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悲傷沒有一定的規範與標準。每個

人的悲傷方式都不同。悲傷無法用強迫

或命令的方式產生。有些人在父親過世

時，幾乎不會悲傷，其他人不可以批評

他們，因為，這可能不是他們面對悲傷

的時刻。有時候，會等到另一個重要的

人過世時，他們在父親過世時所忽略的

悲傷才會一併爆發出來。然後他們才會

察覺到，當初自己排除了父親過世的悲

傷。然而，也有些人會一直沈浸在悲傷

探討各種不同的
悲傷階段

吳信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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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他們無法放下過世的人。他們

甚至不願清理過世者的房間，而一直

停留在過去。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悲

傷階段，來徹底面對、處理我們的悲

傷，並且找到自己往前邁進的道路。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照順序經過

這些階段，可能這些不同的階段會在

我們生命歷程中一再重現，這些都是

正常的，我們依然要認真面對，因為

在不同生命經歷中出現的同樣悲傷情

況，卻會透過不同的對話內容，幫助

我們克服不同的困境。

第一個階段就是：不想認清事實

一開始，我們想要排除悲傷。

我們不想承認這個摯愛的親友過世

了。我們認為，這不可能。這只是一

場夢。或者我們透過組織喪禮相關

事宜來排除悲傷。我們與內心真正的

感受切割，因為我們害怕悲傷會擊潰

我們。但是，情感是無法被切割的。

哪一天，它又會不知不覺地浮現。有

些人會服用精神藥物來壓抑悲傷，不

過，如果我們刻意壓制悲傷，它就會

轉變成憂鬱症。 憂鬱通常就是被拒絕

的悲傷。唯有我們允許悲傷，才能醫

治憂鬱。

逃避悲傷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中

一種就是透過外在的儀式。就如同前

面所提到的電影「父後七日」中的女

主角，她藉由遵守各種外在的儀式與

祭禮，來表達對於父親過世的反應，

卻沒有真正面對內心的悲傷，而是藉

由儀式來逃避與父親的永別。在基督

宗教的範圍裡，我們也常藉由一種誇

張的復活神學來排擠悲傷：最近有個

新教自由教會的牧師在輔導中提到，

他一個要好的朋友過世了。他覺得非

常傷心。但是在告別式的時候，他教

會的弟兄卻告訴他，基督徒不可以悲

傷，而是要頌讚上帝，因為這個過世

的弟兄已經跟基督一起復活了。因此

在告別式中，他們大聲吟唱讚美詩

歌。但是這位牧師根本沒辦法唱，他

只能一直哭。他深深地覺得，其他人

只是跳過悲傷。同時他也意識到，基

督徒常藉著復活的呼召來保護自己，

不要面對道別的傷痛。他發現：這根

本不符合耶穌的精神，這也不符合基

督宗教的信仰，耶穌也為他的朋友拉

撒路的死而哭泣。對於旁觀的猶太人

來說，這是他深愛朋友的表現。這些

人說：「你看，他多麼愛這個人！」

（約翰福音十一章36節）

第二個階段就是爆發的情緒

我們落入情緒的三溫暖中。有

時候是一種幾乎無法承受的痛，之後

可能會對過世的親友充滿感謝。我們

很喜歡談到與他共同生活的記憶。在

這種感恩的心情中，就比較容易克服

悲傷。但是，日後可能又會陷入悲傷

中，傷痛無以復加。我們覺得被孤單

地拋棄，我們害怕無法一個人生活。

這種孤單的感受，會讓我們覺得生命

毫無意義。道別的傷痛剝奪了我們所

有的生活樂趣，我們覺得雙腳懸空，

不得安寧。我們找不到任何心靈的安

居之所，而這種不得安寧的感覺通常

也伴隨著恐懼。我們害怕獨自一人。

在悲傷中經常也會出現其他感

受。有時候我們會感到憤怒，因為這

個親友就這樣離我們而去。我們會責

備他，因為不好好照顧自己的健康而

生病過世，或者因為不夠小心，草率

輕忽而發生意外。有時候我們也會生

醫師的氣，因為他們沒有盡力醫治這

個親友。我們到處找代罪羔羊，讓我

們不必感受到面對死亡的無力感。如

果我們找不到代罪羔羊，就可能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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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各種不同的悲傷階段

