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節是閩南地區漢族文化的傳統祭祀

節日之一，是祭祖和掃墓的日子。自周代起

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中華民國政

府於1935年定為國定假日，稱為「民族掃墓

節」。

清明掃墓的意義

　　清明節祭祖和掃墓具有民俗節慶的意

義，使散居外地的子孫都趕回家鄉，與親人

扶老攜幼山上為祖先與親人掃墓，以清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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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節談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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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祭拜，這一幕景象是慎終追遠的孝

道文化，提醒後代子孫要懂得飲水思

源，記念先人為我們留下的血緣與基

業。從而啟發家庭間的孝悌親情，加

強宗族間的互愛與聯繫。

孝敬父母是「天理」

　　在清明節期讓我們再次想到「孝

道」的問題。為什麼要「祭祖和掃

墓」？到底什麼是「孝」呢？「孝」

是指生活上的供養及看顧。孔老夫子

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養，不敬何以別。」所以「孝」

並不止於能「養」。如果不尊敬父

母，不用感恩的心來奉養，這與養

禽獸何區別呢？就是禽獸也有反哺跪

乳之恩，何況人呢？聖經這樣的教導

「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

母，使你得福，並使你的日子在耶和

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申命記5：16)。這是在十誡中，惟一

帶應許賜福給人的誡命。

　　那麼要怎樣孝敬父母呢？聖經

說：「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母親

老了，也不可藐視他。」(箴言23：

22)。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

他。」又說：「輕慢父母的，必受咒

詛。」(馬太15：4，箴言27：16)。

可見，上帝要人以最尊敬的態度，來

奉養父母。所以，我們的先祖才會有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的觀念，原來孝敬父母是「天理」，

人若不孝敬父母就是違背「天理」。

所以，孝敬父母是每一個人當盡的本

分，是沒有條件的。

　　在美國發生了這麼一段感人的真

實故事。有位父親，拋下四個孩子和

妻子，離開德州，前往加州。三十年

之後，這位父親死了，身無分文，在

死前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回德州老家

安葬。

　　四個兒女當中，唯有一位願意聽

從父親的遺言，其他三個兒女都說，

他從來沒有為我們做過什麼，我們沒

有責任和義務為他做什麼。結果，只

有這個兒子，典當他農場所用的機

械，籌錢到加州，把父親的遺體運回

德州安葬。

　　他的朋友問他，為什麼要做這件

事呢？他對朋友說「聖經上說，當孝

敬父母。卻沒有說什麼樣的父母。」

這位朋友忽然醒悟了解，原來聖經所

說「當孝敬父母」是包含了那些需要

被饒恕的父母。

蒙神賜福的管道

　　今天「老人」成為社會很大的問

題。有些兒女忙著賺錢，為前途打

拼，忽略了年邁的父母、有人因得不

到父母的財產，成為不必照顧父母的

理由。但無論如何，做兒女的沒有理

由推卸照顧安養父母的責任，因為聖

經說：「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

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

己家裡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

書5：8)。

　　既然，「孝」是指生活上的供養

及看顧，那麼「敬」就是尊重體恤父

母的心。事實「孝敬」父母是兒女得

福的一條管道。因為，會感恩和報答

親恩的兒女，人生才有快樂與滿足，

會報答父母親恩的人，才能得到上

帝的賜福。正如聖經說「若寡婦有兒

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

己家中學著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

在上帝面前是可悅納的。」(提摩太前

書5：4)

