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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見神蹟 總會議長 陳宇全牧師 致詞 

十年前我擔任財團法人北部台灣長老教會

董事長，受推派為平安園召集人，參與基督教平

安園的設立，今年適逢擔任五十一屆總會議長參

與基督教平安園設立十週年的感恩禮拜，內心實

在有許多感觸： 

一、 這是上帝通過平安園成就對台灣教會的應

許。  百多年前馬偕醫生搭船靠近淡水，看

見台灣美麗的土地，就歡喜說：「就是這片土

地！」十年前在尋覓基督教平安園土地中，

經過許多波折，找到現在金山的現址，同工

們也有這種感受，內心也好像歡呼著：「就是

這片土地！」，許多的禱告、尋求、等待、探

聽，歷經十年的經營，如今顯現在面前，平

安園証明了活活的上帝聽人的祈禱並且應允

了我們。 

二、 這是上帝所施行的神蹟。 在北部地區，當

信徒離世時，牧師最大的困擾，就是沒有基

督教墓園。當會友別世，為了適合墓園的尋

找，牧長們覺得費心費力還找不到滿意的安

葬之所，成為很大的重擔。可以說北部大會

只有淡江中學隔鄰的馬偕墓園，但已不能使

用，我們的教會沒有墓園。反觀中南部地區

，很早的時候就有大型的基督教墓園。這麼

迫切的需要，當初找到基督教平安園這麼幽

雅合適的土地，卻沒有資金。當時星中、北

中、北大三個單位都沒有墓園資金，甚至北

大也沒有存款，原本要放棄，但是後來峯回

路轉，幾位牧長的堅持努力，加上總會傳福

會資金的注入，上帝的祝福滿滿，從無到有

，化不可能為可能，成就了基督教平安園。

所以說，基督教平安園的成立是顯示神的大

能，施行在我們當中的神蹟。 

三、 這是上帝的賜福。 在籌措資金的過程中碰

到許多的困難，在墓園施工中有許多壓力，

有人說：耶穌基督不是說，讓死人去埋葬死

人，意思是說，台灣教會為什麼去負責墓園

的事？那不是死人的事嗎？如果教會有錢，

不會做其他的投資嗎？但是事實証明，基督

教平安園的設立有神的美意在裏面，現在看

來，全台灣的基督教墓園沒有任何墓園是用

這麼堅固的工程來建設，擁有這麼優美的景

色，甚至許多中南部的主內兄姊願意將別世

的親人葬來此地，或是揀骨時移葬至平安園

，我們看見這個投資非常有價值，也充滿上

帝對台灣教會的賜福，這個投資的成果不但

現在結實許多，將來也要結實百倍、千倍。 

我相信通過平安園諸位委員、總經理、同工的努

力，基督教平安園成為越來越美麗的墓園。無論

活人和死人，通過基督教平安園，我們的心靈肉

體都得到安息，也享受那復活的生命盼望。 

 

 

 

 

 

 

 

 

 

 

 

 

 

