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當我受邀在世界各處的華人社團演講

時，許多地方常有人會問起關於風水的問題。

風水學在我們的民族中，已經有很長遠的歷

史。而風水的威力，也生根在鄉親的生活中。

風水已成為鄉親依賴得到平安、幸福、財富、

健康、地位的法寶。

　　人都想要有個「家」，而且是個能帶給人

吉祥福氣的「家」。所以，無論買房子、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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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蓋新屋、買土地，一般民間都要先看

風水的好壞。有了好風好水的住家，人才

能安心的住下來。如果有人說，你家裡的

風水不好，往往會成為人心中的陰影和壓

力。只要有點風吹草動或發生點芝麻小

事，自然就猜疑是否是風水不好的原故，

才會招來這些不如意的事。 

風水的魅力

　　我們常聽到某大公司為了生意興隆修

改大門，某位主管為了坐穩官位，改變辦

公位置的格局或擺設。而一般人也認為住

家的方向、門、路、床、灶、浴室、廁

所、餐桌、神位等的擺設，與全家大小的

健康、平安，甚至事業發展與興衰都有關

係。就是在這科學極度文明的今天，我們

的民族仍丟不下「風水意識」的包袱。

　　千年來，風水在我們的民間，發出極

大的魅力。風水觀念，不但生根在我們的

生活中，也左右了民間百姓的生活和習

俗。這股龐大的風水勢力，也陸續影響到

日、韓等鄰近國家。即使在英、美等國，

近年來也有許多英文書籍論及風水。世界

週刊指出，紐約曼哈頓的川普國際大酒店

都請風水師去看，還在酒店門口擺一個地

球儀來擋煞；而英國則有不少人收學生教

風水，風水師行情叫好，第一個小時，收

費一百五十英磅，第二小時開始每小時加

收一百英磅，在英國選擇這一行的人也愈

來愈多。

風水與政商界

　　不只企業家看重風水，政治圈也不例

外。據指出，香港回歸中國的特首董先生

不想待在所謂的「末代總督府」，於是在

中環金融大廈七樓做其政府辦公室，他的

秘書曾向記者介紹，董先生坐的方位都由

風水師算出來，坐起來才舒適，官運才亨

通。而在台灣每逢到了競選期間，許多民

意代表的競選總部也都請風水師來看看的

方位，指點室內桌椅的擺設以及花卉品種

的購置，以利選舉的勝利。

　　94年1月9日新新聞週刊登一篇報導，

披露了新的中央銀行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

與愛國西路交接口的十一層大樓，面向

愛國東路，在風水學來說，這是「對路

沖」，風水不好。蓋大樓時傳出不少怪

事，在這期間有建築工人被鋼筋撞死，警

察巡樓時也無緣無從大樓上摔死，尚有傳

聞，在沒人乘坐的電梯會自動升降，晚上

還聽見有人在樓梯上走路，怪聲特別多。

一時人心惶惶，蓋好時，就請知名法師來

作法破解，啟用當天，還一人發一個一百

元的紅包，避邪討吉利。

　　大樓蓋好沒多久，進駐的央行總裁就

生病去世，接任的徐遠東帶團到東南亞開

會，回程搭乘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六晚上八

點十六分華航六七六班機在桃園失事，央

行死了六個人，都是重要的幹部。新任總

裁知道大樓內人心惶惶，就請風水師來做

法事。這是怎麼一回事？跟風水有關嗎？

為何古人信，現代人也信，普通人信，連

政府官員也相信？

新家經常鬧鬼

　　有一位孫先生剛結婚，準備開店做生

意，他便租下了一間房子，樓下可以開

店，三樓可作住家，他覺得運氣不錯，

租到便宜的房子。哪知這間房樓是在邊

間，有兩條馬路衝著這棟房子。一年後，

他們生個兒子，滿月時請我去赴宴，餐後

他的岳母對我說：「牧師，有一件事要請

教你，我女兒女婿住的這棟房子，女兒說

晚上會聽見腳步聲在家裡的走道上走來走

去，有時還聽見有人在說話、甚至吵架，

沒多久，夜裡經常有人敲門，打開房門又

沒見到人。他們告訴我時，我原本不相

信，就決定搬來住幾天試試看，不料，果

真如此。」她繼續說：「所以今天請你來

看看，這個房子到底怎麼了，是風水有問

題或有鬼魔攪擾呢？」她原本是不怕鬼的

人，但鬧鬼的現象一直發生，因此她心裡

就有些怕怕。我仔細觀察了這間房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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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是風水的威力所形成的鬧鬼現象，經我

