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在沖浪天堂中尋找失落者

朱 易
一年四季都是陽光明媚的夏威
夷海灘，是沖浪的天堂。不過在
這旅游胜地的人潮中。夾雜著不
少生活中的落水者，他們從失意
到失望，彷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上。
也就在這海灘上，長年活躍著
一群基督徒沖浪者，他們除了沖
浪運動外，總是主動地找人聊
天，做朋友，對于郁郁寡歡的沖
浪者，他們更是關心倍至。這些
基督徒是一項沖浪福音事工的同
工，他們聲稱他們“為耶穌沖
浪”。
這群外表与沖浪愛好者沒有多
大區別的人，与眾不同的是，他
們奉行“友誼第一，沖浪第二”，
盡量与其它沖浪者交朋友，傾听
他們的心聲，他們并不急于在沙
灘上就引領人信主，他們有耐
心，愿意長年累月地与非基督徒
做朋友，如有可能就引領他們參
加圣經研讀班或到教會去。
他們与沖浪者談話時，常唱會
引到死亡的話題，因為在波瀾壯

闊的海面上，其實蘊藏了許多死
亡的陷阱。
你看見海龜了嗎? ” 一位基督
徒問沖浪者。
我從未如此近看海龜” 沖浪者
答。
當你看見海龜時，或許吃人的
鯊魚就在附近。” 基督徒接著說，
接著是死亡的話題，當然，接下
來就是永生，天堂。
這是一群熱情，充滿生气的志
愿工作者。當中有年輕人，也有
中年人，他們志愿從全美各地自
掏腰包來到夏威夷，吃住在一
起，每天同進同出，在海灘上与
人交談，在教會擺設食物攤位，
招呼當地的飢餓家庭吃飯。
發起沖浪福音事工的是一位加
州人湯姆，他是一位沖浪愛好
者，也是一位熱愛耶穌的基督
徒，這是兩件他無法放棄的愛
好，70 年代初，他的教會告訴
他，他只能選擇其中的一項。
十几年前，教會一向視沖浪運
動是集情欲，毒品于一體的不良
活動，海灘不是好基督徒去的地
方，教會總是勸導人們遠离沖浪
的試探，遠离罪惡。湯姆發現他

面對我們的軟弱

李世敏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軟弱，我所說的軟弱是你天
生的，或是環境造成你無能為力的軟弱，英文翻譯
起來就是「那些讓你設下限制的，以至於你不能發
展的」。
每個人都有些天生的限制，有些人天生就是運
動健將，體力非常的好，讓人很羨慕他；有些人天
生傾向於憂鬱，傾向於對事情會感到害怕，這是我
們天生的個性。
有些人生長在非常富有的家庭，生活條件非常
的好，有些人生長在非常貧窮的家庭，從小就要不
斷的掙扎，那也是我們天生的限制。還有些人的限

無法在現有的神學觀念下繼續保
持沖浪的愛好。
但是基督徒沖浪者卻從新約圣
經中找到了他們沖浪福音事工的
依据。他們認為，如果說海灘上
的沖浪者當中，充滿了罪人，則
基督徒更應該到他們當中去，因
為耶穌在世時，總是到稅吏，妓
女等罪人當中，教導他們悔改。
另一個讓他們興奮的事實是，
耶穌的事工常与海有關，如水面
上行走，坐在船上教導門徒，平
靜翻騰的海水，二次指導彼得如
何在海中捕魚。因此沖浪者福音
事工的支持者認為，如果耶穌今
天來，一定會到海邊的沙灘上來
尋找失落的人和他的門徒。
沖浪福音事工的創始人的這种
理念，漸漸獲得了不少教會和基
督徒的認可，不少教會支持的基
督徒前往夏威夷從事這個事工。
這些基督徒暫時放下工作，到夏
威夷海灘上為耶穌尋找失落的靈
魂，他們吃住由沖浪福音事工提
供，旅費和其它個人費用則由支
持他們的教會提供，一些人會呆
上几個月，有些人甚至是几年。
參予這個事工的基督徒除了愛
好沖浪外，必須有甘受貧苦生活
的心志。他們的住所座落在夏威
夷的貧窮區內，是一座廢棄的做
泡菜的厂房。男女分開住集體宿
舍。每天乘箱形車到海灘，一起
禱告后，便進入沖浪的人群，結
束后一同乘車回來，還要在教會
搭起食物攤，招待飢餓的人群，
他們沒有收入，沒有掌聲，只有
為耶穌的工作，如果沒有甘于貧
窮和平凡生活的心志，恐怕是再
愛好沖浪的人也會在几天之后就
放棄了。
因此，這是一群為耶穌而活的
人，他們為耶穌而沖浪，在陽光
明媚的人間天堂里尋找那些失落
者，与他們做朋友，最后引領他
們到神的面前.

