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義光教會的日子
許天賢撰見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義光教會 30 週年特刊》。許天賢牧師 2012 年 2 月 21 日完稿於新樓
醫院。分段 : 一．美麗島事件，二． 第二個 228 事件，三．義光教會的成立，四．出獄、設立教師與
李茂盛長老的好意，五．應聘到義光教會，六． 七星中會中委會的刁難，七． 封立牧師暨就任詞，八．
義光教會的特色與牧會的辛酸。義光教會的特色與牧會的辛酸 再分 : １．有將無兵，牧師兼幹事，２．
情治單位的監視，３． 每月吊鼎還打腫臉充胖子，４．紮根－查經班，５．牧師館從２５０萬飆到８
００萬，６．探訪的難題，７. 助選、民主運動與街頭運動，８． 林家慘案告別禮拜－雨中行葬禮，淚
中話期盼。
一．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當時國民黨政府稱其為高雄暴力事件）是於 1979 年 12 月 10 日的國際人
權日在台灣高雄市發生的一場重大事件。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重要黨外人士遭到逮捕與審判，甚至一度以叛亂罪起訴，史稱「美麗島大審」。
這個事件，為七○年代寫下了悲愴的句點，也為八○年代開啟了民主運動 的序幕。那是一個含淚播種
的時代。它不但是台灣民主運動史的一個重要分水 嶺，也是台灣知識分子思想一次沈痛的洗禮。事件
對台灣政局發展有著重要影 響，國民黨逐漸放棄遷台以來一黨專政的路線以應時勢，終於解除 38 年的
戒 嚴、開放黨禁、報禁，台灣社會因而得以實現更充足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維基百科，自由的百
科全書）
二． 第二個 228 事件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我在 1979 年 12 月 23 日於林仔內教會主持聖誕讚美禮拜，時被國民黨情治單位在
無逮捕令的情形下拘捕。
1980 年 3 月初，拘押在土城看守所，在等待開庭審判的期間，原本被斷 絕音訊下，關在隔壁房的邱茂
男先生不知哪裡得到一份未被開天窗的報紙，隔著門大聲告訴大家發生林宅血案，並大聲朗讀新聞內容。
當時我聽了這消息， 心簡直都碎了。也不知要如何回應，只有默默流淚為林義雄律師的家人禱告！
三．義光教會的成立
義光教會是位於台北市信義路 3 段大安森林公園對面巷內的社區公寓一 樓，37 坪的禮拜堂加上近 10 坪
的地下室當教室用，就沒有其他空間。
『義光教會原為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律師（當時為省議員）之住宅，主後 1980 年( 中華民國 69 年)2 月
28 日，林義雄先生正因美麗島事件被關在景 美軍事看守所，當天開審判庭，林太太方素敏女士前往旁
聽。中午時分，林先 生 60 歲的母親林游阿妹及 7 歲雙胞胎女兒亮均、亭均離奇慘死於此，9 歲的 長女
奐均雖受重傷，蒙主憐憫得以死裡逃生。方素敏姊妹在當時參與關心受難家庭的教會牧長之帶領下，願
意以此房子為見證上帝公義，及耶穌基督赦免與拯救福音之地，而售予建堂委員會。1982 年 4 月 11 日
復活節「義光（上帝公義之光）教會」於焉誕生。』（見網路文章）
下面這段文章是引自林義雄兄的女兒林奐均的見證：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知道，我家人被刺是出於當時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人的命令。有很多理由支持我們
的看法，特別是命案當時，我家 24 小時都在警方的監視之下。當時，國家在戒嚴令之下，人民沒有政
治自由。
命案發生之後，我家成為凶宅，沒有人願意過來，甚至鄰居都想搬走。我家的經濟陷入慘況。父親在獄
中遭到刑求，一面還為喪母、喪女而哀痛。母親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不但要忍受喪女之痛，還要獨力
負起照顧我的責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許多兄姊，熱誠的為我們家禱告。在禱告中許多人受到感動，決心買下我的老家將
