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身心靈 2021年12月刊

12 月 Club O 正正踏入十七歲的生日，充滿喜悅，滿載感恩。

藉著這歡喜氣氛，我們重啓一個農夫聯乘廚師的素食市集，再開新班，

令一眾舊老友可以上來聚舊，溫暖地關顧大地，而健康靈心身。

Club O 店情報：

生日優惠FUN

活動推介：

Club O x 農夫廚師市集
亮星星 12月 感恩派對
超級聖誕三種 Super Food

全新課程：

楊式太極拳
開心健康舒痛班
佳節華麗奇癒
溝通～愛的藝術

重遇老朋友12月

活動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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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式太極拳

開心健康舒痛班

十全十美盆菜班
俗語有云:「冬至大過年。」，咁重要嘅日子，不少

家庭團年飯會訂盆菜，圍坐分食，別有氣氛。不過

傳統盆菜又濃味又肥膩...今年一於學整豐盛又具傳統風

味的特色純素盆菜，同屋企人過一個暖笠笠嘅晚上啦！

超級聖誕 Super Food
普天同慶，要吃得開心，同時兼顧健康，就要懂得運用

食材配搭，再加上超級食材superfood，讓聖誕美食成為

色香味美的補品。今次整全生素導師Wings Lam，會讓

我們了解什麼是Superfood 超級食物，如何應用於日常

飲食、及聖誕時節利用Superfood 增加消化和免疫力，

讓大家渡過一個不一樣的聖誕。我們會一起製作三款

Superfood

美食歡渡佳節：

繽紛聖誕蔬果碗、生素杯子蛋糕及三色忌廉、

全部純素、不含蛋奶或高温烘焙。

• 日期：12月25日（週六）

• 時間：下午3:00-5:00

• 費用：$480 (會員 $432)

• 導師：Wings Lam

• 日期：12月11日（週六）

• 時間：下午3:00-5:00

• 費用：$320 (會員 $290)

• 導師：Miss Kwok

動作舒展大方，大開大合，舒展筋骨，緩慢暢順，慢步如貓行，
綿綿不絕，以意行氣。

適合所有人學習，對一般都市流行病有幫助和舒緩作用，
如高血壓，心臟病，肺，氣管疾病，關節炎，舒緩情緒，
改善身體四肢的平衡力和腦退化等。

12月為試堂，之後報名每期為12堂

• 日期：12月07、14、28日 (週二)        

•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00

• 單堂費用：$50（會員$45）

• 導師：黃國龍（香港中華內家拳總會會長）

多年的勞累，牽引不少痛症問題，來吧！想同大家一齊努力，舒展身心！

不分彼此，將我多年得著心得，和大家快樂共享。

附註： 上堂宜輕巧的衣著，帶備一對新襪替換及一條毛巾。

• 日期：12月09、16、23、30日 (週四)

• 時間：下午 2:30-3:30

• 單堂費用：$50（會員$45）

• 導師：嚴玉芳女士

新登場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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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營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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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基礎素食營養學1

•講解素食蛋白質全攻略！

•如何從素食中攝取到完全及足夠的蛋白質

•評估個人對蛋白質的需求量

•探討我們一天要吃多少鈣？攝取量？

•骨折及罹患骨質疏鬆症之關係

•用營養素和運動，預防及改善骨質疏鬆

18/12：基礎素食營養學2

•探討脂肪好與壞，「油能殺人，也能救人。」

•如何攝取優質脂肪酸及適當的份量

•預防及改善疾病的功效

•認識鋅、碘，注意足夠補充，分享重要性、食物來源，以及如何增加吸收率

• 日期：12月0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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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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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25日 (週六)
• 時間：下午1:00 - 2:00
• 費用：隨緣樂捐

靜下來 讓身心與食物連結

• 日期：12月26日 (週日)

• 時間：下午1:00 - 6:00

留意，留意，留意【請預留日子】

重要事講三次，請大家預留12月26日(週日)

下午1:00-6:00這個日子，因為Club O準備重啓市集。

我們會邀請一群農夫，廚師，食品製作人，呈現出一個

愛心雲集，一條龍 from farm to table to mouth 的市集，

去體驗從對大地至身心的關顧。地方雖少，但異常溫暖，

因我們也邀請一批批Club O 老友藉此重聚，又食又買又

施予又傾。將逐步公佈市集細節，請密切留意。

愛心雲集
Club O x 農夫廚師 素食市集

特別推介特別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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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胃相及腸相靚嗎？」，你有聽過晨曦的講座嗎？
晨曦，這一年，每個星期四也在旺角的 Club O 舉辦亮星星小聚，