　　所以，孝敬父母和紀念祖先，是

上帝和人都喜悅的美事，也是通天賜

福的管道。

真正的孝行

　　真正的孝行是建立在「愛心」與

「責任」之上，愛父母是兒女的責

任，正如父母愛兒女一般。沒有人能

說，因為父母如何，所以我才不孝敬

他(她)，若有真誠的「愛」，就不計

算所付出的代價與得失。有了「責

任」才能努力去完成孝親的本分。

　　所以，不管是孝敬在生的父母，

或死去的先祖，有條件，有目的的交

易，都不能算為真正的孝行。這樣，

鄉親就能自我檢視，我們年年月月所

作「祭祖」的基本心態如何？是出於

「敬」？或「畏」？還是「利」？

　　再說，如果「祭祖」是希望通過

死去的人，能為活人做些什麼，是一

種非常沒有把握的投資。試想，死去

的人都需要靠活著的人，為他們布

施，做功德，才能有好的歸宿。他們

自身都難保了，怎還有能力來保護活

人呢？

　　我曾接到一通電話。有位基督

徒，父親在兩年前過世，兄弟姊妹裡

她是唯一的基督徒，當然父親的喪葬

儀式，就完全按著民間的習俗來進

行。

　　當時，兄弟姊妹為了盡最大的孝

心，就要給父親找個最好的風水，讓

死去的父親有好的陰宅安居，也期望

通過父親墳地的好風水，來蔭庇子

孫，不然也要保佑全家大小都得到平

安。於是，請一位有名的風水師，為

父親選了一塊私人的墓地，照著風水

師的指點，花了幾百萬把父親安葬在

那風水極好的墓地。

　　沒想到，在兩年裡大哥死了，其

他的兄弟的事業又不順利。當然，兄

弟姊妹們就聚在一起，問神託佛希望

找出「衰運」的理由。結果發現是因

為父親的風水不好，影響他們的兄弟

的生命與事業。

　　他們緊急開家族會議，希望大家

再次出錢合資，為父親重新買地做新

墳。當然，這位已出嫁的基督徒妹妹

覺得不太對，認為兩年前風水師不是

向我們保證這塊墓地的風水是一流

的，最適合父親和我們的家族嗎？為

什麼好不到兩年就變為凶煞之地？如

果，重新買個墓地，重新安葬父親，

請問又能保證多少年呢？

　　這樣的的事件，在民間是非常普

遍，鄉親們常在死人中找活路。其

實，花錢事小，心靈所背負的重擔與

恐懼，才是致命的殺手。

不加添憂慮的福氣

　　所以說，寄望通過死去的人，能

為我們做些什麼，是一種非常沒有把

握的投資。因為，寄望祖先的賜福與

保佑，是漂浮不定，甚至是心驚膽

跳，不知什麼時候會因祭祀不豐，祖

墳失修，遭來厄運凶煞，轉福為禍。

　　事實，人若按照天理，來孝敬父

母，一定會得到上帝的賜福。正如聖

經的應許「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

命。」(以弗所6：2/3)，而且聖經

又應許說「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

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言10：

22)。

　　試想，得到上帝所賜不加添憂慮

的「福」，還是期望那漂浮不定，心

驚膽跳已去世的先人保佑，那一種上

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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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謝上帝的恩典，祂帶領我