它改成教會。這樣既能幫助母親改善財務狀況，也使這個悲劇之地得到救贖。有幾位勇敢的人挑起募款
籌建「義光教會」的使命。這真是需要勇氣，每個人都害怕跟我家扯上關係，導致自己被政府所害。在
昨天的禮拜中，當年負責募款的先生提到，有些人等到半夜才帶錢去他家，免得被看見。他也很小心不
留捐款人的資料，以免被警方查獲。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捐款源源而來，終於在 30 年前的復活節，義
光教會設立了。
義光教會第一位牧師（許天賢牧師），自己也曾在講壇上被捕。出獄之後，他勇敢的接下義光教會首任
牧師的擔子』。
1980 年 6 月判刑三年確定，被移送到龜山監獄。聽到內人來面會時告訴我說，林家血案的住宅變成教
會的消息，心中覺得好安慰也好感謝上帝！因此寫了一首詩：
恁的血 bōe 白流～獻給林家祖孫慘案的犧牲者～
因為恁的犧牲，為著此塊土地，為著土地頂面的百性
真濟人會繼續奮鬥！
自由，人權 bōe 對天跋落來
土地有聲直直啲叫，良心不時對阮啲催迫
呣管頭前的路怎樣歹行(刺仔滿埔，暗霧歸路)
阮會永遠思念恁的腳跡，獻出阮的熱情盡力打拼
無辜的靈魂啊，請安息，恁的血 bōe 白流！

附記：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翌年二月 28 日，義雄兄的雙胞胎女兒亭均、亮均與其母親被殺害致死，大
女兒奐均被殺數刀後，幸被救活。在獄中，每當思及此，就痛入肝腸。民主自由的代價是這麼的高！只
祈禱，為著土地與人民，這些人的打拼，到頭來會有好的成果，使林家媽孫的血沒有白流！！（1982
龜山監獄）
四．出獄、設立教師與李茂盛長老的好意
1982 年 12 月底，坐滿三年政治監出獄後，繼續留在嘉義中會林子內教 會牧會，得到當時中會中委、教
會李茂盛長老及會友全力的支持，得以通過教 師講道。
教師資格通過後，面臨一個問題──封立牧師。長老教會每個中會有規定 牧師最低的謝禮，但那時林
子內教會經濟上無法負擔，所以李茂盛長老也很坦白跟我說到這個問題。他說，『如果我可以找到一個
教會可以讓我封立牧師， 則教會可以讓我一直留到那個時候。』所以我就繼續留在林子內教會牧會，
等 待上帝的旨意與引領。

五．應聘到義光教會
也許是出獄後，繼續為台灣民主打拼，在高李麗珍參選立委時，認識當時 在義光教會聚會的陳娜俐姐，
而義光教會成立後也在尋找一位『敢』去牧會的 牧者，聖靈的帶領及幾位義光教會的長執穿針引線之
下，我答應應聘到義光教 會牧會，並進行監選通過。於 1984 年 6 月赴任。
六． 七星中會中委會的刁難
到台北，得到蘇治芬（現任雲林縣長）的幫忙找到瑞安街的一處房子， 租了，住了，之後才發覺剛好
跟高俊明牧師當鄰居。安頓後就展開在義光教會 三年的牧會生活。
當教會要進行封立牧師的事宜時，才發現七星中會的中委會說監選不合 法，因為當時義光教會是母會
三一教會的支會，監選委員於監選時，把母會與 支會的會員集合在三一教會一起投票選舉，中委會認
為不合教會法規，所以遲 遲不接納通過，我的就任特會也就一直延遲到 11 月 12 日舉行。其實那個時
候我知道這是故意刁難，因為當時七星中會中委會委員中有幾位是國民黨的御 用打手，說是『抓耙仔』
也不為過。
七． 封立牧師暨就任詞
就任禮拜的特會中，我也特別提到北部較冷南部較溫暖的話，事後還遭 到當時中委的『深度關切』呢！
以下是我當時的就任詞內容（台語）：
自囝仔的時陣，就一直佇教會行踏的我，從來攏不曾做過要做牧師的夢。 佇我的印象中，「牧師」是
一個受人尊重，有口才，有靈性，有信仰，有正義 感，甘願為著羊群?牲，甚至放悚生命的人。我是什
麼人？我根本不敢去想要 行這條路。無想到，從來不曾做過這種夢的人，會進入台南神學院受造就。
在神學院六年之久的時間，我並不是一個真乖真聽話的學生，總是通過幾項的事件，互我有深思的機會：
頭一項是當時台南神學院的代理院長彌迪理牧師（Dr. Dan Beeby）因為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互
當局趕離台灣轉去英國。此項代誌，互我想不通，為什麼一個關心台灣前途的外國人，反轉被趕出台灣？
第二項是 1977 年台灣的選舉過程與結果。因為我本身有參與著此擺的選舉活動，發覺到咱的選舉並不
是真正的公平，咱的選民互金錢的左右，無真正辨識候選人的能力，致到互我一直想，要怎樣來叫醒咱
的選民？
第三項是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的事件。長老教會所發表的「人權宣言」與所引起的反應，互我一直.
