以減少鼻炎或呼吸道感染
2) 淨目術以改善長期對著電腦手機引致的眼睛疲勞
3) 腦瑜珈，藉著呼吸法讓大腦逐漸歸於平靜

• 07/10：泰國 VS 斯里蘭卡飲食文化及幸福指數 (導師：Dharma Sen)
   一位修行了16年，離開斯里蘭卡到泰國生活了10年的佛教年青
   僧人，Dharma Sen會在工作坊分享泰國和斯里蘭卡飲食在取材
   及烹調方法有何不同，亦會示範如何製椰汁荳蔻pancake。
   他還會帶一個幸福靜心，並細訴為什麽上述兩國國民貧富狀況
   與個人快樂幸福指數不一定成正比例。

   *體驗價：$60(會員$55)包括材料費*

亮星星小敘-感恩派對亮星星小敘-感恩派對10月星期四

集合地點：大埔墟地鐵站大堂售票處
集合時間：下午2:00(逾時不候) 步行約15分鐘到公園 (如選擇乘車，車費自備)
解散時間：約下午4:00 在大埔海濱公園解散後自由活動。
體驗價：每位$50(會員$45) 
*自備室溫(微暖更佳)生理鹽水250毫升 (用溫水250cc 加 1/4茶匙幼鹽拌至溶解)*

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2619 0000 /    6773 6361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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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保留更改活動詳情的權利，請密切留意最新發佈。)

Club O活動網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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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自供參考

•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30     • 體驗價：$50（會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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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瑜伽頌缽初探 (導師：王愛華)
  好好多謝身體，送她一份終生受用的禮物吧，齊來體驗
  伸展瑜伽為筋骨帶來的舒暢，享受頌缽音頻活化疲憊的
  細胞帶給自己深度的大休！瑜伽及頌缽達人Joyce會帶領
  參加者體驗瑜伽伸展及頌缽 (sound bath)對身心靈的好處: 
  如增加身體柔軟度、享受身心合一平静和諧的境界。

• 11/11：快樂工作的秘訣 (導師：晨曦) 
  面對做不完的工作(包括家務)，你覺得疲累嗎？
 《12道快樂工作雞湯》及《發現 心流》兩本書指出
  人生中難免要做許多自己並不樂意去做的事，如何
  可以增加工作的滿足感，甚至喜歡自己所從事的
  工作？晨㬢会分享上述兩本書所述的快樂工作秘訣，
  並一齊探討如何上自己賴以為生的飯碗並從中
  找到樂趣？如何甘心情願自得其樂地做家務？

• 04/11：斷捨離成為更好的自己 (導師：Pheabe)
  不少人對「斷捨離」這行動頗為糾結，甚至深感煩惱
  ，我們可以怎樣消除猶疑的情緒、事事拖延的習慣，
  進而解開加諸於自身的限制？導師 Pheabe會分享書
  籍《丟吧！成為更好的自己》中，作者山下英子如何
  解構與斷捨離有關的心理層面，教大家藉此反思深入
  瞭解自己，將斷捨離變成一場「尋找自己」的旅程；
  將「斷捨離」變成一種應用在生活上訴諸行動的治療
  法。就讓我們懂得從環境到心境徹底地革新，拋下過去的執念，迎接美好的未來。

星 期 四

04、11、
18

亮星星小敘-感恩派對亮星星小敘-感恩派對
•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30
• 體驗價 (單堂)：$50 (會員$45)

11月

10-11月付款方法：銀行過數 / Payme / FPS轉帳 / 親身前往Club O支付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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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1:00 - 下午1:00）



坪洲-水果練功日坪洲-水果練功日

(註：黃雨取消，微雨照常)