願你們平安 總幹事張德謙牧師 證道 

經文：約翰福音二十章 19-23 

感謝基督教平安園創立過程中付出、奔波、

辛勞的牧長，這中間歷經許多不同意見的協調、

祈禱才能創園成功，我們好像體驗到最後來到主

的面前，享受主賜的平安。基督教平安園也是人

生終極的啟示：死亡是人所驚惶的，但是主已賜

下復活與平安，而且在上帝面前，我們都是平等

的，每個人無論土葬、骨灰葬的位置都是一樣大

，埋葬在平安園，再沒有比較、紛爭，而是享受

主的安息。 

聖人的有限性 

這也是一個懷念和紀念的地方，我們可以紀

念先人信仰美好的腳蹤，看見人的有限性，無論

多麼偉大，都要回到創物主那裏去。孔子曾說：「

未知生、焉知死」，表示他對死的無知，但在臨終

時，他喊著：「泰山其微乎！樑木朽壞乎！」意思

是泰山要倒了、屋子的樑木快要倒了；非常驚慌

。一個對生命問題無知的聖人，對人生能有具體

的目標嗎？ 

現在的台灣，每天都說要拚經濟，有人說「

台灣錢淹腳目」，台灣人的錢淹到肚子、淹到脖子

了，都快淹死了，除了經濟還有什麼目標和理想

？這幾天社會新聞孫子毒死阿公、警察自殺、卡

奴燒炭…如果基督徒沒有領受從神來豐盛的生命

，和其他台灣人有何不同？ 

願你們平安 

主耶穌說的「願你們平安」，是將平安賜給我

們，主耶穌從死裏復活，伸出釘痕、傷痕的手，

祂付出重價使我們罪得赦免，重擔釋放，祂所賜

的是超越肉體的平安。前一陣子我生病，大家看

到我都關心：「你有平安嘸？」這是指身體的健康

，這是一般人都關心的，但是心靈的健康更重要

。 

以前的人說百萬富翁很羡慕，但是現在有錢

人更多更有錢了，千萬富翁、憶萬富翁才夠看，

但是他們平安嗎？可能因為怕被挷架、子孫爭奪

財產而心不平安。中山北路現在開了 LV 專賣店，

裏面的皮包都是數十萬以上，買的人要拿給人看

到標誌才會快樂，但是拿著名牌在街上走平安嗎

？會不會擔心被搶呢？ 

現在是畢業季節了，很多人在畢業紀念冊上

寫「一帆風順」，基督徒不要這樣寫，因為飛機不

飛入高空不能到彼地方，船要入深海才補得到魚

，所以人生的風浪再所難免，基督徒不求世上一

帆風順，而是緊緊跟隨主耶穌，因為祂說：「你們

在世上有苦難…但我已勝過這世界。」無論是生

是死，信主得平安是這種心靈意志有所依靠的平

安。 

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學生驚惶逃避，如同

羊失了牧人，完全忘記老師曾對他們說的預言。

一直到聽見主復活才又聚集一起，主顯現並親口

說：願你們平安。這時學生的眼睛忽然開了，看

見主基督已經復活。他們就充滿喜樂與平安，勇

敢傳福音無所畏懼，神的能力也大大充滿他們，

將得救的人日日加添。 

這種從神而來的喜樂和平安是很強烈的，基

督徒要用感恩的心來分享給人。 

十幾年前，我的孩子寧祈得到血癌，當醫生

宣佈活不過三個月剎那，我問孩子：「你會怕嗎？

」他說：「我死後會復活，和主耶穌在一起，那裏

很美，祂會和我一起打電動遊戲…我不怕。爸爸

你會哭嗎？你是牧師要有信心不要哭啊」事實上

我哭的很大聲，主留他三年後安息，我很不捨得

，但是我想到他的信心，在天上的景象，我心裏

很平安。 

基督教平安園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特別的禮物

，他是個平安的記號；提醒我們人會死，基督徒

有屬天的盼望。當我們和釘痕的主相遇時，我們

有限的生命就改變了，我們就和永恒的主連結了

，無論是活著，還是在主裏安息，都能享受那美

好的平安。 

奉差遣的門徒 

主耶穌又說：「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了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如果說頭一次問安的話