一一剖析與處理，解決了一年來他們所懼

怕的鬧鬼問題。

廟也要看風水

　　台灣人是敬神的民族，家家戶戶進門

都有擺設神位的地方，神明面向門外，抵

擋靈界惡魔的入侵，為保佑家人平安。許

多虔誠的信眾，早晚都會燒香敬神、逢年

過節也預備三牲五牲祭拜，然而神明對於

不好的風水祂卻無能為力，只好讓信眾自

求多福，另找解決的方法。像「對路沖」

的房子、門前有棵大樹擋住、大門對著別

人的房角、睡床的天花板有樑柱、屋外可

見屋內頂樑柱、火爐與水井並排等等皆視

為兇型風水，會使家人不和、失去健康、

破財等等。

　　在農民曆上刊登「風水禁忌條例」約

有百條，都是要人們自己找解決的方法，

神明無法幫你的忙，為什麼？因為風水的

威力比神明大，神明也受風水威力的挾

制。

　　台灣人安神位時有許多規矩，但是有

兩條特別重要。第一，時間要看對，第

二，方位(風水)要看準，神明才會靈。一

切規矩都要根據「曆法全書」上的指示，

可見連神明都要看風水。

　　有一年我到台南演講時，遇見當地一

位出名的風水師陳先生，他說台南屏東一

帶，沒有人不認識他的，大小的廟宇香火

不旺，經他指點，改變一下風水，廟就興

旺了。原來廟也要看風水。

風水威力大過神明？

　　有一年我在新加坡神學院教書，週六

休息時間去印尼一個小島演講，島上有間

媽祖廟，建築很奇特，廟前建了一堵圓牆

圍著。我好奇地問當地人，他們說，城市

尚未成形時，媽祖廟門前沒有圍牆，廟門

朝著大海，行船討海的人出海前都會來祈

求媽祖保佑，香火極其興旺。結果都市開

始發展，廟前興建了一條大馬路，直通港

口，媽祖廟就形成「對路沖」的格局，結

果媽祖廟的香火漸漸減少，來朝拜祈福的

信眾也越來越少，後來找到原因，是因為

媽祖廟被路沖，媽祖就不靈了。於是媽祖

廟的理事們才決定建一座半圓形堵牆擋住

對路沖。我去參觀時，果然人潮不斷，香

火鼎盛。

　　我們民間已開始接受「風水的威力大

過神明」的觀念。風水與神明逐漸互不相

關，神明管不了風水，風水的威力要靠風

水本身的破解方法。例如，「對路沖」我

們用石敢當來擋煞，對於凶神惡煞的侵

襲，老人家教導我們懸掛鏡子、劍、八卦

在大門上來抵擋，但有些風水上的沖犯禁

忌是無法破解的，人們也只有避開或拆

建。

耶穌能勝過風水的威力

　　風水確實有威力，連神明都要受它挾

制，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因此歷代以來人

們只有逆來順受，順服它的轄管，直到救

主耶穌降世，祂在十字架成就了救恩，人

們才有了希望。人若信靠祂，奉祂的聖名

宣告，風水就失去威力。因為祂是萬神之

神，萬主之主。聖經說：「因為你耶和華

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遠超萬神之

上。」(詩九十七9)。「因為耶和華至高者

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詩

四十七2)。

　　請問你所拜的神是不是這一位？祂能

勝過風水的威力，因為陸海空都由祂所掌

權，山、風、海都是祂造的。「因耶和華

為大神，大王，超乎萬神之上，地的深處

在祂手中，山的高峰也屬祂，海洋屬祂，

是祂造的，旱地也是祂手造成的。」(詩

九十五3-5)

　　如果你拜的是這一位神，就無需憂慮

風水好壞。聖經應許我們，「我必安然躺

下睡覺，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

住。」(詩四8)。祂必使你安然居住，祂要

保護你不受風水威力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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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年前由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