想：「做一個台灣人，咱豈 b.e 當來決定咱自己的命運嗎？咱豈無這種權利嗎？」
這三項事是我做神學生的時代所發生所遇著的。所帶來給我衝擊與.蒙，贏過老師的教導，互我得到非
常大的.發。
神學院畢業了後，受派到嘉義中會白河鎮郊外的林仔內教會做傳道師。才牧會四個外月，就發生高雄美
麗島事件。佇 1979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1 點 20 分，當我在主持聖誕節的讚美禮拜時，受非法逮捕，然
後坐了三年的政治監。那時，我在想，出獄了後，一定無法度在教會中任職。那知，嘉義中會與林仔內
教會排除一切的困難，勇敢接受我，互我真大的鼓勵。
也想不到，林仔內教會五年的牧會了後，我會來到全世界及台灣所關心注目的義光教會。雖然來到台北
之後，有遇著一寡仔代誌，互我有一種「透心涼」的感覺，不像南部故鄉的溫暖或是嘉義中會同工之間

的溫暖。不過，有耶和華上帝做我的倚靠，我今日才能當站在此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所在，來接受「牧師」
這個聖職。
相信在台灣與世界的各角落，有真多台灣人，對此間曾流血，犧牲過三條寶貴的生命，到現今還未安葬，
停屍在殯儀館，將這個悲慘流目屎流血的所在，變做宣揚和平、公義，要為真理發光的聖殿，有真大的
期待。做一個上帝奴僕的我，在此牧養羊群，我深深有感覺到這個使命的重大與重擔，恐驚我自己無法
來承擔，所以在此，除了求上帝的幫助以外，也盼望關心的兄姐，替我代禱，給我鼓勵。盼望無辜負上
帝的恩典，互這間教會，永遠佇上帝所掌管的歷史中，來做活活的見證。
我與義光教會全體的會友，也深深寄望在同心合意之外，能當互這間教會成為：
（一） 公義的教會
先知阿摩司曾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上帝的信息說：當互公平親像大水直直 流，讓公義親像長流的江河」。
佇這個邪惡不義的世代，好親像公義已經在人的心中消失。受欺侮的人，有話不敢講；受剝削的人，有
氣無底透，也透不出來。聰明的人，靜靜不管事；「靈巧」的人不認輸，走去外國閃避做一個「人」，
做一個「台灣人」的責任。所以阮決心，要佇這種世代，此種環境下，互這間 教會成為無失去信仰良
心，為公義奮鬥，為真理發光的教會。
（二） 關懷的中心
自從耶穌基督的教會設立在地面上以後，教會就成為受差遣進入世界的基 督的肢體。所以教會是為著
世界來存在的，因為她是耶穌基督的團體，她的頭 也是耶穌基督。教會，既然是為著世界來存在，就
她的使命也是在於關心這個 世界。見若是孤兒寡婦，喪鄉艱苦，被抓被關，特別是因為義與良心的緣
故受 難的政治犯良心犯，攏是教會所關懷的。因為聖經有記載：「主的靈臨到我， 因為祂用油?我，互
我傳福音給喪鄉人；祂有差遣我甲受擄的人講，in 能得到 釋放，甲晴暝的人講，in 能得到閣光，來釋
放受壓制的人，宣傳主歡喜的年。」
（三） 愛與赦免的地方
咱攏知影，此的所在曾佇 1980 年 2 月 28 日發生一件慘無人道， 到現在還未破案的命案。雖然命案發
生之後，有關單位信誓旦旦，有萬分之 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信心，能破案，但是到如今，「魂幽幽，冤
仍在」！那個剩 下的「萬一」，反轉互人感覺非常懷疑，也互人有「呣知影何時翻過去的天理 才能翻
轉來？」的感覺。
雖然兇手與背後的主謀者，污染咱可愛的鄉土，造成破裂的痕跡；雖然咱 永遠不會將這件殘酷的事忘
記；但是咱要用愛心努力來彌補這個痛心的傷痕。 懇求上帝，互失去人性的凶手與背後的主謀者，早
一日悔改，來向上帝與眾關 心的人認罪，講出整個事件的真相。也懇求上帝赦免咱大家的罪，因為攏
是咱 無盡咱完全的心力血汗來疼愛台灣，才會在這塊美麗島頂面發生這種事件。盼 望咱重新來想，做
伙來打拼，互此間教會成做愛與赦免的地方。
以上是我受召成為一個上帝的工人以及義光教會的牧者，與全體會友， 所要努力達成的目標。
我個人深知我的力量有限，但是我要立志，也要警醒我自己，盡我的力 量，來做一個忠心奮鬥到底的
上帝的奴僕。

盼望在大家的關心與代禱中，互我及義光教會，真正得著聖靈的力量，為真理打拼，為公義發光，為福
音征戰好的征戰。
最後，我用我自己寫的一首詩來勉勵我自己，也盼望大家自詩中來得著勉勵，詩題「牧師」，詩文說
（台語）：
牧師不是一項「頭路」（職業），也無有俗世的好前途，
決心奉獻，受召做基督兵丁，著勇敢向前。
受託傳道不是「傳肚」，呣通為著自己來圖謀。
責任是羊群的眷顧，無論曠野沙埔，抑是死蔭山路。
