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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恁平安！
邱瓊苑牧師
經文：約翰福音 20 章 24-31 節
20:24 多馬，嘛叫做雙生仔，伊是十二使徒的一個，耶穌來彼時無及 in 做夥佇遐。
20:25 所以其他的門徒給伊講：
「阮已經見著主啦。」 多馬給 in 講：
「我若無看著伊手中的釘跡，用
指頭仔摸釘跡，閣用手摸伊的脅下，我絕對 m 信。」
「願
20:26 一禮拜後，門徒閣聚集佇厝內，多馬嘛及 in 做夥。門關 teh，耶穌來，徛佇 in 中央，講：
恁平安！」
20:27 然後，伊給多馬講：
「伸指頭仔來遮，探我的手；伸手來摸我的脅下。m 通無信，著信！」
20:28 多馬講：
「我的主，我的上帝！」
20:29 耶穌給伊講：
「你看著我才信噢？無看著來信的人真有福氣！」
20:30 耶穌佇門徒的面前猶行真多神跡，無記載佇此本冊。
20:31 記載諸個是欲互恁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子，閣互恁通過信，靠伊的名得著活命。

一. 前言
列位來賓、列位兄姊，大家平安！
今天大家來到義光教會參加 228 事件 70 週年暨林老夫人游阿妹、 亮均、亭均 受難 37 週年追思禮
拜。我用「願恁平安」作為禮拜主題。
不知道大家見面時你是如何請安打招呼？「早」
、
「呷飽未」
、
「平安」？
台灣人早起時、中午時，傍晚時，互相請安，我們都是怎麼請安的呢？『呷飽未』？
到了晚上傍晚，還是「呷飽未」？為什麼？高雄餐飲大學教授陳玉箴著有一本書：
《飲食、權力與國
族認同》
，從菜蔬米糧料理談到權力的形成，談到國家民族的認同。原來飲食文化跟國家認同是有關
係的。這也難怪，在台北你想吃各國料理都是簡單的事情。
台灣社會目前的的飲食文化之於人，每逢重要節慶或人生大事也總是藉由團聚盛宴作為重要的分享媒
介，但是我們可以想像為何「呷飽未」這句話成為我們彼此請安的文化延續？
回想台灣早期生活的艱苦、生活的缺乏，有足夠的米糧可以養活自己和家庭，可以吃飽，有力氣生存
打拼，這就是生命的延續；有辦法有能力生存下去，這是達到平安的最基本需求。
當對方回答你：呷飽啊！所道出的就是生命有力氣了，生命需求被滿足了。
一句「呷飽未」帶出來的是台灣人的關心體貼、感恩溫暖與肉體的平安。
但是 70 年前的台灣，生命所失落的不僅僅是肉體的平安。

二. 1947 年 228
1947 年 2 月 28 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從中國派遣軍隊，分由基隆和高雄登陸，展開大規模的
鎮壓和屠殺，並進行全台清鄉，濫捕濫殺。事件發生之後，假政權接著宣布戒嚴將近 40 年，進行白
色恐怖統治，人心惶惶。二二八事件讓台灣族群間一直存在著傷痛裂痕。
1987 年解除戒嚴後，雖設有二二八基金會，很多縣市都設立有二二八紀念碑、紀念館和紀念公園，
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民間，每年也皆有舉行二二八追思紀念活動，追思遇害的台灣英靈。然而，二二八
事件迄今已七十年，事件的許多真相卻仍未完全查明，檔案未全部公開，加害的重大元凶仍未追究，
歷史傷痛迄今仍存在，族群仍存裂痕，生活在台灣這塊美麗土地的人民還在追尋真正的平安。

