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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在這一年內以不同形式支持、鼓勵、並給予意見我們的
會員、志工、導師、朋友、協作伙伴、團體和善心人士，還有協
助我們執行工作的職員團隊，讓綠生基能凝聚並有足夠力量推展
我們的工作。另外，要特別感謝本會的義務法律顧問林子絪律師
，及義務核數師陳榮泰、鄧天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一直給予
我們寶貴意見和支援。

感恩各位與我們同行。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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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教育基金 (簡稱「綠生基」) 於2004年底成立，旨在推動
身心靈轉化，幫助人實踐綠色人生，以綠化每一個香港人為願景。

綠生基設有以下四個項目:
1. 「蔬乎里」– 純素蔬食廚房，舉辦廚藝證書課程、廚藝班及烹
        飪工作坊
2.  Club O – 舉辦各種身心靈活動的平台
3.  Club O 店 – 精選綠色產品的服務中心
4.  香港素食會 – 推動香港素食文化的組織 

2019 – 20理事會
主席:         嚴鳳英
副主席:     吳茂榮    鄭浩光
義務秘書: 鄭浩光
義務司庫: 劉麗萍
理事:        黃佩詩
                劉軒霆
                司徒麗華
                鄭淑貞(自20年5月18日起)

義務法律顧問：林子絪律師
義務核數師：陳榮泰、鄧天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1. Club O店致力為喜愛過綠色生活的朋友提供服務，我們嚴格
挑選天然、有機、無添加、未經基因改造的產品；並以相宜價格
發售。

2. 店售賣的產品約310種，包括主糧、副食品、調味品、零食、
飲品/營養補充品，家庭用品及心靈補品。產品來自約65間供應商
，其中6間是新加入的。另逢星期三及星期六售賣有機蔬菜，由本
地有機農場供應。

3. 店提供自家品牌製品：竹葉飯，天然染髮粉。
我們亦支持本地小店和老字號：一素店的純素芝士波菜餃及猴頭
菇餃；樹懶肥皂的茶籽洗髮水；全駿記（樹記）的黃豆製食品；
悅和醬油的有機甜醋、有機頭抽、齋豆辦醬及齋甜醬等⋯

4. 全年支持店的顧客共超過9885人次，全年協助店務的志工共
238人次。

Club O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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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向各會員報告，我們的前副主席林余儷玲女士
已於2019年8月因病離世。本會自創會以來，林太全
心全意、無私地致力會的創建和發展。對她的貢獻，
我們深表感激；對她的離去，我們深感懷念。

這一年度裡，在理事及義工的帶領和支持下，我們舉辦了各種不同的身心
靈講座和活動，素食烹飪證書課程，以及綠色飲食工作坊等，獲得参加者
積極回應，成績理想。

我們亦考慮租用廚房以探討附設食物加工的可行性。故於新春期間租用了
位於新蒲崗的廚房製作多款健康糕點給會員選購，獲得好評。然而未來的
發展仍有待檢視。

但同在這一年，由於社會運動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發生
，我們都經歷了很不一樣的一年。期間有些日子因外在環境及基於安全，
我們要即時終止活動，而到了2及3月則需要停辦所有活動，在營運上著實
受到不少影響。感恩理事們羣策羣力，同事們堅守崗位，讓我們有力量去
面對和處理很多突然而來的事情。

展望來年，冀能大家攜手同行，繼續努力，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將身心靈
，健康蔬食等帶入社區，讓更多家庭接觸到相關訊息，亦將綠色生活的理
念帶到社區，建立健康的新生活。

綠色是希望的顏色，也是生命的顏色，
讓我們大家一起
為綠色生活作出貢獻。

祝願大家
平安喜悅，生活自在自足

嚴鳳英

主席的話
1. 活動通訊：每月出版讓會員及外界知悉本會所策劃的活動並参加。

2. 宣傳媒介

・ 網站："www.club-o.org"； "www.vegsochk.org"

・ Facebook 專頁："Club O 綠色生活"；"梳乎里·蔬食廚房"；"香港素食

會"

・ Instagram："clubo_greenliving" ；"vegsochk"

