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的聖誕節前夕，一位相當被教

會敬重的德國宗教哲學家伍斯特（Peter 

Wust）在當時納粹政權的非人性化氛圍中，

忍著喉癌末期的劇痛，已經無法再言語，

應學生的要求，請他寫下他一生中認為最

重要的聖誕信息。當時德國社會的基督宗

教文化已經逐漸失去影響力，信仰本質也

被非人性化的政權與暴力踐踏在腳下，伍

斯特用提多書三章4節，以及腓立比書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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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的聖誕節：
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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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節來總結出，在當時的社會情境中

最觸動他的聖誕信息：「我們的救主

上帝已經顯出他的慈悲和仁愛」以及

「他成為人，以人的形體出現。」在

此，提多書的「仁愛」，在希臘文用

的是「philanthropia」，意思是：

「對人的愛」，而拉丁文用的是：

「humanitas」，意思就是「真正完

美的人性」：上帝透過耶穌基督，顯

現出一個真正的人的本質，真正的人

性典範，亦即，對人展現真正的愛。

而在腓立比書所提到的耶穌基督「成

為真正的人」，也就是道成肉身的真

義：耶穌基督反射出一個真正的人、

整全的人的形像，他是真實「人性」

的典範。耶穌基督降生為人，除了表

明上帝親自與人同苦，更重要的是，

他要讓我們看見，真正的人，完美的

「人性」是什麼樣子。西方啟蒙時

代，「真正的人性」總是與希臘羅馬

哲學的「人道主義」連結在一起。

　　對於伍斯特來說，在1939年納粹

時代，納粹以他們「非人性」的政治

迫害，摧毀了人性的價值，扭曲人的

圖像，而聖誕節的信息，就是要提醒

我們，看著馬槽中的聖嬰，省思「道

成肉身」的意義，如何透過我們身為

「基督的門徒」，將耶穌基督的完美

人性典範體現出來，讓逐漸失去人性

本質的人，重新成為「真正的人」，

讓逐漸失去人性價值的世界，重新找

回人道關懷，綻放對人的愛。

　　今天的世界，對照當時納粹的狂

暴，似已相差無幾。就在聖誕節前兩

個月，伊斯蘭國的恐怖主義才席捲西

方世界，並快速蔓延。恐懼、仇恨、

嫉妒、暴力等氛圍，讓這個世界已然

失去人性，不管是表面上被威脅的西

方或者是恐怖主義者（伊斯蘭並非恐

怖主義的代名詞，相反地，是暴力假

借伊斯蘭之名操控信徒的狂熱主義，

這在任何宗教都曾出現）。耶穌出生

之後就面對著希律王的恐怖主義：希

律王因著個人內心的權力慾望，藉著

宗教之名，全面追殺耶穌，甚至濫殺

無辜。但是，這個無力又無助的嬰

孩，藉著上帝的指引、父母的保護、

三位博學者與其他人道主義的協助，

逃離暴力之地，遠避到當時的「庇護

國」埃及。這個嬰兒後來卻藉由「真