始責備上帝，為何要奪走我們所愛的

親友。

在各種憤怒中也包括對於過世

親友曾經傷害我們的憤恨。我們跟這

個親友之間，通常不只是經驗到和諧

與愛，可能也會有誤解與傷害。這位

親友有時並無法瞭解我們，或者經常

忽視我們，用言語傷害我們。有些人

在親友過世後，不敢回想這些例如憤

怒、受傷的負面感受，害怕用負面的

角度談論死者。然而，當我們允許這

些受傷的感覺存在時，我們才能用正

面的態度面對過世親友的真實面與

傷害人的一面。我們不是要批判他，

但是，我們卻可以藉由說出真心的感

受，重新與他和好。這個親友已經在

上帝那裡，他會理解我們的痛，也已

經打開心扉與我們和好。相反地，如

果我們排擠過去的傷害，這才會使我

們二度受傷。唯有當我們說出口時，

我們才能跟這段生命故事和好，才能

原諒他。

處理悲傷就是處理關係。我們

必須過濾與潔淨跟過世親友的關係。

這個過世親友與我們分享的生命根源

通常會因為各種誤解和傷害而混濁或

充滿毒性。透過悲傷過程，我們才能

潔淨與他連結的生命之根，並從這健

康的根部汲取生命的力量。一個德國

的心理學家曾經寫過一本書：《沒有

根就沒有翅膀》。如果我們切斷與這

位親友連結的根，我們就無法展翅高

飛。如果我們可以潔淨這條根，我們

靈魂的翅膀就得以修復，生命得以任

意飛翔。

如果一位親密的親友自殺過世，

那麼，憤怒又會是另一種性質。自殺

是一種針對自己與家人的攻擊性行

為。有位女士對於她先生因為壓抑對

她的攻擊性而自殺，感到非常氣憤，

因為他的自殺相當於把這位女士置於

他人負面的聚光燈下。別人會說，這

位先生的自殺都是他太太的錯。孩子

的自殺也是針對父母的攻擊性反應。

父母覺得受到深深的傷害，因為覺得

自己什麼都做錯了。

第三個階段是罪惡感

我們感到深深的罪惡感，因為

我們對這個過世的親友付出的愛不夠

多。我們想到自己有些話還來不及

說，或者我們在道別時忘了說。我

們覺得沒有好好跟他告別，或在生前

沒有正確對待他。我們一直沒有告訴

他，他對我們有多麼重要。我們甚至

也傷害了他。有時我們也對他關閉我

們的心，以懲罰他對我們的傷害。我

們只想到自己而忽略了他。

特別是，如果我們跟過世親友的

最後一刻，是在爭吵中度過時，當他

過世時，我們就會有極大的罪惡感。

有時候我們是利用罪惡感來躲避或拒

絕悲傷。

傷痛的感覺，被傷害的憤怒，

以及罪惡感，這些負面感受都可以存

在。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把這些感覺

視為一種過渡。有些人會陷入悲傷而

無法自拔，一直沈浸在過去裡。我認

識有個家庭，他們一直把意外死亡的

兒子的骨灰放在家裡，他的房間還是

保持原狀。然而，這並不符合「給悲

傷一個家」的精神。悲傷需要一個

家。但是這個家並不是指我們一般的

住家，墳墓才是悲傷的家，自己的住

家不該成為悲傷的住所。我們的住家

應該是被生命充滿的地方，是綻放出

新生命的地方。悲傷就是對於死去親

友的回憶，他依然會在家中一直陪伴

著我們。但是我們的住家不該一直被

悲傷的情緒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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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福音共舞
牧會39年，盡程退休了！面

對下半場的人生，先父吳立來長

老曾說:「人不可退休，因為退

了，人就休了！」，所以我要退

而不休，並且，36年前我曾勸我

所帶領的「新竹縣生命線協會」

的義工們承諾：「一日為義工，

終身為義工。」我自己則向上帝

承諾「一日為傳道，終身為傳

道」，現在我該如何用以上二個

承諾來繼續與福音共舞，實踐總

會「一領一新倍加運動」？

一、「一日為義工，終身為義工」

2011年4月1日，退休感恩禮

拜當天，我當著所有嘉賓，向新

湖國小校長請求：「教會事奉退

休，義工不退休，請校長不要嫌

我老，讓我在學校繼續當愛心爸

爸」。校長起立歡迎！嘉賓同聲

鼓掌; 於是我繼續每禮拜三上午

7:20-7:50，穿著紅白相間的志工

衫，拿著指揮旗，引導學生和家

長安全穿過馬路上學。

做學校志工是一項非常有效

的「與福音共舞」的志業:十六年

來，每引導一位家長和小朋友上

學，順口祝福他們「平安快樂」

或「上帝賜福你」，家長和小朋

友都會回答「謝謝導護爸爸！」; 

