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為陪伴者或家屬，我們可能在陪

伴悲傷和承受悲傷之前，就必須先面臨

陪伴臨終者的問題。 安寧運動的任務

也是陪伴臨終者與家屬，讓臨終者可以

帶著尊嚴面對死亡，讓家屬有準備面對

悲傷。陪伴臨終者的首要任務就是聆聽

臨終者的話語，特別是他們常使用的圖

像語言。例如，他們想要去某處旅行，

他們描繪出旅遊的畫面；或者他們想要

把房子打掃乾淨，描繪出清淨空間的畫

臨終陪伴
吳信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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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者就是他們對於未竟之事的渴

望與對於世界的不捨與痊癒的期待；

後者就是他們希望重新整頓生命中凌

亂、破碎的事物與關係。對於臨終者

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與他的生命

及周遭的人和好。有些人甚至無法安

心離世，因為他們與至親的關係依然

破碎。這時候，陪伴者的責任就是幫

助臨終者與自己的生命經歷，與那些

破碎的關係和好。我們不需要進行道

德勸說，但可以創造出一個信任的空

間，讓臨終者願意說出內心的期待與

遺憾。

陪伴臨終者還有一項重要的任

務，就是讓他有機會跟親友道別。我

們可以鼓勵他，跟親友說出可以陪

伴他們一生的話語，祝福的話語，或

者表達出一生都很難說出口的情感。

他可以讓自己的離世，也成為親友的

祝福，而不只是留下悲傷與遺憾。同

樣地，我們也應該讓親友對臨終者說

出內心的話：一生都無法說出口的感

激，臨終者對他們的重要性，他們從

他身上獲得與學習的，他們與他共享

的生活。

彼此可以好好道別當然是臨終陪

伴的理想圖像，但是在現實情況下，

這往往很難達成。有些得到絕症的病

人，因為病痛的壓力、治療的艱辛、

心情的混亂，實在不願意跟人談到死

亡。或者也不願意主動談及身後事與

財務問題。又或者陪伴者基於給予

病人勇氣、希望，而不忍心與之談到

死後的種種安排。有些病人也因為抱

著痊癒的希望和心境，專注於接受治

療，與疾病奮戰而在潛意識中逃避談

及死亡問題。在亞洲，若陪伴者是晚

輩，更因為孝道因素而不便與長輩主

動談及身後安排，怕引起不必要的猜

疑與誤解。所以，身為陪伴者必須接

納病人的所有反應，我們不可以強迫

他人一定要談及自己的死亡。不管是

基於任何理由，我們都不可以加以評

斷。

當病人到了疾病末期而依然願意

竭盡全力與病魔對抗，而無力也不願

思考死亡問題時，我們還是可以用間

接的方式與他們告別。我們可以在每

次探病時，對病人表達我們的謝意。

可以藉由一起回憶過去共處的經驗，

感謝他們的陪伴與付出。我們可以

告訴他們，我們對他的關懷與愛，以

及衷心的祝福與代禱。也可以表達出

我們會在他生病時，盡力協助與陪伴

他的家人。我們可以透過握手、擁抱

與祝福禱告，來表示我們對他的重視

和喜愛。藉由這些間接的表達方式，

至少在他有一天過世時，彼此都是在

感受到對方關懷與陪伴下離別的，雖

然沒有直接談及死亡的議題，但依然

可以劃下充滿愛的句點。我們可以確

信，這些親密的溝通與情感的交流，

會穿越各種阻礙達到對方的靈魂深

處，在他的內心深處，會有面對死亡

