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人生 GOOD LIFE

夏嘉璐

楊 法柔

看見

從小學音樂又長得相當秀氣的楊法
柔，長大後竟然想成為禮儀師，這是
一段甚麼樣特別的人生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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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因為父親是外科醫生，看

體質。她說：「在家族聚會中，或有

場，那天還在道場過夜。法柔說：「到

著父親常常救助傷患，也會

人來爸爸的診所看病，就常看到旁邊

了半夜，我看到負責道場的法師魂魄

在一旁幫忙，深覺這份工作

一些鬼魂，當時也不知道別人看不到，

離開他的身體，到我身邊說要收我做

很有意義。高中時期，就藉著音樂技

後來發現它們只和我對話，才了解原

弟子，我心裡相當害怕就回絕，然後

能去殯儀館打工，頻繁的接觸讓她更

來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從楊法柔看

我看見那個魂魄又回到法師的身體；

想去幫助這些離世的人及家屬。

得見這些鬼魂之後，就發現它們常在

其實我們睡的房間和他的房間有一段

身邊出現，但因為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距離。」

看見別人看不見的

行為，所以她一點都不害怕。久而久

不過會成為禮儀師，還有一個特別

之，楊法柔已習慣與鬼為伍，甚至當

原因。楊法柔從小就發現自己是靈異

成朋友聊天，逛街買東西時還會詢問
它們的意見。

生命禮儀師
由於奶奶過世，自己因為打工也很
熟悉這個環境，遂在一次與殯葬業者

因為她本身有此法眼，在與同學的

的對話中，提出想進入這個行業。她

互動中會受影響，有時甚至與同學答

說：「老闆問我要做甚麼，我就回答

非所問，同學無法理解，她也不想多

說可以做一些解剖現場和協助法醫驗

做解釋，漸漸地朋友越來越少。遇到

屍的事務。我純粹想幫忙，有時候死

民間拜拜普渡節期，她還與這些鬼朋

者的魂魄會告訴我他們的願望，但我

友一起大吃大喝。嚴格說來，楊法柔

不會讓家屬知道我看得到，只會從旁

並不懼怕這些鬼魂，反而對廟裡黑黑

提醒家屬一些事。」第一次跟著法醫

又兇惡的偶像產生畏懼。楊法柔說：

去解剖室，當法醫的刀一畫下，看到

「有時與媽媽到宮廟裡拜拜，媽媽忙

屍體內的五臟六腑，一般人即便不覺

著上香祭拜事宜，我卻與那裡的神明

得噁心，也會被屍臭味薰到想吐，但

對話，它們最常問我我是誰？從哪兒

楊法柔非但沒有感覺味道難聞，甚至

來？我總是在想，你不是神嗎，怎會

看到剖開的屍體，第一個反應竟然是

不知道？」

「哇！原來裡面是長這樣！」

國 高 中 時， 有 一 次 全 家 受 邀 去 道

楊法柔認為能幫助這些人或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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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媽媽追思禮拜現場，法柔與爸爸、哥哥和姊姊合影。

▲法柔成為生命禮儀師，憑藉上帝所賜平安，服事死者與家屬。

讓她很開心，她說：「尤其有些因意

股陰氣。有時晚上和朋友去夜店或吃

又對著偶像說：你怎麼都沒有辦法讓

外死亡的是女性，如要採集下體證據，

飯，也會有鬼魂跟著她回宿舍，然而

我好好睡覺？而且開始懷疑我拜的是

就會非常需要一個同性的服務人員，

法柔在大陸不敢一個人睡覺。她說：

有效的嗎？」

對家屬和死者來說也是一種尊重。」

「那邊的鬼比較兇，常常晚上一群在

有 一 次 一 個 病 人 來 到 診 所， 挑 明

她印象很深刻，一次去處理一具被殺

房間像開 party 一樣，有時還會打我，

了告訴楊法柔，是上帝要她來找法柔

後埋了一段時日的屍體，屍體挖出時

我也會唸一些咒語把他們趕走，但沒

針疚，而且她每週來三次，也帶中信

已長滿蛆。認不出屍體也尚未驗屍之

有多大作用。」睡眠不足常造成精神

雜誌來，但都被法柔丟掉。一段時間

前，她必須脫掉死者的衣服，清洗過

不濟，有時她也會帶著枕頭棉被去同

之後，法柔問她教會有看得到鬼魂的

後拿去給記者拍照發新聞。她說：「我

學房間睡。

人嗎？那個姊妹卻回答她：「你來教

在洗的時候，蛆都爬到我的手上，整

有一次回台灣，家裡有從宮廟請回

會信主受洗之後，就不會再受到攪擾

個水槽也布滿了蛆。然而我當時覺得

來的偶像，媽媽晚上都會拜，但法柔

了。」有一天，姊妹發了決志禱告文

自己是在工作，也很想幫助這個死者，

卻看到偶像裡有很多妖魔鬼怪，很不

給她。法柔說：「她要我照著唸，然

所以只是覺得很有意義……」

舒服，就還回宮廟。為此，媽媽相當

後走到診所門口時，還要說奉主耶穌

不高興；然而也因為這件事，家人才

的名，命令裡面所有的邪靈污鬼都出

知道法柔原來有靈異體質。

來，等我走進去就會看不到。我照著

在這個行業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個
案，楊法柔深深有所感觸，她認為要
更珍惜每一次與家人和朋友的相聚，
也比較看淡生死，只要把握當下，完
成該做的事就好。

