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要內容：

「美國價值議案」今夏出擊
朱易
期中選舉將至,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在儘量在議題上創
新, 爭取為本黨的形象加分.例如國會山莊的眾議院的
共和黨,就準備在今年夏天推出一個名稱為 “美國價值
議案”,並推動投票.美國價值議案”包括的議題有:墮胎,
槍支,同性戀,幹細胞,宗教和其他社會保守議題.
宗教議題中,主要涉及到政教分離.共和黨人認為,過
去幾年裏,法庭對政教分離的解釋和裁決太過離譜.這些
案件包括有學生誓詞中的 “在上帝之下”,有錢幣上的
“我們信靠上帝”以及公共場所能否放置十誡碑等是否違
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
共和黨認為法庭的一些裁決已經使美國偏離了美國
的立國原則,偏離了美國價值的核心.因此他們要以立法
的形式來重新確定美國價值.
過去幾年來,不斷有人將美國人習以為常的詞語大做
文章,當然也掀起了社會上的大爭論.例如在美國法庭裏
擺設十誡碑原本是個傳統,但當阿拉巴馬州的大法官將
十誡碑放置在法庭的大廳時,引起了一陣風波,有人將大
法官告上了法庭.
共和黨人認為他們引出美國價值議案反映了美國建
國和發展的核心價值.這些保守色彩濃厚的議案都具爭
議性,必將引發國會山莊的激烈爭辯.

政客好像很喜歡宗教，政客也好像很
懂宗教。其實，政客不懂宗教，他們只愛
利用宗教。信手拈來就有三個例子：
其一，有個政客在位時，口口聲聲的
告訴百姓，當他退職時，要委身基督，做
一個在山區傳福音的牧師，要為原住民奉
獻上一絲的棉力，嬴得了不少基督徒的掌
聲，但事實証明，他退職以後仍忘不了那
權力的誘惑，即使是一個小黨的精神領袖
也不願意放棄。
其二，另一個政客，更是在選舉時
刻，跑到台灣南部鄉下的廟宇鎮南宮，充
當媽祖出巡時媽祖轎座的四個轎夫之一，
在鄉民及電視機的觀眾前表現出他對民間
信仰的熱愛與虔誠。但一轉身，又去參加
另一個基督徒辦的活動，深受各方歡迎。
其三，目前正在當政的人物，每當他
面臨重大危機時，就跑到教堂，聽牧師的
講道並接受牧師的祝福，自己也求上帝給
他力量。接著又巡迴參拜各地的廟宇神
仙，或進法師的禪房懺悔，承認自己不夠
慈悲和智慧；似乎上帝與各路神明，都能

以法庭裏能否擺設十誡碑為例,就是一個仁智互見的
議題.雖然豎立在阿拉巴馬州法庭內的十誡碑，最終還
是被移到公眾看不見的地方。表面上，這場爭執算是告
一段落。但實際上遠沒有結束。
因為至今仍在法庭裏掛有十誡碑的法庭，在全美共
有四千多間，連最高法院也有一塊。隨著阿拉巴馬州法
院裏的十誡碑移走，那些至今仍高懸在法庭上的十誡碑
是否會引發更多更廣泛的爭議，是值得注意的事。
十誡碑是否可以掛在法庭裏，關鍵是它能否通過所
謂的“萊蒙準則”。它是 1971 年時最高法院在一起“政教
分離”上訴案的一個裁決。
所謂的萊蒙準則，是指政府的法律和法規，無論其
作用是在推展宗教還是在禁止宗教，只要法律和法規制
定的目的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世俗性，就不算是有違政
教分離的原則。
不過按這個準則判案，在不同的巡迴上訴法庭，會
引出不同的結論。關鍵是所謂的“世俗目的”與十誡所宣
揚的基督教內容相差甚遠。
一塊從十九世紀或是二十世紀初就掛在法庭的十誡
牌子，雖然當初的目的是為了宣揚基督教，表明法律的
基礎是上帝賜下的十誡。但到了今天，人們可以辯稱這
塊十誡牌子只是歷史文物，或是一塊具有歷史意義的藝
術品。因此掛這塊歷史久遠的牌子，只有世俗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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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宣揚宗教的意思。
但反對的人卻認為，十誡碑的內容是在宣揚宗教，
尤其是那些上法庭挑戰各宗教團體的無神論者在輸掉官
司之後，更加認為十誡碑不是一塊單純的藝術品。
由於懸掛在全美四千多間法庭包括最高法院的十誡
牌子都是年代久遠，故都可以稱得上是藝術品，即可以
以世俗化為由繼續掛下去，但許多以十誡牌子有違政教
分離的案子仍不斷出現，雖然一些案子在地方巡迴上訴
法院並未成功，但許多無神論者仍想法在最高法院挑戰
“萊蒙準則”。因此，未來這四千間法庭是否還能掛十誡
牌子還有很大的變數。
對基督徒而言,無論十誡牌子能否繼續掛在法庭，都
不是什麼好消息，十誡牌子被摘下，當然是懷消息，但
即使允許掛下去，也不是好消息，原因是，十誡牌子之
所以可以掛上去，是因為它只是一個藝術品，一個歷史
文物。十誡本身宣傳的真理反而被抹煞了。它只是一塊
只有藝術價值而無真理意義的十誡牌子，它對世人的警
醒作用已經消失無蹤，它所存在的意義被改變了。
今年夏天, 無論共和黨人的“美國價值議案”出擊,
能否獲得在國會山莊的勝利, 都可使共和黨人鞏固保守
派的選票,從這一個角度看, “美國價值”就不是一個單
純的價值觀了.

