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探討㆗心 ㆝主教綠識傳㆟   第㈤㈩期      2011•11•17    Newsletter Issue No。50        編輯: 美玲 

今期內容包括「愛主愛㆟愛大㆞」㈤年計劃要點、12㈪活動：《活力新生迎聖誕》研討會及周年步行籌款。 
請細心閱讀，歡迎回應及意見。    

   

分享享    (參考 鄭生來@facebook)      分分享

11-11-17 單年 33 週㆕福音  
聖依撒伯爾.匈牙利：(耶路撒冷城的㈴字本意是「和平之城」， 

但在㆟生的矛盾㆗，和平的含意可變得含糊不清， 
生活和行為未必是在建設和平，反而可帶來災害； 

耶穌哭泣耶路撒冷會遇到災害，對㆝主的眷顧也含糊不清了。) 
耶穌臨近的時候，望見京城，便哀哭她說：「恨不能在這㆒㆝，妳也知道㈲關妳平安的事；但這事

如今在妳眼前是隱藏的。的確，㈰子將臨於妳，妳的仇敵要在妳㆕周築起壁壘，包圍妳，㆕面窘

困妳；又要蕩平妳，及在妳內的子民，在妳內決不留㆒塊石頭在另㆒塊石頭㆖，因為妳沒㈲認識

眷顧妳的時期。」(路 19:41-44) 
 
------------＊＊＊＊    ＊＊＊＊    ＊＊＊＊    ＊＊＊＊-------------- 
 
 
 
 

㈤年計劃  2011-2016  
 

之㆔：2011 年 12 ㈪ 27 ㈰成立  
       「香港㆝主教母乳育嬰會」  

 
香港㆝主教母乳育嬰會㊪旨方面會考慮以㆘幾點：  
 
1)  反思母乳育嬰與信仰的關係 ;  

2)  宣揚母乳育嬰對個㆟身、心、靈的好處。  

3)  促使教會內更多㆟重視及實踐母乳育嬰，鼓勵母親產後兩年內以母乳育嬰（２年或更多） ;  

4)  推動教會機構 (教堂、㈻校、辦公室、㊩院等 )作先導，為母乳育嬰提供方便。  

5)  重視父親的角色：推動教會機構作先導，設立父親侍產假（父親重要的角色–聖家） ;  

6)  透過母乳育嬰，反思工作的意義，探索㈳會發展方向，尋找正確生活態度。  

 

會員㈾格：凡願意支持本會信念及㊪旨的㆟士均可加入成為本會會員。

   
------------＊＊＊＊    ＊＊＊＊    ＊＊＊＊    ＊＊＊＊-------------- 

   
＊＊＊ 請多多支持參與，予留時間出席 12 ㈪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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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聖雲先小堂 黃大仙正德街 102 號㆞鐵 C2 出口 

㈰ 期  主 題       講 者        
2011/12/01 肉食與畜牧業對個㆟、環境及   1)劉婉儀㊛士 (綠田園㈲機農場總幹事) 
（星期㆕） 貧窮問題的關係和影響         2)梁穎芝小姐 (香港㆝主教素食會㈹表-回應) 
晚㆖ 7:30-9:30                             3)鄭生來神父 - 信仰反思 
------------------------- 
2011/12/08 牛奶引致的嚴重問題           1)梁淑芳㊩㈻博士 
（星期㆕）   肉食與腸道問題              2)廖崇興先生 (㈾深素食者) 
晚㆖ 7:30-9:30 教友母乳育嬰見證(㆒)         3)廖妙玲㊛士 
             聖母的見證                  4)鄭生來神父  
-------------------------- 
2011/12/15 0-3 歲嬰兒身心靈成長的過程    1)麥韻鶯博士 (教育) 
（星期㆕） 0-3 歲嬰兒最需要的營養        2)伍雅芬㊛士 (素食營治療師)  
晚㆖ 7:30-9:30 母乳育嬰見證(㆓)             3)卓美蘭㊛士 "胎裡素"媽媽  
               信仰反思                  4)鄭生來神父 
--------------------------- 
2011/12/27 母乳育嬰的各方面見證 暨      邀請講者嘉賓分享包括： 
 (星期㆓)   香港㆝主教母乳育嬰會成立典禮     香港母乳育嬰㈿會㈹表、㊩生、教友家庭 
㆘午 2:30-5:30  香港㆝主教母乳育嬰會的視野與理想     香港㆝主教母乳育嬰會會長 
             『愛主愛㆟愛大㆞』與母乳育嬰會的 5 年計劃    鄭生來神父 
                教友母乳育嬰見證(㆔)              李穎彤㊛士 

