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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基督徒遇到法會 
◎蔡維民 / 真理大學宗教系副教授 

 

 

在漢民族的文化氛圍之中，「孝順」是極為重要的倫理要求，可以

說是最基本的倫理基礎。但是一般人如何表現他的「孝道」？我們承認，

台灣人基本上是很愛面子的——我的「孝道」是必須被眾人認同才行。

基本上，只好用某些可見的「形式」來表達自己的孝心，其中最被熟知

的便是對已過世祖先的祭拜、以及「神主牌」的供奉。 

對已過世祖先的祭拜主要就是喪葬法會。台灣是基督徒比例很少的

地方，所以相當有機會遇到喪葬法會。以往在「信與不信不能共負一軛」

的想法下，基督徒較少機會參加親屬的法會；但是今天講求宗教自由、

戀愛自由，基督徒參加親友告別式時，很有可能是非基督教儀式，甚至

參加至親的佛教或民間信仰法會。事實上，大部分親友都未必理解那些

喪葬禮儀所代表的意義，但在傳統上他們必須參與其中才算為盡孝。 

當基督徒參加親友的傳統喪葬法會時，常面對心靈的掙扎。因為未

信主的親友多會在靈堂上香叩拜，近親者更會披麻帶孝、行禮如儀。有

時候親族中只有自己是基督徒，或許親族們也都知道或諒解自己宗教信

仰的差別，但是我們一方面想表達對已逝親友的哀思，另一方面卻礙於

個人基督教信仰而感到為難。如何在當時展現最合宜的禮節與應對，應

是許多基督徒都相當重視的。 

我本身有一個實際經驗。今年四月，妻子的外公過世，她的家族全

非基督徒，所以確定是要舉行一般民間信仰的告別儀式。由於我在宗教

系任教，也曾開過相關各宗教生死觀與喪葬禮儀的課程，很自然外婆就

會徵詢我的意見，甚至要我與葬儀社溝通。對我而言這是最為難的：身

為基督徒，甚至具有傳道人身份，我該給予怎樣的意見？合乎「傳統信

仰」的祭儀還是以基督教思想加以「改良」的儀式？由於我不是最後決

定者，所以僅能提供意見，建議某些不必要的儀式能刪則刪；同時藉由

充分的溝通，讓我們在整個告別法會的參與上有相當大的彈性。而今藉

由不斷的關心，外婆有意接受基督信仰，這是最令人高興的事。所以分

享自己的作法與大家一起討論。 

一、事前的溝通協調 
做為基督徒的親屬是否要參加法會？怎麼

參加？什麼可以作什麼不能作？喪禮上該怎麼

穿孝服？可否穿麻衣？可否向死人鞠躬？可否

作忌？這些問題有些是與信仰傳統相牴觸的，

但是若要家人體諒，還是必須事前溝通。例如

我在堅持不做跪拜動作、不捻香、不穿戴麻孝之前，其實已經與家人有



了事前持續的溝通。之前從未溝通，突然就堅持不拜或不穿是很難被認同的，甚至連「鞠躬」都

應先溝通其意義。 

二、參加而不參與： 
在全程協助籌辦喪事時，我會提供「一般程序」，但是不

參與那些迷信的部分。而且從喪禮之前去看墳墓的進度，喪禮

前一天開始陪伴外婆，法會開始後全程肅立並參加可參加的部

份，一直到送葬完墳。該出現的時候絕不缺席，可以幫忙的部

分絕不推辭，這樣，家人知道我們並不是冷漠無情的人，便更

容易體諒我們因信仰不同而不便參與齋醮禮儀的苦衷。 

三、以適當的方法展現心意 
（一）在許可的情況下，同時採取基督教的儀式：例如

在外公彌留時，家裡有以「助唸機」來助唸，我在

徵得岳丈家人同意之後，與太太不斷唱聖詩並唸經

文直到外公斷氣，之後也帶領家人一起做安息禱

告；又，傳統宗教有「做七」的習俗，我們在「三

七」時便要求用我們的方式舉行「追思聚會」，教會

的人一起到家裡關心外婆與親人，並在聚會中回述

外公生前的美德善行，後來外婆相當高興，並說以

後還要請他們來家裡，這其實是相當好的見證。 

（二）在禮節方面：在允許的範圍內以替代的動作或儀式

來進行，例如： 

1、雖然我沒有到遺像前上香跪拜，但我也沒有坐在

一旁，在儀式進行過程中，我與太太全程肅立在

旁，微微曲身低頭默禱。 
2、溝通之後，太太沒披麻衣、我沒戴孝帽，但是我

們都穿黑色喪服並掛麻布帶在手臂表達哀悼，並

在齋儀中肅立默哀，避免「衝撞」儀式。 
3、當喪禮完結後，我們有參加「解穢宴」，但我們

