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從天主教到基督教：

美國拉丁裔的新選擇

如貧窮．吸毒．酗酒和幫派等社會問題。
另外移民家庭中有許多是配偶仍然留在
母國的情形，這也是天主教家庭中不常見
的。因此，移民發現他們很難融入天主教的
社區，反倒是基督教直接而有力的言語使他
們動容。基督教的牧師常常這樣招呼拉丁裔
的信徒，“請來加入我們教會，你的生活將會
更有意義。”
有些天主教徒自移民後就不再上天主教
教堂了，但基督教會邀請他們上教堂。當他
們聆聽到活潑的信息時，尤其是“人必須重生
才能成為新人”的信息，使他們淚流滿面，從
而決定成為基督徒。
基督教堂對拉丁裔的另一個吸引力是教
會有家的感覺，而這些信徒抱怨在天主教
堂，只有空空的感覺，并無如此溫暖的感
情。
天主教在吸引拉丁裔信徒上輸給基督教
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人力上的短缺。天主教會
中，每一萬名拉丁裔信徒，僅有一位會講西
班牙語的神父，連照顧已有的會友都可能忙

不過來了，那還有力量去爭取新的會友呢？
而整個天主教會中，每一千兩百位會友就有
一位神父，顯然天主教在培育講西班牙語的
神父上大大落後于形勢。
培育一名天主教會的神父，一共需要七
朱易
信徒，而這些人在傳統上是天主教徒。
到十二年，但在一間西班牙語浸信神學學校
政治分析家認為，由于墨西哥和拉丁裔
反觀天主教，在九十年代，天主教的信 中，兩年就可完成對一位教會牧師的培訓工
的移民日益增長，拉丁裔的政治力量也日益 徒從五千九百萬成長為六千四百萬。雖然其
作。天主教會的想成為神父的人學歷要求是
壯大，傳統上拉丁裔都會傾向于民主黨，因 主要原因是拉丁裔移民大增和他們的高出生
至少有高中文憑，但這間學校對沒有學位的
為在共和黨內部有反移民的的雜音。布希總 率。但是比較七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中期，
人也是敞開大門的。
統傾向于拉丁裔移民的政策，被解讀為選舉 拉丁裔中天主教徒的比例，已經從四分之三
天主教對想成為傳道人的信徒，要認真
吸收拉丁裔的政治力量。這種爭取拉丁裔移 降到了三分之二。拉丁裔中第一代移民中天
考慮他是否有神的呼召。但這家學校卻認
民的趨勢，在宗教方面也漸漸顯出來。
主教徒的比例為 74%，到了第三代，則下降
為，一個人在成為信徒之後就可以去傳揚福
傳統上，拉丁裔的宗教是天主教，幾乎 到了 59%。顯然如果不是拉丁裔天主教徒成
音了。顯然這就是基督教講西班牙語的牧師
所有的拉丁裔移民在母國的宗教都是天主
為基督徒，天主教的成長應該更為迅猛。
成長快于天主教的原因。也造成了天主教徒
教，這些人移民美國後，大部分要麼繼續上
不過拉丁裔天主教徒轉向基督教的趨勢 在基督教堂中有更好的關懷和照顧，因此，
天主教堂做禮拜，要麼由于生活所迫，無法 已經形成了。天主教會通過調查，驚訝地發
拉丁裔天主教徒便紛紛從天主教轉到基督教
繼續上教堂。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拉丁 現，69%的主教們相信，拉丁裔信徒是天主教
來了。
裔移民，轉向基督教。
中最容易被基督教影響的一群。
連向拉丁裔傳福音的風格，基督教徒也
例如擁有一千六百萬成員的美國最大基
拉丁裔天主教徒轉向基督教的原因主要 顯得平民化和更為直接。一位 1984 年從尼加
督教派南方浸信會，就有二千二百間以拉丁 有兩個﹕一是基督教的教導更能摸到拉丁裔 拉瓜來的移民，是從天主教徒轉為基督徒
