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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

飲水思源

客家人非常注重香火的延續。這個香

火，就是祭拜祖先的香火。祖先要一直有

人祭拜，香火一直綿延不絕。香還有另一

個意義，當香點燃的時候，親屬和祖先就

產生連結，香可以召喚祖先前來，請祖先

享受食物、和祖先說話、報告喜事、請祂

從客家祭祖談客家宣教 

賴德卿牧師 總會客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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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處理家裏困難的事，保佑一家大小。

而準備祭拜食物的雖然大都是女人，但是

代表家庭傳承的卻是男人，這也表示客家

男人的重要地位。雖然客家女人勤儉、能

幹、顧家有口皆碑，但是，是否生一個兒

子，會影響到客家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幾年前，政府允許父母可以協調嬰兒從父

姓或母姓，當時反對最力的就是客家人，

因為客家人認為男兒繼承香火，從母姓會

混亂宗祠、混淆血統。

祖先的香火．祭拜

因為非常注重祖先的祭拜，所以客家

村莊很多同姓的宗祠廟，裏面供奉同宗同

姓的祖先，族人共同祭拜，共同維護香火，

如果有人退出，去信基督教，不願意再祭

拜祖先，不願意再分擔維護祖祠的費用，

就會承受鄉親很大的壓力。這是客家所在，

可能被稱為福音硬土的原因。但是每個族

群，上帝都會為救恩留了一個窗口，我們

要努力，找尋上帝應許的亮光。

燒香的意涵

因為燒香這個儀式，在基督教信仰裏，

是神格化的舉動，我們不能敬拜別的神，

也不能把祖先當成神，所以基督徒不燒香。

但是，基督徒還是講究孝道的。所以藉著

告別禮拜及週年追思家庭禮拜、省墓聚會，

表達對祖先親人的懷念與尊敬，是很好的

替代方式。

基督教信仰的告別禮拜

在告別禮拜中，我們有幾個很有意義

的儀式，表達基督徒是不「祭拜祖先」，

但是「記得祖先」、「紀念祖先」。

一、禮拜後瞻仰遣容．獻花  藉著獻花，表

達無限的懷念與感恩的心意。花朵芬

芳而美麗，表示故人的一生美好的信

仰，佳德懿行讓親友仰慕追隨好榜樣。

二、頌讀故人略歷 ( 自傳 )  基督教告別禮

拜中的故人略歷或是自傳，藉著整理

故人一生的事件故事，留給親友永恒

的回憶，也表示永遠「記祖」，代代

相傳。

三、故人愛吟的詩歌

      故人愛吟的詩歌，表達故人的情意、信

仰、心情，所以每次思念故人時，吟

唱他喜愛的詩歌，是一種與故人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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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與情感的交流。

