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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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9 理事會
主席：        李宇銘
副主席：    嚴鳳英   吳茂榮
義務秘書： 潘顯來
義務司庫： 劉麗萍
理事：        黃佩詩
                   蔡 琪
            吳嘉善 (自2019年1月23日起)
               劉軒霆 (自2019年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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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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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綠色生活教育基金發展踏入第15個年頭，近年
積極改變轉型，至今年終於漸上軌道，邁向新
的發展里程。隨著時代的進步，本會的定位亦需要緊貼社會的轉
變，按我們自身的特點去服務社會。

近年香港社會對素食的接受程度大幅提升，許多人希望學習如何
健康吃素，加上我們多年來的服務經驗，累積了素食廚藝的技術
才能，建立了一班義工團隊，有見及此，從去年開始我們重新建
立本會的品牌形象，除了綠生基之下的Club O、Club O店和香港
素食會之外，更建立了第四個下屬項目「蔬乎里——蔬食廚房」，
以鮮明活力的形象，主力推廣素食與身心靈健康。

理事會經過了4年多的籌備策劃時間，從理念構思，到裝修設計，
還有課程建立，至今年終於逐步落實發展計劃，推出「蔬食廚藝
證書課程」，課程反應良好，多場課程名額達標，學員反應正面，
口碑載道，實在感恩一眾義工的努力，為香港的綠色生活所作出
的貢獻。

隨著新形象的建立，亦吸引了許多機會，可以更好地利用本會優
勢服務社會，可是我們的力量有限，實在需要更多人投入參與，
請一起來支持本會工作，為地球的綠化盡一分力！
           
               李宇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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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1. 為配合活動新發展方向，本會會址於18年3月進行裝修並於同年4月
 中以新面貌重新開放投入服務。新開拓項目「蔬乎里」亦於5月起推
 出一系列的廚藝活動，包括於12月開辦一個為期3個月的全港首個蔬
 食廚藝證書課程 --「開飯易」(第一階段)。

2. 本會承辦了美國責任醫師協會在港活動，在過去幾年籌辦了共6次
 「21天素食挑戰」，透過專業指導來幫助参加者更輕易擁抱嶄新的
 素食初嘗，在支持的氛圍中度過素食的起步階段，一起掌握健康的
 飲食方法。本年度我們舉辦了第7及第8屆「21天素食挑戰」，反應
 熱烈。

3. 在推廣素食方面，香港素食會採用多元化方式進行：出版《素食入
 門》冊子，包括電子版及印刷版；活躍於社交媒體包括素會網站；
 素會及「多些芽」Facebook 專頁，及Instagram；及透過與其他團
 體合作辦推廣活動 。

會務報告
會員及志工
1. Club O 會員共有1,834名，包括675名永久會員及352名新會員。
2. 志工，包括協助廚藝廚務、外展活動、宣傳推廣、Club O 店等志工
 ，全年服務約共1,390人次。

會址及物業出售
本會於18年2月出售自置單位，昌明大廈B室，將收入清還會址GH室的貸
款餘額，支付GH室的裝修費用，及作恆常行政開支備用。

會員捐獻
本會一位會員身故，將其遺產部份即港幣50萬元慷慨捐予本會。就她對本
會的支持，我們深表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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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告
1. 協辦以下全港性活動並設參展攤位或参與講座，示範等
 1.1「素食嘉年華」

 1.2 「香港防癌日」

 1.3  「樂活博覽及亞洲素食展」

 1.4  Veggie World Hong Kong

 1.5  香港素食節

 1.6  香港食生節

 1.7  香港許願節

2. 學分制之綠色生活證書課程，共舉辦了下列工作坊
 ・ 運動基本法之 1，2及 3 -- 擊退痛症，減輕關節勞損，都市運動

 ・ 靜心基本法之1，2及3 -- 靜心的概念及實踐，靜心練習，靜心生活化

 ・ 基礎素食營養學之1及2

 ・ 我的茹素餐盤之1及2 -- 食物處理、烹調及儲存，餐單設計

 ・ 排毒基本法之1及2 -- 斷食的實踐與方法．口腔及腸道潔淨

 ・ 預防及逆轉糖尿病

 ・ 預防及改善痛風

3. 蔬乎里廚藝證書課程 「開飯易」
 蔬食入門共六堂，設有家常菜、拌飯、

 便當、混醬、素湯水、豆製品不同主題，

 以易學實用為主，教授基本蔬食烹飪技巧

 。實習菜式以大眾的家常菜式為藍本，烹

 調相應的素食版本。課程設有實習時間，讓學員看過導師示範後，以

 分組形式實習烹調。第一個課程於18年12月至19年3月舉行，深受歡

 迎，參加學員共有14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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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坊
 4.1 廚藝/綠色飲食工作坊/班：果食少女養生秘方、瑜珈飲食、有營

