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又一次的看，我看了五百多
次，我看了五百多個錄影帶，
每一次我看到那個選美小姐走
出來的時候，在我腦中就有一
個印象，有一天，我一定要從
那個伸展台走出來。」
記者又問她說：「當你成
為美國小姐，皇冠要加在你頭
上的時候，你走出伸展台的時
候，你緊不緊張？」她說：
「我一點都不緊張。」記者問
她：「為什麼？」她說：「因
為我已經看到我自己從伸展台
上走出來五百多次了。在我成
為美國小姐以前，我就已經看
到自己從伸展台上走出來。電
視機前面數以萬計的全球觀眾
看著我，現場的觀眾看著我，

走進大學， 走出教堂

少年時代上教
會的青年，在
成為青年時，
完全脫離了教
會生活，不再
參加查經，禱
告活動，當
中，僅有 20%青
年仍然維持他
們在高中時代
的信仰活躍程
度，換句話說
2400 萬上教會
的青少年到了
大學只有 480
萬仍然保持教
會生活。
基督徒父
母堅持帶青少
年子女上教
朱易
趣。如果從比例上看，的
會，他們希望讓子女們養
確是走進了大學，走出教
成上教會的習慣，並且在
在一次親子關系座談
堂。
他們上大學，進入社會後
會，一位父親說，他兒子
據巴納的調查，50%的 堅持上教會的習慣，但事
從小上教會，如今十九歲
青少年每週會參加與教會
實讓這些父母們沮喪，僅
了上大學的兒子，不再願
相關的活動，超過 75%的青 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子女
意上教會，他擔心兒子會
少年會與同學或同伴談論
在青年時仍然上教會，上
離開上帝。
信仰，80%的青少年三個之 文提到的父親就是其中一
其實這是一個普遍現
內至少會參加一次教會組
位。
象，據巴納集團最近發表
織的青少年的聚會，三分
講員是這樣回答：
的一個調查指出，青少年
之一的中學生說他們加入
“ 你兒子只是不上教會，
時經常上教會的人當中，
校園的基督徒俱樂部，總
但並不意味他已經離開上
有 61%的到了 20 至 29 歲之 的來說，80%以上的青少年 帝了”。講員的話多少帶有

但卻不上教會?
巴納的調查給出了一
個原因，70%的青年人認為
如果在附近找不到合適的
教會，乾脆就不參加任何
的教會活動，他們認為個
人信仰並不意味著一定要
有教會生活。在這種觀念
下，這些青年更傾向於參
加合適他們的基督徒聚
會，家庭教會，有的年青
人則傾向於從屬靈網站上
獲得聖經教導和牧養。
另一個可以解釋為何
青年們不上教會的原因，
青年人已進入思想成熟的
階段，如果教會的教導並
沒有跟上他們的發展，有
可能將他們推出教堂之
外。
上文提到的父親說，
教會的青年牧師要求青年
團契的成員，將家中所有
的世俗的書都燒了，只剩
下聖經和屬靈的書籍，他
兒子想不通，給牧師寫電
子郵件，結果連同工資格
都被取消，他兒子一氣之
下就不再上教會了。
巴納調查提出了另一
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既青
年人上教會比例最低的現
象，是由於人生發展階段

間的年齡就不再上教會。
經常上教會的青少年到了
29 歲時仍然保持靈命的人
的比例僅有五分之一。
實際上，在所有年齡
段，20 至 29 歲年齡段的人
上教會的比例最低。許多
父母懮心他們的子女長大
了，反而對信仰不感興

的短暫現象，還是世代的
問題。
如果是前者，與人的
一生有關。
如果是後者，則於時
代有關，除非教會弄清楚
這點，否則教會只能看著
青年從教堂出走，而無任
何作為。

在兩個月之內至少有一次
的教會生活，即全美有
2400 萬青少年有教會生
活。
但是在青少年時代參
加教會生活，並不保證他
們在成為青年(20 至 29 歲)
時，仍然堅持教會生活，
巴納的調查指出，61%在青

