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朱易
過去四年，越來越多的基
督徒加入了一個名稱為“創造者
的關怀 ”的環保運動，該運動的
神學思想是，世界是神創造
的，而神托負人類去管理，而
不是去濫用。該運動有一個明
确的短期目標，就是反對使用
運動休閑車 SUV，策略是在電
視上和報紙上做廣告，口號就

向“ 耶穌會開什麼車” 說不
因是有不少基督徒
對“耶穌會開什么
車”的行動有不同的
看法。
全國福音協會
決定對環保運動“耶
穌會開什么車”踩剎
車的直接原因是，他
們收到了一封對該運
動表不同意見的信。
在這封信中，基督徒
表示，堅持圣經原則
的福音派基督徒并不
同意協會有關地球暖
化的原因和解決之
道。
在這封信上署
名的基督徒領袖多
達 20 多位，且不少
是具有政治影響力的
重量級政治福音派人
士，如監獄事工負責
人柯生(Charles W
Colson)，愛家 協會
主席道生(James C
Dobson)，美南浸信
會會議的藍德
(Richard Land)，美
國家庭協會主席怀德
敏(Donald E Wild是“耶穌會開什么車？”，試圖喚 mon)，以及傳統价值聯盟主席
起基督徒的環保熱情。
雪勒頓(Louis P Sheldon)， 這
支持這一運動的基督徒，
些人在保守派基督徒中極有號
還試圖讓全國福音協會 NAE 通 召力。因此福音協會不得不停
過一個正式文件，號召基督徒
止對“耶穌會開什么車 ”運動的背
行動起來，對抗地球的暖化現
書。
象。當然具體的行動就是，支
全國福音協會人數有三千
持“耶穌會開什么車”的行動。不 万，是美國最大的福音派机
過，令這些人失望的是,該協會 构，協會這一退縮，引發了不
于 2 月 1 日決定放棄發表有關
少基督徒環保人士的不滿。認
對抗地球暖化的正式文件，原
為是“創造主關怀”運動的一個倒

歷史與宗教的交織

山語
青 少年向 來被成 人世界 認為是 來自不
同星球的人群 , 他們的衣著, 音 樂和言 語上
與父母們格格下入 , 對父母的權威更是敢于
挑戰 . 許多人猜想, 青少年們也 會在宗 教信
仰上反叛他們的父母 .
事實可能并於如此. 2005 年三月份出
版的 <<美國青少年的宗教與屬靈生活>>
報告了作者對三千名美國 13 至 17 歲 的青
少年所作的調查指出 , 雖然少年在許多方面
與父母背道而馳, 但在宗教信仰上, 卻追隨
他們的父母 , 繼承了他們的信仰.
接受調查的青少年中, 75%的承認 他們
受父母的宗教信仰的影響 , 接受了與父母相
似的信仰. 他們中 75%是基督徒 (包括天主
教), 16%的承認是無神論者, 這個結果讓家
長們松了一口气.
富勒神學院的一位教授也曾發表了一
本專門研究青少年精神生活的書 <<青少年
的內心世界 >>. 作者發現, 雖然大部分青少

退。他們認為協會向廣大基督
徒和社會發出一個錯誤的訊
號，讓他們認為環保不重要，
環保不怎么符合圣經原則，從
而放棄對環保的努力。
不 過也有基督徒表示贊
同，他們認為有關地球暖化的
原因和后果，以及解決方法仍
有許多爭議，在神學上，更是
尚無定論。如果福音協會對此
事做出正式聲明，恐怕是不太
妥當的。
不 過從政治的角度觀察此
事，恐怕并不只是由于基督徒
在對待環保方面上神學立場的
分歧，更牽涉到保守与自由立
場之爭以及党派色彩。
支 持環保的基督徒大多數
屬民主党，而民主党的主要議
題之一就是環保，前付總統高
爾堪稱是一位環保神學家，他
有關環保的論述，就充分體現
了一個基督徒的環保思想。
而 在反對信上簽名的基督
徒領袖，大多是屬于共和党色
彩的基督徒組織，而共和党當
局對地球暖化之說并不認同，
布希當局還退出京都協定。這
些人簽字反對福音協會有關環
保的文件是否有政治動机，則
說也說不清，畢竟如果基督徒
組織正式簽署環保文件，無异
于給當局一個極大壓力，同時
也為民主党獲取了更多人支
持。
因 此，是政治上的分歧造
成神學分歧，還是神學立場不
同形成了政治分歧，“耶穌會開
什么車”正好為此作了一個很好
的案例，值得人去研究。

傾向于自由.
其實. 傾向自由是美國的傳統, 當年
美國的先祖也是由于反對英國教會的傳
統, 追求自由而來到美國的 .
因此美國傳統文化外表保守, 但骨子
里卻是自由和反傳統的. 這種現象在下一
代身上表現無遺.
也有人對本書提出不同的看法, 原因
是作者的調查強調信仰與青少年的關系,
同時調查的問題又多, 使得能堅持完成調
查的人都是傾向于有宗教信仰的人,
因此這個調查的結果并不准确.不過
由于有關青少年與信仰關糸的研究工作
甚少, 因此本書仍然顯得十分寶貴 .

