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體育館飄出敬拜歌聲
教會總動員，并不光是為了看球，球
賽只是動員那些對上教會不感興趣的人參
加教會舉辦的福音聚會，這對教會打破教
堂与社區之間的牆大有助益。另外教會之
間也想借助這种活動加強或建立彼此之間
的兄弟關系，畢竟同處一個社區，同負一
個使命，通過信仰之夜的參与，教會領袖
之間彼此認識了解，并有机會討論未來的
合作事宜。
目前這种信仰之夜尚在小聯盟比賽中
舉辦，但棒球大聯盟比賽也已經考慮信仰
之夜組織者的提議了。原因只有一個，球

朱易
雖然美國沒有一場球賽的現場人數比
得上世界杯賽足球賽的觀眾，但遇上球
季，大型球場仍然是經常人頭涌涌，因
此，過往有人便利用觀眾入場看球賽的机
會，舉辦各种文化活動，如“迪斯可之夜”
等等，有人稱如今的體育館成了游泳池，
什么人都往里頭扎，其中包括煙火表演和
“信仰之夜”。
例如在亞利桑那州的體育館，有机构

利用棒球小聯盟的比賽，舉辦以基督教搖
滾音樂會為主的信仰之夜，他們利用入場
机會向觀眾派發研經材料，在球賽開賽前
有音樂和見證，球賽之后還有許多与信仰
有關的節目。
例如最近進行的一次信仰之夜，組織
者動員了體育館附近二小時車程之內的三
千間教會共同出席，把五万人的球場坐的
滿滿的，比一般情況下翻了一番，把球賽
組織者樂得合不攏嘴。

太書二章八節）。
屬于改革宗的基督教與猶太人的關係
尚可，原因是基督徒一向支持以色列。但
天主教放出“猶太人已獲得拯救”之論調

救恩之約，誰能簽字？
麵包。
美國天主教的
關於猶太人的拯救觀
點和美南浸信會的傳
福音的立場，無疑是
觸動了不同宗教對話
的敏感神經。
猶太人對天主
教在歷史上壓迫猶太
人的事件保持沉默表
示十分不滿。以色列
與中東國家的沖突，
天主教也並未倒向以
色列，這也使猶太人
不高興，不巧美國天
主教在過去幾年間鬧
了不少性醜聞，以至
在今年在媒體曝光。
顯然天主教此舉是想
山語
緩和與在媒體有影響力的猶太人的關係。
2002 年 8 月 12 日，美國天主教會議
對于以上帝選民自居的猶太人來說，
和猶太教全國團體 National Council of 天主教承認他們已獲得上帝的拯救，無疑
Synagogues，簽下了一份共同聲明，聲明 是一大收獲。要知道，教會是由耶穌的門
指出，天主教今後將不再向猶太人傳福
徒所創立，他們全都是猶太人。他們之所
音，使他們改信基督，因為猶太人與與上 以脫離猶太教而跟隨基督是他們認為猶太
帝有了救恩之約。
人也好，非猶太人也好，只有相信耶穌，
換句話說，猶太人已獲得拯救，無需 才能獲得拯救，這個觀點甚至一度被天主
天主教再費神了。因此就神學意義而言， 教延伸至“ 教會之外無拯救” ，一直到馬丁
猶太人是神信實的愛的見證，天主教已沒 路德發動宗教改革，又恢復到“因信耶穌而
有必要再引領猶太人歸向基督了。
獲得拯救” 的觀點。
但此聲明馬上引起改革宗教會的強烈
天主教此舉卻又回到建立教會之前，
反應。從事引領猶太人歸主運動甚為積極 如果猶太人已獲得上帝的拯救，那麼教會
的美國南方浸信會出言表達了不同的看
豈不是在原地兜了一圈？如果被稱作“ 為割
法。他們說，要基督徒放棄向某一特定族 禮之人（即猶太人）作使徒”的第一代教皇
群傳福音，無異於讓猶太人吃火腿三明治

票不愁賣!
信仰之夜的組織者 2006 年的賽季安排
了 70 場信仰之夜，分別在 45 個不同的城
市的體育館舉行。除了圣經地帶的城市
外，還包括了最世俗化的城市，拉斯維加
斯市和水牛城。
大部分觀眾對信仰之夜的看法正面。
當然有小部分觀眾在信仰之夜進行的時間
時离去，少部分尖刻的體育專欄作家則偶
爾會拿信仰之夜來開玩笑。一家報紙的體
育專欄說，人們之所以愿意觀看有信仰之
夜的球賽，是因為現場購買啤酒不必排長
隊。
對教會而言，在主要賽季的球場上，
几万人聚集在一起高唱敬拜神的歌曲，無
疑是一件榮耀神的好事，當然全力以赴。
讀者可以查看下一次在你居住的城市舉辦
信仰之夜的時間，然后動員你的教會加
入。( 歡迎在 www.a1126.org 論壇的回應
版中發表您對本文的回應)