有時遇著世情凶惡，有時面對大海波浪，
敢採受譭謗，敢採愛親像痰壼容納一切的痛苦！
有時會入監牢，有時會遇著透風落雨，
若是為著公義真理的緣故，著向前，千萬呣通行退步。
十字架 bōe 使放佇中途，苦杯飲甲強欲吐，
吞忍、吞忍、著吞忍，一切攏是：
為人類懇求上帝賜福，為建立適合人類居起的天國。
【1984.11.12 於義光教會，1984.11.25 教會公報（1708 期）】
八．義光教會的特色與牧會的辛酸
１．有將無兵，牧師兼幹事
到了義光教會，開始牧會，才發現教會幾乎什麼都沒有。沒有幹事，我自己兼幹事做週報及打雜；探訪
時也要根據住址自己找會友居住的地方，沒有長執陪伴；會友分散居住在各處－嶺頭，天母，內湖，永
和等等地區，只有一戶是住在義光教會的隔壁巷子，探訪時也沒有交通工具，幸好在林子內教會時，家
裡有買一台摩托車給我。
當時教會的會友也只有 20 位左右，包括高俊明牧師娘及其母親與女兒高黎香、黎理，李勝雄律師，施
瑞雲姐妹（政治犯），黃紀男先生（政治犯），吳鐘靈先生夫婦（政治犯），郭振邦先生（政治犯），
吳金獅先生（政治犯），許晴富長老夫婦（政治犯），方素敏姐妹（受難家屬），許榮淑立委（受難家
屬），翁金珠姐妹（受難家屬），顏錦福議員，林世煜夫婦，田孟淑，後來又漸漸有陳俊宏長老夫婦，
康繡鳳老姐妹（阿姑），張真真姐妹，趙學鑫夫婦，王漢章夫婦，李鳳珠長老，楊麗娟姐妹，柯怡政弟
兄，朱約信弟兄，高金治姐妹，鄭玉鶴姐妹，張鳳樓先生，李文元夫婦，姚仁和全家，穆信義全家，游
宗仁夫婦，江明雲弟兄，孫原弟兄……等加入義光教會的陣容。單看這些名單，就知道要推行教會事工
其實並不那麼容易，大部分的人都是政治犯或受難家屬或辯護律師，可以說都是將材，要找同工也必須
要花費一番功夫。但是在聖 靈的帶領之下，教會也慢慢有起色，漸漸茁壯，由原先的 20 幾個人聚會，
到 1987 年 7 月我要離開時，已經有 70 人左右了！
２． 情治單位的監視
就像前面所說，我剛到教會時什麼都沒有，幸好有美國李宗白牧師拿了一 筆錢，藉義光教會做社區事
工，成立婦女展業中心，由高勝美（Amy）姐妹當執行幹事，舉辦才藝班，希望能因此而吸引人來教會。
但我觀察教會做社區事工舉辦才藝班要吸引人來教會做禮拜，到目前為止，成功的例子很少很少。這
是一個值得教會去探討的議題。

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牧師的我，除了要認真牧會以外，如上所提，也須 負起幹事、工友打雜的一些事
情，所以若沒其他事工，我都會到教會，把教會 的門打開，坐在門口進來的辦公桌，靈修讀經，作週
報，電話探訪，接待國內 外的訪客。也因此，周遭情治單位有人在監視，我大概都會知道。管區穿制
服 的警察常常來教會探頭探腦。有一次，我就告訴他，歡迎他來教會，但不歡迎 他穿制服來（記得剛
出獄在林子內教會也一樣有穿制服的警察來教會，我也一 樣跟他說不歡迎他穿制服來教會），於是展
開一場對話。原先他不知我是誰， 後來聽我對政治的談論後，也許他覺得我不是一般的工友或幹事，
所以就問我 是誰？我說我是義光教會的牧師許天賢，也是美麗島事件後在主持禮拜時被情 治人員從講
台上抓走的傳道人。他聽了之後嚇了一跳，他說我怎麼這麼年輕， 他還以為我是年紀很大的老大人呢！
３． 每月吊鼎還打腫臉充胖子
在義光教會牧會時，因為教會剛剛成立，國內外訪客很多。有些是存著好 奇心來的。記得當時常常遇
到本宗的傳教者，很多人都會問我：『為什麼你敢 去那種教會牧會？那裡是不是 24 小時都有情治單位
監視啊？有沒有困擾啊？ 唉呀，以後就好好傳福音，不要再插政治了！』
因為訪客多，尤其總會都會安排國外的客人來訪，遇到吃飯時也要招待 他們吃飯。剛剛去的時候，一
個月領 25000 元（包括一切），客人來我要自 掏腰包招待，因此幾乎每個月都透支吊鼎。我也不敢跟
教會長執提起，最後實 在受不了了，不得不開長執會時提出來。後來才開始編列招待費。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當時還在菲律賓牧會的李俊男牧師來訪問教會，因為 阮囊羞澀，所以跟牧師娘商
量，請她自己下廚來招待他，牧師娘也很樂意準備 了一桌佳餚（雖然那個月已經透支）。沒想到禱告
開飯後，李牧師第一句話就 說：『哇，台灣的牧師都吃這麼好啊？！』讓我們夫婦心裡難過了好一陣
子。 從此以後，我們也不再打腫臉充胖子在家請訪客吃飯了。
４．紮根－查經班
教會兄姐在信仰上若要深根紮根，必須在聖經上下功夫。這是我當牧師 30 幾年的體認。在義光教會，
