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為耶穌刷支票卡

像青蛙一樣
李世敏

現在美國已經很少
有人帶現金和支票本在
身上，他們用信用卡，
支票卡付帳，不過當他
們周日上教會崇拜時，
卻非得帶上現金和支票
本。
許多人由於不習慣

千人的教會，該教會的
牧師思想活躍，與世俱
進，他的講道放到了播
客上，也有所謂的網上
敬拜隊，會眾在聚會時
可以下載作崇拜的音
樂。更大膽的是，他與
專門製造現金提款機的
公司合作，生產了專門
提供收奉獻用的機器，
該機器放置在教堂的大

帶支票，教會必須為他
們著想，機器的裝設並
沒有使教會的奉獻收入
增加，它只改變了人們
給奉獻的方式而已。
不過也有會友不喜
歡這種改變，原因是，
坐在教堂裏，聽著牧師
作奉獻的禱告，夫妻兩
人禱告後，再寫支票，
也算是一種屬靈的體

採用機器收奉獻的方
式。
有些會友喜歡奉獻
機器，認為符合時代潮
流，夠酷，但也懷念以
往奉獻袋中放支票的感
覺，好在教會仍然有傳
奉獻袋的時間。許多用
機器作奉獻的人，就將
機器印出的收據作為支
票投入奉獻袋。這樣他

帶現金和支票本，只好
不奉獻或少奉獻。早就
有人注意到這個現象，
只是教會一向視收奉獻
的儀式也是教會周日崇
拜的一部分，因 此，
他們並打算改變他們收
奉獻的形式。
喬治亞州有一家一

廳中。
現在該教會的會友
在周日早上進教堂後，
可以先到機器上作完奉
獻，然後再進大堂去找
座位。按這間教會的牧
師的說法，這種機器是
為了適應當今的時代。
許多人不帶現金，也不

驗，如果周日崇拜前，
面對冷冰冰的機器作奉
獻，就沒有這種體驗
了。
因此當該教會的牧
師向其他教會推銷這種
機器時，許多教會不太
願意使用，只有少數部
分教會有興趣，並決定

們既趕了潮流，方便了
自己，又沒有失去往日
的屬靈體驗，可謂一舉
兩得。
奉獻機器能否成為
風潮，見仁見智的均
有，這裏面，神學思想
能否突破，可能是一個
關鍵。

朱易

有兩隻鴨子和一隻青蛙在池塘裡面戲水，成為了
很好的朋友。
有一天，那個池塘的水愈來愈少，最後沒有水
了，鴨子說：「我們到其它有水的地方去吧！」鴨子
用飛的，很快就可以到其他有水的地方，但是青蛙沒
有辦法，因為牠跳得很慢，要跳到另外一個有水的地
方，牠可能要跳到渴死了都還跳不到。
牠們想我們這三個這麼好的朋友不要分開，所以
就想辦法怎麼樣讓青蛙也可以跟這兩隻鴨子一起飛到
那個有水的地方，想了好久，後來青蛙想到一個非常
令牠感到驕傲的方法，牠說：「你們兩個是鴨子，不
是會飛嗎？」鴨子說：「是呀！我們會飛。」
青蛙又說：「你們兩個可以拿一個竹竿子，用嘴
巴銜著這個竹竿子，然後我用嘴巴咬住竹竿子的中
間，你們兩個飛的時候，我不就也可以飛在天空了
嗎？」
哇！這是一個令牠感到非常驕傲的一個方法，所
以這兩隻鴨子就真的找了一個小的竹竿子，銜在嘴
巴，青蛙就用牠的嘴巴咬住桿子上，牠們就飛翔上去
了。
青蛙很高興，好不容易可以從高處看到地上，牠
以前總是頭低低的，只能看到池塘，牠發現：「哇！
世界是這麼美麗！」這兩隻鴨子就帶牠飛過一些山、

一些河流，牠看到地上的山那麼的美麗，河流那麼清
徹，心裡非常高興。
牠們經過一個農場，下面有兩個農夫，這兩個農
夫抬頭往上看，看到兩隻鴨子可以含著一根竹竿，然
後中間還吊著一隻青蛙，哇！真是嘆為觀止，真是令
他們感到很奇妙，他們覺得這個方法實在是太聰明
了。
其中一個農夫就告訴另外一個農夫說：「牠們三
個中，到底是誰想出這麼好的方法？」
另外一個農夫就說：「我想一定是鴨子想出來
的。」
青蛙聽到心裡就想，明明是我想到的，怎麼說是
鴨子想的？
牠很不服氣，就開口講說：「是我！」
當牠一開口的時候，就整個掉下去摔得唏哩嘩啦
的。
當我們驕傲的時候，我們就像青蛙一樣，當我們
誇口說：「是我的主意，我很行，我可以，我能，這
個是我做的，那個是我做的，那個主意是我的，這個
主意是我的！」的時候，我們就阻擋神的能力在我們
當中了。
所以聖經裡面特別強調，你真的要謙卑，在成功
的時候，你特別要謙卑。你在某方面特別比別人行的
時候，你更要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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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又聽新曲

天啊！你遺棄了我嗎？

山雨
天啊！你遺棄了我嗎？這是我們在
困難無助的時刻、在我們山窮水盡之
時，最常提出的問句。
其實，老天爺並沒有應許我們不受
苦難！也沒有應許我們天色常藍；在我
們面對紛亂無緒的世事中，是數不清的
機緣而構成的。
當我們能夠放下自我的心靈，一切
順其自然，隨緣而安，相信一切的世事
在時間的浪潮中都要過去！

歡迎上網

曾有人提醒我們：「你不要對神懷
疑﹗你不要說神已經棄絕你﹐忘記你
了。你不要想他不和你表同情。白日無
論如何長﹐總要完結的。冬雪無論如何
厚﹐總要化的。你當站住﹔你的工作不
是徒然的。神必安慰您。那時﹐你就要
高唱凱歌了。」
是的，不論我們遇到什麼危難；從
「時間」的觀點上看，「白日總要完結
的。冬雪總要化的。」；將一切苦難化
成未來努力的儲備力量，只要忍耐、等
候，「今天」一定會過去，「明天」必
會再來且更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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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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沙龍每週講題與主講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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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 OK 大會唱

（演出團體：文心沙龍 全体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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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4 日 范學德弟兄見証佈道。（主講人：范學德弟兄 吉林大學哲學系，中央黨校理論部
取得哲學碩士。 現旅居於美國芝加哥，著有《我爲什麽不願成爲基督徒》、《心的呼喚》 ）
12 月 31 日

生命旋律的分享（主講人：萬 雍 女士

台福神學院進修、文心基督教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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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