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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兄弟姊妹平安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裡，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目的與意義，我們來到風景美麗青翠草埔的平安

園墓園，這裡有我們的親人朋友別世埋葬在此，我們照著民間傳統文化習慣來掃墓;也追思故人

，我們的親友離開世間，也許已很久，好幾十年，也許不太久，不到一年甚至不到一個月，來

到埋葬的地方，一定讓我們倍加思念，甚至仍然悲傷不已。 

    但是，我們又一齊在這裡舉行追思禮拜，將我們的懷念追思都帶到禮拜當中，因為我們是

基督徒，是信仰上帝的人，在禮拜中，我們的心，我們的靈可以被我們所信靠的上帝來觸摸，

上帝的話語透過聖經，藉著聖靈的感動來對我們說安慰與盼望的信息。 

    今天我們所讀的聖經是帖撒羅尼迦前書四章 13 到 18 節，是使徒保羅寫給帖撒羅尼迦教會

信徒的書信中，談到基督徒面對死亡的態度。 

    首先，不要憂傷，要有指望(台語免得憂悶，得有向望)(第 13 節)死亡對一般人而言，是生命

的結束也是一切的結束，死了一切結束了，代表著不再有希望，反是絕望，怎能不憂傷?相愛的

人被死亡帶走一方，就永遠切斷，永遠別離，怎能不痛苦? 