・ Linkedin： "Green Liv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 ; "Hong Kong Veg 

Society"

3. 素食會於網絡新聞媒體「立場新聞」發表了五篇文章，題目包括：水

產養殖動物的環境代價，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 動物是誰，幸福劏

豬埸，從非洲豬瘟事件看畜牧業與動物福利，素食種類。

4. 傳媒訪問

・ Marie Claire HK：有關素食、純素

・ TVB 今日VIP：有關動物保護的理念和關注

・ 香港電台「知識會社」: 有關素食營養、動物權益

5. Facebook 帖子

5.1素食會Facebook 帖子

最受歡迎的10個帖子共接觸到約1.2萬人次，題目包括素食小貼士、純素媽

媽廚房、亞洲素食展以及全球氣候變化等

5.2 Club O Facebook 帖子

最受歡迎的10個帖子共接觸到約8萬多人次，題目包括21天健康蔬食挑戰

、蔬乎里 · 蔬食廚房烹飪班、綠色茶座、素食樂聚嘉年華等。

宣傳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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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於2015年為旗下項目「香港素食會」設立一委員會，使更有計劃

地推動素食文化和加入保護動物的理念。經過4年多的努力和發展，該委員

會的成員決定於19年12月另行籌組另一新機構，持續推廣保護動物和素食

。理事會於20年1月推選黃佩詩及鄭浩光分別接替為委員會的正副主席。

2. 本會於19年10月獲環保基金之環保教育社區參與計劃批款，推行為期

9個月，在多區舉行的「蔬食低碳煮意」項目。活動原擬於12月開展，但基

於新冠狀病毒疫情，活動於延期後亦未能預期何時能開展，故與環保基金

商議後，本會於3月撒回是項申請。

3. 理事會擬尋找持食物牌照的廚房，以租用形式探討附設食物加工埸的

可能性。於新春期間，租用位於新蒲崗的廚房，以日租方式製作新春糕點

、有機薑蓉、素醬醋茶及各樣漬物如紫椰菜、珊瑚草等來探討市埸反應。

選購產品的會員有正面評語，但由於廚房設備以西式為主而地點較遠離會

址，要另覓更合適的廚房。亦因應疫情，需暫時擱置此計劃。

4. 由於20年1月起新冠狀肺炎的疫情，我們需要將2月及3月已編排的活

動全部取消。辦事處及Club O店則仍維持服務，但採取及加強相應的衛生

清潔，及人流管制措施，確保員工及顧客的安全。

5. 本年度 Club O 會員共有1659名，包括677永久會員及144新會員。志

工方面，包括協助廚藝/廚務、外展活動、推廣宣傳、Club O 店等，全年服

務約共1,296人次。

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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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由志工主導的活動:

・  行山樂：於每月(7、8月除外)一個星期日舉行，地點包括 由東涌

行到梅窩、中環到大潭道、海洋公園到赤柱、東涌到愉景灣、筲箕

灣到鶴咀道、鑽石山到將軍澳、荃灣到大欖。

・  能量療癒義診：每月1次。

・  心·靈天台：每月2次。

8. 特別活動 

・「21天健康蔬食挑戰」 第9及10屆

分別於19年7月及10月舉行，

活動深受歡迎。

9. 協作活動

我們在這年度與下列團體，以不同模式舉辦協作活動：

・  Triple Square
・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  灼傷互助會 

・  嗇色園主辦可澤耆英鄰舍中心

・  證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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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綠色茶座、晚會

・  逢星期六下午/晚上舉行講座，邀請各路綠色先鋒開講，開啟

自然、自在、自足人生，題目包括：假如生存辛苦的話，雙層

細工花掛飾工作坊，超級健康幸福不是夢：健康幸福10招，「

再生」扭蛋機親子工作坊，勿讓小病變大病，排毒救命，香薰

健康身心靈工作坊，道家養生工作坊，南美深層排毒分享會，

融入萬源之水療癒圈，聰明吃油、認識油，發泡膠也是寶藏?