只是視它為開解人和安慰人的「解慰宴」，而且

席間我們不斷跟進慰問外婆與長輩。 

（三）在喪葬費用方面：以我的例子，我們是在喪禮前先

說好總費用，而後也不再詢問哪些是用作齋醮禮

儀、哪些是棺木所用；也不須理會迷信者的單數問

題。之後直接把現金包好拿給負責金錢出入的親

人，表達對他們的一點心意支持。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平常生活中，有著良好見證以及和

家人有一個密切良好的關係，方能在這關鍵時刻產生潤滑劑作

用，以減低與家人之衝突矛盾，而達至最少的殺傷力及最大的

見證性。 



大安教會羅聯昇牧師是一位精力

充沛、有異象、善長教會事工規劃執行

的優秀牧者，也是在基督教平安園設立

時，第一屆委員會中七星中會的代表，

設立階段曾遭遇何種困難?基督教平安

園開始預售時，當時旁觀氣氛濃厚，大

安教會為何勇於投資?現階段基督教平

安園的投資價值在那裏?我們特別請他

分享看法。 

 

最早大安教會就覺得需要自己的

基督教墓園。那時候如果有會友過世，

我們在接洽墓園的過程，發現台北市附

近的都非常貴，環境對基督徒也不適合

，我們已回天家的黃金盛長老很熱心這

件事，極力主張尋找合適的墓園，但是

沒有成功，因為大安教會自己的能力不

夠。後來我擔任七星中會財團法人的董

事長，就想結合中會的力量來做。但是

在尋找墓園的過程，洽談金額數目之龐

大發現一個中會的力量還不夠，就再邀

請北中、北大來加入，成立第一屆的委

員，我就是當時星中的代表，那時經過

一番尋地的波折，找到現址，覺得很適

合，景觀很好，很特別，也不太遠，但

是地主開價一億讓我們嚇了一跳，三個

單位只能拿出二千萬的資金，價差太大

，不是我們能負荷，大家就想放棄了。 
這件事就消聲了一陣子，但是我的

心裏並不想放棄，一直在思索解套的方

法。後來當時的委員之一，李仙洲長老

說，他覺得放棄太可惜，他願意以個人

資金二千萬元參與投資，這樣重新點燃

了大家的希望，委員會再邀請總會傳福

會評估，結果願意以傳福會資金六千萬

投資，加起來一億，基督教平安園才能

順利成立。 
當然後來預售還陸續有數倍的資金

投入，但是公道的說，當時如果沒有李

仙洲長老投入資金，臨門一腳，促成此

事，基督教平安園極可能胎死腹中，我

認為他有關鍵性的貢獻。 

 

人沒有完美的，每個人的一生都是

有功有過。李長老是委員，也是執行者

，他擔任平安園總經理相當長的時間。

我認為他的弱點就是太講人情，有時沒

有按照規章來。比如剛開始預售墓位，

只能有權利，不能先選位，必須在同一

個時間大家抽籤，才確定位置，這很公

平，但是剛開始為了衝業績，所以李長

老承諾了一些棺木區的位置給購買者，

造成委員會的困擾。 
但是他在總經理期間，平安園的基

礎施工都做得非常穩固，工程做得很踏

實，基本上是功大於過的。 

 

我們教會的想法是： 
1.教會自己的牧師參與其中，清楚墓園

設立的情況，一切公正公開，我們教

會也曾經為尋找基督教專屬墓園努力

過，知道信徒對教會墓園的需要是高

的，我們不擔心會滯銷。 
2.教會對於基督教平安園屬於長老教會

總會、中會的公信力非常有信心，以

教會團體來說，向私人墓園購買和向

長老會總會購買的意義大不相同，在

教會內部也容易有一致的看法，也避

免圖利他人的疑慮。 
3.經過多方比較，基督教平安園地點好

，離台北市不算太遠，景觀特別遼闊

宜人，規劃也超越一般水準。最重要

的，價錢實在便宜，我們是貨真價實

的比較過。所以一開始，我們教會（

含會友認購）就買了骨灰區 210 位，

棺木區 25 座，這些錢還不是自有資金

，是向會友借的，以當時銀行利息加 4
碼付息。結果經過這些年來(約九年)
，我們服務會友，以時價九折賣給會

友，到今年六月售清，扣掉借款本金

、利息支出，教會獲利 300 多萬元。

如果以投資的眼光來說，是成功的投

資。六月底我們將獲利所得再向平安

園購買骨灰區 120 位，我們仍然會以

時價九折賣給需要的會友。 

 

