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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主辦世界佛教論壇

忠於教廷的，而政府公開的天主教教
徒僅有 500 萬。另一個發展是，西藏
的活佛達賴正積極與北京展開會商，
復活節周，來自世界
探討回國一事，如取得進展，將會是
30 多個國家的佛家子弟和
佛教專家參加自週四至周日 中國宗教界的一件大事。
如果這些觀察家的觀察是正確，
在中國杭州舉辦的世界佛教
則可以看見，長期以來中西交往中的
論壇大會。
中國在西方世界宗教味 有關宗教自由的死結，可能被北京以
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化解。以往的爭執
最濃的復活節周主辦自
要點在於西方所談的宗教自由，實質
1949 年以來的首次宗教國
上是指基督教的自由，但由於歷史原
際會議，西方觀察家從中嗅出政治氣
味，他們認為這是胡錦濤訪美前，中 因，中國政府對基督教懷有戒心，認
國營造宗教自由的氣氛，來堵布希的 為是西方國家的工具，因此不肯讓
步。但從這次主辦世界佛教論壇會
嘴。但他們也認為這是一個良好的開
議，並選在復活節周舉行，表明中國
始。
在西方觀察家看來，中國最近對 對宗教開放，有了自己的解釋。他們
用“佛教自由”取代“基督教自
宗教的新發展，讓胡錦濤來美國時有
由”，堵住西方國家的宗教自由的
了對話的基礎，這些發展之一是與天
嘴。
主教教廷展開對話，探討建交的可能
中國的開放歷史上，基督教扮演
性，天主教認為，在中國有超過 800
萬的天主教地下教會會友，他們是效 過重要角色，但由於列強的侵略，又

朱易

斷背山

將基督教牽扯在內，讓中國人
感到基督教成了西方國家的干
涉工具和藉口，從而產生了抵
觸情緒。加上引發東歐社會陣
營垮臺的關鍵人物，就是前教
廷教宗若望保羅二世。因此對
於基督教，中國政府總是放心
不下。
在基督教自由上，西方國
家應該鼓勵中國而不是指責中
國，在許多西方人眼中，認為
中國公開的教會是政治的工
具，連布希總統在決定在北京
參加教會崇拜前還有些害怕，
許多美國聽眾在電臺中扣應
時，問駐中國記者的問題中，
也反應了這些誤解。
實際上，布希也承認在中國
上教會與美國上教會並無多大
差別。從中國歸來的記者，告
訴美國聽眾中國的宗教開放程
度，許多聽眾往往表現出難予致
信的態度。
中國對待西方國家強調宗教自由
上也有誤解，認為他們本質上是利用
宗教來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但實際上
由於長期以來的政教分離狀況，即使
政治人物想利用宗教事務行使政治影
響力，恐怕也不是易事。因此，開放
中國教會與西方國家新教各教派的直
接往來，而不是通過西方國家政府插
手，反而能避開政治干擾，讓宗教歸
宗教，政治歸政治。反倒是各方面看
好的。
中國與天主教的關係，政治氣味
反而更濃，而教廷在任命中國教區的
大主教上錯誤估計形勢，反而讓中梵
關係後退了一步。因此，只要增強互
信，相互瞭解，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宗
教問題上的分岐，其實遠比政治，經
濟議題更簡單，畢競，政教分離是西
方國家的基石，而這正符合當前中國
的實際。

