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神學院畢業生
找不到工作

最近，北美神學院協
會的負責人表示，該協會
所屬的 254 間神學院，每
年有 8 千位道學碩士畢業

万人以上。
傳道人在神學院受
訓，當然是為了在教會工
作，如果教會不雇佣他
們，他們則可能轉行。造
成教會向神學院畢業生關
上門的原因，主流教派的

常不會聘請從主流教派神
學院的畢業生。所有這一
卻使得主流的改革宗的神
學院畢業生，有許多人畢
業后無法在教會內找到工
作，這些人當中，大部分
是婦女。

生，但僅有 50%至 60%在
教會中找到工作。
該協會所屬的神學
院，共有八万名學生，几
乎有一半的學生是在修道
學碩士學位，換句話，如
果情況不改善，未來几
年，無法在教會中找到工
作的道學碩士將累計達四

教會會友和出席人數在下
降，事工合并，已到退休
年齡的傳道人并沒有退
休，專家們指出，這种情
況還得有几年的時間才會
改善。
另外教會的發展中出
現了許多不參加主流教派
的小教會，而這些教會通

比較幸運的畢業生或
許可以找到工作，但卻發
現很難被按立。要么還沒
有排上日期，要么要經過
長時期考察.
教會不愿輕意按立牧
師，而是采用臨時雇佣的
方法，實在有說不出的苦
衷。因為主流教派的傳

朱易

統，一旦他們被
按立牧師，就有
終生保障的牧師
工作和生活。
按巴納集團
的調查，現今的
主流教派人數在
未來十至二十年
內將減少一半，
這些人從主流教
派流出，進入各
种小型的家庭式
的新興教會，而
這些團契式的小
教會的特點，就
是不需要全時間
的傳道人。因此
從整個趨勢看，
美國主流教派對
全時間傳道人的
需求在下降。
不過這并不
意味著對傳道人
的需求下降，因
為基督徒們并未
停止聚會，只不
過是從傳統的主
流教會出走到小
教會去而已。因
此面臨最大挑戰
的是主流教派的神學院，
如果他們的畢業生中有一
半找不到牧職，只能轉行
的話，愿意去讀神學院的
人就會越來越小，當然神
學院能籌集的資金也會隨
著主流教會會友人數下降
而減少，到時連生存都有
困難。
未來 20 年或 50 年美
國教會的生態環境必會因
网路技術的發展而發生革
命性的變化，而神學院作
為教會人才的培養者，必
然會首先受到沖擊。

堅持下去

李世敏
一個相信神的必要是，即使
在困境中，你仍然面對微笑，你
仍然可以喜樂的面對人生。我相
信神有美好旨意，我仍然帶著喜
樂的態度面對明天.是的！我的
婚姻出現問題了，人家說我的婚
姻不可能恢復了，但我仍然喜樂
面對，做一個先生應該做的角
色，做一個太太應該做的角色，
我每天早上起來，仍然帶著微
笑，踏著輕快的腳步，過我一天
的生活；是的！我的老闆對我不
好，但我仍然喜樂過一天，即使
我的同事對我不好，我的收入不
高，但我真正獎賞來自上帝，而
不是來自老闆，當神要提昇我的
時候，沒有人可以阻擋，當神要
獎賞我的時候，老闆給的薪水絕
對沒有辦法跟祂相比的。

有一位弟兄，
他年輕的時候做
一個公司小小的
經理，同一批進
去有一、二十個
當業務員開始，
所有的業務員每
天在外面吃吃喝
喝交際應酬，在
那裡偷懶、混時
間，只有這個人
非常正直，因為
他相信神，他覺
得他是神的兒
女，他要對他的
老闆忠心。雖然
他的老闆沒有給
他很好的待遇，

沒有跟你應酬過，從來沒有在你
面前做表面功夫，你怎麼會選上
我？老闆說：沒有關係，我就是
選上你。他說：但我沒有錢可以
買你的公司，我沒有錢可以接你
的公司，我沒有經驗來管理那些
人。老闆說沒有關係，你不用付
半毛錢，只要以後賺錢慢慢還我
就可以，不會管理沒有關係，我
會花一段時間跟你一起把公司管
理好，把公司整個業務交給你。
這弟兄說他感謝神，他相信
神，他知道當他堅持下去的時
候，他就可以期待神成為他最大
的老闆，他說我的老闆是在世上
的老闆，但真正的獎賞來自天上
的老闆，就是我的上帝。
我問他你有沒有曾經沮喪