革，開啟了人類文明追求宗教自由與普世

人權的新頁。為了紀念此一基督宗教歷

史中重要的里程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特別與德國國家福音教會（EKD）紀念宗

教改革500週年的總責執行單位「路德—

2017，宗教改500週年」（"Luther 2017 - 
500 Jahre Reformation" Geschäftsstelle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in Deutschland 
(EKD)）合作，在台灣以相同的「宗改

500」LOGO與主題，規劃普世性的紀念活

動。

　　今年的紀念有別於過去500年的設限

於基督新教內的主軸，特別強調以下的信

仰觀點與實踐精神：

1.普世教會：以感恩的心回顧基督宗教的

共同根源與傳統，宗教改革促使所有基

督徒從不同的面向革新發展，使基督宗

教更為豐富多元，得以攜手共同面對21

世紀世界局勢的各種挑戰。

2.普世人權：宗教改革的精神本就奠基於

普世人權的觀點，將個人宗教自由推展

到人權發展。歐洲的難民收容與台灣的

轉型正義，都是普世人權的一部分。

　　這次PCT「宗改500」紀念活動，從

2016年8月開始，一直延續到2017年10月

31日的宗教改革紀念日，我們希望透過所

邀請的德國基督宗教倫理學、靈修學、宗

教改革史權威講員，借鏡德國從歷史、文

化、宗教、倫理、法律、教育等面向的轉

化、革新與反省，激勵台灣的基督徒攜手

實踐「宗教改革與普世人權」的精神，從

台灣的社會與心靈轉化開始，與普世教會

以基督宗教的信仰價值，一同面對多元化

世界問題的挑戰。

　　鑑於全球宗教改革500週年的慶祝活

動，皆以「普世合一，公義和平」為主

軸，不再強調教會的分裂，而是新舊教在

宣教的使命中，面對二十一世紀世界更艱

困的局勢，需要攜手同行，以新的合作、

新的心志、新的行動，一起見證上帝對這

個世界的恩典與祝福。特別是，教宗將於

2016年的10月31日宗教改革紀念日，特別

前往瑞典參加由世界路德宗與天主教聯合

主辦的慶祝活動，這是500年來第一次天

主教參與新教的宗教改革紀念，更顯明新

舊教在普世合一這條路上必須更團結地攜

手並進。

　　因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我們拉開

慶祝宗教改革500週年活動的序幕時，希

望也邀請我們天主教的弟兄一起舉行「宗

教改革500週年普世共融感恩禮拜」，在

「宗教改革與普世人權」的共識中，一起

為台灣與世界的公義、和平盡一份心力。

更藉此讓台灣的所有民眾看見，基督福音

將在兩大宗派的團結中，成為台灣社會的

光與鹽，承擔台灣未來將面臨的挑戰，以

及盡一份我們台灣人身為世界公民的心

力，這對於基督宗教教友為少數的台灣社

會來說，是一個有力而且充滿激勵的見

證。

　　為此目標，我們特別希望邀請教廷駐

台代辦高德隆蒙席、台灣天主教總主教洪

山川主教參加這個共融禮拜，一起受邀的

貴賓還包括：副總統陳建仁先生（未確認

出席），德國在臺協會處長歐伯哲先生。

　　針對2017年的宗教改革500週年紀

念，德國不管是教會界、文化界，甚至政

治界都十分重視，也紛紛安排了各種全球

性紀念宗改500的普世活動。德國聯邦政

府與EKD也聯合成立了「紀念宗教改革500

週年的總責執行單位「路德—2017，宗教

改500週年」。他們特別強調，過去的宗

宗教改革與普世人權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紀念宗教改革50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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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紀念多半限制於基督新教內部，