生命的轉折

她所說的做，剛開門進去還是有點害
怕，但走到最後一個診間打開門，真

法柔後來成為針疚師到澳洲去工

的看不到任何鬼魂，而且從此都沒有

作。在那裡仍然有鬼魂隨著她，但她

再看到。」後來她只感覺得到鬼魂的

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例行上香、做早

存在，鬼魂也不再找她、攪擾她，連

父母一直對楊法柔從事禮儀師的工

晚課，並且也請了一尊偶像供著。常

進到宮廟聞到香都覺得臭，反而受姊

作相當不諒解，他們期望她不是成為

常晚上還是受鬼攪擾，都睡不好覺，

妹之邀去到教會，只是還沒決志受洗。

鋼琴音樂老師，就是承接父親的衣缽，

供奉的偶像也產生不了作用。有人建

成為醫生。楊法柔雖然一直認為禮儀

議她睡覺時放一本聖經在枕頭旁，法

師很有意義，但終於敵不過親情，還

柔說：「有天晚上我就真的把聖經拿

後來因媽媽罹患肺腺癌，法柔決定

是答應父母，到大陸學習中醫。

出來，竟然很好睡。我不相信，第二

結束澳洲的一切回台灣。離開雪梨前

楊法柔說中醫的課程很悶，唯一挑

天又把聖經收到書桌下，那晚又被攪

有一天她走在街上，經過一間教堂，

起她興趣的是解剖學。同學相處久了，

擾，於是摸黑起來又將聖經拿出來。

有一個很溫暖的聲音邀請她進去。她

覺得法柔怪怪的，因為打扮得漂漂亮

隔天早上，我拿著聖經、看著偶像，

說：「我很清楚那不是阿飄的聲音，

亮，又會噴香水又化妝的女生，竟然

心想：這本黑色外皮的聖經都還沒打

於是我走進教堂，才坐下來就看到好

吃素又學佛，還有人認為她身上有一

開，卻很有效，可以讓我好好睡覺；

多小天使過來，一擁而上圍著我，還

中醫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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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很溫柔的聲音告訴我：我們幫你媽
媽禱告，也幫你的事業禱告等。當小
天使說要為我的煩惱禱告時，我就哭
了。因為其實我很害怕回台灣，台灣
有很多鬼魂……( 哽咽 ) 因為他們的禱
告，我才發現我內心的恐懼。後來，
是上帝對我說話，祂要我把手機拿出
來，下載 GOOD TV、每日靈糧，要我
每天都要讀。還對我說：不要害怕，
把妳的煩惱和重擔都交給我！後來神
在我身上畫個十字架，說我是祂的兒
女。」回到台灣後，楊法柔就開始找
教會，決定要受洗信主。
從上飛機回台灣之前就開始禱告，
楊法柔期望她信仰的改變能被父母接
受。神果然信實地動工在父母身上，
非但沒有反對，甚至在三個月前，父
親早就夢到耶穌。受洗之後撒但數度
挑釁法柔，牧師告訴她不要和這些鬼
魂對話，經歷過好多次特會的醫治釋
放，法柔的心越來越穩妥在耶穌基督
裡。因著媽媽的重病，法柔數度鼓勵
媽媽也為她禱告，終於讓媽媽走進教
會，並且受洗。法柔相當欣慰，媽媽
離世之前已成為神的兒女，甚至在媽
媽走了之後，法柔三次看到天上的異
象，知道媽媽真的在天堂，耶穌也親
自對她說話，她相當得著安慰。

不一樣的生命禮儀師
法柔說：「靈異體質讓我信主之前
看到鬼魂，決志禱告後只能感受到，
它們也不會過來，受洗歸主之後，轉
而做基督徒的生命禮儀服事，我在醫
院真的看到，就像電影播映的，有一
道光從天上打下來，安息者的靈魂被
天使以天梯帶回天家，我看到安息者

站在耶穌身旁，或在追思禮拜上看見

經歷，如今她繼續服事死者，然而她

安息者在天上看著地上的家人。」讓

認為比信主前更有意義，因為多了從

法柔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承辦一件

神來的平安。

大學生車禍死亡的喪事，死者的近親
只有阿公、姑姑和弟弟，都是傳統信
仰。法柔看見死者跪在耶穌前為他的
家人代求，相當感動，她將所看見的
告訴家人們，他們居然很受安慰，甚

真情小語

至後來都去了教會。
有人問法柔去過天堂，是否也去過
地獄？她說：「我信主之前就是活在
地獄中，我去到哪裡都看得到鬼。過
去我以為唸經對我的體質有幫助，其
實不然，連我自己都沒有平安。」法
柔明白從耶穌散發出來的光是溫暖、
平安的，也深刻期望還陷在與她過去
一樣光景的人，能找到真平安。耶穌
是世界的真光，光一來，黑暗就要逃
跑，這是在法柔的生命中相當寫實的

在 現 代 的 社 會 中， 很 多 人 對
於 靈 魂 或 靈 界 常 常 嗤 之 以 鼻。
聖經提到人死了後，靈魂會往何
處，法柔姊妹的分享，讓我們更
明確瞭解聖經所說，人以後會去
哪裡。有一個真理告訴我們：聖
靈天天為我們禱告，耶穌升天後
坐在父神的右邊，也是天天為我
們禱告。法柔姊妹信主之後，得
到真正的自由，不再受鬼魂的影
響，儘管她從事的是一般人未必
想嘗試的殯葬業，但是因為她心
中已有真平安、真自由，以至於
她領受到「真理使我們得自由」
的應許。對基督徒而言，我們的
工作沒有所謂潔淨或不潔淨，也
沒有任何禁忌、恐懼或害怕，因
為法柔姊妹藉著這個工作，不僅
榮耀上帝的名，還成為福音的導
管。檢視一下，你目前的工作能
使你得著真自由嗎？或者你必須
藉著算命、看相，才能做許多決
定？讓我們都能經歷法柔姊妹所
經歷的真自由與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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