為他賜福與加持，以慰他那恐懼無助的
終極關懷，是人的全心依賴，宗教是叫人
心。
悔改的。箴言更進一步告訴我們，神最憎
其實，政客們的心中只有權力意識， 惡的七件事：「傲慢的眼睛，撒謊的舌
他們只想獲得權力、運用權力。在權力的 頭，殺害無辜的手，策劃陰謀的心，奔走
追求過程中，宗教是他們其中的一個方法 邪路的腿，編造假證，在朋友間挑撥是
選項。政客進教堂到廟宇，不是因為他們 非。」，試問，這些政客們遠離這些的罪
相信上帝或
惡嗎？上帝
神明而去
不是那些可
的；他們是
憐的百姓，
沖著那些相
隨便幾個謊
信上帝或神
言、幾個肢
曾慶華
明的信徒而
體語言，就
去的。他們眼中沒有上帝或神明，只有選 能唬弄過去的。上帝是連一切隱藏的事，
票。他們是為著粉刷他們在信徒心中的形 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的。所以，
像而去的。如此一來，讓他們的道德形像 政客們的表現，充分的說明他們不懂宗
憑空的拉高。
教。
因此，為什麼當政客們弊案纏身之
政客們不懂宗教是正常之事，然而有
際，他們就到教堂廟宇敬拜，他們只是想 一些僧侶與牧師們就更不懂宗教了。聖經
用上帝的榮耀，來遮蓋他們醜陋的行為。 更告戒我們：「不聽從惡人的計謀，不跟
試問：上帝真的那麼笨嗎？上帝真的在睡 隨罪人的腳步。」，這是一個真理的呼
覺嗎？上帝真的是政客們的大玩偶嗎？
聲，然而這些宗教人士，像沒有聽見一
我想應該沒有那麼簡單，宗教是人的 樣，讓這些政客穿梭在教堂廟宇之間，宗

政客不懂宗教

抽思心情
教人士只問官大、不問政客們是否悔改，
卻都蒙這些宗教人士的青睞，為他們祝
福、禱告。
其實，站在宗教的立場，不論來者是
總統或平民，應只問來者是否以行動表現
悔改，唯有以「悔改」為前題，方可為人
祝福。然而，明明知道這些政客，信用破
產、死不認錯、毫不悔改、陰謀詭計、弄
權竊民、棄絕上帝與神明；但這些僧侶牧
師們仍舊利用神聖的祝福，結交權貴，而
不自省。如此看來，這些宗教人士比那些
政客還更不懂宗教。
事實上，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這些
現象可以說是僧侶與牧師們的個人行為，
這是他們個人的自由，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宗教畢竟是莊嚴而神聖的，是
不容人踐踏的。因此，賠上了宗教的清
譽，是不應該的。
道理很簡單：「輸贏是短暫的，真理
是永恆的。」，少掉一個政客，對社會沒
有多大的損失，但是失掉對真理的堅持，
那才是社會最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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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問答
稅務資訊

婦女家庭
江山多嬌
華夏文化
文學拾穗
五花八門
演藝綜合
藝術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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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沙龍》歡迎海外學子來相聚
每個星期日下午 3 ： 00— 5 ： 00P.M.，我們相聚在一起 〔免費茶點、晚餐招待〕
我們是一群來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異鄉客旅；不論我們現在從事任何行業，但我們有基督的愛以及對中國文化關懷的那把「文
心之火」永不止熄。如您有空，又有一顆「文心」；請來《文心沙龍》，讓我們溫馨的聚在一起分享基督的愛、一起談天說地，以慰鄉
愁，一起拾回那曾經擁有、卻已失落的「文心」。
7
7
7
7
7
8
8
8
8

月 2 日
月 9 日
月 16 日
月 23 日
月 30 日
月 6 日
月 13 日
月 20 日
月 27 日

文明衝突中的文明對話
（主講人：朱 易 先生 經濟分析師 亞歷桑那大學博士班研究）
生命中的一朵小花
（主講人：趙 君 女士 黑龍江大學 ）
（文心基督教會全体，參加退修會；本週停止討論。）
文學與靈魂
（主講人：劉慧娟 女士 自由作家 加州大學博士班研究）
從戲劇看人生
（主講人：李世宗 先生 作家 美國格林威治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
比較以斯帖與張愛玲筆下女性的描寫 （主講人：賀安慰 女士 英國文學碩士）
讓生命更完整
（主講人： Shirley 譚 女士 四川大學 數學碩士）
旅美一年情
（主講人：賀璋瑢 女士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歷史學博士）
五教并談話真理
（主講人：夏天恩 先生
加州州立大學行為科學碩士）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 文心基督教會 》（於

San Gabriel Bl.和
Chestnut Ave 的交口靠 近順發超市，可停車在「現代牙科廖述佑博士」的停車場內，走路到後面房子。）

連絡人： 陳志平 傳道 (626) 236-3451 ； 曾慶華 傳道 ( 909 ) 322-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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