基督教平安園已經歷經數次的調漲

，現在我早已不是委員，如果以地方教

會牧師角度來看，獲利空間不像起初那

麼大。但是台灣合法的墓園有限、好的

產品也有限，所以我們教會仍然決定再

度投入資金購買。而且教會對信徒的服

務並不能以金錢的收益來衡量，因為教

會團體的購買會有特別優待，如果教會

先行買下，再依時價九折賣給會友，就

是很好的服務。教會也不用擔心賣不出

去，因為基督教專屬墓園的特色是很鮮

明的，當會友家人過世正慌亂時，教會

的準備可以使他們放心。 

 

我希望平安園 1.堅持平價的原則，

不要太增加信徒的負擔。雖然將來獲利

屬於教會全體，但仍以注重聖徒服務為

主。不要限制骨灰墓位的埋葬人數 (因
為這是一開始出售就沒有的限制) 。2.
一切設施堅持最好，維護長老教會信譽

招牌。3.盡快建築墓園小禮拜堂，方便

告別式追思禮拜，家屬省墓若遇風雨烈

陽也可休息。也可宣揚墓園公園化的景

緻，教會可來此參觀聚會、野外禮拜、

追懷故人。 

 

我們每年最近清明節的主日禮拜會

做追思會，在主日禮拜中舉行，將過世

會友的照片做成專輯印刷，並且在主日

學教室佈置追思場地，一年內過世的用

A3 的照片，其他用 A4 照片，照片前有

簡歷、鮮花，六年內都會追思，如果家

屬還在本會聚會，會永遠辦追思不會除

名。我們有許多事工經過幾年後會停止

，這個事工卻已經持續多年，表示它受

到重視，會友的認同性很高。 

貴教會會為未信者、完全沒有來
過教會的逝者舉辦告別式嗎？ 

會，我們把它當成一個傳福音的機

會，我們覺得告別式是為活人舉行的，

當然也是為紀念逝者。我們藉著上帝的

話來安慰生者，也希望藉著教會無私的

關懷來引導他進入教會。我們不要去研

究逝者這樣就會進天堂嗎？這樣就會得

救嗎？而只是單純的紀念與告別，尊重

親人的感受，用上帝的愛去幫助他。當

然，我們也堅持既然決定採用基督教儀

式，就要至始至終都是，不能滲雜別的

宗教儀式。 

我們教會年齡老化的程度不算嚴重，最

近統計：65 歲以上 120 人 
45-64 歲  150 人 
30-44 歲  100 人 
15-29 歲   60 人 
1-15 歲   150 人 

我認為還很平均，但是我們松年大

學有 500 人長年在教會活動，所以感覺

教會的老人很多，我們教會特別和政府

合作，成立「敬老守護小組」，由教會

20 位有志組成，定期打電話、探訪獨居

老人，帶他們去玩，請他們吃飯，我們

固定關懷的對象有 50 位左右，名單是政

府提供給我們的。 
這是社會的趨勢，人的老化與死亡

是人生最軟弱的一個部份，教會的老年

會友從生病到安息都要細心關心，我們

期待提供更多的關懷和協助，墓園的提

供和折扣也是其中一環。 

 

在總會平安園的設立過程中 
，您曾是大力推手之一，請 
談談當時的動機及過程？ 
 

以您的看法，李仙洲長老是有 
貢獻的，但聽說也有其他人有 
不同的看法？ 
 

基督教平安園剛開始預售時， 
很多教會抱著觀望的態度，大 
安教會卻勇於購買，貴教會是 
以什麼態度來參與此事？ 

您的投資眼光十分精準讓人
佩服，您認為現階段的基督 
教平安園仍有投資價值嗎？ 

您對基督教平安園有什麼期待 
嗎？ 

貴教會對追思禮拜重視嗎？如 
何表達對故人的追思？ 

貴教會人口結構如何？有什麼
社區老人服務事工嗎？ 

賴德卿 採訪 

我為什麼 
選擇基督教平安園？ 
- 訪問羅聯昇牧師 



 