•  聖家為母乳育嬰會和家庭的主保  •  聖母為母乳育嬰之母 

•  母乳育嬰是愛的見證   •  爭取父親侍產假的需要 

• 教會(機構、㈻校、㊩院、辦公室)作先導角色提供方便 

 

歡 迎 參 加 ＊ 免費•㉂由捐獻出席 4次獲頒證書＊ 

查詢電話：2327-0724(星期㆒㉃㈤㆘午 3-6 時)網頁：www.greenmessengers.org 
 
 

 
 

----------------------2011 聖誕綠識生活研討會  報表㈴表—(可影㊞用) -------------------- 
 

填妥寄回：㈨龍牛池灣銀池徑 4號㆓樓 或 傳真㉃ 2324-9048 
 

 

請在參加欄□加 ：    □ 12 ㈪ 1 ㈰(研討會㆒)  □ 12 ㈪ 8 ㈰(研討會㆓) 
                    □ 12 ㈪ 15 ㈰(研討會㆔)  □ 12 ㈪ 27 ㈰(研討會㆕) 
 
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堂區/㈻校/團體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址 /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greenmessengers.org/


 

 
 
 
步 行 籌 款  

 12㈪11㈰(星期㈰) 

西貢 ㆖窰家樂徑 
 
環保彌撒＊ 步行 
聖雲先小堂集合 
 
－－－－－－－－－捐 款 回 條 (交回:㈨龍 牛池灣 銀池徑4 號2 樓   傳真：2324-9048) －－－－－－－－－－－ 
信仰探討㆗心《㆝主教綠識傳㆟》2011-2012 年度周年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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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願意以㆘列方式支持㆗心經費 (可選多㊠㈿助  請在□加  ) 
 

□ ㆒次過捐 ________港元  支票抬頭 「信仰探討㆗心」或 Centre for the Re-search of Faith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 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 HK$100 或以㆖免稅〉 

＊回條連同銀行收據寄回㆗心以便跟進或 存入香港匯豐銀行 010 - 9 - 059121「信仰探討㆗心」戶口  
 
 
 

□ 參加步行：11 年 12 ㈪ 11 ㈰(星期㈰) 西貢㆖窰家樂徑，索取步行籌款表格___張 (編號    *㆗心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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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回郵㆞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______年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綠識識環保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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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綠識環環保保訊息息      
   
 

 嬰兒腦部發展問題，不在於餵嬰幼兒配方奶粉所缺乏的組成部分（化學物質），而是在於缺乏

在餵人奶中所建立的「母嬰之間的密切聯繫」。In the infant's brain development, the missing ingredinet in 
bottle-feeding is a bond with the mother, not the chemicals in the milk. 

網頁 web: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surety-bond-breast-feeding 
 
 天主教母乳育嬰，很好的文章，值得參考 Mothering through breastfeeding - Catholic breastfeeding: very good 

article, worth reading  
網頁 web: http://www.catholicmom.com/pilch_02.htm 
 
 政府真正要留意，不能讓嬰幼兒奶粉廣告誤導。We cannot allow baby formula advertisements mislead us. 

網頁 web: http://inews.mingpao.com/htm/INews/20111115/gb21035p.htm 
 
 

＊ 多謝您的支援＊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 歡迎您給我們意見 

 
 
聯絡我們：  信仰探討中心 Centre for the Re-search of Faith   天主教綠識傳人 Catholic Me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 

香港九龍牛池灣銀池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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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surety-bond-breast-feeding
http://www.catholicmom.com/pilch_02.htm
http://inews.mingpao.com/htm/INews/20111115/gb21035p.htm
http://www.greenmessenger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