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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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明翰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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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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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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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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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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祭拜或

大約3300年前，上帝交代以色列百姓要遵

守的誡命，但是對於我們今天的基督徒而

言，仍然是需要遵守的誡命。因為這些真

理並沒有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所

以我們應該要遵守這些誡命。      

　　主後大約95年，使徒約翰被放逐到以

弗所城西南邊的拔摩島。在那段期間的一

個禮拜日，他看到很多上帝顯現給他看的

異象，他也看到許多天使顯現給他看見不

同的異象。其中的一位天使出現時，對他

這樣說：「你要寫下來：被邀請參加羔羊

婚宴的人有福了！」天使又對他說：「這

都是上帝真實的話。」聽完了這些話，他

就俯伏在天使的腳前，要拜他，但是天使

對他說：「千萬不可這樣！我和你，以及

其他的信徒，所有守住耶穌所啟示的真理

的，都同樣是僕人。你應該敬拜上帝！」

因為耶穌所啟示的真理，也就是那感動先

知們的真理。（參啟19：9-10）從這段經

文讓我們知道，我們不可以敬拜天使，因

為他們也是上帝的僕人。不過有人曾經問

我說：「可以不可以拜聖母馬利亞、或是

十二使徒、或是過去非常有信仰的基督徒

或是聖徒呢？」我想通過我們剛才所說的

信息應該可以知道，根據聖經的記載，基

督徒不可以拜聖母馬利亞、或是十二使

徒、或是過去非常有信仰的基督徒或是聖

徒，因為他們也是人。但是過去的教會歷

史中，有許多人已經偏離了聖經的真理，

所以在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之間，有許多

敬虔的基督徒看到當時教會的種種錯誤，

他們就起來發動宗教改革，馬丁路德就是

其中的一位。這些宗教改革家認為當時教

皇與教會有許多的信仰不合乎聖經的真

理，包括拜聖母馬利亞、或是十二使徒…

等等的信仰，所以宗教改革以後，在基督

教教會的禮拜堂裡面或是外面，沒有出現

聖母馬利亞、或是十二使徒、或是過去非

常有信仰的基督徒圖像。在基督教的禮拜

堂裡面，可以看到的只是講台中央的十字

架或是禮拜堂外面的十字架。

　　第二、祭祖的意義：剛才提到不可

以拜活人、死人與天使，但是有許多基督

徒在每一年的清明節，常常會遇到一些很

困擾的問題，特別是家人大多數不是基督

徒的情況下，他們在掃墓時，常常會面臨

到底要不要拿香祭拜已經死去的親人。

　　其實，清明節並不是台灣本地的節

日，而是從中國傳過來的節日。中國傳統

的清明節大概是從周朝的後期開始，距離

現在大約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清明節最

開始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氣，清明一到，氣

溫升高，正是春耕播種的大好時機。清明

節的前一天是寒食節，在中國唐代的唐玄

宗開元二十年，他命令百姓要在「寒食節

上山掃墓」。到了宋朝以後，掃墓的習俗

就移到清明節。從此以後，在清明節時，

家家戶戶到祖先墳墓掃墓就成為一個習慣

與風俗。

　　不過中國傳統的清明節傳到台灣以

後，結合了本地民間宗教的祭拜禮儀，所

以祭祖變成具有宗教性的特殊意義，就這

樣演變成為今天的祭祖風俗。基督徒不否

認傳統的祭祖風俗有其值得肯定的意義，

但是也有許多需要再加以思考與改變的地

方。

(待續)