她極力邀請各方面老友分享從健康，至心靈，到興趣，以及生命

和生活的關心和雅緻，我想說的不只是這些，而是有些時候，

她也粉墨登埸親身主持講座，你有聽過她的講座嗎？

她一早帶著好幾本書，一樽梅子和材料，好好坐車去到九龍塘

地鐵站坐著，對呀，她為免太早到，影響同事看到她等開門，所以

時間剛剛好，才轉到旺角。

晨曦為了這個腸胃講座，好好的為所有參加者先泡好一個暖腸胃的茶。她和大家好

好打招呼後，先和大家做些肩頸的舒展，再好好拉伸，彎腰，以至8字轉胯，輕鬆地

以運動去活化大家腸胃，再帶大家進入靜坐，以零極限的四句説話，對不起，請你

原諒我，謝謝你，我愛你去展開每一個人對自己器官的對話，一面放鬆，一面深入

，一面自我關懷，一面回歸自己，令大家先連結自己，再進入腸胃的連結時，才好

好的飲上那杯暖茶。

之後她和大家，走進盧麗愛醫生寫的《我醫我素》內的腸胃篇，一一檢視各種不同

腸胃內部的問題，而抒解大家的誤解，令我們感受上天賜給我們的腸胃，辛勤的活

動繁密度有如呼吸的次數，一面互動勾起觀眾一步步深入探討的興趣，而同時也坦

誠講解時不是為了向個別觀眾處理症狀。她亦很貼心，準備了所有的power points， 

也可以活動後再全數傳給觀眾，令想記下筆記的彼此可以更安心，事實很多回應的

觀眾，也說得出晨曦以往說過的重點。看過盧醫生片段，我們更進一步看新谷弘實

博士幾十年醫學經驗拍下的腸內視鏡片段，真的比減肥前後的片段更好看，因為晨

曦令到你和自己的腸胃連結，再經歷了她一一細婉的講解，和作為護士教師的經歷

，所以一看著內視鏡進入，你好像更直接體驗到整件事情，到底腸道的主人發生了

甚麼問題，如何得以改善，尤其在茹素和健康生活後，腸內又發生甚麼變化，很好

看。

看到尾聲，晨曦為我們安排，添了一杯新的梅子熱飲，令我們感受天然的益生菌的

同時，再次重回對自己腸胃的關注。之後再安排我們有一個小環節，送上幾本書給

參加者。拿到的，也很興奮，因為已經充滿動力去讀。一小時四十五分的講座，只

收了我們$50。我回家，第一時間分享了新谷的內視鏡片段給女兒看，一齊探索。

結束後，晨曦發了訊息給我：「阿樹，多謝您幫忙奉茶水。作為參加者請給feed-

back這個作為健康促進的工位坊是否參加者想知的東西？大家有得著嗎？可改進地

方在那裏？謝謝。」，但我想認真的答覆和答謝晨曦，所以寫了這文。

你有親身聽過晨曦的講座嗎？

如此有心，我也在想如何可以有方法再好好推廣，多些人親身受益。如果有提議，

告訴我啊？希望，下次再一齊聽呀！

我愛一棵樹

3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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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聲音瑜伽 Voice Yoga (導師：Janet Cheung)
   Sound is Medicine。Janet 會引導大家以自己聲音，達到景
   隨心轉，自我療癒。
   -放鬆減壓，按摩臟腑、回復平衡
   -靜心、內心鬱結融化、平和喜悅、打開心靈之門

• 09/12：幽默一笑過生活 (導師：馬桶)
   上馬桶老師的課笑聲滿堂、如沐春風，難得他抽空來Club O。
   今次他分享，如何成為一個感恩、幽默達人？以跳脫眼光看問
   題，日子過得更有趣、歡笑喜樂，還化解僵局改善人際關係，
   輕鬆而有力量。

• 02/12：大笑瑜伽 x 硬骨頭 (導師：Rosita)

   掀起大笑旋風，令大家放鬆，大笑瑜伽再令快
   樂荷爾蒙爆燈。今次以笑忘憂，又唱又跳外，
   更有遊戲，去明白如何防止骨質流失、保持硬
   骨頭、減少骨折風險，降低四十歲後的女性危機。

亮星星小敘 - 感恩派對

• 30/12：DIY Decoupage小布袋 (導師：鈺燕)
   本工作坊介紹Decoupage藝術，這源於歐洲中
   世紀的裝飾工藝，令大家親手製作送禮自用
   小布袋，在物體表面(如布料、玻璃、塑膠、
   木料、金屬、皮革……)，黏貼不同圖案的餐
   巾紙，創造出獨特的構圖。藝術創作，同時
   靜心怡情。

• 逢星期四上午11:00 - 12:30

• 體驗價：$50（會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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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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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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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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養生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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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素食營養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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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養生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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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愛的藝術：
心靈繪畫