「願你們平安」是要安靜他們的驚魂，那麼祂第

二次這樣說，乃是為了他們蒙召所要做的工，重

新體認原先託付在他們身上的責任。當祂向他們

伸出這一雙有創傷的手，祂並非呼召他們走一條

舒服又容易的道路。那些傷痕是祂權柄的標誌，

當他們領受這新的復活生命時，他們就要蒙召走

上十字架的道路，也是復活的道路。聖靈的力量

在他們身上，他們要將福音傳遞出去。 

  根據調查，美國樂透的得主在幾年後常回到

原點，因為不知善用財富，善用資源，沒有人生

的目標，胡亂浪費，終於回到原來的情況，甚至

更差。基督徒得到神的恩典應該知道如何做，有

人生目標，知道如何回應神的召喚。 

一般的宗教信仰都是求得到，求自利，所謂

「日頭赤影影，隨人顧生命」表示人總是求自已

的好，但這不是福音的精神。長老教會聘牧時所

期待的牧師，會講道會探訪，講道是禮拜日來聽

道，聽了很有恩典就回去了，一整週都沒做什麼

改變，一片空白，還給牧師了。希望牧師常來關

心我，看我，也是領受恩典。信仰應該是聖靈感

動、祈禱、行動，這就是領受平安後受差遣的意

義。 

教會的問題常在於看的人多，做的人少；批

評的人常常很少參與事奉。當我們領受聖靈的恩

賜時，要受差遣走出去，勇敢的回應上帝的呼召

，這樣的平安才有行動力，分享給更多人。 

基督教平安園成立的過程有很多同工牧長默

默的付出、暗暗的忍受批評、勇敢的去做才成就

了今日的基督教平安園，我們讚美、感恩上帝的

恩典，當我們在主面前謙卑的領受時，也要依靠

聖靈的感動，受差遣繼續來服事他，這樣我們的

教會才能成為復興的教會，有盼望的教會。 

 



 

    

 

 
     

1 基督教平安園成立十週年前景眺望 
最近有到基督教平安園的朋友們，一定發現基督教平安

園有許多工程在進行，整體性的面貌在變化豐富中，細

心的觀察她，基督教平安園不但有安靜祥和之美，也有

綠意滿地生機蓬勃的姿態。我們特別請教幕後那隻園藝

的手、熱愛生態維護，有藝術眼光的廖正行牧師，最近

園區有何景觀規劃及施工？ 

 

   
---- 訪總經理廖正行牧師談 

 
3 園區寬闊對於行動不便的老人或殘障者是否有為之設想？ 

無障礙空間的規劃也是施工的重點，我們希望讓行動不便的人、殘障

人士都能在園區暢行無阻，這種境界需要克服許多困難才能達到。目

前骨灰區已經達到這個要求，輪椅可以到達骨灰區，棺木區預計今年

開始實施相關工程，雖然工程較為複雜，但仍將研究另闢便道積極的

進行。 
另外第二停車場的涼亭已在今年五月完工。 
我們也希望在秋天時完成臨時的雨棚，在禮拜堂蓋好前做為臨時使用

。因為墓園位置高、有時風雨強勁，讓安葬禮拜在風雨中進行，讓與

會者非常辛勞，臨時雨棚可做為禮拜、休息使用，成為省墓或是安葬

的聚集之處。大約可容納 40 人左右，希望設計成活動式，可以移動

到靠近安葬的地點。 
基督教平安園的施工目標，是希望每一位園區的使用者感到便利，讓

基督教平安園成為最高品質服務及設施的基督教墓園。 

 
     

2 基督教平安園園區景觀有新的規劃嗎？ 
今年開始，我們開始大面積的種植計劃，我們的目的是加強基督

教平安園的景觀，讓墓園公園化更具體實現，雖然我們種的大都

是抗風、抗旱，有強靭生命力、成長較緩慢、抓地很強的樹木，

但是未來園區越來越美麗仍是可以期待的。人家說：「十年樹木，

百年樹人」，樹木的成長樹型顯現需要 3 年時間，完全成長高大濃

蔭需要十年以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園區將會有欣欣向榮、綠

意盈盈的氣象。 
目前的總數量是 1600 株，樹種為： 
1.南洋杉 200 株 特色： 樹形美 層次多 不怕海風鹽份 
2.紅淡比 600 株 特色：在地原生種 非常適合當地氣候土壤成長 

長得慢 生命力強 
3.從林務局申請 1000 株 

瓊崖海棠 300 株  防風 可種植在海岸的樹木 
福木 300 株   葉子大 常年綠 可做防風林 耐寒熱氣候變化 
水黃皮 400 株 抗風 防風林樹種 

4.櫻花苖 (培育中)3000 株 目前已在園中培育樹苖 預備在教堂建

好種在周邊。 
另外，我們也種了許多碎米仔茶花，這是觀葉種，也會結珍珠白

小花，清明節開著白花景色怡人。 

 
 