• 日期：10月10（週日）
• 集合時間：下午1：20
• 集合地點：中環離島坪洲碼頭外
• 領隊：歐振宗、黃美冠、湛燕歡

10-11月
行山樂
10-11月
行山樂
• 24/10(週日)：元朗西鐵朗屏站>天水圍北(天澤邨)
  行程：上午9：30元朗西鐵朗屏站B2出口外天橋右邊悅屏樓前平台休憩花園集合
  9時30分起步，朗屏巴士總站對面上丫髻山，落大井圍經魚塘出邊境路，繞過濕地 
  公園外圍至輞井圍出天水圍北(天澤邨)散隊。需時：約4小時 (難度：1/2星)

• 28/11(週日)：大埔火車站新達廣場梯口>林錦公路車站
  行程：上午9：30大埔火車站新達廣場梯口集合乘64K巴士(64K入錢可享分段收費)  
  往寨乪站起步，經萬德苑直上梧桐寨群瀑(井底瀑，中瀑，長瀑) ，大休後續上散髪
  瀑，沿郊遊徑落回梧桐寨村，林錦公路車站散隊。需時：約4小時 (難度：3星)

領隊：歐振宗、甘灌康、陳廣財

香功 + 少林養心功 + 禪行
水果練功 , 融入大自然 , 做個開心快活人。
行程：下午1：20於中環離島坪洲碼頭外集合，抵達坪洲後 , 沿海濱直上手指山 。
小休後經水務局旁小徑往海邊大休練功及水果分享。宜自备沙灘蓆用作沙灘上休息
。練功後 , 經小徑回到市集自由活動。請自備水果共享！

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2619 0000 /    6773 6361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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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保留更改活動詳情的權利，請密切留意最新發佈。)

Club O活動網上報名表

06

• 日期：10月31日（週日）
• 時間：下午2:00-3:30
• 費用：$250 (會員 $225)
• 導師：Daisy (蔬乎里・蔬食廚房總廚)

全部都係【薑】
工作坊
全部都係【薑】
工作坊
冬天一到，虛寒體質的朋友特別
容易手凍腳凍。吃吃薑製品，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保持身體溫暖～
今次廚藝達人Daisy會教整幾款薑製品，
仲會教埋素薑醋，想改善手腳冰冷或者想
調理身體，都係最佳之選。

內容：1. 古法素薑醋
         2. 麻油薑片

*毋須報名，敬請準時



• 日期：10月6日，27日 (週三)；
            11月3，10，17，24日 (週三) 
• 時間：晚上7:15 - 9:15
• 導師：Minna Chan
• 費用：(單堂) $330 (會員 $300)
           (全期) $1800 (會員 $1680)

【開飯易】
廚藝證書課程

【開飯易】
廚藝證書課程

07

10-11月付款方法：銀行過數 / Payme / FPS轉帳 / 親身前往Club O支付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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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11月06, 13, 20, 27日(週六)
• 時間：下午3:00 - 5:00
• 地點：Club O 會址
• 導師：Ms Kwok
• 費用：單堂 $450 (會員$400)
           全期 $1650 (會員$1450) 共4堂*
*要一次性付款才可享全期折扣優惠

每堂回贈$100Club O店現金券即時使用

全港首創！蔬食廚藝實習證書課程，現正招生！由資深素食烹飪
導師任教，課程易學實用，3-4人一組實習，100%全植物性食材
，專業中西醫及營養師貼士，並提供免費食譜，共有三個階段
（每階段均設證書）：

開飯易（入門四堂）
升呢掂（進階四堂）
大師班（精進四堂）

*完成每一階段均可獲頒證書

示範菜式(次序待定)，每組每堂可實習一款：
• 06/11 中式 - 碗仔羹、齋鹵味、腐皮卷
• 13/11 泰式 - 冬陰湯、菠蘿炒飯、涼拌木瓜
• 20/11 日式 - 味噌白蘿蔔湯、壽司、日燒素鰻
• 27/11 韓式 - 涼拌韓國粉絲、紫菜卷、雜菜拼盤