一生的工作，一、牧會。二、教書。

　　身為牧師又是教授的我，每天待

人接物及嚴謹的學術活動，身為人師

為人師表，每天戰戰兢兢地過著生

活，如今退休了，我還是在大學兼

課！

　　學期上課中，全校師生皆知我的

課，除了最後一堂期末評量會點名，

給分數外，其他在課堂絕不點名，若

同學缺課，只需到學校或他家附近的

教會聚會，拿一張週報請講道的牧師

簽個名，交給我即可補缺席，二十餘

年來，實施的成效非常地好，可說是

榮神益人！

　　我們的主復活升天，坐在上帝的

右邊，祂要再來審判活人與死人。祂

也和我一樣對於你是否參加主日聚

會，他從不點名喔。

　　主再來的預言除了在啟示錄有詳

細的記載外，其他的地方也有記載：

　　耶穌又對他們說：「你們心裏不

要愁煩；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在我

父親家裏有許多住的地方，我去是為

你們預備地方；若不是這樣，我就不

說這話。我去為你們預備地方以後，

要再回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為要

使你們跟我同在一個地方。〈約四：

1-3〉

1.主必要來！如果有不愛主的人，他

是該受詛咒的。主啊，願你來！

〈林前十六：22〉

2.我願祢來！為這一切事作證的那一

位說：「是的，我快要來了！」

阿們。主耶穌啊，請來吧！〈啟

二十二：20〉

3.主必再來！不過，每一個人要按照

適當的次序復活：最先是基督，其

次是，他再來時，屬於他的人。

〈林前十五：23〉

　　上述經節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主再

來的確據。

為了完成救贖的工作

　　同樣，基督也一次獻上，除掉了

許多人的罪。他要再一次顯現，不是

來對付罪，而是來拯救迫切等候他的

人。〈來九：28〉

一、主再來的時候

1.身體救贖

我們知道，直到現在，一切被造的

都在呻吟，好像經歷生產的陣痛。

〈羅八：22-25〉

(1)主叫死人復活

差我來那位的旨意就是：他所賜給

我的人，一個也不失落，並且在末

日要使他們復活。因為父親的旨意

是要使所有看見兒子而信他的人獲

得永恆的生命；在末日，我要使他

們復活。」〈約六：39-40〉

(2)如果沒有復活

如果基督沒有從死裏復活，我們就

沒有甚麼好傳的，你們也沒有甚麼

好信的。這樣，我們顯然在為上帝

作假證；因為我們見證，說他使

基督從死裏復活了。如果真的沒有

死人復活的事，上帝就沒有使基督

復活了。死人若沒有復活，那等於

說，基督沒有復活了。基督若沒有

復活，你們的信仰就是幻想，你們

仍然迷失在罪中。這樣的話，死了

的基督徒就都算滅亡了。如果我們

信基督的人只在今生有希望，我們

就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可憐了。〈林

前十五：14-19〉

(3)復活進入天國

弟兄姊妹們，我要說的是：血肉造

成的身體不能承受上帝的國，那會

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你們要

注意這一件奧祕的事：我們並不

是都要死，而是在一剎那、一眨眼

間，最後的號角響的時候，都要改

變。最後的號角一響，死人要復活

而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林前十五：50-52〉

2.來進天國

(1)聖徒同得基業

感謝天父，因為他使你們有資格分

享他為信徒們在那光明的國度裏所

保留的福澤。〈西一：12〉

二、迎接耶穌再來

1.警醒預備

所以，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主

要在哪一天來臨。耶穌說：「所

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你們並不知

道那日子、那時間會在甚麼時候來

臨。」〈太二十五：1-13〉

2.無可指責

這樣，他會使你們心志堅定，在我

們的主耶穌和他的信徒們來臨的時

候，能夠在我們的父上帝面前聖

潔，沒有缺點。(帖前三：13)

3.要盡本分

等候上帝的日子，竭力加速它的臨

到。在那日，諸天要被燒，天體

在烈燄中鎔化。(彼後三：12)

三、主點名的時候

1.坦然無懼

所以，我們應該大膽地來到上帝恩

典的寶座前，好領受慈愛和恩典，

作為我們及時的幫助。〈來四：

16〉

2.安然見主

這樣，他會使你們心志堅定，在我

們的主耶穌和他的信徒們來臨的時

候，能夠在我們的父上帝面前聖

潔，沒有缺點。〈帖前三：13〉

3.所做的工

主─我們的上帝啊，求你賜福給我

們！求你使我們一切的工作順利；

求你使我們所做的一切成功。〈詩

篇九十：17〉

你們要小心才不至於失掉你們所成

就的，而是要得到全部的獎賞。

〈約翰二書一：8〉

結語

最後，我們終於可以確認主再來的事

實：

1.諸萬物的結局近了！

萬事的終局就要到了。你們要謹慎

自守，警醒禱告。〈彼前四：7〉

2.主再來是世界末日！

人子的來臨要像挪亞時代所發生的

事一樣。洪水沒有來以前，人照常

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入方舟那一

天。〈太二十四：37-39〉

3.主再來得救的日子！

那時候，兩個人在田裏工作，一個

被接去，另一個留下；兩個女子在

推磨，一個被接去，另一個留下。

〈太二十四：40-41〉

　　主必再來! 主再來點名的時候要

答有！而且要準備好，答大聲一點!因

此，我們要儆醒積極地準備迎接主再

來！

主再來！點名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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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平安!這是上帝給基督徒最