制是環境造成的，例如人際關係的限制，我們也稱
這個叫作軟弱。
沒有一個人喜歡誇耀自己的軟弱，我們每一個
人都盡量隱藏自己的軟弱。我記得我申請醫學院的
時候，申請單上有一個問題：「你的長處在哪
裡？」每一個人都能毫不害羞的寫了很多長處。
另有一個問題問：「你的弱點在哪裡？」很多
人跟我說：「你知道要怎麼寫你的弱點嗎？你要
寫, 我的弱點就是經常讀書讀到忘了時間，這就是
我的弱點。你要盡量把你的弱點寫成好像是你的優
點一樣。」
當我們應徵工作時，老闆問：「你的弱點在哪
裡？」我們經常會回答：「我的弱點就是經常都忘
了下班的時間」。老闆覺得，哇！原來你的弱點就
是你的優點。
沒有人喜歡自己的弱點讓別人知道，沒有人喜
歡別人看到你的弱點，於是我們盡量的隱藏，有時
候我們假裝它不存在，有時候我們怪別人，怪父母
怎麼把我生成這樣，怪旁邊的人怎麼這樣對待我，
怪命運怎麼不公平，怪神怎麼這樣對待我。
有一個姐妹跟我說，她兒子早上今天不到教會
來，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她兒子申請了好幾個
他很喜歡的名校，但那些學校最後沒有收他，只好
到他的第二選擇 UCLA 了。
我說：「很好呀！如果我的兒子、女兒能考上
UCLA，被 UCLA 錄取，我就高興得不得了。」
她說：「我兒子很生氣，他怪神，說神恨他、
不愛他，所以他今天不到教會來了。」
我們真的不喜歡讓人家看到我們軟弱的地方，
我們也經常把軟弱歸罪於他人或上帝。

你怎樣去摸到 神的？
^^？我在想，我的禱告神
真的有垂聽到嗎？還是都
只是我在自言自語？所以
問：「 您好，印象中您 我想請問，我應該怎麼做
曾說，您從小也是生長在
才能真正的 touch 到神，
一個傳統拜拜的家庭，不
真正打從心底的認識、了
過有一次您生了一場大
解、相信主耶穌。」
病，那一次您躺在醫院的
病床上，甚至覺得自己將
不久人世，不過醫院的旁 答：我在健康的時候，
邊剛好有一間教會，正巧 是初三要考高中前三個
教會傳來唱詩歌的歌聲。 月。小學同班班長很高大
當您聽到那詩歌，內心突 又壯，他父親是內科醫
然覺得很平安很溫暖，後 生，卻因為血癌三個月內
來您的病情也奇蹟式地好 死掉，讓同年紀的我驚慌
轉。出院後，您開始對基 恐懼，生命被死亡陰影遮
督教有了很大的興趣，但 蓋；就外出走走，想透透
心裡依然有許多的疑惑， 氣，走入人群中，盼望人
甚至覺得基督教有很多不 氣熱鬧可以幫我遠離死亡
的陰影...忽然聽見歌
合理的地方。
記得您說，花了好幾 聲，帶來心中的亮光....
年的時間吧，您不斷地去 其餘大概就是您比較沒有
求證、去認識、去探索基 錯誤的描述。
至於我怎麼印證？我
督教，後來終於相信了上
親自見了光，把我從死亡
帝的存在，相信主耶穌基
督。我想問的就是，您是 陰影中提拔出來，又有聖
怎麼去印證的，是透過怎 靈的同在..生命慢慢轉變
樣的過程，讓您後來打從 成另一個人，連我自己都
心底的相信主耶穌，相信 不認識的我。
我個人的這些見證，
祂是又真又活的神，相信
不一定有辦法說服其他
祂是我們的救主？
我想述說我的情況， 人。但這裡還是簡單的分
我目前很想認識這位又真 享一下。從認真禱告、每
又活的神，從禱告、閱讀 日閱讀聖經，我是過了認
聖經，過了好幾個月的時 真追求的六年，直到我聽
間，但我直到現在還是沒 見耶穌對我說話...當我
什麼特別感覺。是因為沒 進監獄向別人傳揚福音的
上教會做禮拜嗎？還是一 時候，我明白了我那一天
個人讀經禱告的效力有限 的讀經進度，羅馬書第五