    但聖經藉著保羅的話指出，在耶穌裏死了的人必再復活，顯然死亡並沒有代表一切的結束

，肉體的死亡真是如聖經所描述是＂睡＂了(台語睏去)，這是一項生命的奧秘，我們不太清楚其

過程，死的人怎麼復活，我們也不清楚，但我們可從耶穌復活的事實，來幫助我們略知一二，

我們若信耶穌死而復活信耶穌而死的人將來也必復活，我們所告白的使徒信經不是這樣說麼:「

我信肉體的復活」。所以，死亡對基督徒而言是永恆生命歷程中的一個關站，100 年前在德國出

生的神家潘霍華(Bonhoeffer)為了信仰，勇敢挺身對抗德國納粹被關在集中營，二年後被處死，

在被執行死刑當天(1945 年 4 月 8 日主日)潘霍華牧師主持著監獄內的一個小小禮拜，剛結束，二

個獄卒來帶上絞台，大家向他告別，他說一句話:「這就是終局，但在我卻是生命的開始」 

    親愛的弟兄姊妹，死亡不是最大的絕望，沒有信耶穌沒有復活的盼望，才是最可怕，最悲

哀的，讓我們都能信耶穌來得到上帝所賜給我們永生的盼望。 

  第二與主永遠同在的安慰（永遠及主相及佇的）（第 17、18 節） 

    基督徒有信仰有希望，就果然不憂傷嗎？雖然在信仰裡「死別」也是一種「生離」，只是時

間拉長而矣，人都離別肉體死亡，時間有別，都回到天父那裏去了，且有將來一同與主永遠同

在的盼望，這些盼望當可減少我們的憂傷，帶給我們安慰。但是，「死別」也是一種信心的功

課。 

前年，有一位愛主的信仰前輩，他的太太被主接去，她病了三年，吃藥、打針、化療，好了又復

發，第三年有一種新藥，一天吃一粒，果然有效果，家人信心大增，充滿感恩喜樂，但是沒多久，不

到一年病情突然惡化，就無法再治療，三年中不停的禱告，牧師長老也為他們禱告，也常用聖經的話

來堅定信心，教會持續為他們禱告，他說:太太住院後，他向上帝禱告有二個請求，主啊，三年多來

這病祢都恩待，讓病情穩定，得到舒解，如果這是信心的試驗，我願意接受，也相信在你沒有難成的

事，求主醫治她，好讓我們為你作見証。但是，主啊，若祢認為她在世日子滿了，求主就快快接他走

，不要讓她受疾病的折磨，免得失了見証，他每天這樣禱告，他太太還是在病床上極痛苦了三個月才

被主接去，陪伴她的親人精神體力的消耗也到了最大限度。 

  他坦承這時他的靈性跌到谷底幾近崩潰，因不明白，在親人的病痛至親的死亡上我們突然發現不

清楚上帝的旨意，他不斷尋求上帝讓他明白，自然，上帝並未回應。 

  後來，他看了一本書，書名是「卿卿如晤」（A Grife of Observed）作者是 C.S.Lewis 魯益師（最近

一部賣座電影「納尼亞傳奇」的原作者）他才知道這種打擊，不只是他一人感受到，Lewis 是 20 世紀

英國最有影響力的基督教代表人之一，牛津大學教授畢生研究神學及文學，著書 50 多種，1940 時 Lewis

寫了一本書叫做痛苦的奧祕(The Problem of Pain) ，他說耶穌受苦以致於死，並不是說因此人就可以免

於受苦，乃是說人的受苦當與基督相像。 

    Lewis 在晚年(58 歲時，1956 年)與一位名叫 Joy 的女士結婚，Joy 當時得了骨癌，夫妻極恩愛，結

婚後 Lewis 天天禱告，一年後他的妻子居然可以下床走路，而照 X 光時，一點也看不出癌症的痕跡，

他為此非常感恩，認為是一個神蹟，他且寫文章見證禱告的功效，然而再隔一年，他妻子癌症復發而

去世，Lewis 信心大受打擊，在飽受打擊之時，他寫了這本 A Grife Observed「卿卿如晤」這本書分為

四部分，前三部分語語強烈，質疑上帝為何讓事情這樣發生，必要嗎?但是，最後書中有一段話，Lewis

恢復了他的信心:“當我把這些問題擺在上帝面前時，並沒有得到任何的答案，好似祂搖著頭，不是

拒絕，而是把問題揮開，意味著 安心吧，孩子!不懂的事多著呢!＂ 

作為一位牧師，有次去安慰好友別世後的遺孀，我安慰她，他現在與上帝同在，她回答「我不要

他與上帝同在，我要他與我同在」這是多麼真實的哀嘆，親人好友多麼親密，在今生也必有分離的一

天，我帶那位姊妹禱告，告訴她讓我們都與上帝同在吧！這是聖經的記載，也是上帝的應許。 

  當我們一齊思想這些生命的問題時，面對生命中許多苦難或不解的事，憑著我們腦筋無法解開時

，我們能作一件事就是到上帝面前來，把問題拋給祂，不求祂解答，但求祂給我們更大的信心，我們

還可以一起來作這些信心的功課，就必如今日經文的結語彼此相安慰。 

鄭信真牧師講於 2006 平安園追思禮拜 



 

    

 

 

2.感謝您對教會專屬基督教平安園成立的肯定， 

請教您對基督教平安園的經營有何其他的建議與評價?

我深深覺得基督教平安園的設立，會增進信徒對於教會的認同

與向心力，在人生最後的過程體會到神的國度的美好，與聖徒相通

的一體性。基督教平安園的風景優美，寬敞舒適，好像是心靈的花

園，是生者喜歡來省墓的地方，也是逝者的美麗歸宿所在。我們的

價錢很公道，交通便利，這都是優點。 

有一些美中不足的地方，我所看到的是： 

1．停車位置的完善規劃，我認為以現在的規模是不夠的，我

們須要更長遠的眼光來規劃停車場，讓人潮集中時不會很凌亂。

2．現場沒有接待人。我希望隨著禮拜堂的建造完成，裏面設

有辦公室、接待室，接待來訪者、對省墓者提供休息小坐地方、或

突發狀況的協助與解決，對有意購買墓位者給予現場解說，我記得

有規模的墓園都有這種現場常駐的辦公室及接待中心，有專人服務

，也會提供茶水咖啡餅乾等，讓人感覺親切。如果賣一些紀念品也

可以。 

禮拜堂完成時，我覺得應該有駐堂牧師，當慕道者家族有需要

時，可以幫助他們完成告別式、追思禮拜，或是在信仰、安慰方面

幫助家屬。 

我記得有一家貴族化的葬儀社，他的標誌是一條龍，他們的服

務很週到，包括五星級的守墓室、還有講生前契約的，這些都收費

昂貴，我覺得我們基督教平安園也可以發展多元化的服務，市場需

要很大，但是我們的服務、平價支出會更讓人放心。 

3．基督教平安園創設的歷史還不是很久(十年)，算起來還很

新，所以天然的景色雖美，但是園區的建設景觀還不是很成熟，還

有開發中的感覺，當然樹長大需要時間，我相信那時園區會更美。

但是我覺得門面不夠壯觀、醒目、顯明信仰精神，我了解基督教平

安園並不是以豪華取勝，而是簡單撲素之美，但是門面就是第一印

象，也是地標，如果更醒目美觀，設計有信仰內涵，會加深人們找

尋的印象，也會提升整體的觀感。 

 