我很擔心教會只會成為民主獨立運動的一個基點而已，若要信徒體認教會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傳講耶穌基
督的福音，由此出發再延展到積極關心參與台灣民主、自由、獨立運動，就必須好好在信仰上教導他們。
所以我就開始查經班的事工，雖然剛剛開始，只有 5 個人左右，但也因此慢慢在信仰上讓信徒釘根，同
時也讓他們漸漸認識長老教會的精神特色與體制。當時最令我感動的就是李勝雄律師與阿姑。李律師是
我的辯護律師，他好忙，真的好忙，但每次查經班他幾乎都到，也在信仰及聖經方面做非常好的教導與
分享。
５． 牧師館從２５０萬飆到８００萬
原先我租在瑞安街，後來發現台北的天氣真的不適應。有時太熱又有時太冷。直到現在我若非不得已，
我不會上台北。尤其當主日又遇到雨天時，一家四口從租屋處騎一台摩托車到教會，特別是聖餐主日時，
還須帶聖餐杯盤餅，真的很不方便。
後來也因屋主不再出租，就租到教會對面公園邊的一處房子。近是近了，但之後有一機會聽說屋主要賣，
就去接洽。對方開價 250 萬，那時我很高興向大家提出來，而且當時張鳳樓弟兄聽此消息，他也有感動
說，教會若要買，無論多少錢他都出一半。
沒想到拿出來長執會討論時，陳俊宏長老說目前住的地方離教會最近的就是牧師，而且用買房子的錢來
租就夠了；穆信義執事說，教會不一定要有牧師館，牧師也不一定要住牧師館。

這些話讓我感受到他們好像我是在為自己爭取什麼。我告訴長執說，牧師館買了，也不是長久給我住，
牧師會換人的，但我不希望每次新牧師來都要去煩惱牧師館的問題，我知道牧師不一定要住牧師館，但
趁人家有意要賣，可以趕快買下來，以後說不定會漲價呢！但長執會還是決議不買用租的。
當我辭職離開義光教會去英國讀書回來後，在萬榮華紀念教會牧會的第二年吧，義光教會來電請我去主
持義賣晚會募款，因為要買牧師館，那時的價錢已經是飆到８00 萬了。幸好聽說張鳳樓弟兄的話還有
效，他出了一半的經費！
６．探訪的難題
我在林子內教會牧會時，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探訪會友至少兩次，也不用事先通知，鄉下村落小，所以
若去家裡人不在，我就去柳丁園仔或者是田裡 就可以看到人了。可是到台北牧會卻大不同。牧師不可
能在未通知下就去探 訪，不是不在就是不太受歡迎，因為會友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忙。後來我也漸漸 學
會有預約的探訪。但台北的交通及停車實在是問題。在義光教會三年教會給 的謝禮，根本沒有能力儲
蓄。我後來厚著臉皮向媽媽求援助買了一部二手汽車 代步，以為這樣比騎摩扥車去探訪還方便，且也
不怕下雨。但停車又是一個問 題，往往跟會友預約好了探訪時間，到他家的大樓附近卻繞了好幾圈找
不到停 車位，最後想說暫停一下上去看看，帶他們禱告後就馬上下來，結果有兩次都 遭到拖車。
由於牧師館的購買、探訪停車及天氣不適應的問題，讓我心中就漸漸自 問是否不適應北部的牧會生活。
７. 助選、民主運動與街頭運動
我在義光教會三年的日子（1984 ～ 1987），大概就是台灣民主街頭運 動剛剛萌芽的時期，到 1990 年左
右達到最高峰。記得當時的廢除戒嚴運動、 走出二二八陰影的公義和平運動、突破黑名單運動、長老
教會牧師著牧師服為 許曹德、蔡有全案衝破憲警的圍堵走上街頭、到桃園機場為許信良接機……每 次
有這樣的活動，義光教會的會友就都會參加，身為義光教會的牧師豈能置身 度外！每役必參。
特別記得鄭南榕要發起『走出二二八陰影的公義和平運動』以前，有一 天晚上跟他吃飯，他說想要發
起這個運動，突破籠罩在台灣人心中的陰影，問 我的想法且邀我當發起人。我當時心想我還沒那麼具
知名度，但也要找沒任何 政治企圖心又社會信任的人，所以就建議他找李勝雄律師與陳永興醫師，後
來 他們三個人就成為這個運動的發起人。
在那些日子，我兩個女兒雅茹、雅婷年紀都還小，有時候要去遊行示威 抗議也沒人可以託顧，所以不
得已也帶著她們上街頭，接受民主洗禮！現在想 起來也覺得心酸酸的──足呣甘ㄟ！
另外在義光教會當牧師也要為會友及當時黨外人士助選－方素敏（立法委 員）、許榮淑（立法委員），
周清玉（國大代表）、江鵬堅（立法委員）、吳 淑珍（立法委員）、許國泰（立法委員）、王兆釧
（國大代表）、翁金珠（國 大代表）、顏錦福（台北市議員）、周慧瑛（省議員）、林黎錚（高雄市
議員）、 張貴木（國大代表）、林正杰（台北市議員）、黃天福（國大代表）、藍美津 （台北市議
員）…有些站過台助講過的現在也都忘記了。他們的當選，在那個時代的台灣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標意