正的人性」遠勝過掌權的恐怖主義，

實現上帝的救恩。這個劇情，今天也

重現在眼前：敘利亞的難民，逃避以

宗教之名興戰的暴力者，不辭辛苦地

前往歐洲，找尋僻護所。在聖誕節前

夕伸出援手的國家與人民，正散發出

人性的光輝來援助那些孤苦無助的無

數「小耶穌」。在這裡，我們看到了

對付非人性的恐怖主義的利器，不是

強大的武力，而是外表看似無力的

「人性價值」顯明了救恩。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思考，為何

西方有這麼多伊斯蘭青年願意投入恐

怖主義？如果你知道，巴黎的伊斯蘭

住區，青年失業率高達50%，又面對

著長期的社會歧視；如果你知道西方

世界為了在中東的利益，透過軍事干

預，導致當地社會分崩離析，伊斯

蘭青年前途茫茫，那麼，你就不會驚

訝，為何他們會鋌而走險。如果你看

到台灣青年失業率高達13%，整個人

生就只能「窮忙」而沒有機會，且貧

富不均日益擴大，這個世界的人性化

似乎遙遙無期，那麼，我們也想問，

「真正的人」耶穌，是怎麼面對年輕

人的呢？我們看見，耶穌基於上帝的

真理，以真正的人道精神，打破當時

的主流價值，召集年輕人，親自帶他

們走向改變社會價值、推動社會正義

的和平道路。從耶穌的比喻與醫治故

事中，我們看見，他深刻瞭解當時年

輕人的經濟弱勢，他鼓勵他們採取正

確的行動，而不是坐以待斃，領羅馬

人的22K。且耶穌也以自己的犧牲行

動，對身邊憤世嫉俗的年輕人說，暴

力無法解決問題，人性化的愛才是讓

被綑綁的人性獲得自由的有效方法。

最後，他雖然以「真正的人」死於非

人性的暴力中，但這個人性典範的犧

牲卻勝過了政治、宗教暴力的非人

性。

　　在提多書三章3節也提到，上帝

在耶穌基督身上顯明的恩典，就能夠

把悖逆、無知和迷失的我們，重新

造成一個「新造的人」。聖靈也會

幫助我們，進一步更新我們。聖誕

節就是更新的開始，幫助我們朝向

「真正的人」這個目標。一個真正的

人的典範，是像耶穌一樣，把水（象

徵平凡、痛苦等等）變成酒（象徵歡

慶與祝福），而不是把飼料油變成食

用油。真正的人性，是讓每個年輕人

都有機會活出自我，獲得幸福，而不

是成為既得利益者的砲灰。真正的人

性，是用人性的愛逐起守護的圍牆，

來抵禦非人性的威脅與攻擊，而不只

是以暴制暴。正如我們在各各他山上

看到的拯救：真正的人性甚至會感動

毫無人性的罪犯，使他們重新接觸自

己到如同在樂園中的美好形像。

　　面對今天失去人性尊嚴與人性之

愛的世界，我們更該深思這個馬槽中

「真正的人」的圖像。耶穌，這個

「真正的人」從在母胎、出生、成

長、犧牲，都一直是處於動盪、不

安、暴力、不公義的大環境中，他沒

有狐狸與鳥的舒適窩，但是，他依然

抱持著對人性的希望，在無盡的黑暗

勢力中宣講著八福、上帝國與愛鄰舍

的福音。他喚醒我們內心真正的人性

與勇氣，並以行動修復這世界扭曲的

人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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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到了，所有的

