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馬內利，這是多麼美麗的一個名

字！每當主耶穌降生的聖誕節，有很多

的教會必定誦讀上列兩節經文。每當提

及以馬內利，我們立刻聯想到童女懷孕

生子，道成肉身降世這兩件歷史上最偉

大的奧秘事蹟。

　　許多信徒在寫信問安的時候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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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以賽亞書75章14節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馬太福音1章23節

　　　「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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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用「以馬內利」互相祝福，許多人

一禱告就祈求以馬內利，願主與我們

同在。以馬內利可算是基督徒生活的

見證，以馬內利也應該是上帝的兒女

們內心的一種願望。在救主降生的世

代，以馬內利是人間獨特的神蹟與奇

事;一位聖潔的上帝，從童貞女馬利亞

腹中生出，降世為人，來拯救罪污的

人類。這一件奇妙的神蹟 ，歷代以來

不斷的重新出現，凡屬上帝的子民，

都可以憑著信心，去追求以馬內利所

帶來的宏恩大福。如今的問題乃是：

我們如何可以享受以馬內利呢?

　　如果我們虛心研讀聖經的話，便

不難發現這一點寶貴的真理，主耶穌

的降生就是以馬內利具體的顯現:約翰

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保羅這

樣說：「奇哉！上帝在肉身顯現：」

又說：「基督在你們心裹成了有榮耀

的盼望。」當主耶穌由死復活即將升

天的時候，祂給使徒們一條最大的使

命，就是往普天下傳福音給萬民聽。

祂的應許是：「我必與你們同在（以

馬內利），直到世界的末了。」換言

之，主的降生帶來以馬內利，主的升

天應許以馬內利。許多時間並不是上

帝不願與我們同在，乃因為我們不配

讓上帝與我們同在。我們閱讀使徒行

傳就知道，有了以馬內利，福音就被

傳開了;污鬼就被制服了;信而悔改歸

主者就加增了；使徒們就滿有口才與

能力了！天天享受以馬內利的好處，

日日體驗以馬內利的恩福。

　　讓我們再度追尋：如何享受以馬

內利?我們查考聖經就會發現享受「以

馬內利」應有幾個條件，很自然的上

帝必照祂的應許與我們同在。

第一個條件：生活要聖潔

　　在申命記23章14節說：「耶和華

你的上帝常在你營中行走，要救護

你，將仇敵交給你，所以你的營裏當

聖潔，免得他見你那裏有污穢，就離

開你。」

　　上帝是聖潔的 ，要得到祂的同

在，必定要生活聖潔無罪污。聖潔之

主決不居住在有罪的人心中。亞當夏

娃未曾犯罪之時，常在園中享受以馬

內利。一旦違背主命，這甜蜜關係便

打破了。

　　信徒如何保持聖潔呢?要認罪並

求主寶血時常潔淨，要讓主的道作潔

淨的工作，要靠聖靈的火焚燒除淨罪

污，自己也要謹慎自守，追求聖潔，

除去身體靈魂一切污穢，就必然可享

受以馬內利。

第二個條件：要存心誠實

　　詩篇一四五篇十八節:「凡求告耶

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他的，耶和華

便與他們相近。」上帝是看內心，人

是看外貌。誠心求告者方能享受以馬

內利。行邪術的西門想以金錢賺得聖

靈的恩賜，彼得斥責他說：「你在上

帝面前心不正。」上帝決不能賜下祂

的同在給那些假冒偽善，偽裝假作的

人。祂所要求的乃是內心的誠實。存

心誠實者必可享受以馬內利。

第三個條件：要遵守主的命令

　　耶穌說過：「有了我的命令又遵

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

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

顯現。」（約14：21）主又說：「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的，都教訓他們遵

行；我就常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20）

　　在聖經中主耶穌所發的命令不

少，其中最主要的有四條：就是要盡

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上帝，又要

彼此相愛，往普天下傳福音，等候聖

靈充滿。今日不少信徒因不遵守主的

命令，自然享受不到主的同在。可見

以馬內利對於不順命的人而言是例外

的。只要我們順命，上帝的同在必能

堅固又能長遠。

第四個條件：要同心和睦

　　保羅在林後十三章十一節寫著

說：「耍同心合意，彼此和睦;如此

仁愛和平的上帝，必常與你們同在」

教會同心合意不但是件美好的事，也

是一種自然的見證。但人的自我肉體

總是好爭勝善妒忌的，要達到同心和

睦，必須如腓立比書所說的，以基督

耶穌的心為心，凡事謙虛，溫柔，以

愛心彼此包容，以和平彼此聯絡，保

守合而為一的心，各人看別人比自己

強，各人兼顧他人的事。使徒時代的

教會滿有以馬內利，因為他們同有一

個心志，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甚

至作到凡物公用，不分彼此的地步！

第五個條件：要信心仰望

　　希伯來書十一章六節說：「因為

到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

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要享受上帝的同在，必須有一顆

堅定的信心。約伯在極度苦痛中說：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保羅也

有同樣的信念說：「我知道我所信的

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守‥‥。」如此可

知，信心是享受以馬內利的鑰匙。

　　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們，今年聖

誕節又將來到，如果你願遵照上列的

五個原則，相信你必定能享受上帝同

在的福份！這以馬內利就是主耶穌基

督，祂喜歡時常與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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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園管理委員這一次有機會到

