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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墓活
 陳宇光牧師 (退休牧師 )

經文：約 11：33 － 44

耶穌在世上時，行了很多的神蹟，其中有許多次是讓死人

從死裡復活的神蹟。今天的這段經文就是記載拉撒路埋葬在墳

墓已經過了四天，才被耶穌行神蹟，讓他從死裡復活。

我就藉著這個神蹟來跟我們分享三件事：

第一、尊重墳墓：從秦朝開始，每ㄧ年的「清明節」，許

多人會到祖先的墳墓掃墓與祭祖，以此來表達對祖先的感謝與

懷念的思慕之情。因此，政府為了要喚起孝道的精神，所以在

主後 1935 年，訂定「清明節」為「民族掃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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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民間宗教的信仰背景中，認為死人

的墳墓也與活人所住的房子相同，若是任由它

荒廢，不去整修墳墓，那麼死者的靈魂在陰間

就無法安居。因此，這些靈魂會對還活著的子

孫擾亂作弄，讓他們的家庭中有病痛或是不得

安寧，甚至是事業不順利，所以才無法興旺。

有的子孫就帶著這樣的心態來為祖先掃墓，這

是包含著異教鬼神的迷信在裡面。其實，我們

應該是以尊重、感恩和思慕的心情，來到先人

的墳墓前掃墓。

在耶穌的時代，以色列人的墳墓通常是

在山中挖ㄧ個洞，將遺體放在洞內的石板上，

洞口才再用一塊大石頭塞住，今天的經文就是

這樣的背景。當耶穌到拉撒路的墳墓前，叫人

將石頭挪開，他並非不尊重墳墓，乃是為了要

行神蹟，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也讓他可以從

墳墓的洞裡出來，所以需要先將墳墓的石頭挪

開。從四福音書的記載可以知道，耶穌是尊重

墳墓的，但是他不希望跟隨他的人，如同當時

的法利賽人那樣，表面上是假冒偽善，但是心

裏卻是充滿了罪惡，這就像外表好看的墳墓，

但是裡面卻是裝了死人的骨頭與一切的污穢。

（參太 23：27）我們在清明節或平時到先人

的墳墓掃墓時，不可以像法利賽人那樣，假冒

偽善，好像是很恭敬的樣子，乃是要存著恭敬

與尊重的心，去墳墓掃墓。   

第二、紀念祖先：今天有許多的活人在

祭拜死人，特別是在「清明節」時，帶著牲禮

到祖先的墳墓前祭拜，也為了死人燒香和燒金

紙，還向他們跪拜。或許有人認為這是表示對

祖先的尊敬與思念，然而基督徒是不可以這樣

做的。因為我們的祖先或是親人仍然是人，不

是神，他們死去以後，並不會降災禍或是賜福

給還活著的親人。我們只能夠敬拜三位一體的

真神上帝，因為十誡的第一條誡命記載：「除

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明。」（出 20：3）

因此，基督徒可以利用清明節時，帶著鮮花到

親人或是祖先的墳墓掃墓。同時將墳墓四周圍

的花草剪修一番，也能夠在墳墓前獻花行禮，

甚至在墳墓前，可以做簡單的家庭追思禮拜。

在追思禮拜時，長輩對後輩的子孫們述說祖先

所留下來的美好信仰榜樣與腳蹤，讓子孫們能

夠效法與學習，以此來紀念與追思已經逝去的

祖先或是親人。做完禮拜以後，還可以在墳墓

前，舉行野餐，藉此機會彼此追述往事與聊天

交誼。這些事情都是在掃墓時，非常有意義的

活動。

沒有信主的人利用「清明節」在「祭祖」，

而基督徒則是運用這個節日來「紀祖」。紀祖

的「紀」與祭祖的「祭」，中文都是相同的發

音。但是基督徒的「紀祖」是要紀念祖先所留

下來的美好信仰蹤跡，也記得祖先所留下來的

美善教導，讓後輩們可以思念與學習。

第三、看重活人：上帝呼召摩西帶領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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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百姓離開埃及時，祂對摩西說：「我是亞伯

