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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休息，才能好好生活
330小休息生活實例 x 30天實踐提案

一直以來，新生會不斷努力，在致力倡導「復元為本」服務的同時，亦
關注每一個人的身、心、靈（330）健康，更希望大家能將330融入日常
生活中，善待自己的330。

新生會於2019 年初推出「dayday330」行動，鼓勵每個人養成「330小
休息」的習慣，例如每天(dayday)在稱心的時間、以適合自己的方式進
行「330小休息」。截至2022年5月，已有逾6,400名公眾人士簽署了
dayday330約章，承諾每天(dayday)實踐「330小休息」。此外，約
130個社區組織及企業已正式成為dayday330的支持機構。

我們今年特別出版《學會休息，才能
好好生活》一書，邀請各個不同界別
的人士分享對於整全330的見解，以
及進行「330小休息」的體會；希望
能啟發讀者培養「330 小休息」習慣。

https://dayday330.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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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休息，才能好好生活》一書除了由專家介紹330整全健康的概念
外，亦由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分享他們的身心靈小故事。

身心靈小故事四大主題

新生會希望藉著這本書與大家一同建立不時
進行「3(身)3(心)0(靈)小休息」的生活習慣，
在小休息時做一些自己喜歡而正面的活動，
如靜觀等，關心自己的330整全健康，適意
地享受生活。

新生精神康復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譚贛蘭教授, GBS, JP

“

分享快樂 靜觀 親子 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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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及身心靈小故事節錄

我們不需要花很多金錢和時間，
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留意每一個
細節，體會事物的精粹，已經能
重新發現人生中的330元素。

---新生精神康復會會長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榮休教授

張妙清教授SBS, OBE, JP

有效預防精神病或減少發病機會
的方法是及早認識何謂精神健康、
維持正面心態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以及健康的抗壓方法。

---新生精神康復會執行
委員會委員及培訓、研究及發展

小組委員會主席盧慧芬醫生

當一個人每一天都抽點時間做
「330小休息」，能夠增加活力
和正面情緒，同時減輕壓力。而
在工作當中做「330小休息」，
也會令工作的滿意度和投入感提
升。

---新生精神康復會
臨床心理學家凌悅雯博士

專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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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工作，休息時休息，能在無間斷的資
訊中給自己預留時間，整頓作息和心情尤其
重要。

---商業電台主席特別顧問
陳淑薇女士, SBS, JP

“
要愛護自己的身心靈健康，我們就需要記得
與自己「約會」一下，時間或長或短也可以，
最重要的是開心地與自己相處，貼心地對待
自己，好好愛錫一下自己。

---英華小學校長
陳美娟校長, MH

只要能培養關心自己身心靈的習慣，自然能
在急速的生活節奏中享受人生。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陳念慈女士, BEM JP

“

“

分享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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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觀

學習讓自己休息，專注於照顧自己，
不是一件自我中心的事。對自己好，
也會和身邊的人關係好一點。

瑜伽導師連君婷

平時毫不起眼的小事，只要習慣用靜觀態
度覺察，漸漸地便會容易專注當下，發現
生活的趣味，也能滋養我們的身心靈。

資深瑜伽導師及美國麻省大學醫學院靜觀中心
靜觀減壓課程（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合資格導師黃耀光

親子

觀察孩子和孩子共處作為自己的
「330小休息」，也可同時促成了親
子之間的甜美時光。

---演員、主持人、專業配音員
及靜觀親職導師潘芳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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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味

細味食物是每天至少抽十分鐘以飲食的時
間和自己相處，進食時減少談天，不要看
手機或電視，慢慢地和自己好好吃一餐飯。

食養導師岸本太太

走路，不要忘了路上風光；生活，
不要忘了欣賞美好事物；工作，不
要忘了好好休息。照顧好自己的身
心靈，讓靈魂跟上我們的腳步。

簫笛藝術家、
造簫家及書畫家

譚寶碩

書本：《學會休息，才能好好生活——330小休息生活實例 x 30天實踐
提案》
定價：港幣98元（現經本會訂購可享九折優惠）
作者：新生精神康復會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訂購連結：https://forms.gle/XX9WttgMua5wkx2z7

查詢
電郵：dayday330@nlpra.org.hk

掃瞄二維碼訂購

https://forms.gle/XX9WttgMua5wkx2z7


2022年6月號

7

新生會最新動向

誠邀參與有關網上心理健康服務問卷調查

受疫情影響，社交活動減少及面對不同的疫情消息，容易讓人累積負面
情緒，身心健康難免受到影響。新生會即將推出「一站式網上心理治療
平台」，名為「賽馬會心理e療站」，旨在幫助受抑鬱或焦慮情緒困擾的
人士，提供實證為本的網上治療服務。