人，上帝的寶貝         
◎羅聯昇 

 
我們聰慧、活潑，個性開朗的陳姊妹過世了，她是個友愛姊妹、事親至孝的人，也是個對人

親切、善解人意、好於助人的人，她的離去，使我們感到悲傷、不捨，但是在某個層面也感到安

慰。 
在她生命的最後階段，有機會聽到基督教會道理，願意接受耶穌做主，因為信仰的力量，幫

助她面對病情更加堅強，在身體不適的時候，善於忍耐，體貼家人，相信此時上帝已經接她到天

國，在主耶穌身邊享受天上的福氣。 
此刻，我們一同來思考上帝的話，讓我們更明白基督徒對死亡的態度。 

我要說的題目是：「人，上帝的寶貝」 

一、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人，並交代他管理上帝所造的萬物。 
創世紀第一章述說，上帝創造萬物，有天、地、日月星辰、海、

動物、植物，最後創造人，照祂的形象，吹活氣於人的鼻內，並

交代他管理上帝所創造的萬物。 
詩篇 8 章裏，詩人與上帝對話： 
世間人是什麼？你思念他。人的子是什麼？你眷顧他。… 

你用光榮、尊貴作他的華冠，你讓他管理所有的被造物，把一切

都放在他的腳下。 

從詩人所言，我們知道上帝多麼寶貝人，疼愛人。在所有的受造物中，只有人有神的形象，又受

神的揀選，作萬物的管家，享受特別的權利和義務。 

二、人因為犯罪要受罰而滅亡時，竟然差遺祂的獨生愛子來到世上受死救贖世人 
約翰 3:16 上帝那麼愛世人，甚至賜下他的獨子， 

要使所有信他的人不至於滅亡，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 

羅馬書五：6 當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照上帝特定的日子

為罪人死。 
各位先生、女士：我們很愛一個朋友或親人時，我們會關心他、

鼓勵他、勸告他，生活困難時借錢給他，事業有瓶頸時給他建議，

盡力幫助他，但是我們不會為他犧牲生命；很少人會這麼做，這

也不值得鼓勵的，因為生命很寶貴，我們也不會為了別人犧牲自己兒女的生命，但是在上帝的旨

意下，祂不願人為了罪靈魂永遠滅亡，讓愛子主耶穌為了世人的罪犧牲了生命，難道人，不是上

帝的寶貝嗎？ 

三、上帝看祂聖的百姓的死，做真寶貝。 
詩篇 116:15 耶和華看祂聖的百姓的死，做真寶貝。 

上帝是我們的天父，雖然眼睛看不見，但是一直在我們身邊，我

們的悲傷、歡笑、痛苦祂都知道。祂了解我們的心情，明白我們

內心的創傷。在上帝的眼中，雖然祂攝理萬項事，萬事都有神的

美意，要叫萬事互相效力，叫愛神的人得著益處；但是祂看所愛



的百姓的死，仍然是一個非常要緊的，慎重的，不是輕易的決定。上帝接他回天家，並非不顧惜

我們的傷心，而是一個慎重的決定。 
上帝的思慮超過人的思慮，上帝的思想超過人的思想，有時是人當下不能明白，也不容易接

受的事實，但是我們要憑信心相信，這個決定，對他本人、他的親族、他周圍的人，都是最好的

安排。 

四、主耶穌為離世的人預備天上的房間 
約翰 14:1-3 是主耶穌在即將被釘十字架前夕，向門徒所說的話： 

「你們心裏不要愁煩，你們要信上帝，也要信我， 

在我父親家裏有許多房間，我去是為你們預備地方。」 

基督徒在面對死亡時，或是至親遭遇死亡時，我們不必過於悲傷

痛苦到絕望，因為我們知道，肉體的死亡，只不過讓我們靈魂回

到創造主，我們的上帝那裏去，去到耶穌為我們準備的房間，那

個房間和世上的榮華富貴都沒有關係，再多的錢也買不到，只有

憑信心的鑰匙才能進入。 
各位先生、女士：世人，是上帝的寶貝，可惜許多人不認識自己是誰，也不認識創造萬物的

主宰，不知道自己尊貴的身份，也不知道把握神賜永生的應許，一輩子尋尋覓覓，終究是落空。 
在這思念故人的時刻，讓我們思考人生嚴肅的問題，從人生的結局來思考人的一生要怎麼

過？當我們更追求認識這位大能的創造主時，我們就更體會神對人的心意，上帝的愛何等長闊高

深，您，我都是神的寶貝，祂呼喚我們親近他，只有認識祂、愛祂，我們的一生無論生前或安息，

都將滿足沒有遺憾。 

 
 

  消息與報告 
 一、優惠專案: 