但是，這次宗改500的紀念精神則

是「開放、普世與人權」。宗教改

革的基督宗教革新精神不單屬於新

教而已，為了面對21世紀全球化各

種問題的挑戰，所有基督宗教的一

份子都應該借此機會，從革新中反

省與實踐基督宗教的中心價值。因

此，EKD從三年前開始，就邀請德

國天主教在神學與信仰實踐上不斷

舉辦聯合會議與活動，以實際的

行動來展現宗改500的普世合作目

標。

　　德國國家福音教會（EKD）

議長貝德佛—史托姆（Heinrich 

Bedford-Strohm）特別提到，宗教

改革500週年的慶典是一個和好的

機會，因為當初馬丁路德發起宗教

改革的初始意義就是要提醒教會用

正確的方法見證基督，要讓世人重

新看見基督，這也是天主教與基督

教雙方在宗改500年後應該攜手實

踐的方向。我們是一個普世教會，

不是分裂的教會。

　　在這個意義中，德國天主教與

基督教這次特別在宗改500的許多

活動中，都是一起舉辦的，不是用

「慶祝」而是用「紀念」一個讓兩

個教會一起更新的起點。即使有一

些禮儀或神學上的差異，但是，兩

者還是「在基督裡合一」的，而面

對目前的世界局勢，更需要兩個教

會一起合作。2017年3月，德國的

天主教與EKD也將舉行和好與懺悔

禮拜，回憶起兩個教會後來分裂

的傷口，但也在紀念500年的活動

中，重新啟動更密切的宣教合作。

　　路德承襲天主教的教父靈修傳

統，而啟發他改革的動機與發展出

改革的神學。所以，改革的精神其

實也是源自於天主教的神學的。這

讓新教在紀念宗改500時，應該回

溯兩個教會共同的信仰根源，再重

新尋求和解、合一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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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宗改500 系列紀念活動與講座

日期 活動與主題 地點

2016年8-12月
 8/13
11/19
12/10

巡迴演講
過去的事絕不只是過去而已
—德國駐台大使談德國轉型正
義經驗（德國如何面對歷史責
任）
講員：德國在臺協會歐博哲大使

　　　Martin Eberts

 8/13 台北濟南教會
11/19 花蓮港教會
12/10 台南神學院禮拜堂

2016年
10/17

PCT宗教改革500週年紀念
記者會與活動開幕禮拜

主題：宗教改革與普世人權

2016年
10/15-27

巡迴講座
基督教倫理在現代社會的挑戰
講員：沃夫剛‧胡伯教授

　　　Prof. Dr. Dr. h.c. 
　　　Wolfgang Huber
德國基督教倫理權威，
曾為德國總統候選人推薦名單

‧ 10月16日台北地區專題講座
‧ 10/20-21玉山神學院專題講

座
‧ 10/22-23馬偕醫院醫療倫理

講座，台南信徒講座
‧ 10/24-25 台灣神學院專題

講座
‧ 10/26 彰化基督教醫院醫療

倫理講座、台中專題講座

2017年
2/16-28

巡迴講座
全人關懷與慈悲正義
（配合「2017年228七十週年紀
念活動」）
講員：古倫神父P.Anselm Grün

1. 各類靈修輔導主題
2. 從天主教教會發展看宗教改

革：宗教改革是所有基督徒
的革新挑戰

3. 靈性是改革的力量來源
4. 慈悲、憐憫與正義：以德

國、巴西、東歐轉型正義為
例（針對228七十週年紀念
活動，擔任PCT各區紀念活
動講員）

2017年
5/24-26

2017年德國教會日暨宗改500紀念活動
（地點：柏林、威騰堡）

PCT應伙伴教會「柏林差會」
之邀組團參加「教會日」並籌
劃各類宣教與社福事工會議

2017年
10/25-11/5

巡迴講座
宗教改革與普世人權
講員：雷平教授

　　　Prof. Dr. Volker. Leppin
杜賓根大學教會史教授，
宗教改革史研究權威

宗教改革對文化與政治的意義
與影響、21世紀的基督徒如何
看宗教改革、用新眼光看宗教
改革與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與
普世人權

2017年
10/31

慶典結束：2017宗改紀念日普世共融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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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平安園在創園時即訂為，以基