溫哥華和西雅圖考察，我們有特別安

排參訪兩個墓園，首先我們先到位於

溫哥華的山景墓園，一下車所看到的

感覺是非常自然又美麗的大公園，整

個景觀是非常的美麗，草坪都是翠綠

的，每一顆樹都又大又茂盛的老樹，

至少有數十年或上百年的歴史。墓園

是開放式的，車子可以從中間通過，

園區四周就是普通的住宅，沒有特別

的牆去分隔，墓園之內也沒有特別的

建築物，只有很簡單的一個辦公室及

一個供作安息的禮儀中心。很有趣的

是這座墓園看起來好像有三代同堂，

有上百年的墓碑，有四五十年的墓穴

形態，有現代化的納骨牆，甚至有樹

葬和花葬。因為溫哥華的土地廣大，

原來的墓園已經快用滿了，但是在另

一個區塊仍然在大興土木，看上去

尚有一大片森林尚未開墾，在我的感

覺，他們的整個墓園就是以草坪式的

規劃，所有的現代墓碑都一律用平放

在草皮上。

　　當我們到管理中心，發現有數間

小客廳專門提供安息者的家屬洽詢，

也展示了各種不同的骨灰罐，有陶瓷

燒成的，有用木材作成的，有石材，

有金屬品，有圓的，有四方的，有橢

圓的。

　　另外在墓園的一角，設有一個火

化爐，看來就好像一個很完整的殯葬

設施，從安息，送到墓園的冰櫃室，

入殮，安息禮拜，火化，安葬，全程

一貫作業，完滿結束。這種殯葬流程

在台灣尚未看得到，安息者的家屬，

必需跑來跑去，真是不便。最近在苗

栗的後龍有一個稱為福祿壽的殯葬

園區，正在興建中，以後就有一貫作

業，從安息開始，直接送到園區的殯

儀館，訂定時間火化，在園區的禮儀

廳舉行告別禮拜，直接到園區安葬，

完成終生大事。

　　本人一直想不通，政府不斷在從

事大型建設，只有這個殯葬園區一直

落後在民間，看看政府的所有公墓，

亂七八糟雜草叢生，墓穴大小不一，

有高有低，方向隨自己的意思，園中

無路可走，掃墓是一座爬過另一座，

行動不便的家屬如何掃墓?請這些管

理殯葬的官員去外國考察吧，回來好

好改善公墓設施。

　　其次，在西雅圖的湖景墓園，這

個墓園的特色是有一個中國功夫的李

小龍安葬在這裡，當我們的大型遊覽

車開進墓園裡，一整片的草綠和花

木，使我們感到非常的開心，因為氣

溫不高，陽光充足，不約而同的，大

家拿起相機或錄影機，對準所喜愛的

目標拍攝。這個墓園是位於湖邊，地

型也有高有低，樹木也很多，這個墓

園非常整齊是經過規劃過的，每一區

和每一排的墓穴都很有順序。

　　大家都搶先到李小龍的墓園參

訪，並留影作紀念，不只是華人愛探

視他，連外國人也爭相目賭為快，好

多粉絲送來鮮花，甚至送一些水果或

食物。

　　在這個墓園裡有一些值得我們參

考的，它的牆所建造的壁葬，或室內

外的壁葬，設計得很精緻，就連噴水

池的周圍外牆都可以作為避葬。

　　除了考察墓園之外，我們也訪問

了兩間教會，這兩間教會都位於溫哥

華的市內，首先到溫哥華的台光教

會，事前我們就有所安排，駐堂的牧

師是台籍康榮發牧師，他在該會已有

30多年，正準備退休，現在有一位傳

道師在協助牧會。

　　另外我們也訪問了溫哥華的迦南

教會，早期由謝禧明牧師開拓，教會

規模相當，目前無牧師，由台灣長老

教會退休牧師陳榮爝牧師在協助。

除了這兩項任務外，我們也順道參

訪許多加拿大的國家公園，例如:

史丹利公園，伊莉莎公園，維多利

亞國家公園，雷鳥公園，奧林匹克

國家公園，也到華盛頓大學校園參

觀，到製造飛機的波音公司參觀，太

空針塔，奇胡利玻璃公園等景點。              

本人感到北美的環境保護非常重視，

特別在公園及墓園的各種設施，看起

來都順其自然，盡量保留原地型，不

作破壞環境或作人為的開發。

　　平安園的園區目前正在設計建造

服務中心，禮拜堂完成後將開始第二

期的墓穴開發，我們將會特別謹慎，

盡量保持原來的地型和環境，周邊的

樹林也盡可能保留下來，留下空間作

一個滯洪池。接續買下鄰地預備將來

設置有樹葬，有花葬以及可供休閒的

步道。

　　將來的墓穴也會減少土葬的數

量，盡量朝火化用的草坪式墓穴，特

別注重家族型的墓穴，買一個家族

墓穴最少可供五或六代人以上的子孫

共同使用。這樣可減少土地資源的浪

費，增加家族的團契力量，節省掃墓

的時間。

考察北美兩座墓園有感
廖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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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的歷史悠久，歷經無數迫

害、災難，而基督教的歷史發展最主

要就是歐洲。喜歡旅行的全家人，趁

今年暑假前往歐洲’、特別與宗教歷

史相關的國家旅遊：德國、義大利與

捷克的布拉格。

　　一抵達羅馬，我們就前往最著名

的羅馬競技場，這是古羅馬最具代表

性的歷史建築之一，每人都知道它是

古羅馬舉行人獸表演的地方，但是，

當你進到競技場內部時，除了讚嘆它

的雄偉壯觀、回味當年盛況外，是

否有發現一座屹立在競技場邊的樸素

十字架？不大不小的高度沒有任何裝

飾、說明，很難引起一般遊客注意，

更別說將它與競技場當成重點的部

分，而這座十字架，便是紀念當時初

代基督徒被羅馬人迫害的代表物。我

們全家一走進競技場，就先被這座十

字架感動，馬上就聯想到這段艱辛的

信仰歷史。

　　在古羅馬時期，基督徒曾被許多

羅馬皇帝殘忍迫害，例如尼祿就曾命

令將基督徒投進競技場中，而羅馬貴

族、權力人士等在周圍將猛獸咬死基

督徒視為娛樂項目，許多基督徒為堅

持信仰而遭到如此殘忍地對待。在他

們身在競技場，而周圍皆是猛獸時，

仍然沒有放棄信仰，依舊沉穩地跪在

競技場中祈禱，其對信仰的堅貞也感

動了許多羅馬人，使羅馬人開始省思

是什麼樣的宗教能叫人不畏懼死亡?

基督教也漸漸傳開。初代基督徒們能

為了信仰而做出犧牲，真的很不容

易，也因為如此，許多人都見識到基

督徒的勇氣。

　　到了羅馬，除了競技場外，我們

還誤打誤撞到了一個許多人都不曾注

意卻異常重要的地方…初代基督徒墳

墓。約有1800年的歷史，是西元二世

紀開始就逐漸建造而成的，西元三世

紀開始因為基督徒人數暴增而大幅擴

張，到了第四世紀則是使用的高峰。

這是一個由當時古羅馬帝國時期的

基督徒所建的墓穴，因為當時並沒有

很多土地讓他們埋葬，所以只好開始

往下挖，並且需要通風良好，這是需

要十分專業的技巧，因此他們還被稱

為「沒有學位的建築師」。這些基督

徒都是因為不想和當時的非基督徒葬

在一起，所以自己挖了很大的墓穴，

內有估計五十多萬的基督徒，墓穴很

深，超過二十公尺深，且通道利用斜

坡的方式互通每個樓層，通道邊便有

墓穴，較小的洞是給小孩子的，通常

大小的墓穴就是一整個基督徒家庭埋

葬在一起，從這裡看來，他們之所以

堅持葬在一起還是有意義的：因為對

於基督徒來說，死亡並非生命的終

點，而是休息而已，最後會獲得永

生，進入天堂與親友相聚，他們是抱

著希望面對死亡的。

　　墓穴內部的設計很精細，還有許

多刻文、壁畫，但是因為濕度的關係

都已經斑駁毀壞，不過依然可以看見

一些隱隱約約的遺跡。包括一些被迫

害而亡的基督徒殉道者也葬在此。而

導遊說其實當時基督徒是被監控下允

許信仰的，只是不准集會，所以他們

有時在迫害較為嚴重的時期時，會在

這裡禮拜，並沒有像電影中那麼誇張

說住在這裡，但以當時的技術看來，

能有這番大的成就真的很了不起!