裔信徒為主的教堂，而且以每年增加三百間 的心，使他們倍受鼓舞。拉丁裔教徒中有許 的，如今，他熱心地向同胞們傳福音，他最
以西班牙語為主的教堂的速度在擴張。其它 多移民，他們有許多困難，也有許多問題， 常用的是﹕“如果你信了耶穌，但上帝是不存
教派，如五旬節神召會也吸引了許多拉丁裔
在的，你一點損失也沒有，但如果聖經講的
是真的，你又不信耶穌，你就可能下地獄。”
這種成本分析式的演講，竟然十分有用。
李世敏
( 歡迎在 www.a1126.org 論壇的回應版中發
二、三個禮拜。所以他上船 宴席裡面擺了各樣的美味，
表您對本文的回應)
這個社會讓我們有一 了，每一次晚餐的時候，他 各樣對我們生命有幫助的，
個錯覺，以為真正的價值
就看到，哇！有一個非常漂 包括你可以被神饒恕、包括
觀，以為我們的自我形象
亮的餐廳，每一個人都進去 你是神眼中可愛的、包括即
是:第一、你的長相要好
那裡面吃，他從玻璃看到餐 使你犯錯了，神願意饒恕
看。第二、你要擁有很多東 廳裡的餐桌上擺滿了各式各 你，即使你的出生怎麼樣不
西。第三、你要成就很多事 樣的佳餚美味，令他口水都 好，神都可以為你創造一條
情。第四、很多人喜歡你。 滴了下來，只有他一個人躲 美好的路。
這世界告訴我們，當你 在船上甲板上的一個角落在
但是，有時候我們不
長得很漂亮、當你擁有很多 吃起司跟餅乾。
知道，我們還是在那裡吃起
事業、或是擁有很多的頭
一天過一天，到了最後 司跟餅乾。
銜，當你擁有很多東西的時 幾天，有一個中年人走出餐
如果是要我每天吃起司
候，或是很多人喜歡你的時 廳，又看到他，他說：「年 跟餅乾，我會受不了！我希
候，你才是有價值的、可愛 輕人，我真的是很好奇，忍 望你也不要這樣子，你相信
的。但是，這是一個錯誤的 不住的想問你，為什麼每一 神以後，神有各式的美味，
看法.
次大家都在享用那豐盛晚宴 有各式豐盛的福氣要給你
大概幾十年前，在大西 的時候，你一個人躲在甲板 的！
洋的另外一端英國，那裡的 上吃起司跟餅乾？」那年輕
如果你老是想到自己
人很想到北美這個地方來， 人臉紅紅的很不好意思的
是非常孤獨的人，你一輩子
那時候因為沒有飛機可以橫 說：「很不好意思，因為我 將是非常的孤獨；如果你老
跨海洋，要到美洲新大陸只 沒有足夠的錢可以吃那個晚 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的
能坐輪船。
餐，所以我只好每天晚上躲 人，你將永遠會把自己放在
一個年輕人好渴望到 在甲板上吃我自己買的那些 一個失敗的環境；如果你覺
美國這個地方，他努力工作 起司跟餅乾。」
得自己不能成就什麼事情，
了好幾個月，終於存了足夠
這個中年人聽到覺得 你將永遠很難有什麼成就。
的錢，可以買一張輪船的
很訝異，他說：「年輕人，
但當你信耶穌的時
票，在他上輪船之前，他把 你難道不知道嗎？你所買的 候，你進天堂的票，已經包
他剩下僅僅一點點錢，買了 船票已經包括了晚餐。你付 括神要給你各樣的福氣，你
一個箱子，箱子裡面裝滿了 了錢買這個船票，其實你可 不要在那裡自艾自憐。
各式的起司跟餅乾。
以每天晚上免費的進去吃一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踏
他想說：我在船上要 頓豐盛的晚餐的。」
進去，勇敢的走進那餐廳
待二、三個禮拜才能到美國
很多時候我們是這樣
去，你的門票、你的輪船的
這個地方，在船上我吃這些 子，當我們相信神以後，神 票，已經包括了豐盛的晚
起司跟餅乾，就可以渡過
已經給我們豐盛的宴席，這 餐。

