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誰是最有影響力的基督徒？

山風
最近，《教會報告》雜志的網頁讀
者選出美國五十名最有影響力的基督徒。
在這份名單中，作家和傳媒的角色占了相
當的比例，其次是事工機構，再來才是大
教會的牧師，神學家，政治人物，專業人
士只占了小部分。其特點有三：
第一，傳媒的色彩重。
名單中，做電視或廣播的有 17 個，
這還不包括大教會的全球轉播事工，這些
人要麼是有廣播電視網，要不就是主持節
目。暢銷書作家四個，這個暢銷書作家，
是指上了排名榜的。如果說寫書，幾乎所
有的牧師都出過書，而且數量都不少。
第二，事工重於教會。
雖然有幾個大教會的牧師入選，但
名單上更多的是事工機構的負責人（盡管

他們也身兼牧師）事工機構負責人多達九
個，許多都是全球性。
第三，實踐重於理論。
如果以神學研究的標准看，可以算
得上是神學家的僅有四個，還包括了當今
的教皇本篤十六世。其餘三個都在神學院
任教，但只有一個是一著作著稱的，其餘
二位都是因大教會或事工的發起人而著
名。當然因教會或事工牧師上榜的遠比神
學家多，顯然神學家實踐比神學研究更能
影響社會。
這份名單還有一些有趣的東西，例
如政治人物也上榜。布希總統名列第八，
還有一個議員名列 46，黑人牧師傑克遜上
榜，恐怕也因政治原因。另外，有兩個名
人後代與其父一同上榜，因此有兩個父子
擋，一是葛理翰父子，一對是三一電視網
的負責人保羅.克羅齊父子。

再有一個有趣現像是有兩個律師上
榜，一個是憲法專家，另一個則是稅法專
家。顯然這是政府與教會最可能沖突的兩
個領域。
以上我們的分類只是籠統的，實際
上有時很難將他們分類。比如排名第四的
華理克牧師，及時暢銷書作者，又是大教
會牧師。
觀察這名單，大體上還算準確。比
如第一名的 T.D 傑克斯，一直就被認為是
繼葛理翰之後的最偉大的佈道家，他寫了
許多暢銷書，影響了無數的基督徒。
不過覺得還是有遺漏的。例如這名
單還是值得商討之處。因為大名鼎鼎的七
百俱樂部的創始人派.羅賓遜就不在名單
之中。造成他落榜的原因，可能是讀者對
“影響”的定義的認識不一。
從出爐的名單上看，似乎看不出什
麼這裏的影響是指對社會的影響？還是指
對教會的影響？或兩者兼之。則無法分
清。如果這個影響是指對社會的，這名單
中任何一個基督徒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都
超不過羅賓遜。他曾號召選民，打電話給
國會，結果硬生生把一個要通過的法案給
擋了下來。如果指是對教會的影響，那為
何政治人物如總統和議員又在名單上？而
且天主教教宗僅列第四十四位，美國天主
教是最大的教派之一，論到對社會的影
響，無人能出教宗之左右。
另一個有趣的是專門從事調查與信
仰有關的巴納名列二十，顯然讀者十分注
意他的工作。巴納經常發表令牧師們不悅
的調查報告。顯然他的工作對教會有一定
影響。
五十位人物中，有五位女性，都是
從事基督教事工的。名列第七的喬絲梅亞
是一位聖經教師，她透過電視廣播向全球
的教會教導聖經，她也是時代雜志選出的
2005 年 25 位最有影響力的福音派領袖之
一.