Ӥ܌�������Ń������

溝通～愛的藝術：
愛上野孩子

Ӥ܌�������Ń������

溝通～愛的藝術：
手指繪畫

Ӥ܌�������Ń������

溝通～愛的藝術：
寂靜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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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夜：手療師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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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夜：手療師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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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夜：

覺知身體 x 能量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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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夜：
與阿卡西紀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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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笑瑜伽 x 硬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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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節華麗奇癒：
從水晶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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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節華麗奇癒：
看得見的美麗

ภӤ������������

佳節華麗奇癒：
運氣調息療癒

ภӤ������������

佳節華麗奇癒：
愛、意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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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笑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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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瑜伽 Voice Y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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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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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素食營養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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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場活動
ӥ܌���������

DIY Decoupage小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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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夜：愛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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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練功日
Ꭺॅ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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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十美盆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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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手作護膚工作坊
ӥ܌����������� 開心健康舒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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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健康舒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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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健康舒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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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式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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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式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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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式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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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聖誕
Super Food

ӥ܌�����������

愛心雲集
Club O x 農夫廚師素食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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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健康舒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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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O活動
網上報名表：

心靈療癒活動
網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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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發佈。)

2619 0000

6773 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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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12月04、18日 (週六)
•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30
• 單堂費用：$50（會員$45）
• 導師：李踐生師父
（歡迎新生、舊生參加）

天然手作護膚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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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作坊Daisy還會教大家自製兩款天然手作護膚品。同場加映，還準備了

滋潤小吃及養生小運動和大家分享，使您裏裏外外都滋潤無比！

1) 乳木果玫瑰日夜霜
2) 竹鹽美白磨砂膏
3) 滋潤小吃：提氣活血薑蓉、自家製補血潤膚薑茶

• 日期：12月05日（週日）
• 時間：下午2:00-3:30
• 費用：$250 (會員 $225)
• 導師：Daisy

(註：黃雨取消，微雨照常)行山樂

• 26/12(週日)：中環交易廣場平台>大潭副塘
    行程：上午9：30中環交易廣場平台集合，乘6號巴士往黃泥涌水塘公園站下車
    起步，經陽明山莊接家樂徑落大潭副塘，後入林走訪古蹟（水務工人宿舍、
    警衛室 、機槍堡），轉港島徑6段，出大潭道水塘主霸北巴士站散隊。
    需時：約3-1/2小時 (難度：2-1/2星)

領隊：歐振宗、甘灌康、陳廣財

石壁水塘 - 水果練功日 • 日期：12月12日（週日）

• 集合時間：下午1：30

• 集合地點：東涌站B出口集合

• 領隊：歐振宗、黃美冠、湛燕歡

嶼南綠色世界，行程輕鬆愉快。
下午1：30於東涌站B出口集合，乘11或11A
巴士到石壁水塘，於草地練功吃水果。行水
壩經洗手間到狗嶺涌引水道。4點後回沙咀乘
巴士往東涌散隊。
請自備水果共享，毋須報名，敬請準時！

• 日期：12月26日（週日）

• 集合時間：上午9：30

• 集合地點：中環交易廣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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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布/海帶
昆布含有的維他命和礦物
質，經消化後使人體酸性
體質變成鹼性。它還有極
強的降血壓功效，甲狀腺
病貧血糖尿，延遲衰老。

有機米奶（原味）
由優質有機稻米製成，為
百分百稻米飲品，純天然
植物成分容易吸收，營養
豐富，美味可口。

南非天然有機純茶
含豐富的維他命C，其中
的氧化劑比綠茶高50倍，
能促進人體細胞的新陳代
謝舒緩神經緊張、有抗癌
作用，對心臟病、高血壓
、糖尿病、膽固醇過高都
有顯著幫助。

又到會員們最喜歡的「優惠Fun」換禮物活動喇！

凡買滿港幣$100，即可獲蓋印一個喇！

黎開買野記得開番張卡儲印仔！

× 10 送 有機米奶

× 20 送 有機脆餅

× 40 送 巧克力夾心酥/糙米芝麻卷

會員優惠FUN

精選推介

Club O店生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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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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 O活動 心靈療癒活動

活動報名
第一步：填網上報名表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第二步：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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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現金 - 活動前親臨會址付款 

II) 銀行轉帳（櫃員機 / 網上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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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轉數快（FPS）電話：+852 67736361

IV) PayMe (Club O)

第三步：確認付款
*凡經(II)、(III)、(IV)完成付款，請將入數收據連同姓名、會員號碼(如有)、

聯絡電話、活動名稱及日期等 Whatsapp 至 6773 6361*

Scan QR-Code
報名

或致電、親臨

會址：旺角亞皆老街86號

        昌明大廈7字樓FGH室     

2619 0000

6773 6361 (WhatsApp)

親臨本會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