斷袖

「同性戀」形成的原因
有先天與後天的兩種說
法，目前尚無定論。但
根据報告統計，大多數的同性戀者承認，是因為缺
乏自信，對生活不滿，而造成了性行為的偏差；又
因常常換性伴侶（同性戀者平均 1-3 年就會更換性
伴侶），使得感染愛玆病的機率也相對提高，令同
性戀者生活陷在不愉快與不平安的心境裡。
「同性戀」常受到社會上、道德上的責難；我
們也會不自主的要問：「上帝反對同性戀嗎？」。
讓我們一起從聖經中，來探討這個問題：
聖經中的記載：上帝創造了亞當之後，認為
「那人獨居不好」，就為他造了夏娃，讓二人成為
一體，賜福給他們，要他們生養眾多，治理這地。
古希臘的同性戀者
可見，兩性的婚姻關係、家庭制度是神應允的，受
神祝福的，是一種天性；「性」關係存在的目的是
要生養眾多，繁延後代為主。由此可知，同性戀的
曾慶華
關係中就已經明顯的違背了聖經的教導。
【斷背山】是由美國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講
舊約時代，社會上已有雜交、同性茍合、與獸
述兩名年輕男子，在懷俄明州的斷背山萍水相逢
淫合….等情況存在；因此，舊約利未記中對性關係
後，糾纏一輩子的愛情故事，由李安導演。拿下金 有著清楚教導，其中指出「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
球獎的最佳影片等四大獎。又獲第七十八屆奧斯卡
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不可與獸淫合，玷污
最佳導演獎；雖然正面評價不斷，但也受到一些人
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獸前，與牠淫合；這本是逆
的不滿，猶他州一家戲院乾脆禁止電影上映。
性的事。」，「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
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故事；漢朝哀帝--劉欣與 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
臣子董賢之間曾經發生過一段浪漫的愛情插曲。某 到他們身上。」；從以上的經文中規定了性行為
日午睡後，劉欣準備離開；不忍叫醒熟睡在身邊的
中，什麼樣的「性對象」是不能交合的，經文斥責
董賢，便拿起短刀割下被董賢壓住睡袍的袖子；這 同性茍合、與獸淫合。為什麼？答案很簡單，因為
就是以「斷袖之癖」稱呼同性戀的由來。
這些行為是「可憎惡的」，是一種「逆性的」行
一般我們稱之「同性戀」，是狹義的指兩個同 為，它違背了神造男造女時所付予的生養眾多，繁
性別的人發生肉體親密的性行為；心理學上認為這
延後代為主「天性」。
是一種屬於性對象異常的「性變態」行為方式。
新約時代，希臘、羅馬的社會中也有著同性戀

身與心

到

不敢出戰之時，大衛以少
年之威，擊敗有百將不敵
之勇的巨人勇士，引領以
色列軍隊大獲全勝。
大衛被以色列人尊為勇
士，但卻被王視為心腹大
患，欲除之而後快，大衛
只好逃亡曠野，幾次險遭
滅亡，但最後在以色列遭
外邦人入侵，國破家亡之
時，大衛率領以色列人抗
敵，最後平定天下，並讓
以色列境界擴張，成就了
大衛，所羅門盛世。
以斯帖是西元前 460 至 331 年之間的人
物，她生活的年代是猶太人被擄到異邦波斯
的時期。以色列的世仇想趁機滅絕以色列民
族，他們使用計謀，要波斯王下令滅絕以色
列人。猶大人以斯帖原本是孤兒。被叔叔收
養，後送入宮，恰好王大怒，廢了王后，以
斯帖被王選中，一躍成為王后。以斯帖便利
用王后之位，巧施計謀，挫敗敵人的詭計，
拯救以色列民族免了滅頂之災，以斯帖也成
為以色列人每年必須紀念的英雄。不過在此
之前，以色列人中知道以斯帖是本族人的並
不多。但這三位英雄的出世倒是十分不同，
當上帝在曠野呼召摩西，讓他回埃及帶領以
色列人時，摩西心中懼怕，不願前往。結果
上帝發怒，摩西明白過來，回埃及去了。
當以斯帖的叔叔要求以斯帖利用王后之便
說服波斯王，拯救以色列人時，起初以斯帖
不太情願，結果她叔叔發怒，撂下狠話：豈
不知你得這位分就是為這時刻嗎？以斯帖幡
然醒悟，懷著必死之心，盡力拯救族人。
大衛則不同，當巨人歌利亞天天在以色列
軍陣前罵陣，以色列無人敢出戰時，還是少
年人的大衛卻自告奮勇出戰，幾乎赤手空
拳，孤身一人赴戰，他憑著他是上帝軍隊的
士兵的信心，和平日與野獸搏鬥所練就的本
領，一擊打敗巨人。
因此摩西和以斯帖好像上帝逼出來的民族
英雄，是屬時勢造英雄一類的，大衛則是英
雄造時勢式的英雄，因此大衛在以色列心中
的地位更是崇高，當今以色列國旗上繡的是
“大衛之星”，而人類救主耶穌更被稱為
“大衛的子孫”，大衛地位顯然無人可比。