的廣告戰，將使 95%的美國成
人至少會聽到或看到一次廣告
宣傳。而印刷的廣告還會在亞
決定回復當年 加斯還成不大型會議中心， 美 洲、歐洲、澳洲的中南美洲出
賭城的文化， 國每年的大型會議，超過一半 現。業者希望借此渡過經濟衰
以脫衣舞來吸 都在拉斯維加斯召開。 港臺的 退的困難時光。
引成人。於是 紅歌星來美開演唱會， 拉斯維
拉斯維加斯的經濟有時不能
久違了的賭城 加斯也是他們的首選。 每年在 用正常的經濟規律來決定，這
稱號“罪惡之
賭城召開的大型會議和各種展 也是它在 90 年代初時可以在
城”又回到人們 覽會，給賭城帶來固定的客
衰退中成長的原因。如今，雖
記憶中。
源。比如一次大型會議就需要 然賭業的股票一樣被降級，但
早年的拉斯 12 萬個房間。
賭城仍然雄心勃勃地把世界上
維加斯不過是
旅遊、會議、娛樂、飲食
的遊客都吸引過來。連香港的
從鹽湖城到洛 都堪稱得上世界先進水準的拉 財爺也忍不住到賭城來考察一
杉磯的火車貨 斯維加斯，也促使座落在賭城 番，而當時香港正在亞洲金融
運的一個中轉 的內華達州立大學的旅館管理 危機的陰影之下。
站。或許沾上 系成為世界著名的科系，每年
“罪惡之城””是指“SIN CITY”,
了西班牙語原 有許多歐洲、亞洲、的學生慕 而不是“CRIME CITY”。即是指
意中的“泉水”的光，自從資本
名前來。
宗教上的罪“SIN”而不是指刑事
山語
家把其經營成賭城之後，這個
油價上升也是賭城遭受打擊 犯罪的“CRIME”。但在中文的
1994 年 1 月 31 日的《美國 地方就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尤 的原因。 因為油價上升，使得 翻譯上，卻看不出這種差別。
新聞和世界報道》以《努力轉 其是近十年，隨著大財團的不 國家航空公司宣佈破產重組， 因為中文中的“罪”並不隱含宗
型為家庭度假地的拉斯維加
斷投資，賭場如今是高樓林
而過去每月有十萬人是乘該公 教上的意義，除非將它譯為“原
斯》為題報道了拉斯維加斯。 立，人口更是快速突破百萬大 司飛機來賭城的。例如 ，最大 罪”。但對於西方人而言“SIN
文中談到九十年代賭城以家庭 關。
的賭場米高梅在過去的整年
CITY”是讓他們再熟悉不過的
休閑為訴求來建造賭城的新文
拉斯維加斯的建築群可謂舉 中，有 28%的住房是乘該公司 詞了。因為在聖經中有一個家
化，通過塑造家庭旅遊勝地來 世聞名，最大的特點是，每一 飛機來的，如今 ，該航空公司 喻戶曉的所多瑪城毀滅的故
扭轉“罪惡之城 ”的形象，吸引 群建築都有一個主題，而建築 倒閉，使賭城猶如雪上加霜 。 事。而所多瑪在人類歷史中，
遊客, 人們幾乎不再提到“罪惡 的設計及裝修都依該主題展
業者們用了 18 個月和 25 萬 一直被稱為 SIN CITY，而它的
之城”這個名詞了。
開。這些主題有巴黎的埃菲爾 元來調查人們對財城的消費要 毀滅的後果，對人類一直起著
2002 年 2 月 25 日的《今 鐵塔，有義大利的威尼斯，有 求，然後準備再花 1800 萬元
警告的作用。
日美國報》以題目《脫衣和罪 美國的紐約、火山，的金銀
在電視上和媒體中做廣告來招
在聖經創世記第十八章中，
惡又回到拉斯維加斯大街》為 島，甚至有以西遊記為主題的 攬遊客。 這些廣告的對像是那 上帝對亞伯拉罕說，“所多瑪和
題報道, 這種轉變在商業上並不 中國城。
些從未上過賭城的成年人， 而 娥摩拉的罪惡甚重，聲聞於
成功, 業者發現生意大不如前。
以賭場為中心的族館起得是 每十位成年人中，只有四位到 我”。這裏的罪惡就是“SIN”。
於是業者決定棄明投暗，重新 又豪華又大型，房間成千，雇 過賭城。 因此， 廣告的宣傳效 從此所多瑪就成為聞名的 SIN
回到脫衣舞與罪惡。因此賭城 員上萬。除了旅遊業，拉斯維 果可能十分大。 這項耗資龐大 CITY。