義的。這中間當然我也會篩選候選人，記憶中，我助選過的好像都當選了。
８． 林家慘案告別禮拜－雨中行葬禮，淚中話期盼
林家慘案的犧牲者媽孫的大體，因國民黨一直把林義雄律師關在牢中，以致無法安葬。讓人心酸又心痛。
後來國民黨在國內外的壓力下，釋放了林義雄兄。一九八五年元月一日，在義光教會舉行了媽孫三人的
告別禮拜。在義光教會對我來說，最有意義與壓力的，就是籌備辦理這場告別禮拜了。當時，為著要在

告別禮拜之前先讓關心的社會人士有一段時間「公祭」，就引起教會內大老大聲又不贊成的異見。經我
與義雄兄及高俊明牧師討論過後，不管什麼問題、壓力與質疑，我都承擔下來。下面是告別禮拜後，我
寫的報導文章：
「見棺木，目眶紅，給阮心苦痛。天與地，你與我，同聲來哭悲哀。人間無限遺憾事，最是林氏家人；
為著民主爭人權，致到家破人亡。」﹝調用補破網﹞
五年前，在這美麗島上，那隻無形的魔掌，手拿著兇刀，狠狠的，在我們大家的心版上，在咱所愛惜的
鄉土上，劃下了一道在台灣的民主奮鬥史上，永遠洗刷不掉的傷痕！也給中華民國的歷史寫下了一樁血
腥腥、赤裸裸，人間極殘酷的記錄。一九八○年二月廿八日，林義雄的母親林游阿妹女士及兩位可愛的
女兒亭均、亮均小妹妹被殘殺慘死在信義路的自宅中！
命案發生後，有關單位信誓旦旦，有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信心，絕對能夠破案，可惜三具冰冷的屍
體躺在殯儀館中，靜靜的等待，至今兇手卻仍然逍遙法外，令人感覺的仍舊是一雙無形魔掌，一直張牙
裂嘴的齜笑著，笑受害者的無奈，笑台灣百姓的冷漠…。
在「入土為安」的前題下，林義雄終於決定將其母與雙胞胎安葬。日期就選定在 1985 年 1 月 1 日。
於 1984 年 12 月 31 日早上 10 時，在省議員游錫堃和國代王兆釧的引導下，黨外人士及數十輛車隊，由
原住宅（現義光教會）出發，到市立殯儀館，將含冤慘死的媽、孫三具靈柩移至義光教會前面的巷子，
準備隔天於原住宅前舉行告別式。自此時始，黨外編聯會與公政會人士亦分組守靈直至隔天早上 10 時
為止。
1985 年 1 月 1 日，雖是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但從這一年起，這一天在台灣的民主運動史上，林家媽、
孫的?牲，將佔有重要的一個席位。
1 月 1 日早上 7 時半左右，來自台灣各地的參加喪禮的人士，陸續到達， 大家在悲哀肅穆的心情下，排
著隊伍，順序的向故人拈香惜別，向遺族致慰。 林義雄及遺族，一一向親友答禮。曾有幾度林義雄與
遺族泣不成聲，不禁令人 心酸。
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回國訪問團所有團員，在團長江昭儀的率領下，參加 喪禮向林家致哀。也許是長久
以來的鄉愁，加上面對苦主，故人的哀懷，只見 個個無聲的淚流滿面，這淚也夾雜對台灣同胞的親情，
對台灣前途的盼望！
喪禮的過程中，由天母教會莊松輝傳道夫婦，當場以電子琴奏哀樂，「我 的邦妮」、「補破網」、
「雨夜花」的旋律縈繞著整個會場，倍增哀痛的氣氛。
約 9 點 25 分起，由義光教會主辦，舉行了約 40 分左右的追思禮拜。
追思禮拜由義光教會許天賢牧師擔任司禮，長老教會總幹高俊明牧師擔任主禮證道，並致安慰的話，高
明輝牧師祈禱，長老教會總會議長商正宗牧師祝禱。會中亦有義光教會詩班與有志獻慰詩。
許天賢牧師在追思禮拜中向群眾報告稱：於加拿大多倫多亦由羅聯昇牧 師在同時舉行追悼式，並收到
國外許多台灣同鄉會的慰電。
追思禮拜結束後，約 10 時 10 分，全台灣的黨外人士與關心人士組成了數 十部轎車、遊覽車的車隊配
戴黑布，在游錫.省議員的引導車導引下，開向宜 蘭二結故居。沿途經由台北市信義路→新生南路→松

江路→高速公路→基隆市 →北部濱海公路→澳底→頭城。在頭城的地方，蘭陽子弟率同另一車隊迎接
靈 柩，與台北來的車隊會合，然後沿著濱海公路→利澤簡→蘇澳→冬山→羅東→ 四結→二結而到達告
別式場。
靈車尚未到達式場時，就已有不少的群眾，此時由許天賢牧師和黃昭輝先 生輪流教唱經改寫的「雨夜
花」、「補破網」、「丟丟銅仔」與「我的邦妮」、 「咱要出頭天」等歌曲。使會場的秩序保持著肅
穆的氣氛。
靈車到了告別式場時，由詩班引領群眾唱「哭悲哀迎棺木」，迎接靈車 進告別式場。此時歌聲、淚聲、
哀怨聲，和著宜蘭鄉親的心聲，組成「悲痛交 響曲」，將整個會場籠罩在一片悲愁氣氛中。靈柩停妥
後，群眾再唱一遍「哭 悲哀迎棺木」（調用丟丟銅仔），與「我的邦妮」。接著分地區弔祭完畢後，
