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e 碼當先-北美基督教
第二屆網路事工研討會圓滿結束
文化報協辦。今
屆大會以「扎根
延伸 實務」為
主題，進一步在
今天「e 碼當
先」的時代推動
網絡事工的發
展。
大會邀請了
衆多網路事工分
享經驗和成果，
包括山行文化網
的文化專欄和網
上教會、基督新
報建立網絡新聞
的異象和經驗、
基督網絡使團為
中國禱告的網
站、新麗人為華
人女性提供網絡
宣教的網站、遠
東廣播進行的網
絡福音廣播等。
協辦單位之一的
WebForJesus 是
兩年前舉行的第
一屆研討會之後
開發的為教會機
構製作網站的軟
體事工，同工亦

網站「我們的網站」的建
立者王獻宗，他分享了廣
被使用的 Web2.0 技術及
其對基督徒的正面意義。
他鼓勵基督徒多參與博
客、多維百科等編輯，使
用網路成爲推廣基督教信
仰的工具，而不是被異端
佔據或者被其它宗教内容
掩盖。
其中一個特別環節是
基督教網絡事工論文發
表，分享到多個網絡事工
的熱門話題，比如網上教
會、網絡牧養、網上聖經
的應用、遙距教學展望未
來神學教育的發展等。
在最後的對話和整合
時間，參加者分三組進行
討論和分享，包括以網路
專業人員為主的技術組，
以網路寫作和媒體人員爲
主的内容組，以及以教牧
和福音機構人員爲主的管
理應用組。
對於牧者們，他們表
示研討會對於他們如何開
展教會網絡事工和如何使
用網絡大有幫助；對於投
入網絡事工的同工同道，

分享過去兩年來
如何幫助许多
「未上網」的教
會建立屬於自己
的網站，讓他們
能自行迅速又經
文/圖：基督新報/Carol U
濟地更新和擴充
網頁内容。
(基督新報) 2006
會内容包括網絡事工經驗
多位網絡專家亦分享
年北美基督教第二屆網路 交流、網站的技術的教
了當今網絡最新的資訊和
事工研討會在 9 月 16 日 導、還有這次會議特別著 建立網站的實際技術，包
圓滿結束，來自北美各地 重的媒體的專題分享和研 括病毒防護、防火墻、網
區的網絡事工事奉者以及 討等。
名登陸、架設網絡、網頁
有心投入和認識網路事工
大會由飛揚協會主
維護和更新等。還有遠道
的教會領袖信徒參加。大 辦、WebForJesus 和山行 從台灣而來的基督徒入口

他們清楚了如何按教會的
需要及事奉方向設計網
站，如何編輯、更新網站
的内容，建立事工聯絡網
以及資源分享等；而對於
基督徒網路專業人士，他
們在提升服事的深度和廣
度得到许多啓發。而他們
都在同一個一異象中得到
共識——「共創網絡福音新
機，全面拓展神國疆
界」。
（轉載自：基督新報
www.gospelherald.com）

2006 年北美基督教第二屆網路事工研討會在 9 月 16 日
圓滿結束，來自北美各地區的網絡事工事奉者以及有心投入
和認識網路事工的教會領袖信徒參加。與會者認真投入每個
環節中，經過一天的網絡事工經驗交流、網站技術教導、專
題分享和研討等，會後大家均表示獲益良多。(圖：基督新
報/Carol U)

恕的過
程。是
的，神
啊！我
不報復，是的，神啊！我要以善待
惡，我要為他禱告，每一次你這樣
做的時候，即使你沒有忘記那傷
害，但痛會越來越減輕。饒恕不是
忘記人家給你的傷害，饒恕是我記
得他給我的傷害，但每一次我想起
的時候，我的痛就越來越少，我的
痛就越來越減輕。
聖經特別講說，你要七十個七
次，當彼得問耶穌說，我怎麼饒恕
仇敵，要多少次？耶穌說七十個七
次，意思也就是無限次。每次想到
傷痛的時候，你就要重覆饒恕的過
程、饒恕的動作、饒恕的心態，這
樣你的心裡就會得到平靜，如果經
常把那傷害放在裡面，給傷害一個
能力破壞你，它侵蝕你的心理。
有一個實驗，針對一千對夫婦
的婚姻滿意度做調查，以及先生及

