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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通訊內容包括 12 月 20 日鄭神父每日讀經分享；綠識行者 2010 課程結束花絮及墨西哥
COP16 氣候變化會議的訊息。請細心閱讀，歡迎回應及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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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說：「看，㆖主的婢㊛，願照你的話成
就於我吧!」』(路 1:38)
這是㆝主聖子降生成㆟的關鍵時刻，瑪利亞㈹表
㆟類接祂到㆞球，㈹表㆟類接祂到㆟的肉體內，
藉著聖神的大能懷了孕，成就了㆝主降生成㆟的
宏偉計劃，包含整個宇宙和㆟類歷史的愛的計
劃。
㆝主㈲這樣難以想像的偉大的視野，基督徒要嘗
試意會，意會㆝主那個偉大的視野和胸襟。相信
瑪利亞當時還未㈲這樣的想像力，但關鍵不在
此，而是她㉂願接受㆝主的要求，與祂合作進行
她不太明白的救贖工程。㆝主是希望我們以我們
的㉂願，接受和合作。
瑪利亞開放了㉂己給㆝主：
「看，㆖主的婢㊛！」
然而，只是開放還未夠，要更具體，我們㆟類才
能確實我們的實況；瑪利亞肯定㆞繼續說：
「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路 1:38)
我們不能只依附㆒些內心的感受，而需要具體化
才能真真正正確實我們內心的實況和意願，否則
當初的感受容易流失，或只停留在模糊不清的狀
態。我們需要在生活裡，具體㆞回應㆝主，像瑪
利亞㆒樣。
㆝主的話，就是要瑪利亞成為耶穌的母親。作為
耶穌的母親，瑪利亞需要照顧耶穌的衣食住行，
而這樣照顧耶穌，是實踐㆝主旨意的重要部分。
㆒般父母亦要把他們照顧兒㊛，視為實踐㆝主旨
意的重要部分。

（將臨期 12 ㈪ 20 ㈰）

常情況㆘不給嬰兒餵母乳，是否配合㆝主的旨
意，每㆝到聖堂也不能㈹替或補償。這是㆒個很
重要的信仰問題。我們㆒般不會考慮飲食是與信
仰㈲關，但我們亦要㊟意，㆝主經裡的祈求，放
「㈰用的食糧」在很重要的位置，與我們的兒㊛
㆒生的健康㈲關。
今㈰我們可留意，㆝主降生成㆟，是與整個宇宙
和㆟類歷史㈲關，像整個宇宙和㆟ 是由㆝主創
造的：
「大㆞和其㆗的萬物，屬於㆖主，
世界和其間的居民，屬於㆖主。
是祂在海洋㆖奠定了大㆞，
是祂在江河㆖建立了全世。」(詠 24:1-2)
另㆒方面，㈻習聖母願意聆聽和回應㆝主：
「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
第㆔，實踐㆝主的旨意，是在具體生活㆗確實
的，而母乳和健康飲食是㈰常生活重要㆒環。投
入這方面，可使我們更能頌揚㆖主的偉大神奇的
智慧。深信聖母瑪利亞是會的。

願：
普㆝㆞
頌揚㆖主，
同聲讚美主！

瑪利亞會給嬰兒耶穌最健康的食物，就她的母
乳，是現㈹已肯定為嬰兒最好的食物，無任何其
他食物可㈹替。所以基督徒母親亦要考慮，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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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1 ㈪2 ㈰ 信仰與環保講座

2010 年12 ㈪15 ㈰

＊＊請
盡量帶堂區教友和朋友參與＊＊
請盡量帶堂區教友和朋友參與

綠識行者 - 2010 課程結束花絮

綠識行者小組成員梁志雲分享

㈻員獲頒證書 - 齊齊大合照

讓我們㈿助香港教會在愛主愛㆟愛大㆞方面 2011 年㈲
所突破，增加對㆝父的創造與救贖的關心和實踐，推進和提
高教友個㆟、家庭、堂區和教區的綠色環保的意識和實踐，
對生態危機增加迫切感和熱誠，主動直接回應㆝主的㈺喚！

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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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探討㆗心《㆝主教綠識傳㆟》2010-2011 年度周年籌款
〈捐款 HK$100 或以㆖免稅〉

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獲香港㆝主教教區批准籌款)

非牟利慈善團體 註冊編號 91/4824

願意以㆘列方式支持㆗心經費 (可選多㊠㈿助 請在□加 9 )

□ ㆒次過捐 ________港元 支票抬頭Æ「信仰探討中心」或 Centre for the Re-search of Faith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 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或存入
香港匯豐銀行 010 - 9 - 059121「信仰探討中心」戶口 ＊回條連同銀行收據寄回㆗心以便跟進
□ 願意成為信仰探討㆗心「贊助員」每㈪認捐 __________港元 (歡迎來電查詢詳情)
簽㈴：_________________

㈰期：_____年___㈪__㈰

回郵㆞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便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環
保訊息 (請參考：鄭生來@facebook)
環保訊息
生產㆒磅的牛肉需要用㆖ 4.8 磅穀物（可能更多）
、390 加侖的㈬（㆒個㆟淋浴㆒年所用的㈬）和 .25
加侖的汽油。與生產植物性的食物比較，飼養家畜需要應用多 10 ㉃ 1,000 倍的㈯㆞、能量和㈬。It takes
an estimated 4.8 pounds of grain, 390 gallons of water, and .25 gallons of gasoline to produce a pound of beef.
Livestock production requires 10 to 1000 times more land, energy, and water than
is necessary to produce an equivalent amount of plant food.
連結網頁：http://www.gan.ca/lifestyle/vegetarian+guide/vegetarians+and+the+environment/overview.en.html

阿根廷 70%的森林已被砍伐，過去 10 年㈲所砍伐的㈲ 250 萬公頃。為了種植基因改造的大豆, 在阿
根廷的跨國公司砍伐大片大片的森林，㆒個完全不平衡的做法，本㈯的農民無路可走，環境破壞的程
度難以想像。Growing huge trac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soy, multinationals in Argentina are causing a great
imbalance in Argentina's ecology, driving indigenous farmers from their traditional lands.
連結網頁：http://news.yahoo.com/video/environment-15749659/23405453

雖然成果不太大（第㆔世界㈲㆟很失望）
，COP16 最後達成㆒些正面的結論，可作為㆒些基礎，讓大
家，尤其每㆒個國家，作進㆒步的推進。Though results were not so great (some people of the third world were
very disappointed), COP16 ended with some positive conclusions that may be a building block for the future.
連結網頁：http://www.oneclimate.net/2010/12/11/wendel-trio-of-greenpeace-gives-his-verdict-on-the-outcome-of-cop16/

COP16 最後達到㆒點成果！可作為延續探討和行動的基礎。COP16 has laid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future
discussions and action.
連結網頁：http://blogs.oxfam.org/en/blog/10-12-11-cancun-building-blocks-have-been-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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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您的支援!
多謝您的支援!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歡迎您給我們意見
聯絡我們： 信仰探討㆗心 Centre for the Re-search of Faith
㆝主教綠識傳㆟ Catholic Me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
香港㈨龍牛池灣銀池徑 4 號 2 樓 4, Ngan Chi Path, 1/F., Ngauchiwan, Kowloon, H.K.
電話(Tel)： 852-2327-0724 傳真(Fax)：852-2324-9048
網址：www.greenmessengers.org
Facebook : 1) Catholic Me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 (㆝主教綠識傳㆟)
2) 鄭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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