三. 70 年前的台灣平安嗎？
年前的台灣平安嗎？
從 1929 年，台灣人第一個拿到美國哲學博士學位的林茂生博士他們的家庭來看，
林茂生博士的女兒林詠梅女士接受民報專訪時說：
1929 年 11 月，林茂生博士順利取得哥大博士學位後。二位恩師曾欲網羅林茂生留在美國，但林堅決
回台灣服務，只因念及台灣的「羔羊」而不願為自己的前途優先。
「那是…很大
至於 228 發生之後，家裏的變化？林博士的女兒林詠梅談到當年情景，幾度激動泛淚：
的變化。那沒辦法講，那…真的很難講。我們連生活都是問題。那變化…，親戚朋友很多人不敢來看
我們，在路上看到我們（家人）
，伊會閃走，但是不能怪他們，因為大家都很驚惶，很驚、很驚。因
為那個時候，不知道是怎麼樣會被抓去？你沒有做壞代誌也會被抓去，對什麼都怕，對一切都怕。當
然我們家也就很悽慘」
。
談到二二八帶來家中劇變，那時候的心情，以及那種混亂、驚慌，林詠梅說，
「我那時候很生氣。很
氣，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家是基督徒，所以我第一個就想到上帝，為什麼？我沒辦法了解為什麼。像
我爸爸那樣的人，怎麼會被抓去？當然我也生氣國民黨：為什麼那樣的壞人可以存在？所以我會氣上
帝」
。
228 發生後，這個日子，這個詞，成為他們家的禁忌，不與外人提，也不能隨便講，這也是當時台灣
社會的一般氛圍，
「我們都很安靜，出去也不會講」
，林詠梅沉默了好一陣子才開口說：
「那時我有幾
個好朋友，是台灣人，他們都對我很好，他們也都知道，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去講心裏的事，只能夠自
己面對。」

四. 1980 年的林家
37 年前；林宅血案發生迄今已經 37 年了。這些年來，每逢 2 月 28 日， 許多關心的親友都聚集在義
光教會或是林家墓園默禱追思，用歌聲、鮮花表達對故人的哀傷不捨。無論晴雨，年年如此。
37 年前的林家，原本享有的家庭溫暖、心靈平安被剝奪、被傷害。
對林家來說，生命當中原本應該享有的從上帝所賜的「平安」被搶奪，被迫面對那原本不需要面對的
死傷和「黑暗」
。我們也看為這是台灣第二次的 228。

五. 近年來的台灣有平安嗎？
近年來的台灣有平安嗎？
柯 P 談起參加台北市長初選時，他的父親曾極力反對：
「我在二二八失去父親，不想再失去兒子。」
柯 P 曾經表示，面對二二八事件，
「有真相才有原諒，有原諒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
；柯 P 雖然
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所說的這段話，充滿基督徒信仰的內涵；對台灣社會有很好的啟發。
但是台灣社會、台灣人民要享受真正的和解、和平，政府和百姓需要努力的是什麼呢？
要有真相，才有可能原諒；受害者願意原諒，是因為知道真相，克服了疼痛克服了傷害，願意原諒而
帶來和解的力量，也因為和解才能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平)。
雖然台灣經過政黨輪替，但是那種黑暗打壓，傷害生命，傷害尊嚴、破害平安的負面力量讓台灣人常
常活在失去平安的心靈生活中。
昨天的新聞，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宣布，其典藏的二二八事件檔案已全數解密，
待後續工作完成後，預計 3 年內就可以開放給民眾申請調閱。總統蔡英文為此表示，這是完成轉型正
義調查報告最重要的基礎工作之一。
檔案解密、開放給民眾申請調閱，執行轉型正義的工作之一，期待可以幫助台灣社會享受平安！

六.耶穌時代的「
耶穌時代的「平安」
平安」
今天所讀的聖經故事--談到耶穌復活之後，顯現讓他的學生看見的故事。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故
事經驗，對當時代的人與跟隨者而言，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是耶穌確實
被釘死了，這個死亡的故事真實發生在他們的社會、他們的生命當中。
他們失去了平安，失去了盼望。只要跟耶穌沾上邊的人恐怕都要面對逼害、黑暗的勢力，面對生命的
威脅。
當耶穌戰勝死亡，顯現給他的學生看見時，有一位學生多馬沒有看見。多馬給 in 講：
「我若無看著伊
手中的釘跡，用指頭仔摸釘跡，閣用手摸伊的脅下，我絕對 m 信。」
一禮拜後，門徒閣聚集佇厝內，多馬嘛及 in 做夥。門關 teh，耶穌來，徛佇 in 中央，講：
「願恁平安！」
為何門關著？因為驚，因為沒平安。
當時只要跟被釘十字架的人有所關聯，都有可能被處以相同的刑罰，這也就是為何耶穌的學生彼得被
認出來的時候，連連否認他跟耶穌的關係，還否認了 3 次。
耶穌復活的消息讓這些跟隨耶穌的人半信半疑，聚集的時候都要大門關緊。因為害怕生命失落。他們
的心中完全沒有平安。
「願恁平安！」
聖經說：耶穌來，徛佇 in 中央，講：
在面對驚慌、羅馬政權的壓迫、捆綁、殺害的恐怖當中，耶穌對他們說：願恁平安！