1.凡是傳道人一律特別優惠預購骨灰區墓穴，請來電洽詢。 
2.凡是身心障礙持有政府核發之手冊證者特別優惠。 
3.凡是低收入戶持有政府或教會牧師證明者，特別優惠。 
4.凡是教會團購或個人預購在年底前仍享有優惠價格，明年 1 月 1 日起一律按調整價

格，詳細請看本通訊背面。 
5.凡是於創園時預購之教會及個人尚未繳交工程費及管理費，請把握機會，於年底前

來結清可享有管理費減半之優惠。明年起一律按調整價繳交。 
二、2006 年 5 月 10 日是本園創立十週年紀念，為保存值得紀念之相片、文章及沿革歷史，

或值得回憶的點點滴滴，敬請各位牧長及兄姐一起來參與，凡投稿經採用之文章或
相片，本園依貫例將致贈一小禮物及稿費。歡迎大家共同來參與紀念特刊，若蒙支
持，請於 2006 年 1 月 31 日前寄至本園辦公室。 

三、本園管理委員會已同意將棺木區的大墓穴開放供家族遷葬，最高可以放置 16 個單位
之骨灰罐，請大家善用，把所有的祖先遺骸遷至本園，方便掃墓、追思、不必東跑
西跑，造成困擾。 

四、有關申請建造禮拜堂及服務中心，已有進展，本園已繳交新台幣 261 多萬元為回饋
開發山坡地之費用給林務局。其次，近日中也接到台北縣環保局公文通過環評階段，
我們將持續推動，直到完成目標，也請大家代禱。 



時間：2006年 4月 1日(六)  地點：基督教金山平安園

  
基督教平安園  現行   各項收費標準 

區 別 
墓地使用權 

(每單位) 

工程費 

(每單位) 

永久 

管理費

重開墓穴工 

程費(每次) 

證件補發或
過戶手續費

墓碑 

相片費 
墓碑刻字費 

新墓碑

費用 

100,000 25,000 25,000 0 0 骨灰區(放第 1個人) 

骨灰區(放第 2個人) 

內徑： 
長 92×寬 53×高 72（公分） 
. 

0 0 5,000 10,000 以實際字數計算

5,000 

560,000 

680,000 
120,000 50,000 0 0 

棺木區 (雙號 - 放第1個人) 

         (單號 - 放第1個人) 

棺木區 (家族墓放第2-12人 ) 

內徑： 
長240×寬100×高95(公分) 
. 

0 0 10,000 25,000 

 

 

500 

(每件) 

 

黑白 

1,000 

 

彩色 

5,000 
以實際字數計算 

 

10,000 

 
 

 

 

 
◆台北地區搭車時間：第一場於 08:00 搭車，10:00 舉行聯合追思禮拜。 

第二場於 12:30 搭車，14:30 舉行聯合追思禮拜。 
搭車地點：古亭國小側門，辛亥路上，請準時上車(逾時不候)。 

◆基隆地區搭車時間：上午 08:00 搭車(逾時不候) 
搭車地點：基隆市仁一路 263 號(基隆市選舉委員會前面) 

※基隆地區之親屬敬請集中於第一場舉行聯合追思禮拜。 
若欲參加第二場聯合追思禮拜者請自行前往，不便之處敬請見諒。 

◆搭乘交通車者，每一墓穴以二位家屬為限，超過者每位酌收新台幣 200 元，  
報名表公函將於 2006 年 1 月 20 日寄出，報名截止日 2月 28 日。 

◆1.若有異動，煩請於 3月 7日前來電告知，以避免資源之浪費。 
  2.參加者若需繳費，請自備零錢於當日交予車長。 

 

2006 
 

 

 

 

 

 

 

 

 

 

 

 

 

日    期：每雙月第二個禮拜二：2/14、4/11、6/13、8/8、10/10、12/12 
集合時間：當日 8:30 ~ 8:50      集合地點：古亭國小側門 (辛亥路上) 
搭乘公車：古亭國小站下車      搭乘捷運：新店線至台電大樓站 2 號出口 
費    用：每個已使用墓穴 2 位家屬免費，超過者每位酌收新台幣 200 元，

請自備零錢於當日繳交。感謝！ 
報名方式：郵電或傳真  FAX：2369-5442 郵寄或傳真後，請來電確認。

報名截止日：每單月的最後一日 

專車報名表：( 請影印重複使用 ) 

過往親人姓名  位 置         區       排       號

家 屬 姓 名  搭車人數  

追 思 日 期  連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