的準備與交託，也會在潛意識中帶著

感激與愛走向生命的終點，即使他到

最後一刻依然不願或無法直接談到死

亡的話題。

尤其是在家屬的關係中，晚輩更

難主動找到適當的時刻與重病的長輩

談到死亡的準備。但是，在陪伴重病

長輩臨終時，晚輩依然可以隨時說出

對長輩的尊重與感恩。或許，這時長

輩會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已鄰近終點，

而願意有所預備。面對敏感的死亡議

題，總是需要智慧與愛心來找到適當

的討論時機。當長輩從晚輩間接但充

滿愛的話語感受到信任，知道自己不

會被孤單地拋下，知道晚輩的真心照

顧與陪伴時，他或許就願意面對死亡

的恐懼。特別是他如果瞭解，他不會

孤單地在恐懼中，而是可以透過在愛

中與晚輩的真誠對話，感受到晚輩的

支持與承諾，他就不必一直活在死亡

的恐懼中，而是可以與家人攜手面對

未知的不安，那麼，他就願意在親友

的陪伴中，面對自己的死亡。

我曾經陪伴一位教會的同年摯

友走過生命的最後兩個月。她在45歲

生日前的六月間，因為肺積水緊急住

院，被診斷肺癌末期，兩個月內病情

疾速惡化。在這期間，她努力抗癌，

但她知道自己是非常膽小的人，所以

一直主觀地認為自己的病可能可以痊

癒，即便醫師告知已經是第四期，她

依然認為不嚴重，只要依照醫師指

示，就可以痊癒。而家人與朋友在她

這樣的心理與期待下，自然不敢主動

與她談及死亡，我曾試著將話題帶到

生命的脆弱與家人的安排，但我深深

察覺到，她就是不願直接談到死亡的

話題。家人也不捨得點破這個負面的

主題，怕引起她內心的恐懼。十多年

的相處，我理解她的性格軟弱之處，

言談間我們就是回憶過去教會生活的

點點滴滴，以及她對獨生女兒的期

待，還有她對於財務上的擔憂。就在

這樣的模糊地帶中，她進入了最後階

段的腎衰竭、昏睡、失去意識。臨終

前一晚，我去陪伴她時，她已經完全

昏迷，我並不想用「傳統」的方式來

與她告別，而是在她耳邊稱讚她的勇

氣，告訴她我們還是會一直陪她與家

人，然後就含淚說：「妳休息吧！我

回去了。」這時她儀器上的血壓突然

變為正常，我對上帝說：「請用適合

她的方式，帶她回到你身邊吧！結束

一切的痛苦。」直到過世，我們依然

不知道，她在整個治療中是否意識到

自己生命的終點將到。她的膽小，上

帝和我們都心知肚明。或許這樣的模

糊，在我們與她，以及上帝與她的默

契中，卻是充滿愛與體諒的清晰。

因此，如果在所有的努力之後，

臨終者還是不願意談，我們也必須接

受，不應該給自己或臨終者壓力， 一

定要有所準備地離世或正式道別。道

別永遠不嫌晚，即使在臨終前無法圓

滿道別，我們還是可以在摯愛的親友

過世後，完成道別的過程。我們也可

以深信，在我們真誠的陪伴後，上帝

會讓臨終者以最適合他自己的方式離

開世界，進入祂的愛中。或許他需要

在完全失去意識的情況下，進入靈魂

深處，單獨面對上帝，並在潛意識中

告別生命。每一個人的死亡都是一種

奧祕，就像每個人的出生一樣。我們

應該接受這個屬於個人的奧祕，上帝

也會以獨特的方式接納每個人回到祂

永恆的愛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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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