七.聖經中的（
聖經中的（shalom，
halom，平安）
平安）
(一)「平安」希伯來文 Shalom，在舊約出現有 200 多次，就是和平的意思。但這字有三方面積極的含
義：
1. 和平－沒有戰爭、困難艱辛；
2. 和平－身體的健康，福利和安全；
3. 和平－指引人在凡事上達到最高、至善的境界。
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國際機場上，一下飛機就會看到 Shalom 這個字，在最多動亂，暴力的地方，人越
需要這種真正的平安。
(二)「平安」希臘文是 Eirene，這個字在新約聖經中，大概出現 90 多次。
「新約是一本談及平安的書」
。在 27 卷新約書卷中都出現過「平安」
。說起在苦難、疾病、漂泊、淒
涼、飢餓、凌辱、逼迫等等如何享受主耶穌的平安。
這種平安也正是指向一種完美的幸福，一種令人導向至善的境界。
(三)平安的英文 Peace，也可翻譯為和平；這個字在中文有很豐富的意思，
1. 平安－特別指到內心的平靜，就是遇到任何困難都能平靜的面對；
2. 和睦－在人際關係上，人與人之間友善的相處，彼此禮讓；
3. 和平－就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能和平共處，彼此之間沒有衝突，沒有爭鬥。
從聖經新舊約的觀點整理：
1. Shalom 不只是指「化解衝突」
，而更是指追求「公義」和「整全」
，
2. 和平與公義連結的意涵（peace with justice）
，沒有公義就沒有和平。
3. 更明確地說，
「和平」的相反詞不是「衝突」或「不和諧」
，而是「不公義」
。
4. 真正的和平是以「公義」為基礎，一個追求「表面和諧」卻不實踐公義的作法，只能說是「虛假
的平安」
。
5. 一位沒有平安的人，不能向人介紹和指引人尋得平安。
所以，當基督徒跟人請安時，互道「平安」
，不僅僅是祝福「身體健康、生活穩定、工作順利、親情
溫暖」而已。期待的是更善更高的生命境界，充滿公義整全的生活。
耶穌對祂的學生說：願恁平安，所帶出的意義就是要告訴他們：祂將帶給所有的人生活充滿公義、和
平、充滿愛與盼望的力量。祂也願祂的學生能成為這樣的人，帶給社會國家及他人的生命充滿盼望、
充滿公義與和平。

八. 願恁平安
台灣社會經過了 2 次政黨輪替，這些年慢慢體驗也學習民主社會的運作，對台灣社會，我們要問了，
平安怎麼來？台灣人怎樣享受得到主耶穌所說的「願恁平安」？
1. 在政黨輪替後，台灣人關心的「身體健康、福利和安全」問題；