督徒觀點來經營墓園，故用基督教平安園

為全名。我們看到所有的墓園都有其特

色，每一個購買墓位的家屬也是認同他所

選擇的管理制度，那麼我們的平安園提供

給所有的基督徒作為選擇，除非他是認同

自己是基督徒之外，我們不會出售給他。

也就是說他不是基督徒的家人，我們不會

賣墓位給他使用，既然你買了這個墓園，

就表示你已同意我們的管理制度，況且當

你購買並且要使用時，我們都會附帶一張

本園管理辦及使用須知交給你。

　　近年來在園區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小小

的風箏，而且越來趙多，甚至越來越大型

出現，若遇到強風就被吹到東倒西歪，有

些被風吹到破碎散到四處。還有許多裝飾

品就直粘貼在墓碑上，有小玩偶、小玩

具、小酒瓶、啤酒罐、香煙、可樂、糖

果、假蘋果、假古錢幣、假紙鈔、假食

品、水果，林林總總什麼飾品都有，不知

不覺就流型起來，有樣學樣大家都跟著

放，員工收不完。

　　整個園區都失去了基督徒專屬墓園，

請大家不要忘記我們的親人他的靈魂已進

人神的國，墓園只是紀念他的遺骸。當我

們來到墓園只要帶著花，特別是鮮花那代

表我們的心意，來追思紀念親人的恩情，

這個鮮花比任何物品都高貴，那是自然的

香味，是有生命的植物，全世界的墓園都

用此鮮花來作為追思的最美禮物。我們希

望基督教墓園所看到的就是環保自然，樹

木與花卉，青翠的草坪，鳥語聖歌頌揚。

　　請大家再詳細看我們所提供的管理辦

法及使用須知，請特別注意第四項所提，

(家屬不得任意種植花木或放置物品於墓

前)。謝謝大家的合作。

1. 本園管理除依內政部(殯葬管理條例)及其(施行
細則)辦理外、訂定本須知以便遵循。

2. 本園僅供經基督教會牧師證明之基督徒或慕道
者使用、且一切行為均不得違反基督教禮儀。

3. 凡使用本園墓地需由申請人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二十五條)規定檢附火化許可證明及死亡證明
書、領具主管機關核發之埋葬許可證、填寫經
牧師證明之申請書連同使用權狀辦妥有關手續
後、由本園換發【寄存證】一份交由申請人保
存。

4. 使用本園墓地、本園負責永久管理、維護、惟
遇天災、非人力可預防抗拒致受損者、應免責
之。家屬不得任意種植花木或放置物品於墓
前。於進園時每人每次酌收代辦工程費、永久
管理費、其金額由管理委員會訂之。

5. 使用本園墓地、均屬永久使用、如須中途遷出

者、應檢附原寄存證向本園辦理遷出手續、其
已繳納之一切費用不得要求退還、遷出後遺留
位置得轉讓、惟需依本須知規定使用。

6. 使用本園墓地如遇政令變更必須遷移時、經通
知申請人前來洽辦依法補償。而逾期不來辦理
者、必要時本園得作權宜處理、申請人不得提
出任何異議。

7. 使用本園墓地、其中如發現夾藏有違禁物者、
其責任由申請人負責之。

8. 本園所發使用權狀得轉讓、但應向本園登記。

9. 使用權狀或寄存證如有遺失、應刊登報紙聲明
作廢、並辦理補發手續、否則本園概不負責。

10. 本園墓位使用安排之辦法另訂之。

11. 本須知自基督教平安園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改時亦同。

與大家分享園區管理方向
廖正行牧師

私立國榮墓園金平安生命紀念園股份有限公司

基督教平安園墓園管理辦法及使用須知
1996年12月27日訂定 
2 0 1 2年第七次修訂

當你購買本園墓位所附文件敬請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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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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已轉向秋季型態，早晚上山朋友記得多帶一件長袖備用，也要準備一件雨具，

因為下雨的機會漸漸增加。同時也祝大家秋節愉快。

二、本園創設已滿二十周年，日前出版一本紀念特刊，凡到辦公室或到園區都可以帶一

本回家留念。

三、申請建造園區服務中心進度已到提出水土保持計劃，若順過關即將持續提出什項執

照申請，請大家祈禱中紀念，期望早日實現。

四、園區管理員將遵照創園理念及管理規則，除了在墓前放置鮮花或盆栽之外，其他的

裝飾品請大家帶回家，若留在墓碑前的所有飾品，員工會收取後視同一般垃圾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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