人欲斷魂。」這是唐朝詩人杜牧

的一首詩裡面的句子，充分且寫

實的描繪出時令的情景及人心裡

悼念過往親人不捨的心情。

　　農民曆上有二十四節氣，其

中自「冬至」日起算的第一百零

五天就是「清明節」。在華人社

會絕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的民間

宗教信仰者，在傳統上在「清明

節」亦是家族的重大節慶，在台

灣亦有人選在農曆的三月三日，

即俗稱的「三日節」。早期在這

一天，外出的人一定都得趕回家

鄉，除非是有不可抗力的因素。

一方面是家族的團聚，另一方面

是要祭祖掃墓。

　　在民間宗教的習俗，祭祖掃

墓是很隆重莊嚴的事，早期都

是土葬，後代子孫在大家長或族

長的帶領下，帶著家中婦女事先

準備好的紅龜、剌榖粿、發粿、

麵龜及十二菜碗，並備銀紙、五

色紙、香燭等供品前往祖墳掃墓

（培墓），就是清除及整理祖墳

周邊的雜草，並將五色紙用土丸

或小石子壓在墓龜上，叫做「掛

墓紙」，這具有慎終追遠外，亦

有感念祖靈一年來庇蔭之意。因

為祖靈亦是鬼神之一，如果子孫

供養侍奉得很好，則袓靈會庇佑

闔家平安，事業順利，反之則家

中雞犬不寧、問題重重。

　　但身為基督徒的我們絕不能

以「迷信」一詞，以偏概全的

來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的美德，因

為「慎終追遠」就是「孝」的表

現。正如早期民智未開時，他們

不了解基督教的真正信仰真諦一

樣，以為基督徒真的大不孝，無

公無媽（沒祖先），「信基督

教，死沒人哭」這句台語的順口

溜，真的一針見血道出了民間宗

教信仰者因誤解（或可說不了

解）的恐懼和輕昧的譏笑言詞。

在他們的信仰中，過往的親人到

陰間仍和生者過一樣的生活，但

一切所需仰賴在世的親人供給，

所以在家中設有「公媽」牌位，

早晚供奉餐食，以免過往親人餓

著，定期燒銀紙供他們花用，這

樣才叫「友孝」。

　　台灣話有句俚語「在生一粒

土豆，卡贏死後一粒豬頭」，是

在譏笑一些生者在長輩在世時不

好好侍奉對待，而在死後的喪禮

卻辦得豪華氣派的人，認為這種

行為是「假友孝」。而基督徒不

設牌位亦不供養，以民間信仰的

角度來講是大不孝。但真的是如

此嗎？我們打開聖經來看，首先

上帝透過摩西賜給以色列子孫的

十條誡命中，除前四戒是神與人

的關係外，後六戒則是人與人的

關係，而首先要求的就是要「孝

敬父母」（第五戒）。還有雅各

臨終前交代眾子孫，在他死後一

定要歸葬與其祖其父同處（創

四九：29），其子約瑟亦遵照雅

各的要求請埃及的法老（國王）

准許，將雅各歸葬迦南地的祖

墳。而約瑟亦遺囑其弟兄將來若

離開埃及地時亦須將其骸骨帶回

迦南地的祖墳（創五十：24～

25）。經過四百三十年後雅各

（以色列）的子孫摩西帶領族人

離開埃及時，即遵照列祖列宗的

交代將約瑟的骸骨一同帶離埃及

（出十三：19）。可見基督徒一

樣很注重孝道，只不過追思悼念

的方式和思想不同罷了。

　　因為基督徒相信「人」在世

時只是過客、寄居者，死後會

回到上帝的身邊（天堂），是上

帝息了他世間的勞苦，接他回天

家享福，且可和歷代祖先相見同

住，日後我們也一樣，時間一到

我們也會回到上帝那裡，和祖先

團聚。在那裡衣食無缺、鳥語花

香。所以沒有祭拜供養的問題，

所以對死不會畏懼也不忌諱。

　　一般民間宗教者不講「死」

而講「往生」就是畏懼和忌諱的

關係，對清明掃墓的行為雖然立

意良善但一樣也有諸多忌諱。而

基督徒在清明掃墓除了在墓前放

上鮮花外就是唱聖詩讀聖經及讓

後輩子孫認識祖先並追思和懷念

外，就是由長輩講述祖先的豐功

偉業或良善事蹟，好讓後輩子孫

得以效法及遵循，特別是在信仰

的美善榜樣。

　　所以基督教與其它宗教同樣

都很注重「孝道」，對「往生」

者只有懷念沒有忌諱和懼怕。唯

一不同的就是基督徒所敬拜的神

是唯一的真神，而非由人所設立

的神。

基督徒的清明節
陳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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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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起

●彩色：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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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的聯合追思禮拜即將到來、當日上午10時及下午2:30在園區舉行、請報名要搭交通

車的弟兄姊妹準時上車、地點就在古亭國小的南方門口捷運台電大樓站2號出口、辛亥

路上。自行開車到園區請停在路旁、因當天不能進入。

二、清明節也有連續三天的假期、如果未能參加聯合追思禮拜的弟兄姊妹可以自行開車上山

追思、特別向一些弟兄姊妹因為來不及報名無法趕上聯合追思禮拜感到抱歉。

三、園區的追思是隨時可以進入的、我們沒有門禁或管制、只有全時間錄影監視、若需要管

理員協助、請到管理室或在涼亭即可看到告示牌、請用手機直接聯絡即可。

四、清明期間是掃墓潮、上山的車輛非常多、請大家都注意灣道會車、或能提前上山追思、

或早一點前往可避開塞車。

五、祖先墓穴若是遇到必需遷葬、請直接聯絡本園協助、因有些手續必需先辦理申請、請事

先預備。平安園原來的雙人墓穴、已開放可放四個骨灰罐、檢骨的金斗甕仍維持兩個、

請多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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