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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鄭生來@facebook)

2011-12-22 單年（將臨期 4 周㆕）
聖母讚美㆝主，說：
「我的靈魂頌揚㆖主，我的心神
歡躍於㆝主， 我的救主，因為衪垂顧了衪婢㊛的卑
微」。我們需要㈻習聖母，體會㆝主施展了祂的大
能，為我們做了大事：當我們謙遜和㈲需要，㆝主
會舉揚我們，給我們美物；㆝主不願意我們變得心
高氣傲，但希望我們會㈻習怎樣開放㉂己給祂，讓
祂給我們豐富的恩寵，使我們懂得因基督來給我們
救恩而喜樂。
瑪利亞遂說： 「我的靈魂頌揚㆖主，我的心神歡躍
於㆝主， 我的救主，因為衪垂顧了衪婢㊛的卑微，
今後萬世萬㈹都要稱我㈲福；因全能者在我身㆖行
了大事，衪的㈴字是聖的，衪的仁慈世世㈹㈹於無
窮世，賜於敬畏衪的㆟。衪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衪從高座㆖推
㆘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衪曾使飢餓者飽饗美物，反使那富㈲者空手而去。衪
曾回憶起㉂己的仁慈，扶助了衪的僕㆟以色列，正如衪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恩許，施思
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到永遠。」(路 1: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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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年 計 劃 2011-2016

＊＊＊ 請多多支持參與，予留時間出席＊＊＊

------------------ ------------------------------ ＊
＊＊
＊＊
＊ ---------------------------- -------------------本年度步行籌款已於12 ㈪11 ㈰(星期㈰)舉行，多謝參加 ：）
未㈲參加者可填交㆘列表格，捐款支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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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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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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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或 存入香港匯豐銀行 010 - 9 - 059121「信仰探討㆗心」戶口
＊〈捐款 HK$100 或以㆖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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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回郵㆞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______年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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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2010 年有 1 百 96 萬 1 千對夫婦離婚（有史以來最高）
，平均每天有 5,300 對離婚！香港天主教
母乳育嬰會(12 月 27 日快要成立)，不只強調母乳育嬰，但同時肯定和鼓勵丈夫和其他家人的重要的
角色，因而增強夫婦和家庭內彼此的關係，減少家庭問題，希望也會減少離婚的出現。我們人數仍然
很少，需要您們更多更明確更具體的支持。There were 1.961 million divorces in China in 2010, an average of
5,300 a day, the most ever! China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2010, 1.961 million divorced….
網頁 web: http://bbs.chinadaily.com.cn/thread-719541-1-1.html

基因改造食物有嚴重的問題。Serious problem with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GMO)
On January 17,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lant pathologist Dr. Don Huber, wrote a letter to USDA Secretary Tom
Vilsack warning of the discovery of a new pathogen and a possible link between Roundup Ready® (GMO) corn and
soybeans and severe reproductive problems in livestock as well as widespread cr.
網頁 web: http://action.fooddemocracynow.org/sign/dr_hubers_warning

生化電池 - 廢紙轉化成能量 Bio battery turns paper to power Sony shows off a prototype battery that
converts waste paper into enough electricity to power a small fan.
網頁 web: 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6288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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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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