四、牧師的勉勵與安慰    親人和故人、祖

先的關係不是單向的，人的一生要從

神的眼光來看，才有意義。所以藉著

牧師的勉勵，家屬更體會昔在今在永

在神的帶領，祖先是在上帝的保守中，

我們不必擔心憂懼，我們也領受永生

的盼望。

五、眾人的送行   基督徒也送行的。天國的

路我們不孤單，祖先去的地方，我們

也都要去，送行是充滿感情的隊伍，

無論是遣族或是教會兄姊，都會感受

到基督徒大家庭的溫暖關心，所有的

殯葬儀式，都不是只有傳統宗教家庭

內的法事，而是全教會的陪伴與扶持。

所以，信耶穌的人，不會孤單。

六、告別禮拜中可以以聖經經節、祈禱和

啟應文，表達一個渴望，上帝幫助所

有出席的人，活出榮耀神和利益人的

生活，也榮耀了祖先。我們也在上帝

的慈光照耀下，過著光明有愛的生活。

審慎處理祖先的牌位

因為客家人非常看重祖先的牌位，所

以以前除偶像，到家裏去，把所有的祖先

牌位拿下來剖開、燒掉，左鄰右舍都會非

常的驚懼，造成「不孝」、「背祖」的批評，

使得傳福音的阻礙更大，信耶穌的人壓力

更大。更好的作法是，邀請牧師舉行聖別

禮拜，將祖先的靈魂交給上帝保守，無論

在世的親人，過往的祖先都在上帝所賜的

平安裏。祈禱、讀經後把祖先牌位妥善的

包好，交由教會的牧長處理。或是聯絡其

他親人，放在其他的地方。

客家人十分注重孝道和祖先，基督徒

知道，孝敬父母是真心要做的事，當父母

還在，他們也很清楚，那個子女是孝順的。

當父母離開了，除了燒香祭拜，我們

可以藉著省墓、家庭追思禮拜，邀請親人

朋友來參加，能夠表達追懷感恩的心意。

當宗族家族舉行祭祖的活動時，除了不拿

香祭拜肉品水果，基督徒是可以參加獻花

鞠躬的，也可以表明繼續分擔宗族祖祠的

費用。基督徒也可以在精神財貨更多貢獻

家族，藉著投入、認同家族的活動，表達

慎重追遠的意思，基督徒本身所作的，都

能見証耶穌基督捨身成全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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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生，焉知死？

葉志達牧師 新屋教會

近來，資深主播傅達仁先生因為得到

胰臟癌，自知日子不多，他期待自己是好

好的死亡，而不是在疼痛中，在許多醫療

器材陪伴中死亡，因此，他開始提倡「安

樂死」。甚至，他兩度前往瑞士，盼望在

當地申請到「安樂死」的許可，最後可以

選擇有尊嚴的死。當然，安樂死的議題在

台灣的確還不夠成熟，政府也不敢貿然立

法。無論我們支持或不支持安樂死，不過，

從傅達仁先生所表達出來的不是害怕死

亡，而是堅強面對死亡這個課題，這是值

得我們基督徒省思的。

對基督徒來說，死亡並不是結束，因

為上帝會為我們預備地方，好等待復活的

時刻來臨。因此，基督徒原本不應該怕死，

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即使是傅達仁先生堅

強地面對死亡，卻不表示他真的不怕死。

他知道人終究一死，不過，若不是面對胰

臟癌，這個目前醫學上的死亡率相當地高，

這樣的病讓他不得不面對死亡這個課題。

不過，就如同他在今年三月的時候寫下了

「想活」的詩，其中寫著「其實我很想活，

雖然我是『安樂死』的倡導者。」死亡有

時候讓人可以輕易面對，不過面對親情的

分離，即使基督徒知道未來會在天上相遇，

但面對生死分離，仍然是令人感到有許多

的不捨。

曾經有孔子的弟子季路問孔子對「死

亡」的觀點，孔子對他說「未知生，焉知

死？」。的確，人們總是在問「死亡」的

事情，不過，即使是基督徒，仍然只知道

會為我們預備地方，卻無法完全得知死亡

之後真實的情況。不過，在世上的生活卻

是我們可以真實去體會。因此，面對死亡

的課題，其實就是面對如何在世上的生活。

當我們在告別禮拜的故人略歷上，往

往可以看到這個人的一生，特別是故人生

平令人懷念的事，而這些也將成為還在世

的人的見證。就如同希伯來書 12:1 所說的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

著我們」，我們活著的人看見許多人的見

證，就像雲彩圍繞著我們。希伯來書作者

在希伯來書 11 章中，談了許多舊約中許多

人物，包括亞伯、以諾、挪亞、亞伯拉罕

等等，因著對於上帝的信靠，他們活出許

多美好的見證，就如同雲彩圍繞著從聖經

中看見他們的見證的基督徒一樣。這些見

證人雖然死去了，但他們的生命見證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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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每個仍然活在世上的人，就彷彿雲

彩圍繞著每個人一樣。

從這個角度來看死亡，就必須清楚知

道死亡雖然是每個人必經的過程，也是如

同子路問孔子死亡的問題。不過，「未知

生，焉知死？」這句話對基督徒來說，是

一個提醒。雖然我們知道死後的結果，甚

至可以想像上帝將預備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但我們更要用「未知生」的態度去過在世

