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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主恩 牧師

生命即是禮物，我們的角色是接

受這個禮物、慶祝這個禮物及活出這個

禮物。吾人端視在伊甸園內的亞當和夏

娃，不用生產也沒有繁雜工作可做；他

們彼此相屬、彼此分享，就是赤身露體

亦不覺得羞恥。他們生活在上帝恩典

中，且彼此相愛。他們甚至接受上帝話

語的指引，上帝說：園中的果樹均可食

用，獨獨這一棵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實不

可食用。可惜，始祖不聽上帝的忠告，

且受撒旦引誘，終至掉入試探深淵中，

就人類軟弱肉體的好奇心驅使，選擇違

背上帝的命令，抓住作主的機會。

掌管你的一生？
經文：創二：15~17, 三:1-7

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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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對試探時，主耶穌如何扮演其稱職

的角色呢？當亞當和夏娃遇到試探

時，他們發覺果實「悅人的眼目」好

作食物，焉知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

較狡猾，「蛇對女人說，上帝豈是

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

果子麼？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

果子我們可以吃，惟有園當中那棵樹

上的果子，上帝曾說，你們不可吃，

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蛇對女人

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上帝知道，

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

如上帝能知道善惡。」（創3:1b-5）

文中蛇（撒旦的化身）以「上帝豈是

真說」、「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

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等話語來試探夏娃，引誘她違背上帝

的命令。直到今日,世人常受類似的

言語試探，偏行己路，離神日遠。當

耶穌在約旦河接受施洗約翰的水洗，

「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上帝的

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

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

悅的。」（太16b-17）接續耶穌在曠

野接受魔鬼的試探：「你若是上帝

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

物。」、「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以

從殿頂跳下去」、「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這一切（萬國及其榮華）都賜

給你。」主耶穌回答：「人活著，不

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

一切話。」、「不可試探主你的上

帝」、「撒旦退去吧！當拜主你的上

帝，單要事奉祂。」其結果是：魔鬼

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太

4:11）上帝的獨生愛子面對各種試

探，均能得勝有餘。

2. 我們不可進入試探中。據悉蛇、亞當

及夏娃三者均犯錯。生命不可超越上

帝的要求範圍，因為受上帝的限制。

須知，在上帝的計劃中，分別善惡的

樹與蛇同時被安排在伊甸樂園中。再

者，耶穌係由「聖靈」引導至曠野接

受魔鬼的試探。雖然，耶穌的祈禱文

中言：「不要叫我們遇見試探。」其

實，我們不可能全然地不受到試探，

除非我們全然行在上帝安排仰望祂的

道路上。在我們今日所處的真正教會

中，所見事務或景觀經常是錯的一塌

糊塗。教會常有許多潛在的危機，似

乎與先祖亞當及夏娃選擇吃「分別善

惡果子」一樣，遠離上帝的規範，罪

惡、羞恥、貪婪生焉，這絕非上帝的

美意，因祂要我們活得更豐盛，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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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活在祂的話語下，而不是靠我們

的聰明才智來生活。

3.	真正的生命不建立在恐怖、罪惡及焦

慮不安的根基上，那些會步上死亡之

路。真正的生命建立於我們在上帝恩

典中的安息，因為我們都是上帝所疼

愛的小孩。真正的生命不是建基在養

小鬼上，導致遠離上帝。真正的生命

係建基在上帝話語裡的安息，因祂一

直在引導我們走上義路。基此，如何

來掌管你的生命呢？是罪惡、羞恥和

死亡？或是恩典、聖愛和生命呢？

4. 如主耶穌訓示門徒的禱告：「不叫我

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

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

永遠，阿們。」（太6:13）歷代信徒

在禮拜中，常以「主禱文」作為信仰

告白在使用，主耶穌要我們「不叫我

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是

要求信徒在其一生中能交託天父上帝

來掌管，畢竟「憂悶世間是迷路，佳

哉咱有主耶穌」，靠主贏過試探；何

況人生若何？「因為凡有血氣的，盡

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主的道是

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

道。」（彼前1:24-25）這花花草草

的人生，都會過去，因草必枯乾，花

必凋謝；可見「功名富貴無憑據，費

盡心情總把流光誤。」以基督徒的信

仰認知來說，人人均有一死，死後有

審判，或上天堂得永生，或下地獄得

永刑。須知，基督教是生命的宗教，

不是善惡的宗教。信主耶穌得永生，

因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見約

14:6），信的人要將一交託在祂的引

導，方能消弭罪惡，方可使試探遠

離，則人生充滿意義與價值，願以馬

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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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養老院