但他仍然非常努
力，業績做的很
好，可是他不會

過？他說我曾經非常沮喪過，但
是每天早上起來，我總是告訴自
己，我相信神能成就超過我所求

巴結老闆，不會
跟老闆去應酬，
其他同事都會跟
老闆巴結，在老闆面前做表面功
夫。所以過了幾年之後，幾乎很
多人都升上經理或者更高的職
位，只有他一個人還是小小的經
理。有一次他騎著摩托車，看到
他的同事因為升到比較好的階
級，收入高一點，開車經過的時
候，他在電線桿旁邊把摩托車停
下，在那裡跟神哭訴說：神啊！
我這樣信靠你，這樣的相信你，
這樣的堅持我的聖潔，我這樣做
應該做的事，忠心的對我老闆，
為什麼幾年下來，別人開跑車，
我還是騎摩托車？而且別人當上
更好的職位，我還是小小的經
理？他就在那裡哭訴。
過了兩年之後，有一天，
他接到最大老闆的電話說：曾先
生，我是你最大的老闆，我要退
休了，想把台灣的業務交給一個
可靠的人，我要交給你。他真的
很驚訝：怎麼可能是我？我從來

所想，我總是帶著歡喜的態度來
面對我的一天，雖然我有時候沮
喪，有時候難過，有時候低潮，
但我總是告訴自己我要喜樂，我
要歡歡喜喜的盼望神的榮耀臨到
我身上，他現在六十幾歲，仍然
是那一家德商公司在台灣的總經
理，已經二、三十年過去了。
你要相信神，並且歡歡喜喜
帶著盼望，有一天神會從天上獎
賞你，因著信靠神，因著堅持神
的真理，因著你相信神要帶領你
前面的腳步，因著你願意放棄那
些表面功夫，得到短暫的利益，
而為神堅持下去，神絕對會獎賞
你。
今天不管你面臨什麼困境，
不管你的環境多麼讓你絕望失
望，你的健康、家庭、人際關
係，前途多麼黑暗，我勸你甩掉
身上所有的泥沙，甩掉那些困
難，把那些困難成為你人生的踏
腳石，帶著喜樂的態度，即使環
境再黑暗，再不可能，神仍然與
你同在。

去行動；唯
有如此，人
才能快速而
直接的去獲
得本性的要求與滿足；就像夏娃在伊甸
園中看到耀眼的果子，本能的去摘下來
吃了，滿足自我的快樂要求，那管上帝
的誡命。相對的，人在現實環境中，也
會因著法律、社會風俗、倫理……等等的
制約，應用「現實原則」去壓抑著自我
的快樂、慾望。
「人」為什麼喜歡與「惡人」在一
起呢？箴言中有一段非常露骨的描寫，
惡人會告訴我們說：「我們必得各樣寶

與 惡人一起的日子

山雨
「孟母三遷」的故事，人人都知
曉；孟母是怕子女在不好的環境中，令
子女學壞，因此，她不斷的遷移，就是
為了子女行為有好的學習環境與好的楷
模。「箴言」中也警告：「惡人若引誘
你、你不可隨從。」；
為什麼兩者都要人們遠離惡人、惡
環境呢？根據弗洛伊德的看法：人的行
為是隨著人的本能而去行動，而行為的
進行是根據人本能中「快樂」或「現
實」的兩個原則。
「人」的本能是趨向「快樂原則」

歡迎上網

物、將所擄來的裝滿房屋． 你與我們
大家同分．我們共用一個囊袋。」，應
用一下想像的能力，想一想如下的景況
「必得各樣寶物裝滿房屋． ……大家同
分…….共用一個囊袋。」
是的！與惡人在一起，表面上是一
個非常講義氣、熱鬧、共享、共聚的歡
樂場面，誰不愛？誰不喜歡呢？ 但
是，快樂的背後，我們將淪落為人慾的
奴隸，如行屍走肉一般，甚至犯錯；令
我們喪失掉了生命中高超亮潔的靈魂。
果真如此，我們不自覺要問 ：「這
樣的人生值得嗎？」，無怪乎「孟母三
遷」、箴言道：「惡人若引誘你、你不
可隨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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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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
（主講人：陳 忠

秩序與倫理
先生

哲學博士、克萊蒙大學訪問學者、蘇州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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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2 日 千江有水千江月（主講人：邱吉斯
女士 旅居 南美 厄瓜多爾 多年牙醫師 ）
11 月 19 日 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主講人：季國清 訪問學者，哈工大、北師大學教授）
11 月 26 日 感恩節音樂演唱會
（演出團體： 希望之夜 音樂事工團）
12 月 3 日
文化良心的甦醒（主講人：陳志平 先生北京大學、富勒神學院哲學博士班研究）
12 月 10 日 道可道（主講人：蘇文峰 先生 「海外校園」雜誌總編輯
12 月 17 日 如何促進人際關係（主講人：劉圓圓 女士 資深媒体人 中國西北大學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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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