教會（不論新、舊教）在下半年度的事

工計劃中，都是最重要的工作。記得早

期（五、六零年代）為了迎接這個重要

的日子來臨，教會內各個單位（上到小

會下到各團契）和人員全部都動了起

來，準備工作大多在一進入七月份就開

始了。核心同工集合構思主題及活動計

劃。因一直就在聖歌隊事奉，就以聖歌

對為例，早則從復活節一過，最慢在母

親節過完，指揮與隊長在一起的話題一

定是開始在討論及挑選聖誕節的歌曲。

以我所知，很多教會的聖歌隊從六、七

月份就開始在正常練歌時間內撥出部份

時間開始練習，最慢從十一月份開始就

要利用禮拜天下午加強練習，一次又一

次一練再練，等練熟之後再要求在細節

上做修飾，要求務必達到盡善盡美的

境界。因為這是基督教界的兩大節日之

一，另一個就是復活節，但感覺上世人

好像比較重視聖誕節。

　　聖誕節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慶祝，

二十四日晚上稱作「平安夜」，記得青

少年時期，「平安夜」是整個聖誕節期

的最高潮。因為聖誕節前四個禮拜稱為

「待降節」期，眾信徒準備心要迎接主

耶穌的降生，等到二十四日晚上，詩班

集合到教會做最後一次的演練，約十點

左右隊中青少年在指揮和隊長帶領之

下，出發到各會友的家門口唱詩歌，會

友開門迎接互道「聖誕快樂」並會送上

水果、糖果或餅乾慰勞，也有家庭還包

「紅包」（這些紅包就成為聖歌隊每年

度會友奉獻的最大一筆奉獻收入）。這

就是所謂的「報佳音」，是依據路加福

音二章八～十四節而來，詩班成員就是

「天使、天軍」。在報佳音的過程當

中，很多家庭都熬夜等待報佳音的隊伍

來到並一起唱詩歌後才帶著歡欣的心情

就寢，而安排在後面的家庭因為太晚而

等到睡著了，詩班得唱兩、三首會友才

睡眼惺忪的出來，而且一直說「歹勢」

（台灣話）。因為等到全部的家庭都報

完佳音回到教會都已經三點多四點了，

等整理好後有些人就回家補眠，青少年

精力充沛，就留下來聊天、玩牌，累了

就靠在牆邊瞇一下，反正就是不想回

家，因為聖誕節（25日）全國放假一天

（現在沒有了，好可惜喔！）。

　　實際上聖誕節不應該用來慶祝而是

要用感恩的心來紀念；救主耶穌為了救

贖人類的罪債，使人得以再與父上帝復

和聯結，不惜放棄神格，道成肉身降為

人子，到世間宣揚神國福音，引領世人

重新認識父上帝，重回父上帝懷抱，祂

來到世間是為尋回那隻迷失的羊（馬太

福音十八章12～13節）。無奈人類濫用

上帝所賜的「自由意志」（上帝用塵土

依祂的形像造人並將祂的靈氣吹入人的

鼻孔（創一：26～27 二：7））不願行

善反而孳意為惡成為那隻迷途羔羊。因

父上帝的愛，派遣聖子耶穌來到人間，

為要尋回迷失的羊隻，無奈世人視祂為

異端邪說，將祂送上十字架釘死，而成

就祂用自身的鮮血洗去人類被父上帝隔

絕的罪惡，使人類得以再與父上帝復

合。

　　反觀現間今世人將聖誕節改稱為

「耶」誕節，生意人假借此名大賺其

財，引人狂歡作樂，名為慶祝實是放縱

情慾，那有一絲一毫在紀念我主耶穌誕

生的念頭在心中？祂來到世間是為拯救

世人脫離罪惡的管轄，不要繼續再罪惡

中墮落，但為人類所拒絕，所以當要祂

以生命換取人類債，在人性上；祂心裡

的爭戰有多大。在馬太、馬可、路加三

本福音書中描述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中

如何向父上帝哀求禱告，祂很不願意走

上聖經上所記載的這條路，因為被判要

受釘十字架是一個「人」永遠的最大恥

辱，但是最後祂還是順服父上帝的旨意

背上十字架且被釘在十字架上。用祂的

「死」戰勝了罪惡的權柄，世人得以得

救，「十字架」由恥辱的標誌反而成為

榮耀的標誌。是故聖誕節應該是用「紀

念」而不是要「慶祝」。

聖誕節慶祝的意義與再思
陳英明 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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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921大地震後，許多人被地