真希奇啊！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

真是個奇蹟的事實，也是個故事。

有一位猶太人名叫大衛‧伯迪，他不

僅是一位生意人也是一位牧師。他常常從

蒙特利開車到紐約作生意。大約要七個小

時的時間，他喜歡在夜間開車，因為夜間

的高速公路車少。十年來他大約每一個月

都會有一次如此的行程。

大衛說：在1996年5月的某一個夜

晚，他吃了晚飯就上路，一樣要去紐約，

大約開了一個小時他就想睡，他就飲了一

瓶咖啡，但還是不行，一直想睡，他只好

下交流道，靠在一個加油站。加油的員工

以為他是要來加油，大衛很客氣的問說;

這裡有沒有汽車旅館或飯店之類，他想先

睡一覺再說。服務員電話一直打，附近的

所有旅館或飯店全部都找不到，或是已經

客滿。他再找看看有沒有學校或可供休息

的地方，結果都沒有。很奇怪又不是旅遊

旺季，怎樣找都行不通，最後加油站的員

工想到附近有一所養老院，打了電話詢問

院長，幸好有一個空房間，他就到那家養

老院過夜。

第二天早晨大衛起床後就付了租金，

準備要上路，但是大衛是一個牧師很想

為養老院做一點什麼服事，就主動問院

長說;我是一位猶太人牧師也是一位生意

人，你這兒有什麼需要服務的嗎?院長就

說;昨天正好有一個老猶太人快一百歲

了，上帝已經把他接去了，現在他都沒有

親人，不知如何來為他安葬是好?他不但

沒有留下任何金錢，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協

助，附近又沒有猶太人的墓園，不過在

一百多里外有一個基督徒墓園，經過電話

聯絡才知道要向慈善機構申請，如有符合

條件才能辦理安葬，時間不知要拖多久？

大衛想了一下說：他是一位猶太人，

必定想要安葬在猶太人的墓園才對，我想

這樣好了，我這次正好開一部大型的旅行

車，又要去紐約，我知道紐約是有猶太人

的專用墓園，你可以把他的所有資料及

棺木遺體都交給我來處理好了。院長將安

息者的一切資料及遺體就交給大衛，他就

一路開車到達紐約，大衛隨即和當地的猶

太人專用墓園聯絡，果然得到協助，在曼

哈頓的高地，那裡有一個專為無依無靠的

人申請免費的慈善墓園，他就將安息者送

到墓園。簡單的手續及填寫資料後，檢查

一下遺體，再找出是否有空的墓穴可供安

葬。大約在五十年前有一個善心人士捐了

一筆基金，專為無依無靠的人作為買墓地

安葬的費用。管理員看了所有的資料後，

突然發現，怎麼是當時捐獻的人，和現在

要申請安葬的人是同一個人?資料中的身

份完全一樣。他的名就叫西蒙‧溫斯敦。

管理員感動的說：西蒙·溫斯敦老先生，

我們以你為榮，我們不但要提供一個墓地

給你，也要好好的為你安葬，願你永遠在

此安息。

上帝的奇妙安排真是何等的偉大，大

衛你從老遠帶回來的大善人正是西蒙‧溫

斯敦。而他竟然在五十年前就為別人預備

可安息的地方，而在五十年後也為自己準

備了一個安息的地方。大衛‧伯迪說：這

正是他自己所最喜歡，也是自己所選擇的

安息地。管理員說：是的，也感謝上帝安

排大衛，伯迪先生老遠從蒙特利把他帶過

來，這墓園將是他最希望安息的地方。

主後2011年2月17日由陳玉妹姊妹提供，廖正行牧

師整理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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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萬發父親

     的

     思念
怡朱區林惠玲

時間過的很快，萬發父親已離開我們家人有三年多的時間；每次騎車經過

辛亥隧道都會不由自主回想起當時的追思場景，每次從木柵萬芳路口要騎車右

轉萬芳社區時，有好幾次都忘了打右轉燈直接騎往萬芳醫院的方向，好像是父

親還正在住院中莫名的慣性讓自己思緒一時無法改過來。

「一粒麥子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玉梅母親她不因丈夫的離開而

失去盼望，而是勇敢的在父親墓園上大聲的宣告-我和我一家必定事奉耶和

華!!麥子真的開始結出許多子粒，家人一個個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母親靠著神

加給她的力量與活力努力帶人信主，和長青的姐妹一對一陪讀，成為家中敬虔

的好榜樣。

父親的離開讓我從心學習到愛真的要即時，珍惜和玉梅母親並家人間的相

處，在物質上較缺乏或軟弱的家人，以禱告鼓勵與支持取代從前家人間的批

評、責駡、比較及苦毒，我想這是已經在天上的父親及在他身旁的天父和主耶

穌所期盼求神賜福我們的這一家人，是蒙神揀選的，求神使用我們這一家人無

論從年老到年幼都能成為世上的光和鹽，為主做見證，也經歷「那尋求耶和華

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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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如何過清明節
編輯室