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太

22：32a）耶穌引用這句話說：「上帝是活人

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太 22：32b）

從這裡可以讓我們知道，就人的眼光來看，亞

伯拉罕、以撒與雅各雖然都是已經死去的人，

但是從上帝的眼光來看，他們的信心仍然是活

在我們的心中。（參來 11：8-21）另外，從這

一節的經文可以知道，上帝看重人還活著時，

應該受到相當的尊重。雖然我們對已經死去的

祖先應該紀念與追思，但是對於還活著的父母

或是長輩，更應該加倍的看重與善待。不是在

他們還活著時，沒有盡到孝道或是尊重，等到

他們死去以後，才舉行很熱鬧與大場面的喪

禮，這是不對的。因為我們所信的上帝是活人

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照我所知，有許多基督徒在他們親人死

去以後，並沒有用非常熱鬧的大場面來辦理喪

事，但是他們將所收到的慰問金或是節省下來

的喪葬費拿到神學院，用這位死去親人的名字

設立獎學金，來幫助家境不是很好的神學生完

成學業；也有的基督徒將這些錢拿去教會所設

立的醫院，成立專戶或是基金，以便幫助在醫

院看病或是住院沒有辦法付醫藥費的病患，我

認為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做法。

另外，在我們要過世以前，可以填寫「器

官捐贈卡」，捐出身體上還可以使用的器官，

例如眼角膜、腎臟、…等等，幫助有需要的人。

主後 1965 年，溫榮春的牧師因為罹患鼻咽癌

過世。當他知道在世上的日子不是很久以後，

就捐出自己的眼角膜要給有需要的人。他是世

界上第ㄧ位捐出眼角膜的人，當時的醫生還不

曾做過這樣的移植手術。雖然如此，但是因為

他願意捐出眼角膜，才讓醫生有機會去做移植

的手術。那ㄧ次的手術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因

為有這一次的機會，才讓醫生檢討失敗的原因

與改進手術的方法，結果在第二次手術時，就

獲得成功。他犧牲奉獻的精神，實在是值得我

們效法與學習。

願我們在清明節之前，通過這些信息知

道，要怎樣做，才不違背上帝的旨意，也可

以與台灣的風俗習慣互相配合，讓我們不被沒

有信主的人說：「基督教是死了沒有人哭的宗

教。」其實，我們仍然是非常尊重墳墓和紀念

祖先的宗教，但是我們更是看重活人的宗教。

當父母還活著時，要盡孝道來孝順他們，勝過

他們死去以後，才來祭拜他們，或是用各種的

方法來表現孝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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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

切過錯。」（箴言十：12）。

華人因有禮教的規矩而顯出優雅，許

多人的成功是得力於一句格言嘉句的鼓勵，

可以收攝身心，擴充善念，堅定志向。基

督徒有天父上帝的規劃，賜予聖經作為隨

時的幫助；「上帝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的；

投靠他的，他便作他們的盾牌。」（箴言

三十：5）是大確幸！

宋朝黃庭堅的銘言「百戰百勝，不如

一忍；萬言萬語，不如一默。」，近代只

發揮百戰百勝，另外三句不見了，以至於

以理力爭，無理也要編理去爭。上法院如

同上超商，家長告老師，病患告醫師，自

家的不良教育，自身的不良飲食習慣，豈

能無責？不學忍耐，不懂緘默，就是萬言

萬語也輸給百戰百勝。

葉豐盛牧師 (退休牧師 )