震嚇得惶惶不可終日。因強烈地震，

受到過度驚嚇，引起了身體不適，頭

痛、頭暈、焦慮不安、心悸、恐慌、

失眠、全身痠痛等症狀。連協助救災

的英勇國軍，在災難現場搬運支離破

碎的罹難者屍體，事後也有很多人出

現心悸、頭暈、夜難眠的不適症狀

等，甚至有人精神恍惚，看到「不乾

淨的束西」。在災區雖然設有心理輔

導中心，心靈重建站，但受驚的災民

還是喜歡民俗療法，找神壇祭拜，藉

道士，法師做法事，收驚，解厄，驅

邪等來治病。

民間平安的守則

　　自古以來，民間的平安守則，除

了敬虔膜拜各式各樣的神明之外，還

要謹守民間許多的禁忌，來制止沖煞

的威力。民間百姓認定這些守則，就

是趨吉避凶的法寶。不管，這些守則

是否給人帶來真正的平安，民間百姓

還是不敢隨便放棄，因為除了這套法

則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的方法來保護

自己，免受沖煞威力的侵襲。

　　民間禁忌隨著時間空間不斷的在

改變。像不定時的炸彈，圍繞在人的

生活中，人在這危機四伏的環境中，

隨時可能觸犯禁忌遭受沖煞，引爆致

命的災禍。為了逃避災禍的侵襲，人

必須先限制好自己的行為規範。好

比，在什麼時間，那個方位，那些場

合，當謹守禁忌時，人就用不做、不

看、不想、不聽、不說、不吃、不

穿、不接觸某些人、事、物。目的是

要保護自己，免受沖煞的傷害而陷入

不幸。

煞哥的勢力

　　『煞』的定義，用在名詞時是指

『凶神』，是破壞生命的邪惡勢力。

一般人都認定，無論是親人死後回來

或被凶神纏住，對陽間的人來說，都

不是件好事。所以『出煞和補運』成

為道教非常頻繁的宗教儀式。平常民

間百姓一有什麼風吹草動，或異常現

象，如孩兒(或大人)受驚，車禍、火

災、淹死、弔死、自殺、暴屍、橫

死、暴斃、連續死亡、集體死亡、怪

異事件、鬧鬼….甚至神明神像要入廟

坐鎮，都要舉行出煞的儀式。

　　道教對『煞』這股邪惡勢力的解

釋，比其他民間宗教精采多了，他們

的『煞』有管空間的五方歲煞星君，

有管時間的年煞星君、月煞星君、日

煞星君….等。這些年月日時的煞星，

通常記載在通書(民曆)中。所以，民

間一般人，無論作什麼，都需要看日

子、看時辰。連看醫生、理髮、安置

床鋪、交易、買賣、作好事….都要

看日子。那麼，婚喪喜慶就更不用提

了。試想，菩薩神明都要順從『煞』

的邪惡勢力，不敢違背煞大哥的意

思，萬一被煞大哥煞到了，那麼菩薩

神明也要遭到不靈不驗的下場。何況

是人，豈不更慘哉！

　　這些年，台灣發生幾次的空難、

火災、天災….不少人認為是犯了沖

煞。過去民間百姓對『煞』意識的理

解十分模糊，直到道教用『煞』字，

給這邪惡勢力劃下一個定位，讓民間

百姓認定那些異於常理，所發生的意

外和災禍，都是來自『煞』勢力的侵

襲與作祟。為什麼說『煞』是靈界的

邪惡勢力呢？因為，連民間所拜的稱

為神仙佛聖，都要看『煞』勢力的臉

色來知進退，何況平常人呢？所以，

為了擺平『煞』勢力繼續發威，民間

不惜投入相當的金錢來舉行各種的

『驅邪押煞』儀式。這些做法儀式也

成為道士法師極重要的經濟來源。

『趨吉避凶』的手冊

　　台灣人怕犯『沖煞』。幾千年來

黃曆是台灣人公認『趨吉避凶』的手

冊，也把黃曆看成居家必備的心靈藥

包，生活碰到任何的疑難雜症，就翻

開黃曆找答案。黃曆可以告訴鄉親屬

什麼生肖的人，在某月某日往那個方

向會犯沖煞，那一個月的運勢如何？

還有那一天可以置產、收帳、討債、

定契約、結婚、下葬、動土、理髮、

搬家、出國、旅行….好像除了人要那

一天生，那一天死，黃曆還管不到，

其餘的黃曆通通都管。

　　雖然，黃曆可說是先人留給後人

一套趨吉避凶生活法則。但從歷史的

回顧，堅守黃道吉日就能讓我們趨吉

避凶，消災解厄嗎？不！一般謹守禁

忌的人，並也沒有這樣的祈望與把

握，通常人謹守了禁忌，還需要有好

運氣、好風水、好名字….。認真說

來，人信守黃道吉日的目的，不過是

為了自身的安危與禍福，多爭取了一

張護身符而已。從社會整體的觀點來

看，黃曆所給人的生活原則，是否帶

給社會更加和諧與平安呢？卻也未

必，因為黃曆給人的生活規範，幾乎

都是以個人的利益為前題。而僅守黃

曆禁忌的人，也是『怕』自己吃虧、

遭災、闖禍….來謹守。

　　這種設防壓煞的情況，在婚喪喜

慶的事上特別明顯。因為，結婚與喪

葬，是人生兩件最重要的事。結婚是

喜事中最大的喜事，許多新娘和新郎

謹守婚姻的禁忌，幾乎都是來自，左

鄰右舍三姑六婆所提供的經驗。雖

然，很多人認為婚姻禁忌是無稽之

談，但是當自己做新郎新娘必需面對