陳宇光 牧師

　　當耶穌從死裡復活升天以後，他的學

生與許多的基督徒大約有120人一起聚集

在耶路撒冷城的馬可樓聚會。經過不久，

就是猶太人的五旬節。在五旬節的那一

天，聖靈降臨。有許多人被聖靈充滿，得

著屬靈的能力。那時候，彼得就對當時的

人講道，結果有很多人信主。不過也有許

多不願意相信耶穌是基督，是彌賽亞的猶

太人，他們反對彼得與其他耶穌的學生所

傳的福音。這些人開始迫害耶穌的學生與

基督徒，司提反是第一個為了傳耶穌是基

督的福音而殉道的基督徒。他死了以後，

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基督徒都分散到猶

大省與撒瑪利亞省各地區去，他們在各地

傳福音。在耶路撒冷的使徒聽見撒馬利亞

人也領受了上帝的信息，就派彼得和約翰

到他們那裏去。彼得在撒瑪利亞省各個地

方傳福音，後來他來到猶大省西北邊的約

帕港口，這個城市是在目前以色列的首都

特拉維夫的南邊。有一位住在撒瑪利亞省

凱撒利亞城的羅馬軍官，叫做哥尼流。他

是一個虔誠的人；他跟他的一家人都敬畏

上帝，常常慷慨賙濟貧窮的猶太人，又時

常熱心向上帝禱告。（參徒10：2）有一

天下午，他看到一個異象；在異象中，他

清楚地看見上帝的一個使者進來，告訴他

說：「上帝已經聽了你的禱告，現在你要

派人到約帕去，邀請彼得來。」（參徒

10：3-5）因此彼得就從約帕來到凱撒利

亞哥尼流的家裡，彼得剛剛要進去他的家

裡，哥尼流就上前，俯伏在彼得的腳前要

拜他。但是彼得連忙扶他起來，說：「請

起來，我自己也是人。」（參徒10：25-

26）是的，彼得也是人，所以他不配被人

拜他。從這段經文讓我想到有關敬拜或祭

拜的事，我要分成三點來與我們分享這方

面的信息：

　　第一、聖經的根據：剛才提到彼得

說他自己也是人，所以他不配被人拜他。

是的，活人不可被人敬拜，死人一樣不可

以被人敬拜。但是從過去的歷史讓我們知

道，有許多的皇帝、國王、專制的總統

或是一些人，在活著的時候，就被百姓崇

拜，甚至是被當成偶像來敬拜。他們死了

以後，有人蓋廟將他們當成神明來拜，這

些都是違背聖經的信仰。因為出埃及記裡

面所記載的十誡第一條與第二條誡命這樣

記載：「我以外，不可敬拜別的神明。不

可為自己造任何偶像；也不可仿造天上、

地上，或地底下水中的任何形像。不可向

任何偶像跪拜，因為我是上主─你的上

帝；我絕不容忍跟我對立的神明。恨惡我

的人，我要懲罰他們，甚至到三、四代的

子孫。」（參出20：3-4）這段經文是摩

西在西奈山的山上從上帝所領受的誡命。

他下山以後，就對以色列百姓宣佈這些

誡命，並且要他們遵守這些誡命。這些誡

命雖然是在主前大約1300年前，距離現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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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哩，辣椒，薑等發熱的食物讓身體蠢蠢欲動的癌細胞多睡覺

　　一場國際研討會，其中一位目前在美國癌症中心的戴博士以"Is Cancer 

Curable?（癌症是否能治愈？）為題，分享了他對癌細胞生長動力學的研究結果。

　　癌症最令人害怕的就是metastasis（轉移）。原生癌並不會讓病人死亡，而一旦

癌細胞轉移，在其它組織器官內興風作浪就讓病人逐漸（或快速）的走向死亡。但為

什麼有些癌細胞已轉移的病人卻未繼續惡化?

　　日本曾解剖研究幾十位無病痛而自然往生的90-103歲老人，發現他們每一位體內

都有不少癌細胞。但為什麼他們的癌細胞沒有造成身體的病痛?

　　戴博士和幾位癌症研究學者發現，癌細胞在活躍一段時間後會進入「休眠期」，

休眠一段時間後又再度活躍，興風作浪。「休眠期」越長，病人能存活的時間就越

長，甚至不發生令人害怕的「轉移」。現在醫學界積極的在研究拖延癌細胞「休眠

期」的方法，包括利用藥物和飲食。「有效地預防細胞癌化」那篇論文提到幾種天然

物，可藉由控制癌細胞內訊息傳導(signal transduction)的路徑讓癌細胞進入「休

眠期」，請大家多吃含有這些有效成份的食物，讓身體內蠢蠢欲動的癌細胞多多睡

覺。

 

 

 

 