校長、輔導主任每次來巡視，也

都會「謝謝吳牧師！」；牧師當

志工，還對本教會在國小開辦的

「弱勢學童課後陪讀班」有加分

作用，多次學生或老師發生問

題，校長、輔導主任一和牧師談

話，就迎刃而解;本教會會友、

「松年日光站」的長輩或家人、

「社區年長者供餐」的志工和長

輩，也會來找牧師寒喧問暖；里

長更會來報邀請教會參加他們的

活動…；母親節、聖誕節等教會

開佈道會或成果發表會，牧師可

以在崗哨邊貼「大海報」公佈，

並私下發「福音單張」。「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

處。 

退休後，升格當「導護爺

爺」，人們對我的眼光不同了！

談話之間多了一份敬佩，誠如前

內湖區長吳坤宏(現臺北市殯葬處

長)在區政會議上公開表揚之言—

「吳恩典牧師是一位真正的奉獻

者」---我實踐了「一日為義工，

終身為義工」的承諾，並與福音

共舞，傳揚福音「一領一新倍

加」。

二、「一日為傳道，終身為傳道」

我在殯儀館與福音共舞---

這其實也是傳承自先父吳立來長

老，和上帝的旨意。

先父有近30年時間，帶著家

弟吳恩賜執事為新竹中會許多喪

吳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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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買棺木並免費運送，最遠曾送

到苗栗公館羅榮光牧師的祖父家; 

甚至受當時新竹教會鄭葦舟牧師

交託「長老主持告別禮拜」。先

父離世前半年送我一份非常特別

的「遺產」---一個為亡者化裝的

粉餅盒---。並說「恩典:為喪家

服務是一份至為高尚的使命，也

是傳福音最好的途徑，你要善用

這個機會」。我含淚收下，放在

我辦公桌上做為紀念，會友青年

看到都嚇壞了，只好收藏起來。

但上帝沒有收藏先父的期待:

退休後，我組織「主慰詩班」，

和妹妹仁華、仁惠及同工，開始

接禮儀公司的喪葬個案，由於正

牌「牧師」在禮儀公司非常稀

少，加上我們⑴每場禮儀前一定

以電話悲傷輔導並祝福禱告、重

寫講道篇，詩班另約時間練習; 

⑵提前到場，在來賓椅子上放

「蒲公英」等福音單張、親切接

待遺族、和遺族同理心、專心、

認真，並順從公司所有要求，使

命必達力求圓滿。⑶講道最後，

一定請遺族:「下個禮拜天上午，

全家回到你們最親愛的母親(或

敬稱)受洗做禮拜的教會1、向牧

師、長執報告母親已回天家的消

息，2、讓他們為你的母親和你

們禱告，3、留在教會做禮拜---

回到你們的母親當年帶著你們敬

拜、服事上帝的甜美時光。你會

感覺到:當你在「地上神的家」就

是「教會」敬拜讚美上帝時，母

親也在「天上神的家」就是「天

堂」--敬拜讚美上帝。這樣，你

們就能和你們親愛的母親「母女

心相連、天涯若比鄰、同心敬拜

主、再做一家人」。這些奉耶穌

的名所說的話語，常深深打動遺

族的心。⑷我又會在會後跟進: 

和師母陪遺族回到他們母親做禮

拜受洗的教會做禮拜，遺族無不

淚灑拜堂; 我更拍照留念、電傳

給他們以保繼續跟進，如今已帶

領8戶遺族回到教會，教會也回報

告訴我已開始關心遺族。聽到這

些報告，我非常感謝上帝。

結語

我在國小當導護爺爺；又在

殯儀館當殯葬牧師與福音共舞。

實踐「一日為義工、終身為義

工、一日為傳道、終身為傳道」

的職志。我為能傳承父親遺志、 

遵行上帝旨意及總會「一領一新

倍加運動」退而不休，心中充滿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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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間宗教對亡靈崇拜