的時候，自然就浮出趨吉避凶的心

理，怕萬一來真的，吃虧的還是自

己。於是，人就會想，與其怕它一輩

子，不如守它一時，至少買個安心。

所以，就以姑且聽之信之的心態，來

守婚姻的各樣禁忌。

　　談到喪葬儀式的禁忌更是繁雜，

因為死是凶惡不祥的最極點，所以在

喪葬的過程中，許多繁複禁忌，變

成為隨時可能引爆的地雷。禁忌中

『煞』的威力，不只關係死人的去處

和未來的生活。也牽制了子孫家庭的

興衰、事業的成敗、生命的安危、生

活的美滿或不幸….這些都是民間所最

怕的事。

　　鄉親可曾想過，家裡、廟裡所供

奉膜拜的神明，難道沒有一尊能幫助

人，勝過禁忌與沖煞的威力嗎？為什

麼連菩薩神明都勸人，要忍受這些走

不出檯面的惡勢力，潛伏在人生活的

各層面。用『沖煞』和『禁忌』來掌

控人，要人服在牠惡勢力的淫威下。

試想，連人所膜拜的神明也躲不過它

的淫威，難怪民間百姓會毫無怨言，

跟著守這些禁忌來避免沖煞的傷害。

這是值得我們思想探討的問題。

勝過沖煞與禁忌的神

　　歷年來鄉親們在神桌上及各處的

廟宇裡要尋找一位可以勝過『沖煞』

和『禁忌』的神，都大失所望，直到

遇見『耶穌』這一位神才得到解決。

耶穌這一位神確實與眾不同，保羅先

生見證說『祂是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

的神，是天地的主』(使徒行傳17章

24節)。神人摩西說：『祂是萬神之

神，萬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

力……。』(申命記10章17節)。人若

信靠祂，奉祂的聖名宣告，沖煞的勢

力即刻失效，禁忌的威力即時化解。

因此信靠耶穌的人就不必怕沖煞，不

必守禁忌，天天可以過著平安的生

活。這一位神不就是鄉親們夢寐以

求想要尋找的神嗎？你想過著得勝沖

煞與禁忌威力的生活嗎？那只有信靠

祂，敬拜祂。

化解沖煞的妙方
葉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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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自104.07.01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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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00

$10,000 $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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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0,000

骨灰區(第九區) 1～8人 $ 600,000

棺木區(單  號) 1～16人 $ 900,000
$10,000 $20,000

棺木區(雙  號) 1～16人 $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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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20,000 $20,000

棺木區 $38,000 $50,000 $50,000

一、大家平安，日子過得真快，年度即將結束，先祝賀聖誕快樂並祝新年平安。

二、	新年度的追思專車及聯合追思禮拜的日期已經訂了，並在本季刊公告，敬請大家留

意，要參加聯合追思禮拜的朋友，一定要提早預約報名，因為車位有限。一般的追

思專車也一樣，請提早聯絡。

三、	最近園區同工一直在推展小盆花，因為小盆子剛好可放在花瓶上，又可以活半個

月，甚至一個月的時間，請大家參考。

四、平安園有為家屬作遷葬服務，若有親人安息，順便將祖先從外地遷進同時作安葬，

請考慮、一來可以節省費用、又方便掃墓。目前骨灰區墓穴均可放置四個骨灰罐、

請大家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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