後，基督教所堅持的“只有信耶穌才能得到
上帝拯救”的觀點，在猶太人聽來，更為刺
耳。而基督徒堅定支持以色列的原因是，
他們認為以色列建國是基督再來的先兆。
如果否定耶穌基督，就無所謂基督再
來的問題，支不支持以色列就與信仰無關
了。顯然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關係又將受到
新的考驗。

結婚之都的迷惑
山風
美國的拉斯維加斯除了以賭業聞
名之外，還號稱為結婚之都，每年有
10 萬對新人在拉斯維加斯成婚。因為
上賭城結婚是最快速的，登記並在主
教的證婚下即可以了。有位節目主持
人在回答一位聽眾所提問的如何快速
結婚時，說﹕快上拉斯維加斯。賭城
的證婚服務是 1 周 7 天，1 天 24 小
時，花上 1000 元就可以從登記到完
婚。因此，許多新人千里沼沼跑到拉
斯維加斯來完婚。
如此多的人湧入拉斯維加斯要求
結婚，反倒使得可以證婚的主教奇
缺。因此，有些機構專門在網上賣主
教證書，任何人可以上網，又有信用
卡可刷，馬上就可以拿到證書，然後
上教堂證婚賺外快。
這種混亂的現象，讓該城的主管
區克拉克區開始考慮一些法規來限制
任何人為賺錢而從事的證婚活動。考
慮中的法規要求，有資格證婚的聖職
人員至少必須是有 20 多位以上會友的
教堂的神職人員，十年之內沒有犯罪
記錄。政府工作人員說，如果有人想

證婚，那麼他就得有神職人員的資格
和作用才行。
克拉克區政府的想法很好，但實
現起來並不容易，原因是由於教堂的
婚禮屬於宗教活動，由政府介入，似
乎有違政教分離的原則。另外由政府
出名審定神職人員，更遭到自由派人
士的反對。這些人振振有詞地指出﹕
如果按政府現在提出的法規，連馬丁
路德金牧師，甚至耶穌本人也沒有資
格證婚，因為他們也入獄過。雖然他
們是無罪的，但紀錄卻是實在的。
不過政府仍然想和宗教界人士協
商，試圖定出規則，來結束目前的混
亂狀況。的確，如果按拉斯維加斯擬
定的標準，連耶穌也拿不到牧師的執
照，因為據聖經記載，耶穌遭猶太人
控告，被捕入獄，并處于當時釘十字
架的極刑。
盡管連判他死刑的羅馬帝國駐耶
路撒冷的巡撫彼拉多也認為耶穌無
罪，但卻怕釋放耶穌造成民變，只好
依猶太人的意思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
（馬太福音 第二十七章）。從此原本
羞辱記號的十字架反而成為基督教榮
耀的標記。

彼得天上有知，又會作何感想（聖經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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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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愁，一起
拾回那曾經擁有、卻已失
落的——「文心」。

8 月 27 日

五教并談話真理

9 月 3日

生命與死亡

9 月 10 日

（主講人：夏天恩 先生

（主講人：朱 斌 先生

鍾素明傳道及女兒汪蕙欣的見証

加州州立大學行為科學碩士）

華東師大 加州州立大學 M.B.A. ）

（主講人：鍾素明 傳道佈道，

智障女兒的獻詩及彈琴特別感人。來自台灣）
9 月 17 日

做神國人或做中國人 （主講人：蔡登文 先生 時仲論壇報社長 海洋大學）

9 月 24 日

用智慧的心， 數算你的錢財 （主講人：郭維國 先生 台灣師範大學、
霍甫金斯大學 M.B.A.）

10 月 1 日

生命的樂章（主講人：張慶祥 先生 西安音樂學院 曾任東方歌舞團作曲指揮）

10 月 8 日

透過鏡片看創造

（主講人：陸繼國 先生 JPL 工程師

台灣成功大學 、

南達科達州大學電機碩士）
10 月 15 日

蘇拉蜜女、 林黛玉、揚振寧 （主講人：劉志剛 先生 作家 國際神學院道學碩士）

10 月 22 日

文化中的信仰力量

（主講人：鄭更榮牧師 中華歸主神學院教牧博士）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文心基督教會）
San Gabriel , CA 91776
（位於 San Gabriel Bl.和 Chestnut Ave.，
可停車在「現代植牙中心」的停車場內。）
連絡人： 陳志平 (626)236-3451 , 曾慶華 (909)322-9563

《英雄帖》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歡迎大家成為「文心沙龍」的「主講人」
每周日下午 3 ： 00 — 4 ： 00 讓您發表您個人對基督教的研
究心得，隨後 1 小時，大家與您共同討論。
請盡早連絡，將您的簡歷，討論提綱，日期。
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或電 (909)322-9563 曾慶華
我們會安排時間及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