免費的豐盛晚餐

在彩虹的那一邊，陽光普照
也 是一個 勝利者 。作者 指出， 人生
中 有痛苦 是必然 的，我 們正確 的態
度 是在生 命順境 時， 就得預備自
美麗的彩虹總是能獲得人們的 己 ，強化 生命中 對困難 的承受 力，
喜愛。彩虹在西方文化中，常被使 這 樣當困 難來臨 時， 就能夠有足夠
用作為希望的代名詞，尤其是在痛 的 力量走 出困境 。
苦之後的盼望。
彩虹代表希望或是苦難之後的光
挪亞在大洪水之前，認真建築
明 ，來自 聖經創 世記第 九章， 挪亞
方舟，所以才能在洪水范難時得
一 家八口 在方舟 里躲過 了的洪 水，
救。古今中外的例子說明,人生中的 從 方舟中 出來後 ，為上 帝築了 一座
痛苦，是希望的來源。
壇 ，上帝 就與挪 亞立約 。
生命中沒有眼淚，靈魂中就沒
上帝說﹕“我與你們立約，凡有
有彩虹。美麗的彩虹生動地表達了 血 肉的， 不再被 洪水滅 絕，也 不再
對處在困難中的人的鼓舞。
有 洪水毀 壞地了 。...我把虹放在雲
美國最偉大的布道家菲力普.波 彩 中，這 就可作 我與地 立約的 記號
洛克（PHILLIPS BROOKS） 最早 了 。我使 雲彩蓋 在地的 時候， 必有
的願望是成為一個教師。 但他的第 虹 現在雲 彩中， ...我看見，就會記
一個嘗試卻失敗了。他傷心地藏在 念 我與地 上各樣 有血肉 的活物 所立
家里，誰也不見。然而經過痛苦的 的 永約。 ”
打擊，波洛克繼續奮斗，他終于成
因此彩虹在西方文化中有特殊
為美國最偉大的屬靈領袖。
的 意義， 人們在 欣賞彩 虹之余 ，會
人生 中最嚴重的不是困難 ，而是 想 起古老 的挪亞 方舟的 故事和 上帝
對困難產生害怕的情緒。作者指
與 人類的 永約。
出，一旦我們克服我們本身的畏
“在彩虹的那一邊，陽光普
懼，無論我們做的事情是我們喜愛 照 。”就來自一首廣為流傳的歌曲，
做的還是不得不做的事，也無論事 人 們常在 痛苦時 唱它。 從而受 到鼓
情的結果如何，在上帝的眼中，我 舞 ，重拾 希望。
們都是勝利者，對我們本身而言，

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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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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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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生命與死亡

（主講人：朱 斌 先生

鍾素明傳道及女兒汪蕙欣的見証

華東師大 加州州立大學 M.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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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神國人或做中國人 （主講人：蔡登文 先生 時仲論壇報社長 海洋大學）

9 月 24 日

用智慧的心， 數算你的錢財 （主講人：郭維國 先生 台灣師範大學、
霍甫金斯大學 M.B.A.）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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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成功大學 、

南達科達州大學電機碩士）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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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更榮牧師 中華歸主神學院教牧博士）
10 月 29 日
靈魂的感覺
（主講人：王大衛 先生
宣教士、中醫師 中醫博士）
11 月 5 日 現代人的精神放逐 (主講人：施瑋 女士 詩人 作家 北京魯迅文學院、復旦大學)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文心基督教會）
San Gabriel , CA 91776
（位於 San Gabriel Bl.和 Chestnut Ave.，
可停車在「現代植牙中心」的停車場內。）
連絡人： 陳志平 (626)236-3451 , 曾慶華 (909)322-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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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