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上世紀的下半葉，共
和黨人從民主黨人手中將
總統權力和國會兩院的控
制權一一奪了過來，其間
風起雲湧，基督徒選民的
投入應居首功。而這當
中，誰也不會否認基督教
保守組織基督徒聯盟的功
勞。

話，那麼基督徒聯盟已掌
握了選票數的 20%。
有趣的是，隨著共和
黨完全控制了國會和白
宮，基督徒聯盟便開始走
下坡路。時至於今日，基
督徒聯盟的活躍人數僅在
30 萬，其影響地區僅有 2
個州，預算經費也從最高
峰時 2600 萬元，下降到了
100 萬元，顯然風光不再。

的基督徒就不再有危機意
識，因此就不再積極參予
政治活動，另外一些基督
徒發覺，即便他們支持的
候選人上了台，也未必會
完全遵守聖經的原則來執
政，因此心灰意冷。不再
有政治熱情。
另外一個原因是，機
構換了新的領導人，而近
年來，基督徒聯盟的領導

基督徒占 92%。2004
年時有 62%的選民投
布希的票，2006 年 8
月，基督徒聯盟阿拉
巴馬分會，宣佈退出
全國聯盟，退出的原
因是分會認為，總會
的立場向左轉，他們
無法認同，阿拉巴馬
分會的退出，宣告基
督徒聯盟這個昔日在
政壇上不可忽視的全
國性的政治力量，已
失去其草根性，其影
響力已不復昔日光
景。
有人認為過去的
基督徒聯盟緊盯墮
胎，同性戀等道德議
題，凝聚了政治力
量，近年來，他們又
開始了新的議題，比
如關心窮人等等，使原來
的支持保守立場的基督徒
失望。
還有一個原因是，近
幾年來保守的基督徒組織
愛國協會和家庭研究協會
的影響迅速上升，取代了
基督徒聯盟，這兩個組
織，在基督徒聯盟著重的
道德議題上顯得更堅定和
活躍，其政治動員力也十

基督徒聯盟在電視佈
道家派。羅伯遜的帶領
下，發展驚人，具有極大
的政治影響力，在它全盛
時的 1996 年，在全美 50
個州都有分會，活躍成員
人數高達 280 萬人，如果
考慮到它的成員都是政治
活躍者，幾乎都會投票的

一個影響力驚人，具
根植於草根階層的基督徒
組織，何以在不到十年之
內變化驚人，分析家們試
圖找出其中原因。分析家
們認為基督徒聯盟衰退的
原因有三:
一是共和黨人掌握了
國家所有權力，立場保守

人關注的議題，傾向於關
照窮人的左派人士的立
場，這與許多州的草根群
眾脫節，不少州的分會因
此宣佈脫離總會而獨立。
這當中尤其以阿拉巴馬州
分會的獨立帶來的沖擊最
大。
阿拉巴馬州的居民中

分強大，許多基督徒都唯
他們的號令而動，顯然這
當中有許多人原是屬基督
徒聯盟的會員。
目前情況看，基督徒
聯盟雖還不算走入歷史，
但就其曾達到的政治成就
而言，一個時代算是過去
了。

朱易

快快饒恕人

基督徒聯盟今不如昔

李世敏
一位大學生的父
親是一位非常出名的
律師，精通國際法，
客戶都是大公司的老
板，他說：「我爸爸
的收入非常好，從小
我爸媽非常喜歡我，
把我當做寶照顧我。
我爸爸經常到外面旅行，尤其到歐洲，每一次
都帶我去，我發覺我爸爸特別喜歡帶我到博物
館參觀，我不知不覺中覺得，我爸爸刻意要教
導我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慢慢的我長大了，
我考上大學，離開我的城市，到另一個城市讀
書，我只能一個月回去一次，跟我父母相聚。”
一個週末，一位大學生的爸媽邀請他到台
灣南部的度假區墾丁去度週未，傍晚落日海邊
的懸崖上，走著走著，大學生突然想到，最近
有一個死刑犯被槍決了，就問爸爸：「你對死
刑犯的看法怎麼樣？」爸爸說：「我不贊成死
刑，這個人雖然作了十惡不赦的事，他已經被
關在監獄，已經手無寸鐵，而且有一些被關進
去的人已悔改，我不贊成死刑。」但這兒子
說：「我蠻贊成死刑，因為我們有社會公義，
這個人做壞事就應該處死。」爸爸說：「是
的，也許他應該處死，但我們也應該給人重新
再來一次的機會，我們應該寬恕別人。」後來
就沒有再講下去。
這個大學生想到他的爸爸以前當過法官，
他就問他爸爸：「你當法官的時候，有沒有判
過人死刑？」他爸爸說：「有，我一生中唯一
一次判一個人死刑，就是一位原住民。他是台
灣山區的人，因為到城市打工，老板虐待他，
還把他的身分證扣留，讓他沒有辦法到別的地
方工作，對他很不好。
有一天，這個原住民一氣之下，不小心就
把老板娘打死了，所以這個原住民被關在監獄
裡面，我是主審官，根據當時的法律，判他死
刑，他後來判死刑以後，我到監獄看他，發覺
這個人在監獄裏相信耶穌，相信神，他的生命
有很大的改變，也徹底悔改了。有一次，我去
探望他，他拿出一張嬰兒的照片，他說在被關
在監獄當中，他太太生了一個兒子。」