   
---- 訪謝皆明牧師牧師談基督教平安園 

 

3.感謝您寶貴的建議，相信對管理、策劃、負責的同工 

有許多啟發，您對基督教平安園的推廣有什麼想法嗎? 

我知道教會買平安園十位以上有優惠，不過這對於大教會比較容

易達成，小教會很難得到這種福利，我覺得基督教平安園可以容許、

甚至主動鼓勵以區域聯合購買，幫他們組和，如基隆區的教會聯合購

買，這對於小教會很有幫助。 

還有一個是體制問題，我們的管理委員常常換，這對事工會有影

響，政策、計劃無法持續實行，剛了解事工的內容又要換人了，沒有

民間的企業是這樣的。 

 
 

1.貴會很支持基督教平安園，購買的數量很多， 

您或貴會和基督教平安園有特別的淵源嗎? 

其實在基督教平安園籌設的過程中，我並沒有參與，不是創會

的委員。一直到基督教平安園正式開始運作，也有管理委員我才知

道，也知道過程中到處找地不適合，醞釀了很久。後來基督教平安

園開始預售，邀請教會牧長去園區參觀，我才對園區有更深一層的

認識。 

我們教會或者我個人對基督教平安園的支持，是在數十年牧會

的過程中，感覺信徒的生老病死需要教會及牧長關心，每次信徒安

息，就開始為埋葬所在傷腦筋，東奔西走，花了 2、3 個星期尋找，

還遲遲不能決定。當參觀基督教平安園時，我們覺得這裏交通算方

便，又是屬於教會專有的墓園，兄弟姊妹至親好友生時相聚，過身

時也在一起，掃墓追思生者也一起，大家一起來作伴，求之不得，

是夢想中的墓園。 

以前會友過身時治喪，還有偷偷看風水的，在基隆牧會時會友

安葬到南榮公墓，坎坎坷坷，經過重重疊疊的墓地，好像亂葬崗一

樣，沒有完整的規劃，行動不便的親友非常困難，掃墓時尋找也頗

費一番工夫。後來來台北牧會，曾陪遺族去陽明山第一公墓區找安

葬之地，貴得不得了，一個墓位要好幾百萬，千萬以上的墓位隨地

可見，沒自信的人不要來，沒錢的人會死無葬身之地。 

當然也有政府設立的納骨塔，雖然較為便宜，但是墓位一層層

緊密相連，環境不佳，顯得很凌亂，置身在裏面，甚覺不適。基督

教區雖有區域劃分，仍然會受干擾，民間信仰習俗多，顯得很吵雜

，生者死者都不得安寧。 

也去過有名的金寶山，真是金光閃閃，氣象萬千；如果沒有千

萬以上，最好不要想。最小的墓位也要 500 萬以上，財力越雄厚，

墓園佔地越廣，裝飾越豪華，顯而可見，人死後仍不平等，爭相比

較，死者靈魂如何安息? 

當我們看到基督教平安園時，心裏很平安，覺得這些問題都解

決了，感謝上帝，賜給我們專屬的、平價的基督教墓園。 

4.您牧養教會多年， 

覺得牧長對於會友的臨終關顧有那些可以注意之處?

