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要內容：

前一陣子,天主教教廷與中國天主教就任命主教一
事,發生公開衝突,教廷甚至將剛晉升的主教逐出天主
教.不過中國天主教似乎不為所動.繼續任命主教.
無獨有偶, 美國也有一群天主教教徒在自行任命主
教和神父,教廷的態度立場竟跟他們對待中國天主教的
立場如出一轍, 警告要將這些人趕出天主教, 而這些人
也不為所動, 並聲稱他們正在打破一個不公平的傳統.
最近有至少十五位天主教女性神職人員在教廷不同
意之下,被按立成神父或執事.當然羅馬教廷並不承認女
性神父.在一陣沉默之後,教廷發出警告,要將這十五為
女性神職人員逐出天主教.

開表示,天主教沒有權柄按立女性神父.理由是耶穌當年
只選擇男性作他門徒.
四年前天主教內要求讓女性有資格成為神父的活躍
人士,組成了活動團體,他們推動按立女性的神父,執事
的運動,至今為止已有五位女主教和 40 位神父或執事被
按立,另外在名單上排隊等待按立的女天主教徒多達
120 位.
要求按立女性主教和神父親的呼聲最高的地區是美
國天主教教區.美國天主教教區不斷挑戰天主教的只允
許男性任高職的傳統,而美國天主教主教會議往往對此
不表態度.一般被視為是默許女性平等的態度,當然教廷
只好充當第一線的滅火員.
面對野火般的女性平等要求,教庭是無力應對.一方

用更多的女性平信徒神職人員,所謂水漲船高,女性平信
徒傳道增加,要求升任更高職位的呼聲當然就日益強烈.
而民意調查發現,70%的受訪者支持允許女性升任主教,
神父,反對的比例僅有 17%.
於是尋求女性平等的天主教徒,成立了 “羅馬天主
教婦女神職聯盟”,推動婦女升任神職活動,他們自行培
養,審查和按立神父,執事,甚至是主教.他們認為他們正
打破一個不公平的傳統,
羅馬天主教的權力基礎來自教宗,神職人員是從上
而下,一級一級地任命下來,自行組織團體並按立神職人
員,當然是公然挑戰教宗的權柄的行為,因此教廷祭出逐
出教會的嚴厲措施來阻止事態的發展,是人們意料之中
的事,只是自 1994 年女性被按立成神父,教宗發佈嚴厲
發言至今,按立女性神父的事不但未絕止,反而是越來越
多,不少人相信,教廷終將會放棄只有男性才能升任主
教,神父的傳統,只不過在這一天到來之前,會有更多優
秀的女性神職人員被逐出天主教.
有主教甚至表示,女性神職人員只要一主持彌撒,就

女天主教徒不能出任天主教的高級神職,是天主教
的傳統.儘管女性平權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承認,但
天主教仍然維持著只有男性天主教徒才能出任天主教的

面女性權利平等已成普世價值,天主教僅靠初期教會的
傳統,很難說服廣大的天主教徒.
更重要的是,天主教人數增長中,婦女所占的比例最

自動被逐出教會.
從這個角度看,也可以知道為何教廷與中國在主教
任命上相持不下的原因,這實在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

高級神職這一傳統,已故教宗保羅二世在 1994 年時曾公

大,面對越來越多的女天主教徒的需要,天主教不得不起

的議題,教廷當然不敢有絲毫的大意.

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議題
朱易

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但阿
扁自己再三重聲「阿扁絕不會
倒下去，也絕不會失志」，「再大的困
難，我會忍耐，再大的攻擊、抹黑，我會
堅持下去」；因此，大家都說阿扁不會下
台，大家更認為他是「越倒越勇」。
然而，不論在國內、國外都把阿扁越
倒越勇的這種情勢，當成一個大笑話，它
的確是現代另類笑話之一。
不過，不要覺得好笑；反觀我們生活
的四周的環境、朋友，甚至包括自己又何
嘗不是這種越倒越勇的情形。

倒扁

筆者的一位朋友，多年前作生意失
敗，欠下上百萬元的債務；周遭的人都知
道他是由於大而化之、浪費、無計劃… .等
諸多明顯因素而敗北；但他個人並不覺得
這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失敗，越倒越勇的聲
稱：「在那裡跌倒，在那裡爬起來」，自
認為如果再給他一點時間、金錢，他就能
東山再起，縱橫商場。至今，仍然是孤家
寡人、孑然一身飄泊在人海中。
近日有一小消息，標題為：「牧師涉
盗用公款」，内文大略為「台灣高雄基督