戰勝者的內心一直要贏到底，可曾想

到敗將的挫折與怨恨總會有轉敗為勝的一

天。希臘的諺語「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

憂」；聖經「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

切過錯。」（箴言十：12）。

主耶穌最好的示範「愛你的仇敵，為

那逼迫你的禱告。」（馬太福音五：44），

在十字架上「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

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路加福音

二十三：34），這個禱告止息了他的門徒

及普世的信徒不去憎恨釘十字架的劊子手，

這一忍平息了多少紛爭。

主耶穌在受審時一直不去為萬言萬語

的誣告辯解，只是確認身分「『你若是基

督，就告訴我們。』，耶穌說：『我若告

訴你們，你們也不信；我若問你們，你們

一忍一默得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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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24），誰能料到他們成全了復活

的奇蹟，開啟了福音的大門。最後把耶穌

逼上死路的群眾的起誓「耶穌釘十架的血

債，歸於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因此禍及萬

代子孫，長年累月都處於戰爭之中，爭千

秋不得安寧。 

「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裏謙遜的，

必得尊榮。」（箴二十九：23）。驕者必

敗，「勝利是屬於最堅忍之人」( 拿破崙 )。

市面上的各種行業，開班授課都在學習進

取得勝，唯有聖經班的授課是要學習「愛

是恆久忍耐，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我們不需要得勝者的掌聲與風釆，而祈盼

的是忍者的平靜自由。何況榮耀理當歸於

至高的上帝，平安歸於祂所愛的人。！

也不回答，從今以後，人子要坐在上帝權

能的右邊。』。他們都說：『這樣，你是

上帝的兒子嗎？』，耶穌說：『你們所說

的是。』，他們說：『何必再用見證呢？

他親口所說的，我們都親自聽見了。』」（路

加福音二十二：67-71）。

就這樣被起訴了，「彼拉多第三次對

他們說： 『為甚麼呢？這人做了甚麼惡

事呢？我並沒有查出他甚麼該死的罪來。

所以，我要責打他，把他釋放了。』他們

大聲催逼彼拉多，求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

上。他們的聲音就得了勝。」（路加福音

二十二：22-23），百官百姓的聲音得勝了，

「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

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

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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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退休了！絕不是出於無奈或不捨，乃