上的日子。也就是說，基督徒怎樣面對死

亡的課題，就是好好地在這世上生活，並

為主作見證，好讓自己的生命成為雲彩般

的見證人。就如同傅達仁先生的死，我們

不一定要認同他所提倡的「安樂死」，但

至少他帶給我們一個省思，那就是怎麼樣

去思考生命以及死亡的議題。

因此，活著的人如何面對死亡這個課

題，應該反向思考，我們如何面對活在這

世上的生命呢？更具體的問題是，我們希

望有一天在自己的告別禮拜中，後人為我

們寫的故人略歷，所呈現的生命是怎樣呢？

我們所呈現的生命是否如希伯來書所形容

的如雲彩圍繞著在世的見證人呢？面對死

亡，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地思考怎麼讓自

己的生命活得更有意義，活出可以見證基

督的名的生命。「未知生，焉知死？」對

基督徒來說，是積極面對死亡，我們用活

出更有意義的生命，讓自己成為雲彩般的

見證人，這樣即使有天我們蒙主恩召了，

生命並沒有真正的死去，而是活在每個受

到我們的見證所影響的每個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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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 586 年，巴比倫攻打南王國，將

聖殿毀滅以後，南王國就亡國了。從那時

候起，先知以西結在巴比倫對以色列百姓

傳達上帝要找回祂失散的羊，帶領他們回

去故鄉。從各國各地將以色列的百姓召集

起來，聚集在一起，然後帶領他們回到故

鄉。這件事經過大約兩千五百年以後，果

然得到應驗，也就是以色列終於復國了。

為了讓我們更加了解以色列復國以前

的歷史，我分成六點來分析：

第一、從亡國到流亡：主前 539 年，

波斯帝國打贏巴比倫，塞魯士國王允許被

擄在巴比倫的百姓可以回到故鄉。因此，

所羅巴伯帶領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重新

建造聖殿。南北王國在亡國以後，這個地

方的名稱就改為「巴勒斯坦」；本來被擄

在巴比倫，但是回到故鄉的以色列人，為

了要與血統不純正的撒馬利亞人有所區別，

他們就稱為「猶太人」。

後來希臘帝國興起，消滅了波斯帝國。

不過到了主前 63 年，羅馬帝國攻佔耶路撒

冷城。從那時候開始，巴勒斯坦就由羅馬

帝國統治。主後 135 年，因為猶太人的反

抗與叛亂，所以他們被羅馬軍隊趕出巴勒

斯坦。從那時候起，他們就流亡到世界各

地。

第二、復國的導火線：主後1894年，

住在法國的炮兵上尉德萊夫猶司是猶裔，

因為間諜案被法國軍法局判處無期徒刑，

但是相同這個案件的數位法國人被判無罪，

引起猶太人非常的憤慨，認為這是對猶太

人的人權侮辱與輕視。猶裔的奧地利人赫

茲爾在調查與報導這個案件過程中，他深

深體會到亡國的痛苦。為了要知道聖經中

有關復國的應許，所以他就研讀舊約聖經。

兩年後，他出版「猶太人的國家」這本書，

提出亡國已經二千多年的猶太人，要回去

錫安山復國。

第三、錫安主義運動：赫茲爾主張

以色列人應該要有另外一次的出埃及，才

可以脫離長期以來的苦難，錫安山就是歸

回故鄉的總目標。他的主張被人稱為「錫

安主義」，後來成為一種的運動。主後

1898 年，在瑞士的巴塞爾城召開「第一屆

世界錫安主義大會」，商量有關復國的事。

主後 1904 年，在德國當化學教授的猶太人

復國的前奏          

陳宇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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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茲曼移民到英國。他的父母經歷過主後

