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美國人逛書店
幷不是爲了買
書，而是進行文
化消遣，他們在書店買杯咖啡，從書架上任意取書
來讀，書店不但不反對讀者把書店當圖書館，甚至
還預備了不少桌椅，書店內也賣咖啡，不少學生就
喜歡跑到書店做功課。書店買的書少了，不過書店
內的咖啡店倒是生意紅火。這種書店，兼具了娛樂
性，已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商業。
對于愛逛書店的基督徒讀者，尤其年輕的基督
徒，却找不到一家可以讓他們買上一杯咖啡，坐下
來讀許多基督教好書的書店。雖然美國的基督徒人
數衆多，基督教書籍的出版也十分興旺，但是基督
徒讀者群却形成不了商業市場。
不過還是有基督徒商人嘗試去辦一間與世俗相
似的帶娛樂性的基督徒書店，不想書店一開張，立
即就顧客盈門。
位于南加州的諾握市就出現了這麽一間基督教
咖啡書屋。書店主人是新豐收基督徒團契的牧師。
他把書店作爲營利商業來經營，但目的是爲了吸引
愛好音樂的年青人。
在這間書店，有最新的基督教音樂唱片，書
籍，禮品，有供學生做功課用的蘋果電腦，還有最
流行 iPod 收聽台，讓音樂愛好者從 2 萬千首最流
行的基督教音樂中選聽歌曲。
這間書店雖然不大，但其風格介于大型書店
Barnes & Noble 和唱片店 Virgin Megastore，又帶
有好萊塢的風格，這是教會嘗試用商業的方式來從
事青少年事工的一個大膽舉動，成敗與否，值得關
注。
主持書店的牧師是在訪問英國時，在逛一間基
督徒小商店時起了以商業方式來傳福音的念頭。他
所經營的咖啡書店，從表面上是看不出是基督徒書
店，牧師希望每一位想喝咖啡，稍事休息，娛樂的
人，尤其是年青人，能到他的店裏來，這純屬是商
業。
但是在店裏的消費，娛樂都是屬于基督徒的生
活的形態，是去除一切框框之後的基督徒的信仰生

新聞焦點

不

你永遠有機會
李世敏
你有沒有想過你的自我形象是什麼？你也許想
說：「啊！我的出生不好，我從小受過很多的挫

朱
活形態，他們聽音樂，只爲了欣賞音樂；讀書，只
爲休閑，聊天，飲咖啡。這一切都是生活，而不是
教會的崇拜活動。
有不少基督徒喜歡這個書店，因爲他們感到他
們花的錢都與信仰有關。同時這個書店讓他們感到
他們是同屬一體的。這個感覺在一般的書店裏是沒
有的，他們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平和，舒服。
原本這種感覺只有教會裏才會出現。而今休閑
時也可享受到上帝同在，這讓不少基督徒留連忘

折，在我生命的旅程中，有人拋棄我、有人辜
負我、有人讓我沮喪、讓我失望。」你覺得你
好像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沒有價值的人，不
可愛的人。或是在你的成長過程中，你做錯了
一些事情，你做了錯誤的決定、你犯了很多的
錯，你覺得我是個不可被饒恕的人，上帝不可
能愛我，我這個人還能成就什麼呢？我這個人
還有什麼機會嗎？但是我要告訴你，在上帝的
眼中，你永遠有機會。
在三十年前，有一次，
哈佛大學一個社會學的教授
做了一個研究，他帶班上的
學生到 Baltimore 一個貧民
區裡面，想研究這些貧民區
的孩子長大以後會有什麼成
就？所以他們到了貧民區，
找了兩百個貧民區的男孩
子，學生們就一個個的訪
問，調查他們的身家背景、
他們的經濟能力、他們的教
育程度、他們平常做什麼，
當學生們把這些調查結果帶
回學校，過了二個月，他們
得出一個共同的答案。他們
說：「我們可以預測，這兩
百個孩子的未來是沒有希望
的，以後也不會有任何成就
的。」
三十年後，另外一位教
授無意中在檔案裡面發現了
這個報告，他很好奇，三十
年前，我們說這兩百個男孩
子以後不可能有所成就，但
是三十年以後，這些孩子到
底是不是真正的如我們所預
測的，成為沒有什麼希望、
沒有成就的人？這個教授帶
了另外一批學生去找當年被
訪問的這兩百個學生，除了
幾個已經過世、離開之外，
他們找到其中一百七十六