(因應季節及供應量，本會保留更改以上資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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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覺察與力量：舞動靜心身體、覺察與力量：舞動靜心
• 日期：10月6，13，20，27日(週三)；
           11月3，10，17，24日 (週三) 
• 時間：下午2:30 - 4:00
• 導師：Minna Chan
• 費用：(單堂) $300 (會員 $280)
          10月月證 (4堂) $1080 (會員 $1040)
          11月月證 (4堂) $1080 (會員 $1040)

心靈舞動：
成為生命的舞者
心靈舞動：
成為生命的舞者

身體，在身心靈的修行道路上，
其重要之處究竟在哪裡？除了身
體是我們靈魂的載體，我們的飲
食、作息與健康的關係。

在這兩個月的下午課，我們會從
身體的力量 (丹田的力量、能量的
流動與匯聚)與身體的覺察去探索
這個問題。我們會專注於一些丹田
與打開身體覺察的練習，如呼吸、太極推手的雙人練習，再進入舞動靜心當中。

舞動靜心的部份，會是大家在音樂裡的自由舞動。

和晚上的【心靈舞動】課的不同之處，下午課會著重於動態冥想，是一種從自己的
中心去觀照的流動。

註：當天請穿鬆身的衣服，或帶來上課前更換
     （無需任何的身體經驗，任何人都可以參加）

在【心靈舞動】的課堂，我們會透過連
結身體，讓身體的舞動、韻律帶領我們
去發掘自己的特質、自己不同的面向，在音樂裡與自己對話。這是一種全新的、或在
最開始時是陌生的一種方式。這是一個發現自己的旅程，在舞動的過程，重新感受一
些之前或許阻塞或抑壓了的情感重新流動起來。在這個過程裡是你去體會「甚麼是無
條件的愛」的禮物，而你會發現你就是這份愛。

在不同的課堂裡，我們會有一些兩個人的互動，或與整體、所有人的感應。這會在六
堂裡一步步的打開。

我也會在課堂裡以聲音、歌唱，與大家一起經歷。期待你的到來。

註：當天請穿鬆身的衣服，或帶來上課前更換
      請帶備眼罩，我們會在安全的環境裡在黑暗中舞動
    （無需任何的身體經驗，任何人都可以參加）

• 日期：10月6日，27日 (週三)；
            11月3，10，17，24日 (週三) 
• 時間：晚上7:15 - 9:15
• 導師：Minna Chan
• 費用：(單堂) $330 (會員 $300)
           (全期) $1800 (會員 $1680)

• 日期：10月6日，27日 (週三)；
            11月3，10，17，24日 (週三) 
• 時間：晚上7:15 - 9:15
• 導師：Minna Chan
• 費用：(單堂) $330 (會員 $300)
           (全期) $1800 (會員 $1680)

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2619 0000 /    6773 6361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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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保留更改活動詳情的權利，請密切留意最新發佈。)

Club O 身心靈活動 網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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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井藏傳靈氣第一級：
與天地連結的力量
臼井藏傳靈氣第一級：
與天地連結的力量

10-11月付款方法：銀行過數 / Payme / FPS轉帳 / 親身前往Club O支付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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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身心是一個系統，也是大自然運作的其中一個系統。當我們與大自然的運作韻律
有所偏差，就會產生不平衡狀態，產生「病」。只要我們安頓心靈，願意對天地敞開
，就可以導引自然的量進入自身或他人的身體，讓身心進行調整，進行自我療癒。 

臼井藏傳靈氣源自日本並在西方開始普及的一套，也有各類分支。

靈氣沒有宗教背景，過程同時讓自己學習順應天地自然，是一套很適合入門的能量療
癒工具。我們也在 Club O 每週進行能量療癒，讓我們可以持續共修。如果當下的你
看到文字有所感應，歡迎你與我們結緣。

*我們會在軟墊上席地而坐，請穿鬆身的衣服。無需任何經驗，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愛心圈 】- 體驗課 