BEREAN

章。在進監獄前，我再三
讀了幾次，都看不懂；那
天耶穌對我說，你願不願
意替你教會弟兄因為犯罪
被關在這裡，你替他關個
幾年，讓他得以自由...
我一直說不，我還要讀大
學。
當大學生是很爽的身
分，我才不要當個罪犯，
又被關在這個監獄裡。
突然，心中的光又亮了，
照亮我那天的聖經節
(5:8)，我終於明白，耶
穌早在我走進教會以前就
為我這個自私自利的罪人
死在十字架上了， 祂也
永遠不會因為我更好或者
更壞而離棄我。
我們要做的事情，不
是跟民間宗教(冥思)一樣
去尋找神，去 TOUCH
神。我們只要預備好自
己， 讓上帝來光照我
們， 讓祂慈愛恩手來
TOUCH 我們，引領我們。
當我清清楚楚看見, 自己
是個萬惡不赦的該死罪
人，而無辜的耶穌卻為我
死在十字架上，我就打從
心底的認識、了解、相信
主耶穌。很簡單，卻又同
時是全世界最困難的事。
要提醒的是，任何見
證的書、或人口所說的見
證，看看就好，不要當
真。因為我見過有人寫了
《走出佛教》的見證，十
年之後，卻又寫了一本

《走出基督教》的見證。
見證不是真理，見證的書
籍不是聖經，不能當信仰
課本。
任何人，不管您給他
（她）什麼樣的冠詞，什
麼「神的僕人」？！什麼
「充滿聖靈能力」的人，
都還是個「罪人」，仍時
時刻刻需要耶穌的赦免與
拯救。仍會講錯道，行錯
神跡奇事。唯有[聖經]，
上帝的話，才是最安全可
靠的。看人要看一輩子，
有什麼特殊經歷，能力都
有可能還是會成為[魔鬼
的代言人]，您若要跟隨
[能人]，就是追隨瞎子。
教會的頭，是 耶穌基
督，不是牧師，也不是
[神的僕人]， 更不是[聖
靈充滿]。您只要好好每
日固定讀聖經，每日固定
禱告等候，等候上帝親自
來光照您，引領您。不管
您遇見多好，或者多不好
的人，都不需要怕；因為
背後，主耶穌都在掌控
中，好人也會指錯路(眾
人期待耶穌或保羅不要去
耶路撒冷受害)使徒行傳
21:8-15， 壞人也會指對
路(文士祭司指向伯利
恆，讓博士們去找到嬰孩
耶穌，獻上禮物)。好好
熟讀聖經，好好謙卑觀察
與學習，時時禱告等候聖
靈的引導，這樣最牢靠。
盼望，這樣的回答，
可以幫助您看到您在信仰
追尋中仍有[民間拜拜]的
盲點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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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沙龍》歡迎海外學子來相聚

新書贈送 歡迎索取

每個星期日下午 3 ： 00— 5 ： 00P.M.，我們相聚在一起 〔免費茶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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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慰鄉愁，一起拾回那曾經擁
有、卻已失落的「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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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生命中的一朵小花
（主講人：趙 君 女士 黑龍江大學 ）
日
（文心基督教會全体，參加退修會；本週停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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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從戲劇看人生
（主講人：李世宗 先生 作家 美國格林威治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
日 比較以斯帖與張愛玲筆下女性的描寫 （主講人：賀安慰 女士 英國文學碩士）
日 讓生命更完整
（主講人： Shirley 譚 女士 四川大學 數學碩士）
日 旅美一年情
（主講人：賀璋瑢 女士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歷史學博士）
日 五教并論話真理
（主講人：夏天恩 先生
加州州立大學行為科學碩士）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 文心基督教會 》（於
靠 近順發超市，可停車在「現代牙科廖述佑博士」的停車場內，走路到後面房子。）

連絡人： 陳志平 傳道 (626) 236-3451 ； 曾慶華 傳道 ( 909 ) 322-9563

San Gabriel Bl.和 Chestnut Ave 的交口

朱易著：教會大趨勢

李世敏著：驚奇之旅

朱易著：教會復興中的
平信徒

王路加著：四福音書
原文思考

歡迎星期天下午 3 ： 00—6 ： 00 至下列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 文心沙龍 》 找 曾傳道（909）322-9563
「免費素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