基督徒如何過清明節？

又快到清明節了，基督徒應該怎樣

面對清明節？換個角度來問，基督徒應

當怎樣化解因著清明節而帶來的衝突？

一、拿不拿香？

拿香與獻花其實並沒有甚麼差別，

不同的是心態。早期先人認為在世子孫

的心願，可以隨著香的煙飛升到天上，

獲得祖先的垂允。因此在祭拜的時候相

當看重獻香。而西方人則多以獻花在亡

者墓前表示哀悼，但並不認為亡者可以

聞到花香。

東西方對亡者追思的表達方式不

同，華人認為獻香帶有一種實質庇佑的

意義，但是西方則則把獻花（花語）當

做一種象徵性的表達。所以拿香就有祈

求祖先保佑的意涵。

拿香問題也可以衍生出獻果或祭牲

的問題。但是獻果與擺祭牲（牲禮），

它的意思已經非常自明了，就是認為亡

靈可以享受這些祭物。這是與基督信仰

有違背的。

然而我們同意基於對亡者的情感因

素，把他生前最喜愛的東西，置放在墓地

前，以表達一種追思或回憶，這是可以採

行的。這一點的出發點是為生者的情感滿

足，而非為死者。譬如故人生前喜愛玫瑰

花，你可以用玫瑰花來點綴墓地，用以做

自我情感的安慰或心理補償。

二、能不能跪叩？

1. 跪叩在起初原只是一種日常生活的

禮節與習慣──在最早的中國社會

中，跪、坐、拜是日常生活最經常

使用的動作。中國在五胡亂華之前

是沒有發明『坐椅子』的，坐椅子

的習慣是在染上胡風之後才開始。

宋朝朱熹還曾在所著的朱熹全集

中，對跪、坐、拜的動作進行探

討，可見到宋代時，跪、坐、拜的

動作仍只是一種日常生活禮節的表

達方式。

中國人在尚未發明坐椅子的習慣之

前，是坐在像是木板床或是塌塌米

之類的上面。當一個人採坐姿時

（臀部坐在後腳跟上），此時若有

長輩或是朋友前來，起立鞠躬反而

麻煩，最直接而方便表達禮節的方

式便是『叩』（兩膝著地，頭往前

點，兩掌趴地）。

此外，華人在一些場合中，也使用跪

叩的禮節，例如結婚時夫妻要交拜，

新年時兒孫要向長輩叩頭拜年、長輩

生日時，晚輩要叩頭拜壽。換句話

說，跪叩在華人社會中是一種人際關

係表達的方式。

2. 跪叩的概念受到西方宣教士的影響

而被扭曲：滿清時代，中國自與西

方各國開始外交貿易往來，西風東

漸，英國公使阿美士德與馬嘎爾尼

曾因拒絕以向中國皇帝行雙腳下跪

之禮，以致不歡而散。原因在於西

方因常騎馬著長靴，因此很難發展

出一種雙膝下跪之禮，只能採高跪

姿。只有在臨睡前寬鬆衣服之後，

向上帝晚禱時才雙腿下跪。因此，

在西方人的概念中，雙腿下跪是只

有對上帝敬拜時，才採取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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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種概念上的不同，當英國大使要求以覲見