安慰的成分，不過巴納的
調查結果證明講員的話有
道理，78%的青年 20 至 29
歲之間認為他們是基督
徒，與 83%的青少年認為是
基督徒比例相差並不大。
這個現象提出一個問
題，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青
年人認為自己是基督徒，

在我腦中已經看到我自己可以
成為美國小姐。」
你有沒有在你生命當中，
看到你自己從伸展台中走出
來？還是你的腦中，只是覺得
說，你永遠沒有辦法走向那個
伸展台。你永遠沒有辦法有所
成就，你永遠沒有辦法有所成
功。你要改變你的觀念！你把
你眼光放在未來。
聖經說：我們是一個得勝
有餘的人。它是用現在式，不
佛羅里達去，終於在
1998
年，
是用過去式，不是說你未來得
李世敏
她當選了佛羅里達小姐。同一 勝。聖經說：你現在就可以是
社會告訴我們：你要看到, 年又成為美國小姐.
一個得勝者。
才要相信，但神告訴我們：你
當她在得到美國小姐頭銜
也許你自我形象不是很
要先相信，你才會成就。你要 後,記者就問她說：「你如何能 好、也許你覺得自己不可愛，
先相信自己是會有所成就，你 成為美國小姐？告訴我你的祕 沒有什麼可以成就。但在神的
要先相信自己會是健康的、會 訣好不好？」她說：「你知道 眼中，神說：我一定加添你能
是成功的，你才會真的達到成 嗎？前面的二年我都是第二
力，你絕對可以得勝有餘的。
功。
名，那時候我就告訴我自己， 就像前面講的那個故事，神已
1996 年的時候，一個小姐 我一定可以成為第一名，我就 經擺下了豐盛的宴席，裡面有
參加德州小姐的選美比賽，那 去買了全美國以及全世界所有 你得勝所有需要的智慧、知
年得了第二名，1997 年她又去 選美比賽的錄影帶，我每天就 識、能力、自尊心、自我形象…
參加了，又得了第二名。她有 在看這些錄影帶，我特別看那 等等。你所需要的就是勇敢的
點沮喪想說，這輩子我永遠不 個最後的時候，得到冠軍那個 踏進去，勇敢的走到那個餐桌
可能當德州小姐或美國小姐了. 小姐，戴上那個選美皇后的皇 前面，坐在餐桌前面，享受神
但是她沒有放棄，她搬到 冠，從伸展台上走出來。一次 所給你的一切。

看到自己從生命
伸展台中走出來

不經一番寒徹骨
那來梅花撲鼻香
其實，這段話不一定要用在最屬靈
的基督徒的身上，即使用在一般人的生
活中也非常適用。
孫中山先生曾言：「人生不如意
事，常十之八、九。」，任何人都不能
保証，我們的日子天色常藍；有時候，
我們意氣風發、萬事如意，有時候，我
們頹喪氣餒、百事不順。
所以，我們要如何渡過人生低谷，
是我們一生要學習的功課；因為，當我
們再次回想我們從失敗、沮喪的境界中
走出來時，往往更會感謝當時因困境而
產生的自我勇氣與智慧，讓我們從泥濘
中站起來！
或許我們不會感謝冥冥中眷顧我們
的上帝，但我們卻會感謝惡劣環境中帶
山雨
給我們的鍛鍊，使我們有鋼鐵般的意志
去面對我們的人生！
從《荒漠甘泉》中讀到一段：
正是「不經一番寒徹骨，那來梅花
「最屬靈的基督徒都是曾經過烈火的。 撲鼻香。」，也是聖經所言：「凡我所
如果你要更認識基督，你不要驚異，祂 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
必須帶你從你現在的環境中出來。引你
原來，人生中一切的受苦都在神的
經過荒野，爐火的試煉。」
疼愛中哩！

歡迎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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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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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 日
12 月 10 日
12 月 17 日

感恩節音樂演唱會
（演出團體： 希望之夜 音樂事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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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可道（主講人：蘇文峰 先生 「海外校園」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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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帖》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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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