的原因，不是天主教就是佛教。
即使在基督教新教裏，不同派別的周日崇拜方
式，原本不是信仰的關鍵，但是却成爲不同派別生
存的基礎。很難想象聖公會用靈恩派的崇拜方式，
反之亦然。
缺少了形式的信仰，對個人而言，或許沒有什
麽，但對教會而言，則是一個挑戰，因爲沒有形式
而接受了信仰的人，可以只聽基督教音樂，自行向
上帝禱告， 而不上教會，甚至不受洗，那麽這種人
是否也算是基督徒? 而教會又該怎麽辦？
因此，這種以開放的基督徒生活方式來傳福音的
方式，能否將福音不走樣地傳播出去，是這個事工
成功的關鍵。
美國的商業行號精明透頂，無孔不入，把各消費
群體劃分爲不同的目標群體，專門爲這些群體設計
廣告，設計産品。
如青少年喜歡的牛仔褲，音樂隨身聽，商人喜歡
的高爾夫球，家庭婦女喜歡的家用電器等等，但却
看不到以基督徒爲主的消費群體。
原因是, 大凡可以被操作成消費市場的群體, 都
必須有明確的特徵, 如年齡，性別，家庭，收入等.
信仰是個軟性特徵，很難應用在商業的操作上。
不過,美國的人口中,基督徒占 80%以上，教堂的
數量在 40 萬間以上，還有專門以基督徒爲主的大
學，如加爾文學院，鮑伯詹尼斯學院等等，濃烈的
基督教色彩，有可能轉化爲商業利益, 顯然是一個
未經開發的潜在市場。
每年美國人消費的與基督徒有關的産品，高達
易
42 億元，其中大部分是書籍，音樂和禮品，因此，
返。
以商業方式經營的以傳福音爲目的的書店咖啡屋，
基督徒書店這種休閑的, 帶信仰色彩的生活方 即在建立基督教市場上有所創新，也在福音事工上
式，當然容易被年青人接受，但是缺少了形式的信 有所作爲，值得肯定。
仰，當然會引來習慣于形式的基督徒的疑惑。
建立基督教市場的嘗試，一直受到質疑，原因
原因很簡單，儘管信仰是心靈上的，但人們總是 是福音與商業結合會産生許多問題，反對者最常引
用外在形式來界定他們的信仰。
用的是福音書中，耶穌曾驅趕在聖殿裏做買賣的
比如，有人聲稱吃素，就會讓人想到佛教，聲稱 人，幷指責猶太人把禱告的殿變成賊窩。
不吃猪肉，就會讓人想到猶太教，不結婚原是一種
因此以商業方式經營事工能否形成氣候，除了商
生活形態，但堅持這種生活形態的人，一定有宗教 業上的努力外，在神學上還需有所突破。

個。讓他們驚訝的是，這一百七十六個學生裡面，
竟然有很多人成為社會上非常有用、非常傑出的
人。有的當老師、有的當律師、有的當法官，在各
行各業都有非常傑出的成就。這個教授很驚訝的
想：「為什麼我們當年判斷的結果跟事實差那麼
多？」他們決定訪問那些現在已是成人的這些出生
在貧民區的孩子，到底什麼原因讓他們的成就會超
出我們所預料的。
結果他們的結論是：大部份的人都告訴他們，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老師。他們很納悶，到底是
什麼樣的老師可以把你們這些看起來似乎沒有希
望、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一群人變成了這樣子。
他們終於找到了那個老師，是一個非常老的老
太太，他眼睛已經看不太到了，但是頭腦很清楚。
他們就問那個老太太說：「這些孩子說，因為你讓
他們的生命有所改變，而且讓他們的未來有盼
望。」
他們問：「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這老太太
回答說：「我沒有做什麼事，我只是告訴他們，他
們每一個人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我都告訴他們，上
帝愛他們，上帝創造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可愛的，
每一個人都是很有價值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就
事情的。」她說：「每當我不斷跟這些孩子灌輸這
些觀念的時候，他們裡面的自我形象就開始改
變。」
這些孩子們本來以為他們不可能有所成就，很
自悲，很退縮，覺得自己沒有條件可以成就事情。
但是，因為這個老師不斷的跟他們講說：「你會有
所成就、你是可愛的、你是有價值的、你做錯事可
以被原諒的、你是有能力可以成就事情的。」這些
印象、這些觀點，不斷烙印在這些貧窮孩子的心
上，果然，他們自我形象改變了，當一個人自我形
象改變的時候，他的人生就走進不同的方向。
聖經裡面說：“祂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
各樣屬靈的福氣”。神說：當我們認識耶穌基督的
時候，祂已經賜給我們天上各樣的屬靈的福氣。什
麼叫做「屬靈的福氣」？
就是說，你是可愛的，你是被接納的，你犯錯
的時候可以被神原諒的，你有能力可以完成神給你
在世界上的任務。神說：我早就給你們各樣屬靈的
福氣了。

則亂大謀
山風
摩西從小長在皇宮
裏，但兒時日夜陪伴他，
教育他的却是他的母親，
一位以色列祭司家族中有
信心的婦人。希伯來書說
得好“摩西生下來，… … 就
因著信， 把他藏了三個
月，幷不怕王命”，可見摩
西能活下來，最後有被法
老女兒收爲義子的結果，
實在是他的母親有堅强的
信心。
有這樣一位對上帝堅定
信仰的母親，摩西當然打
小就知道他是希伯來人，
也知道以色列的神，母親
的教導，使他雖然身處皇
宮，却也知道對同族以色
列人的責任，他或許幷不
清楚神如此安排要他做什
麽，但他心中一定清楚，
終有一天他要爲他的本族
同胞做點什麽。
當然他也可能早已立
下心志,爲了信仰,爲了同
胞,寧願舍去王子身份和榮
華富貴。
正是因爲摩西心裏知道

他身處的高位，可以爲受
奴馭的同胞做點事，才會
在看見埃及人打希伯來人
的一個弟兄時，出手相
救。結果失手把埃及人打
死,只好逃離埃及, 流亡曠
野。
不過摩西的見義勇爲幷
未得到他的同胞的認同，
反而成了同胞手中的把
柄。顯然摩西幷未按上帝
的安排行事, 因此他只好
抛去富貴榮華，遠走曠
野，亡命天涯。
摩西後四十年在曠野受
了許多苦難，根由就是在
埃及時的義憤，出手救同
胞。摩西是應該挑起照顧
同胞的責任，但不能像一
介勇夫似的，只會左右觀
看,見四下沒有人，就把欺
負同胞的埃及人打死，這
樣既缺少了智慧，也打亂
了上帝安排的計劃。
常言道,小不忍則亂大
謀,爲了去除摩西性格中的
急躁，好讓他承擔帶領以
色列民出埃及的大業,
神只好讓他在曠野磨
練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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