全體親友以「無情風雨」（調用雨夜花）和「悼林母游氏阿妹女士暨亮均、亭均小妹妹」（調用補破網）
兩首台灣民謠獻給故人。
高俊明牧師代表遺族向全體親友致哀謝慰問。然後由義光教會詩班獻慰詩，慰詩完畢後，全體群眾肅立
默禱，祈求上主賜福吾土吾民；賜全人類智慧和力量，來共同創造一個充滿喜樂的世界，典禮就此結束。
就在詩班與全體合唱「咱要出頭天」的歌聲下，送著靈柩往北宜公路上的墓園出發。此時夜幕低垂，蘭
陽溪流的水聲加上天上飄著雨，正像歌詞上所說的：「雨在落，水在流，親像大家攏在哭，親人朋友，
離開阮去，叫阮怎樣不傷悲？」「日未光、月慘淡，天黑地又暗。風在吹，雨在嚎，親像恁在呼喚，呼
喚著此的世間，不通閣有苦難！」
靈柩送到墓園，已接近八點鐘。林義雄率遺族向送葬的親友三跪九叩頭（說實在的，我們實在不配！）
後，除了靈車、遺族、詩班及時間上許可的親友外，送葬的行列算是告一段落。
到了墓園，詩班唱「咱要出頭天」兩遍後，由高俊明牧師帶領大家禱告，然後靜肅的繞著墓地走三圈，
最後大家肅立默禱。直到當 11 時 10 分，終將這三具冰冷的棺木入土安葬！
安葬了！但我們的心卻仍然在滴血！我們的心從此更難安！因我們無法破案查出真兇，來向一千八百萬
的台灣同胞交代！我們無法保障我們同胞的真正安全，也許明天這個悲劇又會再次臨到我們的身上！我
們不知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權、仁愛、公義的國度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在我們的美麗島上實現！
我們只有期盼，台灣的同胞趕快自覺！不要再冷冷淡淡的！不要再自私自利！不要再像一盤散沙！
盼望我們能「疼同胞，疼眾人」，盼望我們能「決意相牽，關心咱的台灣」，期待我們能為台灣，為同
胞「努力打拼心一款」，如此，我們的「前途才有盼望」！也唯有如此，才能慰林家媽孫三人在天之靈！
這樣，她們的?牲才有意義，有價值！
【許天賢牧師 1985.1.13 教會公報(1715 期)】
９．高俊明牧師出獄及感恩禮拜
在義光教會三年的期間，也許是因為時勢漸漸不一樣，人民的人權、民主意識與覺醒也與以前不一樣了，
所以逼得國民黨政府不得不一一釋放政治犯。姚嘉文、張俊宏、劉峰松、蔡有全、林文珍…都在那時候
被釋放。海外黑名單也一一開放。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趙有源牧師、林宗義博士…等人在那期間
也都可以回台灣。記得義光教會邀黃彰輝牧師證道的那個主日(1987.8.9)，就有 120 人參加。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五日高俊明牧師被釋放，之後，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北區受難家屬聯
合祈禱會訂於九月十二日於台北舉行。在籌備 計畫的過程中，前一個晚上突然接到高俊明牧師娘的電
話，要我去她家一趟。 我到的時候嚇了一跳，因為高俊明牧師夫婦，翁修恭牧師，謝禧明牧師，商正
宗牧師，李約翰牧師與一位陌生人（後來才知是總統府參事），都一臉嚴肅的 表情坐在客廳中。我就
問是何事？才知道總統府參事與情治人員，偕同某些 教會人士要求取消感恩禮拜，以免激怒當局，鼓
動人心，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大家都知道高牧師是心腸柔軟，信仰堅定，鋼鐵意志卻又是文質彬彬的 牧師紳士（這是高牧師給我的
印象），他也不便以不禮貌的言語來表達他胸 中的忿怒，所以我很生氣的代表高牧師表達立場，說高
牧師被捕之後，坐牢 之中，蒙受信徒關懷，萬萬不能省略向眾人致意的禮貌；而且消息與通知都 已經
發出去，不能取消公開感謝的感恩禮拜。
情治人員見我們態度堅決，又說，不然感恩禮拜照常舉行，但高牧師不 能出席。我說，名稱叫做「高
俊明牧師獲釋北區聯合感恩禮拜」，高牧師豈 能缺席。情治人員說，如果高牧師一定要出席，那就不
要上台講話。我又說， 高牧師不上台致謝，怎能叫做感恩禮拜？
情治人員逗留至半夜才離去，感恩禮拜照常舉行，日期和方式不變，只 是地點由雙連教會改在濟南教
會。
１０．關懷中心與愛的基金
誠如我在就任詞所說的：『教會是為著世界來存在的，因為它是耶穌基 督的團體，她的頭也是耶穌基
督。教會，既然是為著世界來存在，就她的使 命也是在於關心這個世界。凡是孤兒寡婦，貧窮甘苦，
被抓被關，特別是因 為義與良心的緣故受難的政治犯，這些都是教會所關懷的。………」』