是因事實和必然的結果，一切就那麼的自然發

生，說真的這應該不算順服吧！

若不是方東三牧師忠心和藹的耐心催稿，

否則這份深藏心底幾十年的陳年往事，還極可

能與我一同埋葬了！

1979 年台神畢業後，身為道地的客家人，

在眾人以為美的情境下，自願進入客庄服事，

受竹中差派至中壢中原教會事奉。二年後，因

一場喪葬禮拜，與陳蘭奇牧師有較多的聯繫和

認識，陳牧師竟然對一位初出茅蘆的小傳道，

給予了極大的祝福：他將一生開拓教會中，最

珍愛的觀音教會託付給我。且在我封牧就任前

早已把堂皇教堂和牧師館建妥，讓我在生活上

十分穩定，且在宣教上沒有硬體方面的後顧之

憂，這光景在 40 年前可說是極佳的安排和處

置。一年後，陳牧師再度決定把我調回母會

中壢教會，擔任副牧之職，協助陳牧師牧養

教會。1993 年陳牧師謙遜的退下主任牧師之

職，且堅定的建請全體小會員推選稚嫩的牧師

( 我 ) 來接任之！三年後，因士林教會之需要，

在不得不的情況下，經禱告的平安應許，毅然

決然前往赴任。1996 年當士林教會之需已得

林增坤牧師 退休牧師

相當的舒緩，經禱告後決定前往馬偕赴任，以

此回應過去對馬偕的虧負。15 年後，本想依

計畫提前退休，由於泰北阿卡宣教之關係，與

中山教會連結緊密，最後卻〝公親變事主〞→

推薦者變成被推薦者，經禱告後，決定把退休

前的四年，到中山教會事奉。三年後，考慮到

教會的長遠發展之宣教策略，堅定推舉正在教

會積極栽培神國人才的葉牧師，提早擔任中山

教會的主任牧師，並任關懷牧師之職，一年後

因台神之需及牧會倫理之故，經禱告後決定到

台神服事，至今已 41 年，時光飛逝，轉眼已

過，但不知神如何看這歷程，但自覺深感愧

疚！

回顧往事，一位再平凡不過的愚人，書

讀得不好，學歷不佳，IQ 平平，龍潭客庄鄉

下的孩子，有何能耐在組織嚴密、深愛台灣充

滿挑戰的長老教會中，安然渡過並盡程退休，

當然要深深感恩上帝的鴻恩大愛，因我們一生

都在祂手中，且依靠祂來到祂的教會服侍祂。

除此之外，對我本人而言，最想感謝的人是恩

師—陳蘭奇牧師。

陳牧師的學識、智慧和事奉上帝那股堅

定的勇氣，深深吸引我！再加上他對晚輩的關

一生感念的恩師

     —陳蘭奇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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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照顧，那種為父的心腸，促使我決定每週四

固定與他像父子般的交流半天，想到這裡，無

盡的悸動湧上心頭，緬懷那在上帝懷中受主讚

賞的主忠僕！！！陳牧師喜歡喝汽水和香蕉，

我們共同吃喝了不知幾卡車的量；又陳牧師常

開著老古董的車子，載著陳牧師娘、曾美容長

老、曾月春長老和我，走遍中壢的各大街小巷

不知多少遍了，我深覺陳牧師的愛，唯獨上

帝，因凡愛上帝的，必能因愛看不見的上帝，

而學習到主動的去愛那看得見凡上帝所愛的弟

兄，毫無目的、條件的不斷付出，這種不計代

價的付出！一度我因情緒低落沮喪時，他對我

說了一個故事，正是一位日本牧師的牧養經

驗，然後義正嚴詞的對我說：「世上沒有一間

完全的教會，就算有，你一去，它就變不完全

了！」我如當頭棒喝！我更懂了！服事上帝，

不是靠人 ( 包括自己 )、不是靠勢力，乃是靠

萬軍之耶和華的靈呀！過去我已早知道的真

理，但今日我才真正明白，正如同約伯說的：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今親眼看見祢。」故至