臼井藏傳靈氣第一級 - 正式課堂

導師：Susie Woo & Edmund Fung
日期：10月21 及 28日(四) 
       （必需同時出席兩課）
時間：晚上 7:15 - 9:15
費用：(兩堂)每位$2,000 (會員 $1,800)

導師：Susie Woo & Edmund Fung
日期：10月7日(四)
時間：晚上 7:15 - 9:15
費用：自由定價

手療加油站 - 實習課

歡迎想試試能量療癒是什麼的朋友 +想回來共修的療癒師。

導師：Susie Woo & Edmund Fung
日期：11月04日(四)【 愛心圈】自由定價*
         11月11日(四)【手療師加油站】
         11月18日(四)【手療師加油站】
         11月25日(四)【手療師加油站】
時間：晚上 7:15 - 9:15
費用：(單堂) $288 (會員 $260)*
         (月證) $450 (會員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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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2619 0000 /    6773 6361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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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保留更改活動詳情的權利，請密切留意最新發佈。)

Club O 身心靈活動 網上報名表報名表

頌缽泛唱靜心頌缽泛唱靜心
缽聲有助減壓、舒緩失眠、緊張情緒及紓緩痛症；調節我們的身心回到和諧、安寧。
讓聲音游走全身經絡，給自己和細胞深度放鬆休息，啟動自我療癒的修復能力。

同時享受觀息、簡單的持咒或唱頌 Mantra ，可以達到淨化的效果。

遇見內在小孩
療癒夜
遇見內在小孩
療癒夜

• 日期：10月03，10，17，24#,  31日(週日)；
           11月07，14，21#,  28日(週日) 
• 時間：晚上 6:15 - 7:30
         #晚上 7:00 - 8:15 (24/10 及 21/11)
• 導師：Susie Woo
• 費用：單堂$288 (會員 $260)
           *二人同行可享九折優惠 或
           **同時報兩堂或以上可享九折優惠
           (不可並用以上兩個優惠)

當生命中有些問題或不理想的關係
不停重覆發生……
當遇到一些人和事，我們就會有特定的情緒出現……
當我們累積太多情緒記憶未被處理，很多無形的拉扯…

您有沒有想過以上這些其實都與內在小孩有關呢?  究竟什麼是內在小孩?  您知道他
/她是要來提醒我們一些重要的事嗎?

如果您想認識這位一直在您內心的淘氣小孩，想找到一個能夠與他/她好好溝通的方
法，誠邀您參加這次工作坊。

這次工作坊將帶領大家
• 借助精油能量開啟脈輪，提升內在覺察力
• 在頌缽療癒聲下，一起靜心放下頭腦
• 透過冥想與自己內在小孩相遇相交
• 並隨心以顏色繪畫呈現這個自我發現的過程
• 靜靜細味畫作，把各種觸動、啟示和指引成為您的新力量

• 日期：10月13 及 20日(週三)
• 時間：晚上7:15 - 9:15
• 導師：Yannes Li
• 能量交換：(單堂) 每位$288 (會員 $260)*
                  *二人同行可享九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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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月付款方法：銀行過數 / Payme / FPS轉帳 / 親身前往Club O支付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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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像術
療癒系列
心像術
療癒系列

• 日期：11月02，09，16，23，30日 (週二）
• 時間：晚上7:15 - 8:45
• 導師：心學園 (The School of the Heart) 導師團隊
• 費用：(單堂) 每位$288 (會員 $260)
           (月證) 每位$688 (會員 $620)

11月我們有幸有心學園 (The School of the Heart) 的導師們為我們精心設計節目。
他們通過不同的靜心方式協助大家憶起真我，重新連結心的能量。

心像術是一門透過心的意像療癒、轉化和提升意識的冥想法。它教會我們如何分辨發
自頭腦及心靈的念頭，起心動念於大愛之間，透過冥想回歸內心，令你的身心靈回復
平衡。

11月02日：萬法歸心 (可凡 & 心學園導師)
11月09日：我是誰？(Emily)
11月16日：深愛自己 (Dao)
11月23日：擁抱自己 (Belinda)
11月30日：七輪淨化 (Cora)

