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全美國最大的基督教電臺

山風
被譽為”洛杉磯之魂”的
基督教電臺 KKLA-FM(99.5)是
基督教教學和談話的無線電
臺，他的聽眾人數高達二十五
萬人，是全美國最大的基督教
電臺。
今年是該電臺的二十周
年，共有一萬二千位聽眾參加

了該台的周年慶祝活動，出席
的人中有不少著名的基督教領
袖，如達拉斯神學院的前院
長，愛家協會會長道生等。
該電臺經營得十分成功，
毫無財政上的困難，同時保持
著一貫的保守的基督教風格。
該電臺的節目包括，聖經教
學，道德議題和公共議題的訪
談，以及有關基督徒如何在實

際生活中活出信仰方面的討
論.
據基督教民意調查機構巴
納集團的調查，大洛杉磯的福
音派基督徒超過一百萬人，如
此廣大的基督徒，當然需要有
一個他們信得過，又符合聖經
原則的電臺，為他們日常遇到
的各種各樣的生活難題提供意
見，也為他們在千變萬化的社
會中，辯識正確方向.
KKLA 正好滿足了他們這方
面的需要，由於電臺能夠緊緊
抓住這個正確方向，使其在經
營上和保持信仰本色上都十分
成功。
該電臺的節目甚至指導少
年兒童們通過參加世界展望組
織，來參予幫助無家可歸者的
社會救助工作。
長期收聽該電臺的聽眾認
為，該電臺為他們提供了一個
正確的新聞觀點，不致於讓他
們迷失于自由媒體的偏見之
中。
該電臺每天早上上班時間
的<<生活的真理>>, 是深受聽

眾歡迎的節目，其他的節目包
括<<恩典臨到你>>，<<通曉聖
經>>等等。
洛杉磯縣和橙縣是世界上
最大的電臺市場，其廣告總收
入超過十億美元，一向被認為
世界第一大市場的紐約地區，
其廣告收入還不到十億。
雖然洛杉磯電臺市埸廣大,
基督徒人數眾多, 但基督徒電
臺並不是十分成功，1986 年
時，洛杉磯地區有十家基督教
電臺，如今只剩下兩個電臺，
除 KKLA 外，還有一個坐落於
橙縣的 KWVE-FM(107.9)，該
電臺是由全美十大教會之一的
各各它教會所擁有。由於該教
會規模大，顯然在資金上無後
顧之憂。
近年來，有不少基督教團
體甚至個人，在廣播電臺上買
時段，播出福音廣播節目，如
空中祈禱節目等等，顯然也是
因為有一百萬基督徒的屬靈需
要所出現的後果，不過總的情
況與世俗電臺的發展相比較，
顯然還有一定的差距。

買不起房子?
加班加點
掙錢
吧！
蘭菱
中國古代有一個皇帝, 聽下屬報告
說:天下荒災,百姓沒飯吃,於是旨,要百
姓改吃飯為吃肉. 不想, 此千古笑談有
了現代版本.
美國佛州有一個城市的市長, 不滿有
人提出要讓中產階級買得起房子的提案,
公開表示, 只要努力工作, 任何人都應
該買得起房子. 有人買不起房子, 是由
於一周工作 40 小時, 時間太少, 他建
議, 想買房子的市民, 就應加班加點工
作, 同時別買獨立房, 買城市屋就可以
了.
該市最近在討論通過一項法案, 要求
住宅建築商必須交一筆費用, 作為中產
階級家庭買房子的補貼基金, 或者提供
合理的價格,讓人購買他們的新建房屋.
這是佛州第一個試圖通過立法限制房地
產價格過高的法案.
開發商們當然是激烈反對, 他們認為
應由市場引導房屋價格. 保守的共和黨
人的市長也反對. 由於他決定不再連任,
故直話直說.他認為, 那些想買房子的
人, 舒適地坐在家中的沙發上, 喝著啤
酒, 不願工作超過 40 小時, 卻指望政府
補貼, 是不合理的事.
他稱將要通過的法律, 是從<<共產黨
宣言>>裏來的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的概念. 他指出, 這對其他做兩三份工
作來買房子的人不公平.
支持法案的人認為, 擁有房屋是每個
美國人的權利, 政府在房屋市場上扮演
的角色是符合許多人的期望的.
房價的上漲過快, 已經使得買得起房
屋的人的比例大幅下降. 佛州所發生的
爭執, 應是這類爭執的一個開端. 遲早
會成為公眾的焦點話題.