　　這個大墳墓只開放一些特定地點

讓人參觀，且不准拍照，因為怕會傷

害到內部的珍藏壁畫。導遊也說，此

處雖然不是像傳說中是初代基督徒的

藏身處，但是裡面那些壁畫與殉道者

的故事都是很感人的，其中還有一

位被謀殺的女基督徒歌手的雕像。那

些壁畫有些是關於聖經中的故事，例

如有先知約拿及大魚的故事或挪亞方

舟鴿子叨回新的橄欖葉子。有些便是

現代基督徒的常用記號，例如魚、鴿

子、希臘文的基督徒等等。導遊說，

這裡是羅馬最有歷史與宗教價值的地

方，比競技場更應該看，尤其對於基

督徒來說。可見當時的信仰真的很不

容易堅持呢!可惜很少人知道，遊客

很少，每天才3000人，而競技場約30

萬人。

　　對於基督宗教考古學來說，這裡

真的是聖地。連教宗每年都會來這裡

幾次祈禱、默想信仰的勇氣。還有一

些事先登記的朝聖團體可以在墓穴中

禮拜或彌撒，有神父主持，我們很幸

運看見了一場墓穴彌撒，我想在墓穴

中彌撒應該是別有感觸的，當你在墓

穴中默禱時，想著周圍的歷史演變，

也會不禁讚嘆信仰的力量吧!

　　經過了初代基督徒墓穴參訪，我

深深覺得墓穴或墳墓是可以和藝術結

合的，而這些都代表著祖先的歷史足

跡，當後代的人們回到墓穴觀賞時便

可以體認到當時的事件，我想這是十

分具有意義的。

　　隨著旅行計畫，我們來到捷克布

拉格，這裡有一個為紀念胡斯殉道

500周年的紀念碑，胡斯是早在馬丁

路德前便提出宗教改革的人，最後卻

被天主教施以火刑，之後馬丁路德也

以此為借鏡，在與教皇辯論後趕緊在

薩克森國王安排下逃走才沒被處死。

而布拉格的舊皇宮也發生過相關的事

件，也就是三十年宗教戰爭之導火線

「拋窗事件」。

　　因為當時布拉格國王是天主教

徒，而許多貴族已經是新教徒了，在

虔誠的天主教徒斐迪南當上波西米亞

國王時，反對天主教的貴族們便衝進

城堡將斐迪南任命的波西米亞貴族從

窗戶扔下去，還好下面有稻草堆，救

了這位貴族一命。不過，也因為這個

事件，開始了歐洲長達三十年的宗教

戰爭。布拉格是當時天主教的重要防

守地，有很多新教徒被一個天主教認

命的將軍處死。由此可見，想要實現

新的思想，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也會

引起舊勢力的反撲。新舊教之間像現

在一樣互補學習，才是對傳福音真正

的幫助。

　　由這兩件事情看來，就連基督新

教及天主教這兩個這麼接近的宗教都

能發生戰爭或衝突，更別說伊斯蘭教

和基督宗教或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間的

衝突，這些戰爭都是人類自己的所作

所為，並非某個宗教本身的好戰教

義。人類以宗教為理由發起戰爭，反

而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本質。每個人都

應該以開闊的心去尊重與自己不同的

宗教，如果一開始便持有偏見並仇視

其他人，或者把宗教當成人們爭權奪

利的工具，是很容易演變成戰爭的。

信仰本身是為了使人類的生活更加美

好，並非成為戰爭的工具。

我們這次前往歐洲的旅遊內容十分廣

泛，兼具了娛樂與教育，從欣賞大自

然到體驗歷史事件都帶給我許多奇特

的經驗，同時也讓我對於基督教的歷

史發展充分得到了解，對信仰有更實

際的體驗。

一趟穿越文化與信仰的深度之旅
廖宜德 （中山女高一年級）



20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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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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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聖誕節來臨，向各位牧長弟兄姊妹說一聲:聖誕快樂.閤家平安。接踵而來

的2015年，祝福大家新年蒙恩。

二、園區冬季氣溫較平地冷，上山追思的朋友記得多帶一件外套，以免著涼，又山上多

雨，請記得攜帶雨具。

三、新年度追思專車日期已排定，要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提早預訂。明年的聯合追思禮

拜也定在三月28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及下午二時30分舉行，並於公函發出後才開始

受理報名，敬請要搭專車者務必留意。

四、本園墓穴價格自2009年至今尚未調整，明年將會作適當的調整，如果有需要的弟兄

姊妹可先預購，請大家把握機會。

五、本園有附帶為家屬作遷葬服務，歡迎隨時來電詢問，洽詢專線:0932-30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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