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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容包括：愛主愛㆟愛大㆞計劃活動、㆝主教素食會及母乳育嬰會活動、環保訊息。
今
今期內容包括：愛主愛㆟愛大㆞計劃活動、㆝主教素食會及母乳育嬰會活動、環保訊息。
細心閱讀，歡迎回應及意見。
請
請細心閱讀，歡迎回應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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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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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鄭生來@facebook)

2012-05-17 (復活期第六周四)福音：
【耶穌繼續與門徒談有關祂快要離去，但祂亦會回來
的：
「不久你們不再見到我；再不久，你們又要見到我。」耶穌
的回來，會是與天國的成全有關，新天新地的出現。耶穌離開，
他們會不開心；他們在福傳和生活中會遇到困苦而哀號，但世
界似乎會歡樂：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要痛哭、哀號，世
界卻要歡樂。」然而，基督要保證，他們最後會達到喜樂：
「你
們將要憂愁，但你們的憂愁卻要變為喜樂。」這是達到天國的
保證。保祿宗徒到格林多後，繼續努力福傳，到會堂向猶太人
和希臘人講道：
「每逢安息日，保祿就在會堂裏辯論，勸化猶太
人和希臘人。」息拉和弟茂德到了格林多之後，保祿就專心向
猶太人傳道，希望勸服他們，接受耶穌是默西亞：
「息拉和弟茂
德從馬其頓來到後，保祿就專心傳道，向猶太人證明耶穌就是
默西亞。」但保祿不成功，因為猶太人不接受，所以保祿轉向
專注向外邦人傳基督的喜訊：
「從今以後，我要到外邦人那裏去
了。」會堂長和全家，以及許多格林多人，信了而受洗：
「會堂
長克黎斯頗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還有許多格林多人聽了道而相信，也領了洗。」保祿會依賴天
主，而不會讓任何問題，阻礙他福傳的熱誠。】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只有片時，你們就看不見我了；再過片時，你們又要看見我。」
門徒中有幾個彼此說：「他對我們說的：『不久你們不再見到我；再不久，你們又要見到我。』還
有『我往父那裏去』
，是什麼意思？」又說：
「他說的這『只有片時』
，究竟有什麼意思？我們不明
白他講什麼？」耶穌看出他們願意問他，就對他們說：
「你們不是彼此詢問我所說的『只有片時，
你們就看不見我了；再過片時，你們又要看見我』的話嗎？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要痛哭、
哀號，世界卻要歡樂；你們將要憂愁，但你們的憂愁卻要變為喜樂。」(若 16:16-20)
保祿離開雅典，來到了格林多。在那裏遇見了一個猶太人，名叫阿桂拉，原籍本都，他同
妻子普黎史拉最近從意大利來，因為喀勞狄曾命所有的猶太人都離開羅馬。保祿就投到他們那裏，
因為是同業，保祿便留在他們那裏工作；原來他們是以製造帳幕為業的。每逢安息日，保祿就在
會堂裏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臘人。及至息拉和弟茂德從馬其頓來到後，保祿就專心傳道，向猶
太人證明耶穌就是默西亞。可是，因為他們反對，而且說褻瀆的話，保祿就拂拭衣服向他們說：
「你
們的血歸到你們頭上，與我無乾，從今以後，我要到外邦人那裏去了。」於是離開那裏，進了一
個名叫弟鐸猶斯托的家裏，這人敬畏天主，他的家緊靠著會堂。會堂長克黎斯頗和他的全家都信
了主，還有許多格林多人聽了道而相信，也領了洗。(宗 18:1-8)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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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永續樂田園 Catholic Sustainable Garden of Joy 《招募㆝主的好園㆜》
您是否願意協助農場的工作？

□是

□否

請選擇（可選多項）
：

□
□
□
□

1.
3.
5.
6.

願意到農場耕種
□ 2. 願意協助籌備植樹活動（食物林）
願意學習及協助樂田園的導賞
□ 4. 願意協助農場管理
願意協助從「宇宙基督」的新角度籌劃樂田園「十四處苦路」
願意在其他方面協助，請列明：
（如協助農場的基礎建設）

姓名：

電話：

________

電郵：

所屬堂區：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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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訊息…..
Jeffrey Smith 對基因改造食物㈲深度的研究，是最暢銷
書 Seeds of Deception 的作者。他指出不同國家的多方面研
究，發現基因改造食物導致多方面的問題，與免疫系統㈲關
的疾病、過敏症、影響生育、導致動物不孕或死亡等等。如
果說基因改造食物是安全，為什麼遲遲不願意立基因改食物
標籤法，而缺乏透明度等？Jeffrey Smith is an expert in GMO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nd food.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best-selling book “Seeds of Deception” He points out
in this youtube that many stud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found tha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s unsafe and can
cause immune system disease, allergies, affect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and even leading to sterility and deaths of
animals. If genetically modified is really safe as claimed by some, why is it taking so long to legislate for the labeling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nd why is there so much lack of transparency?

基因改造食物㈲多方面的問題，而在這方面作研究的科㈻家常受到阻攔。這是不道德的行為。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re very problematic in many ways and scientists doing research along these lines are often
hindered. This is a moral problem.

基因改造食物㈲多方面的問題；Jeffrey M. Smith 指出，很多科㈻家的研究，發現基因改造食
物是不安全的食物，不健康的食物。Jeffrey Smith 更指出，大眾正在受到㈲關的大㈽業的欺騙。
基因改造會污染基因碼，更可產生其他毒素和更強的毒素。我們不要吃基因改造食物，因為不安
全不健康。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GMOs. Jeffrey M. Smith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researches by many
scientists tha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re not safe and not healthy. Jeffrey Smith points out that the public are
being deceived by the concerned big enterprises. Genetically modification of organisms would pollute the genetic code.
Greater amount of toxins and stronger toxins are also being released. We should not ea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because they are not safe and are unhealthy foods.

更多基因改造食物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雖然國家缺乏食物，尚比亞國政府拒絕接受美國捐贈
的基因改造食物；幸好，他們找到非基因改造食物給㆟民。The GMO problem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ough lacking food, the Zambia refused to accept US donation of GMO food. Fortunately they found
non-GMO food for their people.
Jeffrey M. Smith, author of the #1 GMO bestseller Seeds of Deception, talks about his campaign to force mass
rejec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order...

Jeffrey M. Smith: The GMO Threat :

4/4 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k6gd4yhCCE&feature=relmfu
3/4 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IZDil3wTGE&feature=relmfu
2/4 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PowmdwUWp4&feature=relmfu
1/4 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VeS1yIA7x0
＊--- ＊＊ --- ＊＊ --- ＊＊ ---＊＊ --- ＊＊ --- ＊

香港㆝主教素食會
Hong Kong Catholic Vegetarian Association 電郵

hkcveg@gmail.com

香港㆝主教母乳育嬰會
* 本會開了 Facebook，歡迎加入分享個人哺乳的經驗或疑難。
進入㉂己的 facebook 後, 打香港㆝主教母乳育嬰會(Hong Kong Catholic Breastfeeding Association)搜尋, 如果想加
入香港㆝主教母乳育嬰會討論區(Hong Kong Catholic Breastfeeding Discussion Group)) 請按 Join group.

* 7 ㈪ 22 ㈰講座 ㆘午 2:30-4:30 馬鞍山聖方濟堂

主題：母乳餵哺－神聖的母職

＊
歡迎教友 陪同親友 ㆒齊出席 鼓
勵支 持母乳餵 哺行動
＊歡迎教友陪同親友㆒齊出席
鼓勵支持母乳餵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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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