突破家庭上幾代的咒詛
李世敏
記得小時候，我和父
親傍晚經常會路過附近的
人家，每當我們走到某一
家門前的時候，有一隻狗
經常會在我們後面跟著
走。每次走過另一家門前
的時候，那條狗就會狂奔
著衝進那房子去。
這引起了我的好奇，
我發現原來那房子裏有一
隻貓，每當狗看到貓的時
候，就很想衝過去抓住
貓，就像要吃掉牠一樣。
每次我們經過那裏，那條
狗就會去追貓，每次貓只
好倉惶而逃。一天過一
天，一個月過一個月。
有一天，我和我爸爸
又路過那裏，我看到那條
狗又出現了，牠看到那個
房子，看到了那隻貓，
哇！牠又狂奔著衝過去
了。出乎意料之外，以前
這個貓看到狗來追就會死
命地跑、死命的躲，深怕
成為牠口中的獵物，這次
那隻貓竟然沒有跑。
當狗以每小時九十哩
的速度衝向貓的的候，我
們都覺得那隻貓死定了，
但這一次很奇怪，那隻貓

並沒有跑，竟然站在那兒
不動，而且那雙貓眼瞪得
非常大，狠狠地瞪著那條
狗，但狗還是一樣以每小
時九十哩的速度衝過去，
當快要衝撞到那隻貓的時
候，突然那隻貓的爪子舉
起來大叫一聲”喵～
～”，眼睛死瞪著那條
狗。
那時我心想，這下子貓
死定了，沒想到狗快要撞
到貓的時候，竟然就從貓
的身旁溜走了、跑掉了。
從此以後，每一次當這
條狗想要追這隻貓的時
候，貓都再不害怕了，而
且這條狗也不敢再追這隻
貓了。
很多人出生在酗酒的
家庭，他看到爸爸或媽媽
酗酒，因此覺得很痛苦，
爸爸、媽媽的酗酒讓他的
生活一團糟，孩子因此沒
有得到應有的照顧，孩子
告訴自己：「等到我長大
以後，絕對不要喝酒，我
恨透了所有喝酒的人，喝
酒的人害我過了一個非常
悲慘的童年，我長大以後
絕對不這樣做。」
但是這些孩子當中有
百分之八十的人，等到他

們長大以後，往往他們也
同樣地開始酗酒。為什
麼？他們很想突破，但是
卻無法突破，你知道為什
麼嗎？因為這樣的咒詛就
像個接力棒一樣，會一代
一代地傳下來。所以如果
你的上幾代有一些類似咒
詛的事情到現在仍然發生
在你身上，那麼你就必須
瞭解，這是一個家庭的咒
詛，一代一代地傳下來。
不過好消息是，這些
咒詛可以從你這一代停
止，只要你自己願意起
來，告訴自己：「我絕對
不這樣做。」當你相信神
的時候，神絕對可以用祂
的方式，幫你戒除掉這些
咒詛；當你相信神、邀請
神的能力進入到你生命當
中的時候，絕對可以做
到。你要像這個貓一樣，
要說：「It''''s
enough！ 夠了！ 我上一
代脾氣不好， 我上一代
貧窮，我上一代沒有教育
水準，我上一代有毒癮，
我上一代婚姻不美滿，到
我這一代，我不要再這樣
了。」你下定決心，這麼
做時，家庭的咒詛就停住
了。

朱易
歷史上，美國每一次
的屬靈大復興都會留下痕
跡，就是每隔幾條街就有
教堂建築物。有種種跡象
表示，如果美國再經歷一
次屬靈大復興，可能從街
道上，再也看不見這種變
化來。
那麼，在星期天，眾
多的基督徒哪里去了？
如今許多的基督徒星
期天上教堂不是上屋頂上
豎有十字架的教堂，而是
上體育館或是電影院。美
國不少超大型教會為了有
更大的發展空間，不是遷
入舊的體育館，就是租下
新的大型體育館的部分作
為周日崇拜的教堂。
這種把教會遷入公共
設施的做法，並非為大型
教會所獨有，許多新開辦
的小教會亦亦步亦趨，不
過他們無力承擔大型體育
館地支出，他們走的是另
一條路：租用電影院。
周日到電影院舉行崇
拜活動，已漸漸成了一個
新趨勢。到今年為止，至
少會有百間以上的教會租
用電影院作為周日的崇拜
活動的場所。租用電影院
作為教堂的教會大部分都
是只有四，五年歷史的非
主流教派的教會，他們經
過四，五年的成長，人數
在百人甚至數百人之上，
原來租用的旅館或是家庭
式的場所不夠用，建教堂