要不斷重覆饒恕
饒恕

李世敏
饒恕不是今天饒恕，明天就忘
了。一個人傷害你那麼深，你一定
會想起時心裡就非常痛，不可能我
今天在神面前說我饒恕他，明天我
就忘記了，不可能，傷害越深越難
忘記，當你的傷害很難忘記時，每
次想起那個痛時，你要不斷重覆饒

歡迎上網

播客當道，網上教會勢不可擋
朱易
二千年來，基督徒的標志是
每週日上教堂，聽詩班唱詩，聽
講道，參加主日學，種種跡象表
明，這種標志正在迅速消退當
中，許多基督徒不必再上教堂，
一樣可以聽詩班，聽講道和參加
主日學，教會呈現出非教堂化的
發展。
促使這個變化的，不是因為
神學思想上的變化，而是因為一
個不為教會所認知到的因素，就
是播客的出現和普及。
當 iPod 出現時，教會中沒有
人想到這個小小方塊的東西，將
會引發教會的深刻變化。其實不
要說是教會，連華爾街分析師都
沒想到小小的 iPod 可以在幾年內
從佔有幾個百分點的市場率，沖
高到 7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
基督徒網站(Christian.com)

最近開設了一個專門供人下載的
播客網“ 神播一千”
(Godcast1000.com)，它擁有基督
徒音樂，牧師講章和不同年齡用
的主日學。你可以下載你喜歡的
牧師講章，你喜歡的基督徒音樂
和主日學到你的 iPod 或電腦上，
隨時收聽。其內容之豐富，範圍
之廣泛，簡直為基督徒們打開了
一個屬靈的百樂園，任何一個沉
迷於其中的基督徒，十有八九大
概就不會再規規矩矩地趕時間上
教堂了。
“ 神播一千”最大的特點也許
是包容性強，它包括了羅馬天主
教，聖公會，路德宗派和橫跨美
國各種非主流教派的講章，主日
學和音樂，甚至還有專門為家庭
教會開設的欄目。“ 神播一千”的
服事範圍不止於美國，印度，南
非，巴基斯坦都會前來下載內
容。

網上播出講章最火紅的網站
是“ 講道網站”
(preachtheword.com)，該網站的
講道是由北愛爾蘭一間教會的牧
師所講的。
許多加入網上教會事工的牧
師們發現，他們的資訊迅速在全
球傳播，其範圍之廣，大概可以
與七百俱樂部的派羅伯遜比較，
要在以往，他們得有羅伯遜的資
源才做得到，如今呢?只要一個可
供人下載網站即可。
播客技術的發展，讓教會有
了無限發展的空間，當然也給教
會帶來了變化的壓力，許多牧師
已投身於這個革命性的轉變中，
但仍有人在觀望，但事實可能
是，否認或不接受這種變化，結
果可能是被教會發展潮流所拋
棄，這是值得教會工作者深思
的。

太太他們的健康，不管身心靈健康
做一個實驗，發現當夫婦越容易饒
恕彼此，他們把他們當做饒恕的能
力，他們饒恕的能力越大，夫婦之
間滿意度越高，離婚的機率越小，
彼此相處的和諧程度越高。不僅如
此，當先生或太太越願意饒恕對
方，他們的生理狀態都比一般人都
好，他們得到憂鬱症、躁鬱症、或
沮喪機會比較小，也比較不容易疲
倦。有時候我們發現很多人其實沒
有做什麼事情，你說他忙嗎？他不
忙，但他總是很累，因為他心裡總
帶著傷痛，傷痛像一個毒癮一樣，
不斷侵蝕你，讓你心靈沮喪，消耗
你的能力。
你可以擁有主動的權力，你可
以拒絕這樣的毒癮傷害你，怎麼
做？就是饒恕傷害你的人。一個成
熟的人會不斷饒恕人家，你說：為
什麼我要饒恕？這個人不配我饒
恕，這個人不值得我饒恕。我們看
神怎麼說，我們為什麼要饒恕？
《基督新報》是一家網上日報 ，與美國主流基督教報章 The Christian Post
共享信息資源及新聞內容。為全世界華人提供最新的環球基督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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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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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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10 月 1 日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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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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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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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2 日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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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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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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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電
我們會安排時間及廣告。

(909)322-9563 曾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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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或電 (909)322-9563 曾慶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