饒恕

這位法官看到照片，眼淚流了出來，他為
自己判他死刑感到非常很傷痛，想到這個嬰兒
以後變成一個沒有父親的孤兒，感到非常難
過，他想到我為什麼要判他死刑，他為他到處
求情，但是後來他還是被槍決。
大學生兒子好奇的問爸爸：「後來呢？」
爸爸說：「這個先生在被處死前，寄了一封信
給我，信裡面他說，法官先生，我謝謝你，這
樣為我奔走求情，但我還是要走，在我走之
前，有一個請求，希望你能幫我扶養我的兒
子，不要讓他成為像我一樣無知、沒有教養的
殺人犯，讓他脫離貧窮環境。」兒子說：「你
怎麼反應？你怎麼做？」爸爸：「我收養了
他。」這大學生想，我是爸爸唯一的兒子，難
道我就是那死刑犯的兒子？他爸爸說：「是
的，你就是那死刑犯的兒子。」
那一刻真是晴天霹靂，他發覺他的生命完
全變了，眼前這個扶養他，這麼愛他的父親，
竟然是判他父親死刑的法官。他心裡百感交
集，在那一刻，扶養他的爸爸就在懸崖旁邊，
他只要手輕輕一推，他就可以跌到懸崖下受傷
死去。他心裏掙扎一段時間後，他輕輕拍著扶
養他長大的法官爸爸說：「我們回去吧！媽媽
在等著我們。」
這個爸爸站起來時，眼中流著眼淚，跟他
兒子說：「我謝謝你這麼快饒恕我。」這個爸
爸知道當他扶養的這個兒子知道他就是判他親
生爸爸死刑的人，他心中一定充滿各種複雜的
心情，這麼愛我扶養我的父親，但又是判我親
生父親死刑的法官。但這兒子很快就饒恕了他
的父親。
當這個爸爸知道兒子饒恕他以後，心情如
釋重擔，這個兒子在文章講到：「當我決定饒
恕扶養我的父親，我覺得我已經長大了，我感
受到那前所未有的平安，跟釋放，我知道我親
生爸爸在天上也會為我的決定感到驕傲。」從
那一刻以後，這個被扶養大的孩子，不僅沒有
怪扶養他的爸爸，還跟他們有非常好的關係，
現在還在台灣。
我們真的要有一個饒恕人的心，一個成熟
的人，心裏是願意饒恕人的，因為你了解神饒
恕我們，因為你了解那一天我們都會犯錯，因
為你了解人就是這麼軟弱，人有時就是會犯
錯，人沒有完美的。
經常我們看到一個人傷害我們，我們只是
看到，你怎麼這麼傷害我，其實你要看到，超
越他給你的傷害，一個容易傷害別人的人，往
往是自己受到傷害後，才會傷害人。

假如你死後發現所信的
不是真的話，你會怎樣呢﹖
信徒放膽傳揚
福音好消息。
他分享了
數年前在倫敦
接受 BBC 訪問
的經歷。訪問
者問他一個基
督徒常被問及
的問題：「路
易，假如你死
了，發現你所
傳及所信的每
件事都不是真
的話，你會怎
樣呢﹖」
包樂博士 鼓勵信徒放膽傳揚福音
包樂博士
告訴他一個老
基督新報/ 許偉倫
婦人的故事：
「在蘇聯馬列
（基督新報/ 許偉倫） 統治期間，一個共產主義者
著名佈道家路易‧包樂博士 在人群中高談闊論地嘲笑基
在今日包樂佈道團的通訊
督徒、基督教和上帝，後來
中，以一則有趣的故事鼓勵 他開始與一位小小的老婦人

歡迎上網

展開辯論。」
「婦人為自己辯解得很
好，最後那位無神論者挑戰
她，問：『假如你死了，發
現你所傳及所信的和一生的
生活目標都不是真的話，你
會做什麼呢﹖』那小小的老
婦人簡單地說：『如果當我
死後，我所信的一切都不是
真的話，那麼你和我都在同
一處境裡。但如果我所信的
是真確的話，你就糟了！』
我真的很喜歡這故事！」
包樂鼓勵信徒說，當與
人談及信仰時不用為對方的
提問感到害怕，耶穌教導門
徒時說：我必賜你們口才、
智慧，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
不住、駁不倒的。」有這樣
的應许時，信徒可以放膽，
開口傳講福音。
（轉載自：基督新報
www.gospelhera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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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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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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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的感覺
（主講人：王大衛 先生
宣教士、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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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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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