來反思基督徒的信仰觀

所以家中只要有人病重臨終時，

就要「搬舖」，否則死在床上沖犯

了「床母」要背負「眠床枷」，靈

魂就不得超生。搬舖就是把臨終者

自床上移到大廳，採男左女右。若父

母尚健在就要移往偏廳，未成年者

則，只能移置床前地上。病者死亡後

即以「水被」覆屍，在死者腳尾放一

碗「腳尾飯」（飯上置鴨蛋一個，插

筷子一雙），點白色蠟燭一支（赴陰

間照明之用），並且要焚燒銀紙（赴

陰間之路費）。接著道士用白布書寫

死者名字與死亡的年月日供奉祭拜於

大廳一角，叫作「豎魂帛」，並招請

道士製作引魂旛、為死者誦經「開

魂路」，以便到陰司報到。入殮時

要準備十二種菜飯祭祀死者，以示告

別。並由道士主持「割鬮」儀式（表

示生者與死者再也互不相干之意，好

奇怪！不是自己的親人嗎？）與「洗

淨禮」，而後進行「封釘」（蓋棺後

將棺蓋釘牢）。棺木釘有五支。亦由

道士主持，每封一釘道士即唸吉祥語

一句。在場的孝男及遺族要一一回答

「有噢」，封釘完即算入殮完畢，家

人便要開始服喪，孝男、孝媳、孝女

皆要身著黑色衣褲，並且要按輩份製

成孝服與孝帽。而後請人挑選吉時吉

日「出山」埋葬。「出山」的儀式

是：「轉棺」（移棺木出大廳外），

由道士誦經，全體親友奠祭，再由道

士指引喪家親族繞棺三圈後絞棺發

引。有錢人家出殯的行列相當講究排

場，藉以誇耀家勢。早期尚有「打

桶」（將棺木停放家中）的習俗，放

越久表示越不捨與先人分開。一般

「打桶」至少要到做完頭旬之後才出

殯。「落葬」後喪家要「豎靈」七旬

至百日，每天早晚也要向亡靈「叫起

叫睏」墳墓建成後，也要舉行「完墳

謝土」（土地公）儀式。民間以七天

為「一旬」，每隔七天要請道士做法

事一次叫「做旬」。民間相信亡靈於

死後七天會回家見親人，所以喪家在

第七日午夜亡靈返家時大聲號哭，並

招請道士「開魂路」。俗稱做「頭

旬」。接著「三旬」（即所謂的查某

子旬）、「五旬」、「七旬」（又叫

「做尾旬」），是夜要「圍庫錢」燒

「靈厝」。做旬就是在為死者「做公

德」。因喪事不取雙數，故二、四、

六是為小旬奠祭較簡單。做完七旬後

仍要著重孝（子女仍著黑色衣庫、

裙，男子不得刮鬍鬚，女子不可抹胭

脂），直到滿百日除靈之後才可除重

（粗）孝換輕（幼）孝（幼孝是以各

色毛線捲成8字型以別針別在左衣袖

上），換穿一般衣服並帶全家大小往

寺廟燒香拜拜。帶孝要帶到做忌（滿

一年、對年）並將亡靈魂魄「合爐」

於公媽牌後才可脫下，整個喪禮到此

才算正式結束。而且在這一年內碰到

節慶所有年節專用祭拜之物（如端午

粽子、過年的粿）皆需由外家（太太

的娘家）送過來，不能自己做，喪家

對娛樂行為亦視為禁忌。（附註：本

段內容取自董芳苑牧師所著的「探討

台灣民間信仰」第229～233頁的喪葬

段部份）。

文/陳英明長老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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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頭來思考我們基督徒對