歷史煙雲

上帝逼出來的民族英雄
山風
以色列的漫長歷史中，有三個歷史重要人
物，他們被後世尊位民族英雄，如果不是他
們，以色列民族恐怕已不復存在，他們在以
色列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挺身而出，
力挽狂瀾於傾倒之間。
這三位生活在不同時代的英雄有許多驚人
的相似之處。例如他們出身並不高貴，但後
來與當時的統治者有親密的關係，但當他們
挺身而出時，卻是被人遺忘的默默無聞之
輩，他們成為領袖時，都是沒有同伴相隨，
都是孤身負重任，全憑信心而行。這三位英
雄分別是摩西，大衛和以斯帖。
摩西是西元前 1446 年的人物，他本出身
於在埃及受奴役的以色列家庭，但因緣巧
合，成了埃及王法老女兒的養子，成為王室
成員，具備了成為埃及王的一切素養與條
件。但不想天不作美，長到四十歲，竟受王
室追殺，隻身逃離埃及，流亡於曠野，與羊
為群，了卻餘生。
但上帝在曠野把摩西找出來，讓他回埃及
去，把在那裏受奴役的以色列人帶出來。當
時的埃及政府想盡千方百計要滅絕猶太人，
他們讓猶太人服苦役，想用折磨的方法，讓
猶太民族消亡。摩西隻身一人重返舊地，與
埃及王鬥智鬥勇，最後率領幾百萬猶太人出
埃及，成為歷史壯舉。
大衛生於西元前 1040 年，他本是猶太支
派的一個牧童，因緣巧合，成了以色列王的
貼身侍衛，但人們只視他為彈琴的隨從。在
以色列軍隊與 宿敵非利士人的一次爭戰中，
正當以色列軍隊面對巨人勇士歌利亞，膽怯

的情形存在，使徒保羅斥責這種行為：「神任憑他
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
為逆性的用處； 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
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保羅指責
他們是「慾火攻心，彼此貪戀」，作出羞恥的事；
保羅明白自創世以來，惟有神應允的兩性婚姻關係
才是神聖且合法的，同性雙方因著慾火，放縱可羞
恥的情慾，作出違背神的事，必有當得的報應。所
謂「報
應」，是指
責人必須為
他自我的行
為負責且付
出代價，這
是人無可推
委的責任。
從心理
學與聖經來
看同性戀問
題，都是負
面大於正
面，然而今
天的社會對
同性戀問題
保持了高度
的寬容，在
加拿大、荷
蘭、比利時
等國，同性
戀已經合
法，怎不叫

人心急呢？面對今日的景況，對同性戀的指責、怒
吼都無濟於事；我們只能作真理的實踐者，鞏固好
自己的婚姻關係，作一對恩愛夫妻、關懷子女的父
母，身為典範，讓子女們能在美好的兩性婚姻關係
中，對性傾向有正確的選擇。
【斷背山】的故事固然溫馨、淒美、感人，但
這些違背了神旨意的「經歷」，是不足以拿來對抗
「真理」；但我們仍要給予「同性戀者」的愛心，
彼此包容，彼此饒恕；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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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沙龍》 歡迎海外遊子來相聚
每個星期日下午 3 ： 00—5 ： 00P.M. 〔晚餐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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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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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慰鄉愁，一起拾回那曾經擁有的「文心」。歡迎參加，免費供應茶點、晚餐。

《 周日 3 ： 00—5 ： 00P.M. 的快樂時光 ：文心沙龍 》
4 月 30 日 女人 與 男人 的對話
（主講人：賀章蓉 博士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克萊蒙大學訪問學者 ）
5 月 7 日 中、西 倫理的相遇
（主講人：曾慶華 山行文化報 社長）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 （於 San Gabriel Bl.和 Chestnut Ave 的交口靠
近順發超市， 可停車在「現代牙醫廖述佑博士」的停車場內，走路到後面房子。）

電話：(626) 236-3451 陳志平 ( 909 ) 322-9563 曾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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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我星期日
上午 10 ： 45A.M.的聚會（午餐招待）

作者：李世敏
書名：驚奇之旅

周五晚 7:30P.M.的《輕鬆之夜 》
（6:30P.M.晚餐招侍）
歡迎帶您的朋友、長輩、孩子一起來。
慕義團契活動聚會（周五晚 8 ： 00-9:00P.M.）
讓成人聚在一起、查經、

分享如何培養孩子成長的經驗。
地址： 1364 N. Towne Ave.
Claremont, CA.91711
電話： (909) 720-6371

牧師：鄭更榮

作者：朱易
書名：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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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來函索取者，寄至：
14520 Walters St., Corona ,CA 92880
2、每星期日下午 3:00— 5:00P.M.，
請親自到《文心基督教會》找 曾傳道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3、有任何需要；可電話連絡。
電話：（626）378-1851 朱傳道
（909） 322-9563 曾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