1880 年俄羅斯殺害猶太人的苦難，對回去

巴勒斯坦復國有很強烈的意念，所以他認

為無論如何，也要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國

家。        

第四、英國的鋪路：主後 1915 年 3

月，英國與法國聯合攻打德國，結果一直

遭到敗仗。因為德國新型的炮彈可以射得

很遠，威力也很強，然而英國與法國的炮

彈都是舊型的。英國的海軍大臣就找魏茲

曼教授來研究，盼望他可以製造威力很強

的新型炸彈。經過不久，魏教授果然研究

出新的配方，製造新砲彈。運用這些新型

的武器，英國與法國的軍隊將德國打敗。

主後 1917 年，英國派外交部長貝爾福去訪

問魏茲曼教授，問他看看有什麼需要幫忙

的事情。他就說 :「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

只有期待英國可以幫助我的同胞回去巴勒

斯坦。」外交部長回答說 :「你們的偉大目

標，今後我們的國家會大力地支持。」

主後 1917年 11月 2日，英國發表宣言：

「英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設立

一個民族的土地，為了要達成這個目標，

英國要盡最大的努力去做。」那一年的 12

月 1 日，英國軍隊在阿倫比將軍的領導之

下，攻佔耶路撒冷城，佔領巴勒斯坦。為

了要答謝魏茲曼教授的功勞，英國派出赫

爾伯特的猶太人當總督。魏茲曼教授則帶

領「錫安主義代表團」回到故鄉，成立希

伯來大學，為他們的民族栽培未來的人才。

第五、德國的迫害：第一次世界大

戰以後，猶太人在歐洲賺了許多錢，所以

許多當地的人很嫉妒猶太人。主後1934年，

希特勒當了德國的總理以後，對德國人說 :

「猶太人是必須剪除的毒草。」隔年，他

當總統，很多猶太人被關在集中營，然後

用槍彈或是毒氣集體殺死，還活著的猶太

人才想到要回去上帝對他們祖先應許之地

－巴勒斯坦。

第六、聯合國的幫忙：主後 1947

年 9 月，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開治理

案」。英國政府為了要控制中東的國家，

所以就討好阿拉伯人。造成猶太人的不滿，

因此派游擊隊到耶路撒冷附近攻擊英國的

軍隊。經過不久，聯合國決議英國要結束

在巴勒斯坦地區的管理權，並且叫他們需

要在主後 1948 年 5 月以前全部撤出這個地

區。就這樣，英國在聯合國所決議的時間

以前，撤出巴勒斯坦地區。

主後 1948 年 5 月 14 日，當地時間下

午四點，猶太人的一些領袖聚集在特拉維

夫的博物館，正式宣佈成立以色列國。就

這樣，亡國的以色列國又再復國了。這是

應驗舊約聖經中，先知一再預言以色列百

姓要歸回故鄉的應許，也更加印證這是上

帝對祂的選民特別的恩典。

今年剛好是以色列復國 70 週年，從這

件歷史的事實，讓我們基督徒知道需要時

時警醒自己，不可棄絕上帝，更加不可以

背叛上帝，去拜邪靈偶像，唯獨要敬拜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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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

區別
安放
人數

總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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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10,000

第二次以上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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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 每塊
棺木區：$10,000  / 每塊

骨灰區 $20,000 $20,000 $20,000

棺木區 $50,000 $50,000 $50,000

一、平安園管理委員會同意於第二停車場旁長方型的涼亭旁規劃一個台灣島型的小花園，設立可供樹

葬和花葬之用。( 這規劃須要依政府殯葬條例規定來進行 )

二、再提醒：管理委會規定，園區所有骨灰區墓位周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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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8 年固定追思專車日期已排定，並且公告在平安園網站，請大家查閱，要參加的弟兄姊妹請報

名，服務電話 02-2369-5441、傳真 02-2369-5442。

四、請大家配合，往後的季刊將由電腦取閱，不再用信件寄出。只要打開電腦從平安園網站→分享園

地 (http://www.peacegarden.org.tw/share.htm)，即可閱讀。若想要維持郵寄印刷刊物，請先來電告

知，若沒來電告之，我們就不寄出，共同節約資源。敬請諒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