P.S .某藥劑師加註如下：這篇文章給大家是做參考，淺顯易懂。

因為最近醫學發表的長壽藥物包含以下四種：薑黃素/白藜蘆醇/Silymarin/黃耆（四

種成份），前面兩樣出現在上文中，上文所提到的：咖哩和薑的抗癌主成分都是“薑

黃素”。

　　寫真好，對極了！就像我目前的心境，在睌年能享受天倫之樂，我是

很感恩知福惜福的！大家共勉之！這個押韻文不是一般的文人能寫出來，

這個帖子不是一般的文人能寫出來：

天尚好，雲已散，夕陽正把黃昏戀；退了休，上了岸，人生旅途又一站；

圖心寬，求康健，是是非非全看淡；錢多少，莫細算，多活幾年就是賺。

柳樹旁，小河畔，手把魚竿放長線；沒有魚，也無憾，開心健體是關鍵。

練歌房，把歌練，好歌不怕唱千遍；心情好，唱不厭，所有煩惱都驅散。

保健康，驅病患，早晚戶外走兩遍；老姐妹，炫一炫，廣場跳舞比曲線；

扭秧歌，舞長扇，練就一副好身段；保健品，不保健，不如每天都鍛煉。

靜與動，常變換，電視閒書適當看；取筆墨，拿紙硯，文房四寶擺上案；

先抬肘，再懸腕，飛筆行墨似舞劍；人難免，有恩怨，就此一筆全了斷。

學詩詞，閱萬卷，寫得春天百花豔；寫內心，寫表面，寫好人生各階段；

寫春鳥，寫秋雁，春花淨盡秋花綻；說一千，道一萬，夕陽紅時最風範。

玩瀟灑，尋浪漫，不如圍著老婆轉；切個蔥，剝個蒜，幫著家裡做做飯；

巧使勁，不怕慢，時間一長就熟練；家務活，都會幹，全聽老婆一聲喚；

出點力，流點汗，爭取在家當模範：心態好，是關鍵，老來幸福金不換。

帶老婆，四處轉，游遍山水訪教堂；

祈個禱，許個願，笑滿面，給點陽光就燦爛；

老賢妻，心慈善，花點閒錢為奉獻；為孫子，要還願，因為過了分數線。

對兒女，別埋怨，遇事多把自己勸；兒女錢，也有限，給他火盆添點炭；

雖有理，也不辯，姑爺媳婦不討厭；對生活，不厭倦，要為家庭做貢獻。

老朋友，想見面，不能見面也無憾；感情深，未必見，只要心裡常掛念；

玩微信，點個贊，不是相見似相見；山不轉，人還轉，總有機會能見面。

出遠門，要防範，小心上當別受騙；花一百，得一萬，這事純屬是扯淡；

不亂走，不亂竄，不該看的咱別看；各種騙，都出現，把住思想一閃念；

小便宜，不能占，別想天上掉金蛋。

不傳謠，不杜撰，不給社會來添亂；早中晚，三頓飯，多菜少肉常吃淡；

寧可缺，不可濫，養成飲食好習慣；學飲食，長經驗，吃好這碗長壽面；

壞毛病，快改變，要給身體道個歉。

進豪屋，住寶殿，不如鄉下兩間半；雜物多，理還亂，但是老伴願意看；

孫子乖，繞膝轉，天天都把爺爺伴；想觀景，家裡看，這是一道風景線；

走好路，往前看，回頭未必就是岸。沒有愁，沒有怨，幸福晚年才實現。

閱後轉給朋友看！

（壓韻超棒，中文真美，能學著做到人生更美。共勉。）

咖哩對人體的益處子華先生的人生哲學
呂大勵大夫 提供

1.咖哩(抗癌成份是薑黃素)

2.辣椒(抗癌成份是辣椒素)

3.薑(抗癌成份是薑黃素)

4.綠茶(抗癌成份是兒茶素)

5.大豆(抗癌成份是 異黃酮）

 6.蕃茄(抗癌成份是茄紅素)

 7.葡萄(抗癌成份是白黎蘆醇)

 8.大蒜(抗癌成份是硫化物)

 9.高麗菜(抗癌成份是indole )

10.花椰菜(抗癌成份是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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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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弟兄姊妹平安，清明節和復活節即將來到，本園創立至今已達21年，管理委員會對今
年的追思方式作成決議如下:

(1).創園至今20年的聯合追思禮拜已達到極限，由百人到去年的1.600多人，從兩部專車到23部
專車，無論停車、聚會空間、廁所、工作人員都無法應付。

(2).擬由2017年起更改為清明節前兩天及節後兩天(即3月30日、31日。4月5日、6日)，每日備
3~5部專車接送到園區追思。

(3).計劃製作20分鐘追思專集(包括聖樂、祈禱、讀經、追思短講)由音響直接在園區播放，給家
屬在園區獻花和追思提供較充足的時間。

(4).待園區服務中心的禮拜堂完成，每月的追思禮拜在室內舉行，即將當月安息者通知家屬前往
參加。

二、請各位弟兄姊妹提前報名參加追思專車，除上面所列日期之外，在3月14日、4月11日、4
月29日同樣有提供追思專車，請大家盡量避開清明連假上山追思，依我們的經騐必定大塞
車，平時車程約1小時，到假日要2小時，敬請大家利用節前或延後。

三、今年園區必需嚴謹執行管理委員會的規定，即所有園區的墓位周圍，除了放置鮮花及小盆栽
外，其他物品請勿放置。若發現有任意放置其他物品者，管理員將會定期清除，敬請大家配
合與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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