  饅頭、日本蔬食壽司、純素蛋撻×椰汁布甸、蔬食入門、親子廚

  房、自己油自己搾、牛肝菌意大利飯、印度薄餅、熱情果藍莓生

  機蛋糕、無麩質/純素/香蕉肉桂杯子蛋糕、日本正月料理、台灣

  小食、輕盈生機午餐盒、聖誕禮盒之生機朱古力DIY、賀年素糕

  點、五福臨門全盒DIY、特色純素盆菜、生素冬日保暖篇、腸道

  大掃除 - 排毒美顏、天然生果飲用酵素&酵素饅頭、全部都係

  「薑」、純素健康泡菜、最「營」生機補品 - 冬日中式生機糖水

  甜品。

 4.2 身心靈工作坊: 能量塔‧DIY、愛笑瑜珈、轉化情緒‧提升關係、

  心靈太極體驗、太極與靈修。身心靈的溝通、內自醒身心排毒、

  「食物曼陀羅」身心靈療癒、禪舞體驗。

 4.3 其他講座/工作坊：素食論壇、Radically yourself: A healthy 

  vegan life、Vegan guys sharing night、Vegan girls on 

  Instagram、Potluck、手作療癒、純素綜合健體訓練、天然護膚

  品製作×飲食、純素天然唇膏製作、改善過敏、環保酵素製作與

  應用、生機飲食與道家養生功法、健康10大害。見招拆招、常見

  都市病的飲食及生活模式預防、伸展活動、正念手機攝影、李大

  夫診療室。

5. 心食（即前「禪食」）
 逢星期六晚舉行，由志工用愛心炮製健康菜餚和湯，分享進食的靈性

 、情緒、生理益處，一起吃出健康、慈悲、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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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綠色飲食暨教育活動
 6.1 自在蔬食：逢星期四晚上舉行，每次均設不一樣的主題，如清爽
 美顏養生、果食禪宴、家的滋味、香草之夜、新派fusion菜等，讓参
 加者學習食材的烹調，與導師一起做靜心練習，享受一個沒有壓力的
 晚上。   

 6.2 有機共嚐：逢星期六下午舉行，把本地有機農夫送給Club O 的新
 鮮有機菜，烹調成美味健康的菜餚與大家一起共享，也分享烹調 、素
 食營養等資訊，讓大家學習如何吃得健康又有營。 

7. 身心靈活動
 7.1「關愛療癒課：你也是療癒師」: 逢星期二下午舉行，主題包括能量
 療癒、動禪覺知、心像術、正念靜心、靈性療癒等。

 7.2 「療癒夜」：自18年10月逢星期一，並於19年3月起改為逢星期四
 晚上舉行，主題包括愛心圈、一對一能量療癒、心像術冥想等。

 7.3 每月的其中一個週日舉辦能量療癒義診。

8. 綠色茶座及晚會
 逢星期六下午／晚上舉行，邀請各路綠色先鋒開講，開啓自然、自在、
 自足人生。題目包括：流水養生靜心、吃什麼‧真的由你決定? 、與其
 進補不如減食、睇舌辨健康‧飲湯齊改善、從智慧斷食中見証健康奇蹟
 、營養師的素食指引、60分鐘反傳統飲食、素系風格‧素食與生活練習
 編、素食與環境及野生動物的關係、被遺忘的一群。苦難深重的海洋動
 物、動物養殖的終結、魚菜共生‧懶人種植示範、懷孕期與哺乳期飲食
 之面面觀、靚媽媽另類教育選擇、情緒減重‧快速身心排毒法、時尚慢
 動養生法‧輕鬆簡單學氣功、中風自我療癒法、胃病怎麼辦、心醫醫心
 ‧做自己的神奇療癒師、李夫夫私房養生法、「動物音樂夜」歌唱晚會
 、「Alice in Ourland」劇場晚會、動物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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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別活動
 9.1 「21天素食挑戰」: 第7及第8屆分別於18年4-5月及18年11月舉行。
 活動深受歡迎。