2. 台灣人關心 228 的歷史真相、社會公義，期待從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賠償等面向達到真正
的轉型正義。
嘗試修復遭到撕扯而破裂的台灣社會，我們看到的做法是對於 228 受難者的賠償，姑且先不論賠償是
否合理；但是我們更期待的是對於加害者和加害體制的反省。
這幾天有記者打電話給我，問我一些問題：兇手是國民黨嗎？為何要加害台灣人？民進黨為何沒有查
出兇手？我實在是很想掛他電話。
作為一個台灣人，到目前，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對過去的加害體制深刻的反省，還有那對岸鄰居一天
比一天蠻橫的打壓。
我們出門沒辦法報自己的名，我們出門沒辦法告訴人家我的父母叫什麼名字？我們要跟別 人做朋友
還要問蠻橫的第三者肯不肯？台灣人的平安在哪裡？
我們有那麼多犧牲生命的台灣人帶頭在尋找平安，那麼，
台灣人的平安應該要從擁有國家尊嚴的生命地位開始。
去年 9 月，我們一群人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會員在前國防部長蔡明憲長老的帶領下，前往聯合國宣達台
灣人的期待與願望，我們希望台灣能以台灣正名成為聯合國的一員；全世界目前 193 個會員國，就連
摩納哥公國﹙Principality of Monaco﹚
，位於法國東南部，人口僅有 32000 人；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台灣 2300 萬人卻像是孤兒。
在蔡明憲前國防部長的努力下，我們去到美國國會拜訪了幾位國會議員；其中一位 Ohio 州代表--夏
波(Steve Chabot)眾議員很和善的接待每一位台灣訪客進到他的辦公室，他主動也帶頭喊著；One
Taiwan One China。我幾乎是感動到要掉眼淚。那是一種平安，那是一種人與人、國與國美善境界的
追尋。
在跟他對談的過程，我們自由發問的過程，我問他：請問您的看法，認為我們是以「Chinese Taipei」
或是「Taiwan」進入聯合國比較可能？他很直接的回答：當然是「Taiwan」
；若以「Chinese Taipei」
，
對你們是一種侮辱。
我其實很清楚也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從美國國會議員口中說出來，象徵的是他也在告訴我們：
願恁平安！
很感動的是--夏波在我們還在美國停留時，跟他見面的二天後就很有效率的對國會提出「台灣旅行法」
修改建議，該法案聲明，美國政策應該促進美國與台灣之間「所有層級」互訪；夏波表示，美國政府
應促進與台灣民選總統直接對話。
既使該法案需要經過參眾兩院通過，經總統簽署才能成為法律。
但是，這是代表我們表達--台灣人民需要的是國家尊嚴、國家自主、人民自主的生命地位，而這樣的
努力我們看見有朋友跟我們一起努力。通過夏波的努力，也在告訴我們：願恁平安！

九. 結論
英文有兩個字，Peacekeeper 和 Peacemaker，兩者有所不同。Peacekeeper 是維持或保障平安的人。但
我們知道，哪裡有聯合國的和平軍，那裡就有戰爭。國家沒有安寧，人民就沒有平安。
但是 Peacemaker 就不一樣，他們能使人得平安，活出平安，也帶來平安。
回顧 228 的歷史，過去為了讓台灣更美好，為了幫助台灣享受平安的犧牲者，在這個房子裡犧牲生
命的林家嬤孫三人，他們就是 peacemaker，沒有他們的犧牲，我們沒有機會也不會真正明白什麼是真
正的平安。
我們今天在這裡，再次向 70 年前受害犧牲的台灣人表達我們的追思與感謝，因為他們的犧牲，讓我
們更靠近「平安」
。
這幾年有機會跟素敏姊，跟義雄兄近距離的相處，從旁看他們在努力的事情，我清楚知道他們就是
peacemaker。我們也要向他們在 37 年前失去親人表達我們的不捨；更要對義雄兄和素敏姊將他們失
去親人的痛，轉化為幫助台灣社會追求平安的力量，為台灣所努力的表達我們的感謝。
這一年來台灣國家政策的問題，特別是年金改革的問題，改革後我也是受害者--我先生的退休金也會
縮水了，我們卻是願意看見這樣的改革，希望看見台灣人要在凡事上達到最高、至善的境界。我們也
要向蔡總統及全體真心幫助台灣社會追求平安的政府官員說：你們辛苦了，願恁平安。
一位沒有平安的人，不能向人介紹和指引人尋得平安。今天聖歌隊所唱的詩歌--聖法蘭西斯禱文，提
醒我們繼續好好裝備我們自己成為 peacemaker，作和平平安的使者，努力並忠心的傳平安的福音、致
力於追求和平，願每一位台灣人願意追求那更美善的境界，使咱們的國家台灣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平
安」的境界；祝福所有 228 受難著家屬、祝福義雄兄素敏姊的家庭，祝福在座及蔡總統所帶領的台灣
人：願恁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