亡靈（含外人及親人）一般是如何看

待。從前面的文章我們可以知道一

般民間宗教信仰者對神祇有尊敬但

不懼怕，且敢利誘神祇。但對鬼魂陰

神懼怕大於尊敬，因為在他們的信仰

觀中，鬼魂陰神跟凡人都過一樣的生

活，但他們又不事生產，所以陽間的

人在親人過往後除了祭拜菜飯外，還

要燒銀紙（陰間的錢幣）給亡靈供他

在陰間花用，在出殯當天還要燒紙紮

的房子（含電視、冰箱等家庭用品）

轎車、佣人等，供死者使用。讓死者

吃好、住好、用好，這樣「公媽」

（死者）才會保庇子孫平安發財，否

則家中子孫會不得安寧，不是家人生

病或遭惡運，就是工作或事業不順。

所以民間宗教信仰者甚麼都可以拜，

有一句順口溜「有拜有行氣，有燒香

有保庇。」就是這樣來的。而基督徒

的信仰中心就是唯一真神「聖父、聖

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耶穌基督

是我們的「中保」，世人因著祂的

死亡與復活得與父上帝復合，因祂所

流的血洗淨世人的罪。耶穌說過：

「我來是要拯救罪人。」病人才需要

醫生，健康的人用不到醫生。保羅也

曾說過：「這世上沒有一個義人，連

一個都沒有。」（羅馬人書三：10）

約十年前，我尚在台灣神學院神學系

修課時，曾選修鄭仰恩牧師的課，鄭

牧師學期中因出國開會故請前七星中

會東門教會盧俊義牧師代課一次。選

修什麼課程已經忘了，盧牧師在三個

小時中講些什麼內容也不記得了，但

清清楚楚的只記得他講過的兩句話，

「凡是會到教會來的人都是罪人，沒

有罪的人不用來教會。」這兩句話與

約翰一書一：9～10的經文和盧牧師

的話正好與耶穌和保羅的話相呼應，

沒有人可以靠自己或他人的幫助而得

救，與上帝恢復和好的關係。保羅在

寫給羅馬人的信中也提到「因為世人

都犯了最，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

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

白白的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

是憑著耶穌的血，要顯明神的義」

（羅馬人書三：23～25）故唯有透過

耶穌基督的救贖，信靠主耶穌才能

「因信稱義」，成為新造的人，得享

永生，這就是基督徒的中心信仰。基

督徒追求的永生的盼望，這是上帝的

恩典，是白白的賞賜，沒有交換條

件，也無對價關係。而民間信仰者追

求的是現世的榮華富貴、名利權勢，

為達成願望可以向鬼神做條件交換

（行賄），拜「公媽」除了表示盡孝

道外，亦有要求「公媽」保庇子孫平

安、家道興望、永享榮華富貴。所以

民間信仰者除了對亡靈懼怕外，當自

己面對死亡時也有莫名的恐懼，因為

他們不知道自己死後會怎麼樣，無法

面對這一切的未知數。當基督徒面對

親人死亡時也會哀傷哭泣，但不會懼

怕，會哀傷是因為親情的難以割捨，

但這只是暫時的、短期的。因為我們

相信這只是暫時的分開，他們只是比

我們早一步回到天國祖家，回到主的

懷抱，總有一天在主裡可以再相見

的。當自己面對死亡時同樣也不會懼

怕，因為知道時間到了，上帝要息了

我們在世間的勞苦，主耶穌會迎接我

們回到天家和我們的列祖列宗所有的

親人相聚。是故當基督徒面對親友死

亡時，只有不捨不會害怕。而自己面

對時亦是安詳坦然，這就是基督徒與

一民間宗教信仰者最大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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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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區) 1～4人 $ 160,000

$5,000 $10,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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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區) 1～4人 $ 200,000

骨灰區(第九區) 1～8人 $ 500,000

棺木區(單  號) 1～16人 $ 850,000
$10,000 $25,000

棺木區(雙  號)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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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似水急流、一去不回頭、轉眼一年即將消失。數算過去日子蒙主帶領一切順利

平安、從心中來感謝、讚美主。再一次敬祝大家聖誕快樂、並賀新年如意、願上主恩典

充滿在大家身上。

二、在冬季期間、園區的氣溫特別冷、而且容易下毛毛雨、若要上山記得多帶一件外套及雨

具、以免感冒。

三、最近在新店安坑公墓因計劃道路、將近兩千多個墓穴必需遷葬、本園隨時提供各種資訊

及遷葬的服務、如申請、估價、再火化等。若有洽詢事宜、電專線(02-2369-5441、或

手機:0932-305-377廖牧師)。我們已有實際的經驗及克服所有的問題。包括在中南部的

所有遷移都樂意為大家服務。

四、在不多久就要過新的年、明年的聯合追思禮拜、是訂在三月29日分為上午十點、下午二

點半、若要搭乘本園所準備的交通車、敬請提早報名、我們會在一月底以前寄上通知、

請你們在接到後就趕快報名。因為塲地不足只能提供十二部的交通車、按報名先後、滿

額為止。自己開車無需報名、但請把車停在園外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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