又不夠錢，而房地產價格
上漲，租用教堂也不易，
因此電影院反而是一個好
的選擇。
一般而言，電影院周
日在上午十一時以後開
門，因而在此之前將空間
出租給教會 ，可增加影院
的收入，同時也可吸引更
多人上電影院，因為上教
會的人數和教會的宣傳活
動，使得更多人熟悉電影
院，對提高上電影院的人
數大有幫助 。因此，教會
租用電影院對獨立的影院
及連鎖規模不大的影院而
言，無疑也有吸引力。
已出租影院給 87 間
教會的影院公司，聲稱到
年底，租用該公司屬下的
影院的教會數目可達百
家，但他們不願透露租金
價格。顯然價格還是有吸
引力的。畢竟一個一百五
十人的教會可租用的起。
租用電影院作為周日崇拜
場所對教會有許多好處。
首先是費用不租用一個教
堂便宜，其次是影院空間
大，一般的影院內有許多
房間，可供崇拜.主日學等
不同活動同時舉行 ，另外
影院的聲響系統，螢幕都
十分現代化 ，正好符合教
會崇拜多媒體化的趨勢。
最重要的事 ，教會將
活動遷到公眾活動場所，
使得教會能融入社區之
中，神學家對這一點十分
感興趣。社區一直將屋頂
有十字架的教堂視為社區
的一個風景 ，但並不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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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社區不可
分割的部分，他
們或視教會如同
社區中的鄉村俱
樂部，老朋友定期相聚而
已。如果周日時，基督徒
上影院崇拜，那麼至少他
們與基督徒會上同一個地
方，感覺上自然親近了許
多，距離也小了許多。這
種距離感的變化，為教會
的外展工作帶來了一個突
破，至少在場地上，教會
與社區之間已經沒有隔閡
了，因為上教堂和上影院
是一回事。
不過，對老基督徒而
言，周日不去哥特式的教
堂，而是上世俗化最為嚴
重的電影院，的確是一個
痛苦的轉變過程，當頌歌
響起，站在電影院的老基
督徒們必須閉上眼睛，努
力假定自己是身處真正的
教堂，一個屋頂上有十字
架，而不是有霓虹燈的建
築物內。不過對新信徒而
言，則是感到新鮮而好
奇，因為他們沒有傳統的
包袱。
但無論是誰，在影院參
加過崇拜活動後都承認，敬
拜神的關鍵是人，而不是建
築物。因此上影院做崇拜是
可行的。教會工作者和神學
家更關心的是，這種將教堂
與公共設施融為一體的做
法，是否可能成為下一次屬
靈復興的特點，以及由此而
帶來的教會在結構上的變
化，甚至是神學上的變化。

山行文化網 ‧
歡迎上網閱讀 《焦點新聞》‧《歷史煙雲》專欄‧《身與心》專欄‧《小說‧詩歌‧小品》‧《網上教會》
洛杉磯愛修園校本部將於

《希望之夜》

7/10--15 舉行

歡迎報名參加

「博士班及暑期密集訓練程」
7/17(一)--19(三)舉行
「基甸精兵營」

晚上公開復興聚會: 講員有: 郭美江牧師、吉爾．奧斯丁牧師、曾子雨牧師、麥約翰牧師

地址 ： 1040 Walnut Avenue Pomona, CA 91766-6527
電話

：

P 909 287 0300

廣邀天下好手, 以球會友, 以棋會友

F 909 287 0368

《 開放諮詢時間 星期一到星期五 10:00 a.m. - 6:00 p.m.》

每週六晚上九時, 羽毛球, 桌球(乒乓球), 撞球, 象
棋, 圍棋愛好者們相約于《希望之夜》, 共同切磋球藝, 棋藝.。
這是一個寓運動與交誼于一時, 使鍵康同靈性共成長的希望之家.
歡迎大家加入這個大家庭.

地點：希望之夜 – 讚美之家
9468 Broadway, Temple City, CA 91780 .

時間：每週六晚七時至十時.
連絡我們 E-Mail ： info@NOH6.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