教靈糧堂創堂廖姓主任牧師，動用建堂基
金一干八百多萬元去投資而失利，現己去
職。」，更妙的是這位牧師的辯辭:「他
認為並無不法， 因為所有的動機都是為了
教會，不是個人 。」
好像他個人為了教會， 是一位背起了
十字架， 無懼的、大公無私的、越倒越勇

當一個人面對挫折，情緒與精神必然
受到干擾，為了減輕心理上因超我與本我
的衝突而帶來自我的焦慮、緊張與不安，
就會採取一種心理防禦的手段；最常見的
方式是不理會真象、真理、感情、環境，
去歪曲現實，以及錯誤的批判歸罪於其他
不相關聯的理由。

不只是某個人越倒越勇
曾慶華
的勇者， 無視自己的失"德" ，大膽的站立
在眾人面前。
為什麼人們都有類似越倒越勇、 從不
認錯的態度？
我想心理的因素大於事實的呈現的本
質。因為 ，承認錯誤是一件多麼丟臉的事
情，基於愛面子的心理 ，必然是堅持己
見；既使是明白失敗的現實 ，也無法喚醒
那心頭上迷失的誤區。

因此，在越倒越勇的事件之中，我們
會看到許多奇怪的現象；
諸如選擇性遺忘事件中的事實；不顧
一切的否定造成事件挫折的原因；投射到
客觀的因素而非自我意識造成的結果；無
意識的轉移了對象或代替物上、用以減輕
精神的負擔、取得心寧上的平安；過份妄
自尊大，作為自己行為最大的支撐；相信
自己是特殊的，只被少數同樣獨特的人士

《文心沙龍》歡迎海外文化人
8 月 27 日

五教并談話真理
（主講人：夏天恩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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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文愁，一起拾回那曾
經擁有、卻已失落的
———「文心」。

9月

3日

生命與死亡
（主講人：朱 斌 先生

9 月 10 日

加州州立大學行為科學碩士）
華東師大 、加州州立大學 M.B.A. ）

鍾素明傳道及女兒汪蕙欣的見証
（主講人：鍾素明 傳道佈道，智障女兒的獻詩及彈琴特別感人。來自台灣）

9 月 17 日

用智慧的心，數算你的錢財
（主講人：郭維國 先生

9 月 24 日

（主講人：蔡登文

10 月 1 日

台灣師範大學、霍甫金斯大學 M.B.A.）

做神國人？或做中國人？
先生

時仲論壇報社長

台灣海洋大學）

生命的樂章
（主講人：張慶祥 先生 西安音樂學院 曾任東方歌舞團作曲指揮 ）

10 月 8 日

透過鏡片看創造
（主講人：陸繼國 先生 JPL 工程師

10 月 15 日

南達科達州大學電機碩士）

蘇拉蜜女、林黛玉、揚振寧
（主講人：劉志剛 先生 作家 國際神學院道學碩士）

10 月 22 日

文化中的信仰力量
（主講人：鄭更榮 先生 牧師 中華歸主神學院教牧博士）

理解，過分的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擁有過
分的權利感，來克服自我心理上的自卑
感。
總而言之，越倒越勇的鐵人形象之背
後，是一種連自己都無法面對的空虛與無
助。
當我們對阿扁越倒越勇的行為發笑
時，更應該拋棄越倒越勇常見負面的行為
模式。並將失敗事件昇華為一種積極性且
富建設性的心理防禦機制，讓我們自己常
常能夠反省自我的軟弱與失敗，使我們的
活動轉化為更高級，更為社會價值接受的
行為；進而可能讓我們自己創造更高的期
許與成功。
其實，就算回到人類老祖宗亞當、夏
娃他們也不比現代人高明多少；當他們吃
了禁果後，面對上帝的質問時；居然為了
的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把責任推給上帝與
魔鬼的化身「蛇」，也表現得越倒越勇，
無視上帝的誡命。
綜觀而言，越倒越勇的行為常存在於
人海眾生之中，也可算是人之常情，並不
僅只是某個人越倒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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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帖》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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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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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聞、歷史煙雲、今日以斯帖、靈修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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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行基督徒教育研究中心、山行文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