5 基督教平安園以何種方式和關心者接觸？及介紹給主內的朋友們？ 

我們通過網站的架設，和關心基督教平安園的兄姊連結，也藉著平安園通訊將園

區的近況報告給大家知道，我們很樂於聽大家的意見，做為我們寶貴的參考。 
如果有需要，我們有提供帶領園區參觀服務。 
基督教平安園非常感謝眾多教會的支持，我們並沒有提供牧者或教會任何的福利

或奉獻，但是許多教會、牧者都無私的極力推薦本園，因為大家的支持，基督教

平安園才能繼續服務大家。眾所皆知，基督教平安園並沒有公關費，也沒有人員

特別拜訪教會，只有專心規劃園區，以永續經營的態度，做負責任的管理、人員

服務，我們相信「水如果清，魚自然就來」，感謝許多認同基督教平安園作法的

牧長基督徒，支持這種正派經營的方式。 
園區的一切支出都是公開透明的，一切收入支出都有開立發票，應繳政府稅金確

實繳納。 
購買基督教平安園的朋友們也可以放心，所買的價格都是確實的，沒有中間的佣

金支出，也沒有因所買的對象不同，而有不同的價格。 

 

4 基督教平安園還在進行那些計劃？預定中的禮拜堂進行到何種程度？ 
未來的計劃是：1．趕緊申請變更登記，成為獨立的墓園。因為當初購買時用國榮墓園的名稱，在政府立案登記，現在

希望順利完成變更正名。2．禮拜堂的興建積極進行中，目前已經過兩關，我們已經繳納山坡地回匱金 261 萬，並通過

環境評估。未來要做的是通過水土保持、雜項執照，請大家一起關心代禱能順利通過。 



 

    

 