感謝上帝，讓我有機會服事祂。我覺得所有牧師都是以擴

展上帝國度為念，我們所爭取的，不是為了自己，是為了福音

工作的宣揚，利於教會和眾人。 

天主教會的神父，在教徒生前，就很鼓勵立下遺囑，將遺

產的某部份奉獻給教會，他們為福音工作爭取資源並不會難為

情。長老教會是很溫和、很含蓄的教會，牧師鼓勵人奉獻很不

好意思。但是我認為臨終關懷是很好教導會友的機會，這時家

屬和病患的心都較為柔軟謙卑。 

有一次我探望一位臨終的長老，他說：當我別世，我不收

任何禮金。我就告訴他：您一生陪對(台語)那麼多，如今何不

讓大家表示一點心意、敬意，教會現在鐘樓正在修建，需要支

出，您何不把禮金做此奉獻呢?當時兒女都在場，長老也覺得很

有意義，就促成了這筆奉獻，如今每當看到這個修建好的鐘樓

，家屬也覺得很有紀念性。 

臨終時刻，我也會當著子孫面前，邀請病人同意以純基督

教會儀式舉行，治喪須照教會的規矩，不能慘差其他宗教儀式

，一切尊重牧師的處理，不需要看時看日看風水，當著臨終者

事前說好，比事後來說好多了。 

我覺得臨終關懷、喪事安排是家屬需要牧師協助的時候，

牧師不能閃避這個責任，應該以主導的態度來引導家屬，完成

純粹的基督教儀式。 

我覺得身為他的牧師，要引導他說出最後的心願，我們看

醫院的安寧病房，都會竭力完成臨終者的願望，讓他沒有遺憾

的離開，有一位長老要過世了，我問他有什麼願望希望能達成

?他說：希望全家歸主、受洗。因為這是在全家人面前問的，他

們都知道父或母的最大心願就是持守這個信仰，牧師往後也可

以這樣來關心他們全家的信仰生活。我覺得人生有二個重要時

刻最需要輔導與關懷，就是婚前指導與臨終關懷。 

    艋舺教會是台北中會萬華地區歷史悠久的大教會，謝皆明牧師

在此牧會二十年，艋舺教會在社區、監獄事工都有令人囑目的表現，經

常和司法、社服單位舉辦各種公益講座，提升社區民眾的文化、法學知

識，牧長會友擔任各社服機構的志工數都是首屈一指，在地方上極具影

響力。這樣一間「雖舊也永新」的教會，對總會基督教平安園的訂購數

量也是優級的，我們特別請教謝牧師對於園區的看法。 

後頁續



 

    

 

 賴德卿採訪 -- 

5.您覺得協助信徒喪葬事宜和宣教有何關係? 

我覺得安慰生者、臨終者和協助親屬喪葬禮儀都是宣教的一部份。這

個時候，人們最容易思考生命的問題，人從那裏來，如何回到上帝的面前

，死亡可怕嗎?人如出外人客，世途短暫，回家的路怎麼走?已經準備好了嗎

?牧長要協助臨終者、家屬面對終未不再驚惶，從生病嚴重時探訪就要開始

輔導。 

我們知道告別式是為活人辦的，我通常會強調聖徒永生的盼望，肉體

雖然離別，但是靈魂並未永訣—上帝仍然照顧我們，爸爸(媽媽)還照顧我們

。 

告別式或追思禮拜都是宣教的好機會，沒有更好的時候，不同宗教信

仰的人安靜的、專心的聽牧師講道，這些至親好友無論如何都會全程參加

禮拜，我們不可掉以輕心，詩班、長執都要以宣教的心情好好的參與告別

式。 

有時候我也會遷就民間習俗的需要，譬如作 7，7X7=49，民間要做 7 次

法會，我們通常告別式的期間做一次家庭禮拜，但是如果家屬想多幾次我

也會儘量滿足他感情的需要，但是不能按照 7 的倍數，這太明顯了，而且

也不必真的作 7 次，除了第一次教會兄姊一起去，其他都是我一個人去主

理，不能勞動大家。 

 
 
6.貴會的老人事工做得如何? 

我們有老人團契，也就是松年團契。我們很鼓勵松年人擔任義工，像在馬

偕醫院、社會團體、殘障機構擔任志工等，我們的松年詩班在教會也有固定獻

詩，是正式的詩班，我們禮拜中有兩個詩班獻詩。我們覺得老人越參與事工越

活動越健康。老人怕太閒，越閒越煩惱。如果有人生病，由松年組成的聯絡網

就會立即加以關心，一起去探訪。我覺得老年人需要人關心，我們要親切的向

他們打招呼，注意到他們的需要，有時候短短的一句話，握握手，扶扶他，都

是帶給老人家溫馨的感受。台灣已經進入老人時代了，我們教會要看到老人的

存在，尊重他們，愛護他們。 

接前頁 



 

 