英王之禮來覲見中國皇帝（高跪姿、吻皇帝之

手）時，滿清大臣、皇帝均認為乃觸犯龍體而不

能接受。而西方人認為若對中國皇帝下跪，就是

對上帝的不忠，因此拒絕以中國的跪叩禮來覲見

中國皇帝。

東西方對跪叩禮的衝突，完全在於所賦予的定義

不同所致。

3. 跪叩這個符號就被賦予某種特定的意義：中國民

間宗教儀式中的跪叩禮，多與牲禮、祭品或冥

紙、香燭等一併獻上，就予人分不清是單純的禮節，或是參雜偶像崇拜。

我們也許可以以中式的禮節，來表達對先人的尊敬，但是心理必須清楚，並不是

相信祖先亡靈可以庇佑子孫，而是表達一種感恩。心裡要分別為聖。若是你獻花

的時候，是帶著祈求亡靈庇佑的心態，那就是拜偶像。跪叩也是一樣，是單純的

倫理感恩，或是當神明崇拜呢？

三、溝通

有多少基督徒曾經就祭祖或跪叩的問題，與家人或家族親戚溝通過？我相信基督

徒這方面的壓力，有些是因為不去主動溝通。我認為最好的溝通，是平常就以行

動來表明立場。以下的溝通方式可以參考：

1. 平常就表現出對父母的孝敬：基督徒平常對父母若是極為孝順，比較不會因為不

配合某種祭拜儀式而被認為不孝。

2. 對先人的安息日期要記得：這一天可以邀集家人一起做追思禮拜，或是上山掃

墓。也可以立家譜，正如耶穌也有家譜一般。

3. 對先人的墓地要好好維護：墓地若是雜草叢生，容易給別人一種對亡者漠不關心

的印象。

4. 解釋基督信仰對祭祖與敬祖的看法：讓家人瞭解你的立場和對亡者表達追思的方

式，提早為可能面對的問題，尋找合適的解決之道。

在這裏我們可以引用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六章及第十章的四段經文來做為處理的

原則。

一．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能造就人：按保羅的行事原則可以如此說『對過往者可

以中國人的跪叩禮，來表達孝敬追思之意，但基督徒如此行的時候，必須考

慮到是否會讓看到的人誤會你是在拜偶像，若是，你就沒有使人得造就。

二．凡事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總不受他的轄制：意思是說『行不行跪叩禮是基

督徒的自由，絕不是任何人能夠強迫的。為了以中國人的禮表達對先人的尊

敬，我可以採取跪叩的方式，當然，若是別人對基督徒行跪叩禮的方式有所

誤會（認為這是與偶像崇拜認同），我就有權使用其他不使人誤會的方式表

達』。

三．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意即『若是可以避免使用已經被民間宗教信仰

定義的符號，作為對先人的禮節表達，那麼就應當盡量避免（例如拿香），

除非眾人都能夠理解你跪叩的純正動機，否則應當避免』。

四．凡事都可行，但要為榮耀神而行：按保羅的行事原則，認為基督徒的行為具

有見證基督的效果，所以是否採行跪叩禮，應當考慮基督是否能夠在你的行

為上得榮耀。換句話說，就是『若我採取跪叩禮，能夠叫親友知道這並非拜

偶像，也能夠對我所信仰的上帝更加敬畏，對基督的信仰更加佩服，讚美我

們的上帝，那麼中國基督徒為何不以跪叩禮來做為對先人盡孝道的表達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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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

區別
安放
人數

價格
(含使用權、工

程費及第一人

永久管理費)

永久管理費
(第二人起)

重開墓穴
工程費
(每穴)

墓碑
刻字費

墓碑
相片費

骨灰區 2人 $ 160,000

$5,000 $10,000
●姓名+生息年月日：
  $2,000/組
●經文
(以實際字數計費)：
  $150/字

●黑白：
  $1,000起
●彩色：
  $4,000起

骨灰區
(依排號順序購買)

8人 $ 500,000

花台區 8人 $ 700,000

棺木區(單號) 16人 $ 850,000
$10,000 $25,000

棺木區(雙號) 16人 $ 730,000

墓穴內部裝潢 白色大理石
南非黑
花崗岩

玫瑰紅
花崗岩

註：
●證件補發或過戶手續費：$500/每件
●更換新墓碑費用：
骨灰區： $5,000/每塊
棺木區：$10,000/每塊

骨灰區 $15,000 $17,500 $17,500

棺木區 $37,000 $50,000 $50,000

一、台灣北部自去年入冬來，又冷又濕，特別在園區雨是下不停。造成花草受到傷害，今年

的花會開得少，草又不茂盛，許多工作都無法進行。希望天氣早日轉好，使園區的工程

能順利進行，在清明節能看到美麗的花草與環境。

二、今年的聯合追思禮拜訂於 3月31日舉行，分別在上午10:00及下午2: 30兩塲，請有報名

參加的弟兄姊妹，要確認搭車的時間及第幾號車，若有臨時變動請於前兩天電話告知，

並請準時上車，(上午7:50上車，8:00出發)。下午12:50上車，13:00出發)以免耽誤行

程。

三、請家屬要去追思親人除了鮮花外，請不要帶其他的小東西，類似玩偶之類的。鮮花也請

提前預備，要獻花之前請把包裝紙拿掉，若發現花瓶有破損，請到停車塲旁的涼亭登記，以

便更新。

四、最近園區盛行家族墓，將所有祖先的遺骸遷來家族墓，一來方便追思掃墓，二來再度團

圓家族親情關係。本園已有三種不同家族墓可供選擇，(1)以棺木區的大型墓穴裝璜後，

可安放16個骨灰罐。(2)花台墓穴可安放8個骨灰罐。(3)位於第九區有家族墓穴，可安放8

個骨灰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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