11月02日：萬法歸心 (可凡 & 心學園導師)
當晚介紹心像術這門獨特的冥想療癒法，
如何分辨發自頭腦及心靈的念頭，起心動念
於大愛之間。

11月09日：我是誰？(Emily)
「我是誰？」你找到了嗎？在現今充滿許多
挑戰和困惑的人生旅途中，你何有嘗試想起
你究竟是誰？真正的你來到這裡的目的是什麼？大家不妨一起入心找找看！

11月16日：深愛自己 (Dao)
帶領大家做簡單的心像術深度放鬆，療癒及淨化情緒，配上美妙的音樂，放下一整天
的壓力。

11月23日：擁抱自己 (Belinda)
當我們滿足外在的世界時, 往往會忽略自己; 當晚 Belinda 通過心像術讓我們擁抱自
己, 成為最愛自己的人. 

11月30日：七輪淨化 (Cora)
當晚帶領大家體驗心像術的七輪淨化冥想，並分享如何以心像術開啟感知和想像力。



新貨推介新貨推介
～零食篇～

有機糙米圈
台灣有機糙米製成，僅以
鹽做調味，非油炸、不加
色素、香料及防腐劑。

巧克力夾心酥
無反式脂肪、無氫化油脂
，用5倍的純可可粉做找
巧克力夾心酥，滿足又健
康。

九穀脆餅
多種天然然穀物製成，整
程中絕無添加糖無添加任
何色素、無香料及無防腐
劑。

5香乖乖
選用法國進口非基因改造
玉米粉和黃豆制作而成，
非油炸食品，不含人工色
素及香料。

台灣米餅-照燒口味
使用台灣米做成酥脆的米
餅，加上濃醇的非基改醬
油，美味可口。

巧克力糙米餅
成分：糙米粉、糖、椰子
油、可可粉、鹽、大豆卵
磷脂，不使用小麥粉。



與情緒對話與情緒對話
情緒與生俱來，充滿智慧。
善用情緒，活出自己。

情緒，親愛的內在小孩，
今天，我來聆聽你。
讓我們一起走進情緒世界，
探索情緒，與情緒來一次深情的對話...

練習包括：
冥想，
透過情緒機制，找到自己慣性情緒模式，
反思如何運用情緒的智慧， 提升溝通能力
情緒三角陷阱的體驗，學習走出情緒陷阱
寫信療愈，圖畫治療、分享工作坊收穫與感受，等等

(請帶上筆記本)

Appendix

活動報名：填妥網上報名表 或     2619 0000 /    6773 6361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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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保留更改活動詳情的權利，請密切留意最新發佈。)

Club O活動網上報名表

• 日期：11月20、21日 (週六、日)
• 時間：中午12:30-2:00（週六）
            下午2:30-4:00（週日）
• 兩堂費用：$480 (會員 $430)
• 導師：Phyllis

節日生機小食、甜品、蛋糕製作班節日生機小食、甜品、蛋糕製作班
佳節將近，又係與良朋佳友相聚的好日子。今年想不想花點心思，親手製作健康美味
的生機小食禮品同朋友及家人一齊分享？

一連兩日的生機食品製作班就最啱你。

工作坊內容：
1）即場示範，製作及試吃四款生機小食。
2）製作完畢後可以取回自己的作品，包裝完整成禮物
3）即場示範，製作及試吃生機朱古力咖啡/提拉米蘇蛋糕
4）學習製作生機蛋糕，完成後可以取回自己的4吋蛋糕一個。

• 日期：10月30日 (週六）
• 時間：下午2:30 - 5:30
• 費用：$300 (會員$270）
• 導師：Donna (夢境治療師、
   註冊催眠治療師、資深生命教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