山風
成立于 2002 年的基督教反色情網
路機構 xxxchurch.com 的主要事工之
一， 就是向色情電影明星們發放聖
經。該機構的牧師會參加色情電影年
會，目的是在會中送出聖經，他們在
幾天內送出的聖經，超過一千本。
爲 了讓色情明星們更容易接受他
們送出的聖經 , 該機構的牧師突發奇想,
想把“耶穌愛色情明星”印在聖經封面
上。不過這想法太過大膽 ,結果遭到了
美國聖經協會的斷然拒絕。
聖 經協會給該機構的回信中指出,
印上這句話會誤導人 ,幷且與新約聖經
不相符。聖經協會提出了一些替代方
案。但 xxxchurch.com 機構不 願接
受。他們更滿意原來的方案。
xxxchurch.com 的負責人是一位
年青的牧師 , 光看機構的名字,就知道該
牧師的創新精神。如果把該機構名字
譯成中文,就是三級教會網站,恐怕連最
開放的華人教會的牧師也會皺眉頭。
但他們認爲他們所作所爲 ,包括
將“耶穌愛色情明星”印在聖經封面上，
完全符合聖經原則。他們指出聖經協
會拒絕接受他們的方案,表明在堅持僵
化的舊教條和傳統的基督教 ,與由年青
傳道人主導的新興教會之間的一個嚴
重衝突。
他們認爲新興教會更看重關係,靈
性和引導人信主,而不是堅持所謂的純
正信仰。他們甚至認爲,應該把過時的

基督教規條付之一炬,代之爲符合新興
時代的規條。否則教會只會走向衰
亡。照該機構的牧師話說,印不印“耶穌
愛色情明星”, 成了基督教神學發展的一
個指標。
但有專家幷不認爲這段爭執有如
此重大意義。但他們也認爲聖經協會
也太保守了。例如 Biola 大 學的一位社
會學教授就指出,這段爭執只不過反映
了不同的市場推廣手法的一個爭執。
從嚴格意義上而言,聖經協會與
xxxchurch.com 的看法是一致的: 神愛
世人,當然也愛色情明星,也要拯救他
們。xxxchurch.com 認爲將這個意思
表明在聖經封面上, 讓他們樂于接受聖
經, 從而悔改,得到救贖。將“耶穌愛色
情明星”印在聖經封面上,將讓 一向受 教
會排斥的色情行業的人感受到神的愛
和教會的接納。
但對 于聖經協會而言,此舉太過冒
險,畢竟 xxxchurch.com 的印數只有一
千,他們犯不著得罪大部分的基督徒而
屈從該機構的大膽想法。
不過 學者認爲,聖經是傳播愛和恩
典的,怎樣能讓人容易接受,才是最主要
的。畢竟 xxxchurch.com 的做法可以
吸引人注意,幷易于爲色情業人士接受,
能將聖經送到他們手中是一件大好
事。
因此,他們認爲是到了聖經協會采
取冒險行動的時候了。至少這種出格
的想法是爲了傳揚福音，雖然形象上
的確可能引發基督徒的反感,。此事如
何落幕,值得關注。

年都接受基督教信仰, 但這僅限于一種情
怀, 真正受到宗教影響, 或者真正認為宗教
十分重要的青少年的比例還不足 10%.
<<美國青少年的宗教與屬靈生活>>也
指出, 雖然有高達八成的青少年認為有上
帝, 但每周上教會的比例只有 40%, 19%的
人每月上教會一至三次, 22%的一年僅上教
會幾次, 而 18%的 則從不 上教 會.
因此大部分青少年在情感上和思想上
都受基督教的影響, 但他們卻未與上帝建立
起親密的關系.
實際上, 不少青少年認為, 上帝是离他
們很遠的全能者, 只有當他們面臨無法解決
的難題, 或是沒有朋友時, 上帝才會在他們
生命中出現, 前來幫助他們或是成為他們唯
一的朋友.
這表明, 雖然基督教信仰在青少年中如
此普及, 但信仰在青少年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現象并不普遍. 許多青少年避免表現出過于
屬靈, 對傳統的手持圣經的形象更是避之不
及. 他們外表雖然有信仰情怀, 但內心上卻

山行文化網 WWW .A1126 .ORG

歡迎 上網 閱覽各項專欄、焦點新聞、歷史煙雲、今日以斯帖、靈修日記、健康資訊、Read with me、山行文化天地、山行基督徒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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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帖》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主講人：陸繼國 先生 J P L 工程師，南達科達州大學電機碩士 ）

歡迎大家成為「文心沙龍」的「主講人」
每周日下午 3 ： 00 — 4 ： 00 讓您發表您個人對基督教的
研究心得，隨後 1 小時，大家與您共同討論。請盡早連
絡，將您的簡歷，討論提綱，日期。
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或電(909)322-9563 曾慶華
我們會安排時間及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