脫衣和罪惡重回拉斯維加斯大街

在 家 學 校 帶 來 的 雙向 挑 戰
朱易
美國中小學學生約有五千五百萬
人，其中有一至二百萬位學齡少年兒童
不上學，他們呆在家裏，由父母自行選
取教材，自行教導，稱之為在家學校。
在家學校的興起與基督教漸漸從公
立學校退卻有關，許多基督徒家長對公
立學校的日益世俗化懮心忡忡，認為他
們精心培養的下一代，經不住公立學校
的折騰，於是決心奉獻時間，精力，親
力親為 , 自行教育下一代。這個概念先
從一小部分人中間興起，漸漸發展成全
國性的現象。
原本許多人懷疑在家學校的教學質
量，認為這種無統一標准，無統一考
核，無統一核定的學校，必然是質量無
什麼保證，加上父母任教師，也有違一
般的教學原則，故持負面看法的人多。
不過近幾年來，從在家學校出來的學生
常有出色表現，比如在全國拼字比賽
中，奪得狀元，再有 SAT 考試中獲得高
分，許多人開始轉變了對在家學校負面
看法。
在家學校雖然開始取得社會上的認
同，加入在家學校的家庭也越來越多，
但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美國的大學招
生必須經過一系列的考核，其中高中成
績是一個關鍵，在家學校既無學校成
績，有不分學期，年級，即便交出成
績，也不過是家長們仿公立學校的樣式
做出來的，其實家長並為真正按公立學
校的教材和進度來進行。
例如高中英文必讀的海明威的 <<老

人與海>>，在家學校就未列入閱讀教
材。因此，大學招生人員發現當他們在
錄取新生時，無法將在家學校的學生與
正常學校的學生作比較。因此當他們要
錄取新生時，不知該採用何種標准來評
判考生。
前幾年時，在家學校的學生人數不
多，大學可以將這些學生作為例外來處
理，也不至於有太多麻煩，如今在家學
校的人數越來越多，已不可能在作為例
外來處理，如果處理得不好，從而引發
任何一方的意見，有關公平入學的訴訟
案就少不了，嚴重時甚至會影響聯邦政
府的撥款。
為了消除在家學校與公立學校之間
的差距，不少在家學校的學生，到家附
近的社區學院修課，希望能夠獲得一些
可與現行的教育制度接軌的成績。私立
大學由於經費不從政府獲得, 故少受限
制。因此私立大學在接受在家學校的學
生時，有較多的靈活性，公立學校則不
然，他們得兼顧各方面。因此在加學校
的標准不統一，令他們備感頭痛。
不少學校只是簡單地提高在家學校
的學生的 SAT 成績的要求，結果遭到這
些學生和家長的抱怨。德州政府已於
2003 年是通過法律，禁止的德州大學
對申請的大學的在家學校的考生提出更
高的要求，相信其他州政府遲早也會跟
進。公立大學建立一套評估在家學校的
學術水準，使其可與公立學校畢業的高
中生比較的方法，就勢在必行，因為在
家學校的畢業的入學申請者如數每年增
加 10 %，已到了不能不重視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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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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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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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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沙龍》 歡迎海外學子來相聚
每個星期日下午 3 ： 00—5 ： 00P.M. 〔晚餐招待〕
6 月 18 日 「達芬奇密碼」探究 （主講人：郜 鵬 先生 复旦大學畢業、Pepperdine 大學法學博士）
6 月 25 日 營養學中信仰奧秘 （主講人：于 楊 先生 北京化工學院畢業、猶他州立大學電腦碩士）
7 月 2 日 文明衝突中的文明對話（主講人：朱 易 先生 經濟分析師 亞歷桑那大學博士班研究）
7 月 9 日 文學與靈魂
（主講人：劉慧娟 女士 自由作家 加州大學博士班研究）
7 月 16 日
（文心基督教會全体，參加退休會；本週停止討論。）
7 月 23 日 戲劇與人生
（主講人：李世宗 先生 作家 美國格林威治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
《有興趣參加者，請保留報紙；因為，本廣告每月只登一次。歡迎隨時參加。）

《英雄帖》歡迎成為我們的「主講人」
《文心沙龍》廣邀對基督教的教義有興趣且曾深思過的個人成為《沙龍主講人》 請將您的簡歷、討論
提綱、日期，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我們會與您連絡，安排時間。歡迎大家成為「文心沙龍」的主講
人。 讓您的研究成果與大家分享。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文心基督教會）
電話：( 626 ) 285-6249 陳志平 ( 909 ) 322-9563 曾慶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