 
基督教平安園創立十週年感恩禮拜在大安教會舉行，牧長及關

心的兄姊聚集一堂參加，典禮由張德謙牧師主禮，陳信昌牧師司禮

，吳仁惠老師奏樂，鄭獻仁牧師讀經。張德謙牧師以「願你們平安

」為題來勉勵大家，說明基督徒雖然遇到風雨也持守平安，因為主

基督已經復活，所以死亡和黑暗的地方仍然有生命的盼望。基督教

平安園將成為平安的記號。也是一個溫馨追懷先人的地方。 

總會議長陳宇全牧師也致詞祝賀，為基督教平安園的建立細述

神恩，因為這裏有上帝的應允和美意。 

由廖正行牧師領導的手風琴隊以美妙的琴音來讚美，演奏「有

平安在我心」、「和撒那」眾人陶醉在手風琴特別的樂音中覺得充滿

喜悅，雖然是三人樂隊，但是美好和諧的聖樂使眾人更加親近神。 

陳勝三牧師以現任主委身份表揚基督教平安園發起人、過去的

委員會主委總經理和教會代表有戴秋芸長老(首任主委)、鄭信真牧師

(平安基金會董事長)、林元生長老(第二任主委)、陳勝三牧師(現任主

委)、陳宇全牧師、李仙洲長老、羅聯昇牧師、林肇燦牧師、羅龍斌

牧師、李燦然長老、莊讚恩長老、廖正行牧師、蔡明亮長老、台北

中會艋舺教會、七星中會大安教會，感謝過去他們的奔走辛勞付出

，成就了今日的美麗墓園。 

為了本次十週年感恩禮拜，主辦單位貼心的準備了大禮讓大家

在會後茶點時間摸彩，有羅聯昇、許福美、余美雲、施貞夙、林淑

慧、魏勵珍、施瑞雲、蔡麗蓉、簡士琦、高金鑾等十位嘉賓得到基

督教平安園五萬元折價券，這是很貴重的禮物，也可以轉送給需要

的親人，恭喜中獎的貴賓！會後的點心很豐盛，參加的牧長都有美

好的交誼分享。 

基督教平安園 2006 年聯合追思禮拜於 4/1 日上午 10 時及下午 2 時半舉行，出動了 17 台

大型遊覽車，及許多自行開車前來的家屬，當天晴空高照，與會者內心有濃濃的追思之情，

會場的氣氛十分熱烈。 

每年基督教平安園為了方便家屬省墓追思，在清明節前都會舉行聯合追思禮拜，由平安

園全程策劃、出資承租遊覽車讓家屬免費參加，大家結伴同行，追思故人，每年都引起很大

的迴響，參加的人越來越多，今年已超過一千人。 

今年的追思禮拜請鄭獻仁牧師司禮，鄭信真牧師主禮，他以「安慰與盻望」來勉勵大家

，總會同工出席十分踴躍，穿著綠色背心，以優美的歌聲「百合花」、「我知誰掌管明天」獻

詩，人數眾多，陣容整齊，歌聲嘹亮。 

最後會眾以「思念過往親人朋友」聖詩吟唱，並靜默追思故人，雖然參加的人將臨時帳

棚坐得滿滿的，但是會場秩序仍然十分良好，主內兄姊及家屬們以安靜的心來參與禮拜。 

會場準備有茶水，禮拜前也有時間讓大家到親人墓地探視，雖然豔陽高照，但是山上有微微

的風，寬闊的景色，讓人不覺得過於炎熱。感謝主辦單位的同心及服務，讓家屬免於自行撘

車之苦，一同參加清明省墓及追思禮拜。明年聯合追思禮拜在 2007 年 3 月 31 日，歡迎大家

先預定時間來參加。 



  
基督教平安園  現行   各項收費標準 

區 別 
墓地使用權 

(每單位) 

工程費 

(每單位) 

永久 

管理費

重開墓穴工 

程費(每次) 

證件補發或
過戶手續費

墓碑 

相片費 
墓碑刻字費 

新墓碑

費用 

100,000 25,000 25,000 0 0 骨灰區(放第 1 個人) 

骨灰區(放第 2 個人) 

內徑： 
長 92×寬 53×高 72（公分） 
. 

0 0 5,000 10,000 以實際字數計算

5,000 

560,000 

680,000 
120,000 50,000 0 0 

棺木區 (雙號 - 放第1個人) 

         (單號 - 放第1個人) 

棺木區 (家族墓放第2-16人 ) 

內徑： 
長240×寬100×高95(公分) 
. 

0 0 10,000 25,000 

 

 

500 

(每件) 

 

黑白 

1,000 

 

彩色 

5,000 
以實際字數計算 

 

10,000 

 

 

 

 

 

 

 

 

 

 

 

 

 

 

 

2006 
 

 

 

 

 

 

 

 

 

 

 

 

 

日    期：每雙月第二個禮拜二：6/13、8/8、10/10、12/12 
集合時間：當日 8:30 ~ 8:50      集合地點：古亭國小側門 (辛亥路上) 
搭乘公車：古亭國小站下車      搭乘捷運：新店線至台電大樓站 2 號出口 
費    用：每個已使用墓穴 2 位家屬免費，超過者每位酌收新台幣 200 元，

請自備零錢於當日繳交。感謝！ 
報名方式：郵電或傳真  FAX：2369-5442 郵寄或傳真後，請來電確認。

報名截止日：每單月的最後一日 

專車報名表：( 請影印重複使用 ) 

過往親人姓名  位 置         區       排       號

家 屬 姓 名  搭車人數  

追 思 日 期  連絡電話  

 

消息 
 報告 

1. 感謝主的恩典，本園創立已滿十周年，已在 5 月 6日假大安教會舉行感恩禮拜，

也祈求主繼續帶領未來的事工。 

2. 為了紀念創園十周年，本會編輯一本特刊，將 10 年來的重要資料及部份文章、

相片編輯成特刊，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來電告知或來辦公室取回參考。 

3. 為回饋教會弟兄姐妹的支持，本會在慶祝十周年特別推出優惠專案。凡在 6月底

前預購骨灰區小墓穴，每單位可折扣 5,000 元。凡預購棺木區大墓穴每單位折扣

10,000 元，請大家把握機會並轉達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