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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美玲

今期內容包括：㆗心周年步行籌款、㆝素會及㆝母會活動、綠識資訊、健康食品及國際日介紹等。
請細心閱讀，歡迎回應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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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鄭生來@facebook)

2012-12-19 將臨期第㆔ [周㆔] 福音

基督降生成㆟，也需要㆟做祂的先驅，這㆟就是若翰洗者。
基督來，是要賜生命，更豐盛的生命，祂的誕生也與生命力㈲關。
這也是關乎若翰洗者的父母匝加利亞和他的妻子依撒伯爾，
「他們沒㈲孩子，因
為依撒伯爾素不生育，兩㆟又都㆖了年紀」
。但㆒位㆝使給匝加利亞知道，他們將會
㈲㆒個孩子：
「匝加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禱已蒙應允，你的妻子依撒伯爾要
給你生㆒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叫若翰」
。
若翰會㈲㆒個㈵別的任務：
「你必要歡喜踴躍，許多㆟也要因他的誕生而喜樂，
因為他在㆖主面前將是偉大的，淡酒和濃酒他都不喝，而且，他還在母胎㆗就要充
滿聖神；他要使許多以色列子民轉向㆖主，他們的㆝主；他要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
力，在他前面先行，使為父的的心轉向兒子，使悖逆者轉向義㆟的心意，為㆖主準
備㆒個善良的百姓。」
領主詠：
「旭㈰由高㆝向我們照耀，引領我們的腳步，走向和平的道路。」
（路 1:78-79）

㈷願大家

渡㆒個平安的聖誕
過㆒個進步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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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信仰探討㆗心《㆝主教綠識傳㆟》－－－－－捐

款 回 條－－－－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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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戶口

*〈捐款 HK$100 或以㆖免稅〉
* 回條連同銀行收據寄回㆗心

□ 參加步行： 12 ㈪ 30 ㈰(星期㈰) 元朗 雞公嶺，索取步行籌款表格____張 (編號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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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中心地址

九龍牛池灣銀池徑 4 號 2 樓

電話：23270724

傳真：2324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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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香港㆝主教素食會
2012.10.28 週年大會剪影
- 於西貢三育中學舉行

香港㆝主教母乳育嬰會
與 ㆝主教綠識傳㆟合辦

「為嬰兒身心靈全㆟成長
贊成規管嬰兒奶粉廣告守則」研討會
2012.12.18 於聖雲先小堂舉行

主要講題及講者包括:
1.為何要規管奶粉廣告──香港天主教會有什麼角色
講者: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主席 黎黃佩嫦女士
2.配方奶粉不能代替母乳」──對社會及教會的期望
講者: 國際母乳會(香港)主席 余婉玲女士
3.信德年、聖母、與規管嬰兒奶粉廣告的必需性
講者: 天主教綠識傳人主席 鄭生來神父
4.以個人經驗分享澳洲政府規管奶粉廣告的成效
講者: 香港天主教母乳育嬰會委員 陳麗嫦女士
5.支持制定嬰兒配方奶粉守則及立法規管有關廣告
講者: 天主教素食會代表 及 天主教綠識傳人代
表

3

綠識㈾訊
識飲惜食….吃得健康…..

＊

白麵包的真相：白麵包是「死」的麵包！
我們身邊有很多人都喜歡吃白麵包，然而當您知道白麵
包的真相，可能會感到十分訝異和震驚。白麵包不僅對健康
無益，更甚的是它會危害您的健康！
瑞士政府早已意識到了吃白麵包的危害性，幾十年來為
了讓民眾停止吃白麵包，設立了白麵包購買稅。所收稅款交給麵包師傅，用來生產全麥麵包，減
少全麥麵包的價格，以鼓勵市民轉為食用。
加拿大政府亦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白麵包加添合成維生素，規定麵包中必須含有穀物原有
的維生素，而不是人造添加的。
本質上，白麵包是「死」的麵包。通常情況下，消費者不會知道這些所謂「富含營養」麵粉
的真相。
為什麼白麵包的顏色如此亮白，而來自小麥的麵粉卻不是白色的？
這是因為白麵包所用的麵粉，是經過化學漂白，就像您清洗衣
服所用的漂白劑。當你您白麵包時，您也吃白麵包內殘留的化學漂
白劑。麵粉廠使用不同的化學漂白劑，但全都一樣糟。
其中包括氮氧化物、氯、氯化物、亞硝及與各種化學鹽混合的
過氧化苯甲酰。其中一種漂白劑──氯氧化物，無論混合了任何一
種蛋白質，都仍然殘留在麵粉中，產生四氧嘧啶。四氧嘧啶是毒藥，
用以產生糖尿病於實驗室動物身上。
氯氧化物破壞了至關重要的小麥胚芽油，且縮短麵粉的保質期。
良好的營養
您不會在白麵包裡找到良好的營養，因為把麵粉變白的過程中，僅在磨粉的工序，就失去了
一半含高營養價值的良好不飽和脂肪酸，而在去除麥胚芽和麩皮的過程中幾乎失去了所有的維生
素 E。
結果是，您購買的白麵包裡所餘下的麵粉，只含有劣質的蛋白質和育肥澱粉。然而，以上這
些只是營養流失過程中的冰山一角。
還有其他統計數據顯示，製作白麵包的過程流失大量養份：
約 50％鈣
70％磷
80％鐵
98％鎂
75％錳
50％氫
65％銅在製作白麵包時被破壞
80％硫胺素，60％核黃素，75％尼克酸、50％泛酸
約 50％的吡哆醇也流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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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大學農業學院進行的一項科學研究，結果
證實了以上驚人的數字。很明顯，我們應該盡量避免
吃白麵包。
全麥麵粉做的全麥麵包、黑麥麵包及穀物麵包是更
好的選擇。
我們購物時要仔細閱讀食物營養標籤，並且不要
購買含有人工香料、色素、漂白麵粉、防腐劑、氫化
或部分氫化油的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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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奴隸制國際㈰ - 12 ㈪ 2 ㈰
這個紀念日可追溯至 1949 年 12 月 2 日。在這一天，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禁止販賣人口及取
締意圖營利使人賣淫的公約》（决議 317(IV)）。
國際日的重點是消除當代形式奴隸制問題，如人口販運，性剝削、最惡劣的童工形式、强迫
婚姻，以及强行招募兒童用于武裝衝突。
今天，在世界各地有 2,100 萬婦女、男人和兒童被困于奴隸制。國際勞工組織已經與著名藝
術家、運動員和倡導者發起新的立即消除奴隸制運動。
“今天，各國政府、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必須團結起來，以消除各種當代形式的奴隸制。
讓我們一起竭力幫助世界各地數百萬被當作奴隸幷喪失了人權和尊嚴的受害者。”
秘書長潘基文 廢除奴隸制國際日致辭 2012 年 12 月 2 日

㆟權㈰ - 12 ㈪ 10 ㈰
每年的人權日讓我們有機會慶祝人權，突出特定的問題，並倡導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充分享受
所有人權。
今年關注的焦點是所有的人，包括婦女、青年、少數群體、殘疾人、土著人民、窮人和邊緣
化群體，都有權在公共生活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參加政治决策過程。
這些人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的權利、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的權利以及參與
治理國家的權利（《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一條）——是過去兩年來阿拉伯世界歷史
性變革的核心，其中數百萬人走上街頭，要求變革。在世界其他地區，“99%”通過全球占領運動
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抗議經濟、政治和社會的不平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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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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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綠識傳人)

2) 鄭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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