美的禮物，尤其當台灣這幾年面對天

災與人禍時，平安二字成為每一個人

心裡所渴望，有一位在88風災失去摯

愛的親人，他流著淚感傷地說:『我甚

麼都不要！只要大家都平安就好！』

　　當我要就任南崁大安教會牧師前

一個月，我心目中的巨人，也就是我

的爸爸，在睡夢中離開，被主耶穌接

回天家，他沒有留下一句話，也沒有

預警式的提醒，我的家人無法接受這

個事實，我的媽媽整天與淚洗面，整

個家族籠罩極度不安的狀態，而身為

牧師的我處理過許多會友的喪禮，照

理講我應該會比較坦然接受，但是我

不夠堅強，依然在禱告中問神說:『上

帝啊！不公平！』

　　上帝沒有回應我任何的禱告，甚

至不斷加深我的憂傷，我無法面對爸

爸的照片，也無法仔細校稿子孫們懷

念的文章，那一個多月我的人生一團

糟，因為心裡只有埋怨沒有平安，直

到我到平安園去洽商墓地的事宜時，

平安這兩個字忽然無預警是進入我的

心，在辦妥事情之後，在車上不自主

流著淚，不是感傷、不是憂慮，而是

平靜，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

真正的平安。

　　口說的平安不是平安，利益式的

平安不是平安，偽裝的平安不是平

安，.....真正的平安就是讓耶穌在你

的心中。約翰福音14:27節說『我留

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

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當

平安進入我的心時，膽怯與害怕離開

了，我開始去讚美與感謝神的恩典，

因我相信爸爸已經平安地回到上帝的

懷抱。

　　親愛的兄姊！平安園的設立就是

讓每一位為神盡忠的人得到安息之

所，讓失去親人的人心中有平安，因

此當你來到平安園在懷念故人時，別

忘了！這不是讓人畏懼之地，

而是真正讓你心裏得到真

正平安之地。

　　認識主有不同的方式，可以是參與

聚會，可以是敬拜讚美，也可以是參與

營隊。

　　日光少年營是一個由總會舉辦給長

老教會國高中生參與的營隊，可以更加

認識主，並學習如何投入教會事工。在

教會的推薦下，我和其他五個人一起去

參加這個營隊。雖然本來不是很甘願把

寒假最後四天投資在一個陌生的活動

中，但後來還是玩得很投入，覺得獲益

良多。

　　由於日光少年營把同教會的學員分

在不同小組和小隊，所以一開始我們就

先到各自的房間放行李，並稍微認識了

室友，直到第一個闖關活動，我們開始

彼此認識。

　　雖然闖關活動不是很順利，但還是

有大概完成了。晚上，因為南投下雨，

所以營火晚會在室內舉行，以電燈代替

營火，但我們沒有因此而玩得不盡興，

反而很嗨的玩了許多的團康遊戲。接著

是比較靜態的晚禱，隊輔帶著我們討論

最近遇到的困難及讀經，最後禱告，結

束了來日光的第一天。

　　第二天，一早就是充滿活力的體驗

教育，在很難的動態遊戲中體驗到在一

般生活無法體會到的事，而遊戲難度也

隨著一直破關，不斷的提升，一直到墊

抱木那一關，大家要站在獨木上依照1～

12的順序排好，並回頭排成12～1的順

序，不能落地，那關我們從中午，玩到

吃晚飯都沒辦法過關，只好先休息，明

天再繼續。而晚禱，也事先分享自己最

近的煩惱，然後代禱。

　　第三天，早上的體驗教育是14個小

組一起玩，每個小組要手牽手圍圈，將

隊輔們抓進圈圈中，我們雖然覺得很

累，但更累的卻是隊輔，要一直跑給我

們追，之後就是各小隊的體驗教育，而

我們繼續我們的墊抱木，但因為這次多

了專注使我們在第二次時就成功了，這

也是這次營隊最大的收穫。晚上就是本

次營會最重要的活動──獻心晚會，我

們先唱敬拜讚美唱了約半小時之後，某

位隊輔分享了他是如何認識主耶穌，以

及耶穌如何改變他的家庭生活和一切。

他分享結束後，換到鄭均平牧師分享他

的人生歷程以及他遇到的困難，上帝是

如何拯救他脫離困難，以及他在困難中

學到的事，最後寫一張答應上帝要做到

的事的卡片，並貼在布幕上，然後隊輔

為我們每個人代禱，而這也是最後一個

晚上。

　　最後一天，由於是星期天，所以我

們參加了野外禮拜。無論是唱歌，講道

等都是在大自然中進行的，一切顯得十

分悠閒，禮拜結束後，就是隊輔代替耶

穌幫我們洗腳的活動，而隊輔因為經過

訓練，各個步驟也顯得很專業，最後在

拍完大合照後帶著滿滿的回憶回家了。

這次的營隊不只讓我認識更多的朋友，

也讓我學到了沒有人能夠獨自一個人完

成所有任務，如果不是一個團體，根本

不會有這麼大的力量。這次的獻心會除

了讓我更親見耶穌外，有讓我認識更多

需要幫助的人，希望能將更多有困難的

人帶來認識主！

（作者為七星中會永安教會少年，國中二年級）

平 安 參加日光少年營心得
林榮任牧師

(北部大會財團法人董事長)

廖宜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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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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復活節比清明節快了一個星期，在這個接踵而至的節期中，更使
我們想到掃墓的季節。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經歷過親人的逝世，每年至少有一次到墓
園追思安息的親人，這是每一個人的心願。

二、當我們帶著鮮花到墓園、請把外面的包裝紙取下，再把鮮花插在花瓶裡，這是最環
保的方式，如此做是避免積水發臭，又不會養蚊蟲，員工收取枯乾的敬花更方便處
理，謝謝大家。

三、請大家到墓園掃墓，儘量帶小盆栽直接套在花瓶上，若是在秋天、冬天、春天最少
可以延長兩個月，夏天也有一個月的生存期，等到枯乾之後員工才會處理。

四、本園區已將興建服務中心的計畫申請書送到新北市殯葬處，若得到應許即會加速申
請建造，我們希望今年會有結果。

五、本園創園即將滿20周年、我們準備出一本紀念刊物，若有特別感動的弟兄姊妹歡迎
投稿，請直接寄到平安園網址(liao@peacegarden.org.tw)限於三月底止。請留下姓名
及電話，一經採用將付稿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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