為更了解大眾在疫情下的心理狀況，新生會誠邀大家參與網上心理健康
服務問卷調查，完成問卷更可獲得本會旗下社會企業的九折購物優惠劵。

即按連結前往問卷調查https://forms.office.com/r/TqWmEgycz4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363 2771，或電郵 jceclinic@nlpra.org.hk。

只需幾分鐘，完成問卷小小

心意，可獲得9折購物優惠劵！

https://forms.office.com/r/TqWmEgycz4
mailto:jceclinic@nlpr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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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最新動向

「抗疫．同行」支援計劃
網上分享會

本會獲賽馬會「新冠肺炎緊急援
助基金」(第二輪)撥款，透過旗下
7間安泰軒舉辦「抗疫．同行」活
動。安泰軒於6月2日透過網上直
播形式舉行了分享會，並邀請了
護士、營養師、中醫師、體適能
教練為參加者介紹抗疫小貼士，

自閉症服務為高盛集團員工
舉行網絡研討會

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一向重
視多元和共融，並持續在企業不同
層面上採納各種措施，推廣相關概
念。為提升員工對神經多樣性及自
閉症的認識，高盛集團邀請本會自
閉 症 服 務 以 “Understanding
Neurodiversity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為題，於5
月25日透過網絡研討會方式講述神
經多樣性概念及自閉症特性，超過
50名來自亞太地區的員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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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最新動向

參與「本地菜魚產品直送」
「有機 x 水耕農墟」展銷活動

本會葵盛庇護工場、田景庇護工場、新生農場及石排灣綜合培訓中心獲
蔬菜統營處及魚類統營處邀請，於2022年5月6日至5月9日參與青衣城
的「本地菜魚產品直送」「有機 x 水耕農墟」展銷活動，向公眾推廣由
職業康復服務生產的產品，包括有機蔬菜、有機香草盆栽、正豆豆品、
有機花茶、Goodle正麵、健康有機小食和天然零食等。

獲李嘉誠基金會邀請
出席「『疫』流而上」社會服務分享會

獲李嘉誠基金會捐助，本會於
2020年中推出「知情學派」-
精神健康網上學習平台。本會
獲基金會邀請，於6月8日出席
「『疫』流而上」社會服務分
享會，並向其他參與的社福機
構分享項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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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最新動向

葵盛庇護工場 X Cook Asia企業義工活動

Cook Asia的企業義工隊在端午節
前夕到訪葵盛工場，並親手製作愛
心健康糉，送贈予職業康復延展計
劃之學員享用，並向工場學員派發
生果，為他們送上節日祝福。義工
團隊更前往參觀本會食物分享劃-社
區雪櫃服務之運作流程，親身體驗
物資運送及貨存整理等工作，期望
透過活動，對服務運作能有更深入
的瞭解。

新生農場於APITA太古城店
設置銷售點推廣有機蔬菜

新生農場於5月起正式與恒基兆業地
產集團成員公司的Unicorn Stores
(HK) Limited合作，在旗下的APITA
太古城店設銷售點，售賣新生農場
的有機蔬菜及有機香草盆栽。

地址: 香港鰂魚涌太古城路太古城中
心二期地庫
營業時間：上午9時30分至晚上10
時正
電話: 2885 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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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最新動向

如欲向本會作捐贈或商討企業合作事宜，請聯絡新生會企業傳訊部
(corporate-affairs@nlpra.org.hk / 2332 4343)。

so330共融咖啡學院
思健Mindbrew咖啡師技能培訓課程

so330 是集合咖啡店、身心靈空間，和共融咖啡學院於一身的概念店，
除了提供「令人心情愉快的食物」和讓人身心放鬆的空間外，so330在
過去一年也不遺餘力的為社會共融而努力，為不同類別殘疾人士提供咖
啡入門培訓以致度身訂造的咖啡師培訓，也聘請殘疾人士加入店務團隊。

得到怡和集團成立的慈善組織「思健」的支持，so330共融咖啡學院於
五月份，與思健合辦了專為復元人士而設的咖啡師技能培訓課程。參加
者除了能獲得思健全力資助參加12小時專業咖啡培訓課程，於完成課程
及通過面試考核後，表現出色的參加者更有機會受聘為咖啡師於思健旗
下的Mindbrew cafe工作。

8位復元人士在so330導師團隊講解和引導下，在咖啡拉花、沖配、品評
的能力均穩步提升，也掌握了基本咖啡店實務運作的基礎，並一致通過
期末的考核，順利畢業。他們紛紛表示獲益良多，對自己的進步感到滿
意和喜悅。新一期課程會於6月繼續舉行，令更多有志投身咖啡行業的復
元人士受惠。

未來so330也會繼續舉辦不同類型共融咖啡課程，為更多有需要群組提
供咖啡相關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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