在這種理念下，義光教會自然成為受難家屬、政治犯心靈慰藉關懷中心， 也是當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北區受難家屬聯合祈禱會的推動中心。
為著實質上能夠給予政治犯、良心犯及受難家屬的幫助，當時我們也成 立愛的基金，來幫助需要幫助
的人。
那時記得教會公報總編輯盧俊義牧師有在呼籲，希望每年教會結算時， 若有盈餘，能把結餘撥出來，
幫助需要的機構或需要的人，也就是現在總會 年會時總幹事所說的零預算。我在義光教會開長執會的
時候提出來，結果得 到長執的支持。一直到現在，義光教會除了保留些許的預備金外，都會將年度結
餘，撥出對外奉獻。我想如果總會與中會若是都能夠這樣做，應該也是具有相當意義的，總會應該不是
只呼籲教會這樣做，本身也應當身先士卒。
１１． 從接待國內外訪客到辭職出國進修
因為義光教會成立背景特殊，使流血之地變成傳播福音的殿堂，所以國內外的訪客幾乎每個禮拜都有。
剛開始的時候，總會事務所帶來的國外客人都還跟著翻譯人員，我只負責陪伴解說。後來卻連翻譯人員
也不派來了，只好由我硬著頭皮以生硬的英文來解說。經過一段時間，竟發覺我的英文好像進步了，所
以當時在第三年，第一教會第二禮拜堂牧會的羅興隆牧師邀我去參加東海大學 Michigan test 的時候，我
雖然沒有像他平時都在準備要去考試，不過也存著試試看的心情陪他去，沒想到竟然一試通過，因此我
辭去義光教會牧職，到英國 Selly Oak Colleges 進修。

雖然提出辭職，但李勝雄長老希望我能留職停薪，等我進修回來再繼續於義光教會牧會。經與牧師娘商
量後，還是決定辭職。可是李律師因為擔任小會書記，一直不把我的辭職紀錄在議事錄，這樣堅持了三
個月左右，他才終於答應我的辭職。也因此我的牧師娘如願以償去投考南神研究所，畢業後當牧師，目
前牧會於台南中會湖美教會。寫這篇文章時，她還告訴我，她當牧師到現在都還未到過義光教會講道過
呢！我想她這樣說應該也是另一種懷念的表達方式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回來，應聘到萬榮華紀念教會牧十三年半，二００一年再到新樓醫院擔任院牧部主任迄
今。
１2． 再見義光
時間如流水，一幌眼，義光教會已經走過卅年歲月。在即將舉辦感恩禮拜之前，因應邀稿，特撰此文，
以茲紀念。並以我為義光教會卅週年所寫的詩作為本文的結束。

想欲為妳吟一首詩
～義光教會設教卅週年紀念～
想欲為妳吟一首詩，吟一首謳咾的詩
『上帝做咱代代幫助，也是將來盼望…….』
卅二年前，遮是殘忍、謀殺、流血的所在
哪會知，上帝看祂百姓的血做寶貝
互妳成做盼望的記號，起造（khí-chõ）基督的殿堂
點著（tiám-toh）公義的光，遍照黑暗的所在，宣傳上主的愛（aì）
行過死蔭的山谷，無受死亡權勢的拘束
想欲為妳唱一條歌，唱一條見證的歌
『我認救主無驚見羞，好膽干證道理……』
福音傳無息（soah），枵嘴乾欣慕義的人得止渴，
心靈流浪有厝住，受苦的靈魂無閣受拖磨
建立自由、民主、公平、公義的根基，宣告上帝的禧年
越來越去攏是信仰的同伴，為著福音打拼無閣感覺孤單
想欲邀請你做伙來吟一首詩，顯出上帝的榮光及公義
做伙來唱一條歌，互咱永遠尊主做大
～許天賢牧師 2011／12／31 初稿，2012 年１月２日定稿～
附記： 1979 年 12 月 10 日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國民黨政府大肆逮捕異議人士，其中有林義雄律師，
當時擔任省議員。1980 年 2 月 28 日，一般都深信是國民黨政府派人侵入林家住宅，將其母親林游阿妹
及其孿生女亭均、亮均姐妹以殘忍的手段殺死並棄屍於宅中地下室，其大女兒奐均被刺六刀後所幸被救
活。在台灣，因民間信仰的關係，人人視凶宅為禁忌之地，當時就有長老教會鄭兒玉牧師，陳宇全牧師、
陳福住牧師、洪奇昌、周清玉及許榮淑等人與素敏姐祈禱商量後，決定於 1982 年 4 月 11 日復活節，把
兇宅變成教會，讓流血犧牲之處，成為傳揚福音、傳播上帝的愛的地方。如今轉眼已過卅週年，感謝上
帝的恩典並祈禱上帝帶領，讓義光教會能夠繼續為主耶穌基督發光！ 感謝上帝，讓我這一生在牧會生
涯中有三年的時光在義光教會。雖然每位牧者在牧會時多多少少都會遇到困難與辛酸，但也有高興歡愉
的時候，特別是看到會友信仰上的成長，或者是一位從未信到慕道友，到接受洗禮的兄姐，這種喜悅都

會贏過困難與辛酸！也謝謝義光教會，因慶祝卅週年，讓我有機會再一次翻開記憶的盒子，與大家共同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