 9.2  素食會於大學校園內舉辦了3次推廣素食活動，接觸到的同學及市
 民九成為非素食主義者，當中與部份人士進行交流及互動，加強成效。

 9.3  素食會協辦《Dominion》香港首映，並得到10個本地活躍的純素
 團體及動物權益團體支持，放映後設小組討論。非素食的参加者表示將
 認真考慮減少食肉。活動在徇眾要求下亦舉辦多一次。

 9.4 素食會舉行網上聯署，呼籲大型連鎖餐廳
 提供植物性飲食選擇，共收集到過千個簽名。

10. 協作活動
 我們在這年度與下列團體以不同合作模式舉辦活動：
 ・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 匡智會
 ・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 香港明愛
 ・ 香港天主教素食會
 ・ 東榮公司
 ・ Pop Vegan
 ・ LUSH HK
 ・ 台灣心覺醒文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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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及宣傳
1. 出版：素食會於18年3月出版了《素食入門》冊子,

   包括印刷及網上版，甚受歡迎，故於18年10月

   及19年3月分別再出第二及第三版。

2. 宣傳及推廣
 2.1 活動通訊：自18年4月起每兩個月一期，至19年1月改為每月出版。

 2.2 宣傳媒介
 ・ 網站：www.club-o.org  ;  www.vegsochk.org 。

 ・ Facebook專頁：“Club O 緣色生活”; “蔬乎里，蔬食廚房”; “香港素食會”

 ・ Instagram：“clubo_greenliving”; “vegsochk” 

 2.3 素食會於受歡迎的網絡新聞媒體「立場新聞」共發表了14篇文章
 ，題目包括：從非洲豬瘟事件看畜牧業與動物福利、《美女廚房》攻虐為樂、餐

 桌上的鯊: 美心，你還記得創立時的初衷嗎、想真正告別狗肉節? 先花18分鐘了解

 「肉食行為的秘密、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 動物是誰 等。

 2.4 傳媒採訪/報導
 就新項目「蔬乎里 - 蔬食廚房」的意念及活動，推廣

 素食方面，我們得到下列不同媒體，網絡及社交平台

 的報導/推介: 美食旅客、明報新聞網、Milk Eats、

 AM730、HKET、香港電台、HK01、蘋果日報、

 HK Animal Post、好習慣、Vegan Expression、

 找蔬食Traveggo、班女講素、童你去玩。

 2.5 素食會Facebook 帖子
 最受歡迎的10個帖子共接觸到約70多萬人次，題目包括牛奶的真相、小公雞夫屠

 殺、素食名人語錄、高鈣植物奶種類、聯合國呼籲減少肉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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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O 店
1. Club O 店致力為喜愛過綠色生活的朋友提供服務，我們嚴
 格挑選產品：天然、有機、未經基因改造、無添加：並維持
 相宜價格。

2. 店售賣約294種產品，包括主糧、副食品、調味品、零食、
 飲品/營養補充品、家居用品及心靈補品。產品來自約80間
 供應商，其中10間是新加入的。另逢星期六售賣有機蔬菜，
 由本地有機農場供應。

3. 店亦提供自家品牌產品: 天然染髮粉、竹葉飯。我們亦支持
 本地老字號: 全駿記(樹記) : 採購其黃豆製食品; 悅和醬園：
 採購其產品有機頭抽、齋豆瓣醬及齋甜醬。

4. 全年來支持店的顧客共起過1萬3千人次，協助店務的志工全
 年共275人次。

9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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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推行及拓展我們的工作。

感恩各位與我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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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Club O 綠色生活｜蔬乎里・蔬食廚房｜香港素食會

    會址｜旺角亞皆老街80號昌明大廈7字樓FGH室     

    查詢｜      2619 0000／      WhatsApp 6773 6361

    電郵｜info@club-o.org

    網站｜www.club-o.org

  Instagram｜clubo_greenl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