今我仍繼續經歷著，再展那股近乎瘋狂的宣教

熱誠，不畏艱辛勞苦！經常為原住民之宣教奔

波跋山涉水，在無交通可說步步都以 11 號公

車為依的情形下，必須用甘蔗當扁擔挑米上

山，這樣還能口中不斷唱著讚美詩歌，使歌聲

響徹山谷，正因此上帝藉著祂眾多有這股信仰

堅定的力量，翻轉了原住民的信仰，帶來原住

民的教會大復興和靈恩運動，陳牧師正是這股

力量的典範之一。在平地陳牧師帶領祂的團

隊：曾美容、盧泰江、陳儀恩、曾月春……在

中壢附近的城鎮鄉里，例如：富岡、龍岡、內

壢、觀音、龍潭、埔心、楊梅……四處傳道，

不計結果，只問是否傳了福音，為主作了沒

有？！結果一一結出果實，無論誰成就教會，

但問撒種了沒？我很佩服他的為主不計代價的

付出。在教會的治理上，他有堅持不妥協的一

面，有一次會員大會改選長執，我正好坐在一

位資深愛主標準傳統的信徒旁邊，當開票宣布

他當選執事，我向他恭賀轉頭之際，親見他十

分驚訝的伸出舌頭，並叫了一聲：「這怎麼

辦？」他身旁的妻子直接溫柔的回說：「戒了

吧！」我真聽不懂便問了一下！他說：「林牧

師你剛來不知道，陳牧師十分嚴格規定作長執

的不可抽菸、喝酒」，他上任之後，從此戒了

那十分難纏的綑綁，全然釋放了，後來成為長

老的典範！最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家庭，

牧師娘陳詹和妹，她是陳牧師的堅實後盾，及

緊急煞車手，膝下育有二子五女，家中子孫共

有六位牧師傳道人，及三位牧師娘，各個都在

教會中事奉上帝幾乎沒有遺失的羊群，好不容

易！我一生受到陳牧師極深極大的影響，他的

愛和提拔，使我可以在幾十年的波滔動盪不安

的牧會生涯走過來，謝謝恩師的金玉良言，不

棄不離的愛和關懷，甚至連一家人都齊心關心

我們一家人。過去，我因顧慮教會中的閒言閒

語，我有句想說又不敢說的話，而今陳牧師、

牧師娘已在上帝懷中，我又已在九月正式退

休，所以今天我可以毫無顧慮的大聲宣告說：

「爸爸！媽媽！謝謝您們對我的恩愛，沒有上

帝和您們我走不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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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日   期：1月11日  2月15日  3月15日   3月26日   4月12日   4月30日   5月10日   6月14日   7月12日

7月30日  8月16日  9月13日  10月11日  10月29日  11月15日  12月13日  12月31日

集合時間：當日上午8:50前抵達集合地點，9:00準時開車。

集合地點：古亭國小側門(辛亥路上，近捷運台電大樓站2號出口)。

費    用：每位新台幣200元，請自備零錢於當日繳交。

報名方式：傳真(02-2369-5442)/電話(02-2369-5441)，報名表請於平安園網站下載。

注意事項：

1.每月固定發車一台，如車位登記額滿，則隨時截止報名，進入候補程序。若候補人數達一定數量，才會加開車次，並另行通知。

2.簡訊發送時間：

出發日期為星期二：於前一週的星期五發送。

出發日期為星期六：於當週的星期二發送。

3.若乘客報名後，無故未到或收到乘車簡訊後才取消車位，本園有權不受理之後三個月的報名，請乘客自行前往，敬請見諒。

1.	 請家屬前往園區追思時，除了鮮花及小盆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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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於新北市殯葬條例目前不允許私立公墓申請樹葬及花葬，因此本園區目前沒有樹葬、花葬等自然環保葬之服務。

3.	加強維護園區環境整潔、清洗園區人行道及花台牆壁墓穴外觀、路邊外牆等工作。	

4.	為了環保的關係，加上園區處理保麗龍十字架不易，敬請生命禮儀公司及家屬留意，盡量不要將告別式會場使用	

的保麗龍十字架帶上園區。謝謝配合。	

5.	配合防疫措施，家屬前往園區追思或是舉行安葬禮拜時，敬請配合遵守實聯制、全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6.	配合防疫措施，請前來本園台北辦公室辦理手續之客戶，遵守實聯制、配合酒精乾洗手及量體溫，並請先來電預	

約時段辦理安葬事宜。

7.	『台灣好行皇冠北海岸線』觀光巴士，在本園入口北	23	號道路處旁有設站牌。從淡水捷運站發車，相關資訊、	

到站時間及票價，請上平安園網站或台灣好行官網查詢。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消息報告

墓穴內部裝潢 白色
大理石

南非黑
花崗岩

玫瑰紅
花崗岩

註：
● 證明書補發及過戶手續費：$1000/ 每件
●代辦申請埋葬許可手續費：$500/ 每人骨灰區 $22,000 $22,000 $22,000

棺木區 $55,000 $55,000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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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費 )

開  穴
工程費
( 每穴 )

墓碑
費用

墓碑
相片費

墓碑
刻字費

骨灰區 ( 第七區 ) 1~4 人 $ 200,000

$15,000

$6,000
● 黑白：
$3,000 起

● 彩色：
$5,000 起

● 姓名 + 生歿：
第一人 $4,000/ 組

● 經文：$150/ 字

骨灰區 ( 第八區 ) 1~4 人 $ 250,000 $8,000

骨灰區 ( 第九區 ) 1~8 人 $ 600,000 $10,000

棺木區 ( 單號 ) 1~16 人 $ 900,000
$25,000 $10,000

棺木區 ( 雙號 ) 1~16 人 $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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