・ 晚會有流行經典音樂派對，劇場表演<動物農莊>，愛笑瑜伽

7. 其他由志工主導的活動:

・  亮星星小敘：逢星期四上午舉行

不同主題的活動，包括有: 驅蚊蟲

香錐、石頭畫、健腦撲克、DIY咸、

甜腸粉、氣功生活化、愛・錯在哪

裏讀書會、無添加生活家居無毒清

潔法、自家製有機豆腐、綠色消費，華麗衣物的背後、首飾的

價值、幸福快樂讀書會-逆境自強、廚房美容、氣功初探、瞭解

自己身體-補腦直通車、自家製有機納豆、綠色人生-微笑解憂

，香薰女性健康，綠色好煮意，樂活人生，綠色保健，蘋果橙

派對，甜蜜派對，智能氣功，芝麻腰果混醬派對，玉米花派對

，與蘿蔔談情派對，與番茄談愛派對，養生紅豆沙派對，参觀

有機園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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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一共舉辦了316項活動，總参加人數為3589名。

1.  協辦以下全港性活動並設參展攤位參與講座、示範等

     1.1  香港素食嘉年華

     1.2  香港素食日

     1.3  純素綠色生活節

2. 蔬乎里廚藝證書課程 ，舉辦了下列課程/進階項目:

     2.1  入門課程「開飯易」，每課3小時，

示範4款菜式及分組實習

     2.2  進階課程「升呢掂」，設有 

<世界料理篇>實習菜式包括西式，

 韓式，意式，印式，泰式，日式共8堂; 

<中式乾貨>及<西純素套餐> 共3堂

3. 「綠色人生」課程

・  運動基本法之1，2及3 - 擊退痛症減關節勞損，及 都市運動  

工作坊 

・  靜心基本法工作坊之1，2及3 -  靜心的概念與實踐， 靜心練

習，及 靜心生活化

・  排毒基本法1 及2: 斷食的實踐與方法，口腔及腸道潔淨

・  脊椎重塑工作坊 

・  預防及改善痛風、關節炎

・  常見都市病的飲食及生活模式預防工作坊

・  禪舞體驗工作坊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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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綠色飲食及教育活動:

・ 生素星級大廚就是你，復活節生機朱古力禮盒DIY，懷舊養顏

午間小聚，食物營養倍增法，快速發酵100%天然生果飲用酵

素，台灣愛玉籽+釀造妹梅汁工作坊，五行養生料理I示範班，

糖尿病與素食食療，自家動手發芽工作坊，手工饅頭x養生有

機豆漿、芝麻糊工作坊，純素奶茶杯子蛋糕營養烘焙製作工作

坊，夏日「零負擔」素食示範班，純素有機I和風抹茶杯子蛋糕 

營養烘焙製作工作坊，「教煮」創意 fusion料理工作坊，純素

綠茶紅莓生幾月餅工作坊 ，秋季養生滋補甜品工作坊， 全部都

係「薑」工作坊，「 越」食越有「營」便當工作坊， 零負擔豆

腐甜品實驗室，賀年小食班，十全十美盆菜班， 生素午宴工作

坊;

・ 基礎素食營養，用香料吃出動

人體態，增肌減脂及運動前後的

生機素食營養計劃，我的茹素

餐盤- 食物處理、烹調及儲存、

餐單設計、用餐的態度，食生的理論與實踐，越吃越修身/生素

至fit情緒飲食策略工作坊、腸胃清道夫、改善及逆轉糖尿病工

作坊、改善過敏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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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心靈活動

・  從身體看見療癒體驗工作坊

・  畫盡心中情」減壓工作坊

・  太極與靈修身心靈的溝通 - 太極: 身體與意識的探索

・  中度禪舞- 心之舞: 「以舞悟道、自我療癒」初班

・「認識身體 覺知開發」體驗工作坊

・  Flow 情緒解碼 繪畫療癒工作坊

・  Human Design 學懂愛人愛自己

・  根的灌溉 : 21天自然連結課程

・  繪畫自療工作坊: 靜聽當下

・  禪繞畫Zentangle

・  療癒師深造課程

・  瑜珈伸展健體班 

・  聖誕特別活動: 神聖的禮物庫

・  每星期舉行的「你也是療癒師」及「療癒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