經文：約翰福音13章:1~ 3節、14:1~ 3節 

    

 

 

 

 

 

    

 

 

 

 

 

 

 

 

 

 

 

 

 

 

在舊約傳道書第7章第2

節說：「去喪事的家，比去宴

樂的家卡好因為這是眾人的

結局，活的人也欲將這事下佇

心裡」。這節經文主要是欲對

世間人勉勵說：「因為有悲哀

才會知道歡樂的寶貴，有分散

才會明白團聚的難得，有生病

才會感到要珍惜健康，特別在

喪事中，也正是我們我們每一

個人，必須再一次來認真思考

生、老、病、死等問題的最美

好時刻，通過故人一生事蹟的

介紹，寶貴信仰的見證等，讓

我們在追思中，在死亡的哀痛

中，因著神的話語與應允，讓

我們再一次同得神的安慰與

祝福。」 

身為一個基督徒，我們最

大的福份是什麼，在我認為，

是「信主後，從此不再害怕，

特別是怕死」，因為我們深知

我們的主藉著祂的死，已經敗

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

且釋放了那些一生因怕死而

成為奴僕的人。」(希伯來2:15) 

我們可以像保羅一樣，大聲宣

告說，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

那裏？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裏

？我要感謝上帝，因祂使我們 

 

 

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了。 

我們的主自己在世的時

候，給祂所揀選的門徒們，留

下了面對死亡最好的信心榜

樣，這信心的榜樣記載在約翰

福音13章1~3節；經文內容：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

己離世歸父的時候到了。祂

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

愛他們到底。吃晚飯的時候

，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

在西門的兒子加略人猶大心

裡。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

在祂手裏，且知道自己是從

神出來的，又要歸到神那裡

去。」 

在這段經文中我們的主

非常清楚自己是從那裡來，

又要回到那裡去，主知道自

己原是與父神同在，因著父

神深愛世上所有的人，不願

有一人沉淪，所以特派子，

道成肉身來到世上，為著世

人的罪，必須接受苦難，最

後要被釘在十字架上，借此

來完成贖罪拯救的工作，然

後帶著勝利歸回天家，與父

永遠同住。我們的主因深刻

明白這些，所以明知魔鬼已 

 

 

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

的兒子加略人猶大心裡，知

道自己將受苦，生命即將面

臨死亡的陰影，但主一點也

不擔憂，也不害怕，主勇敢

面對，勇敢向前邁進。 

    不但如此，當主看到祂

的門徒們，因著聽到主所說

將要受苦、受難、且要受死

的事情後，開始擔憂煩惱，

心裡充滿憂愁不安時，主又

開口安慰祝福他們說：『你們

心裹不要憂愁；你們信神也

當信我。在我父的家裡有許

多住處；若是沒有，我就早

已告訴你們了。我去原是為

你們預備地方去，我若去為

你們預備了地方，就必再來

接你到我那裡去，我在那裡

，叫你們也在那裡。』﹙約翰

14:1~3﹚ 

    我們的主在這裡非常清

楚的告訴每一個跟隨祂的人

，主去那裡，我們也必定去

那裡，因為主要親自帶我們

前往。主離世時是回到父那

裡去，信主的人，我們離世

時，一定是被主帶回父的家

裡，永遠與主同在。 

 葉豐盛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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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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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木區 (雙號 - 放第1個人) 

         (單號 - 放第1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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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每雙月第二個禮拜二：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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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的園區已完成第二停車場旁的涼亭，是一座長方型、兩排固定的坐椅，採

水泥柱、木材、石版地面，植草很優雅的涼亭，準備種植百香果作為蔭涼之
用，請大家可開車前往參觀。 

2.本園區於 8 月份完成全區灑水系統整修，早晚會作自動灑水工作，保持園區草
木之青翠美觀。 

3.第一停車旁之涼亭也設置一座冷熱兩用之飲水機，方便大家在山上追思，省墓
之弟兄姐妹之用，請大家盡量帶自己的環保杯。也請大家來愛惜、保持清潔。

4.請大家在前往追思、省親時、除了鮮花外，希望不要有任何其它飾品，包括人
造花、玩具…等，我們的園區管理方式是自然、清潔、整齊，如果每一個人都
帶一些玩具、塑膠花或其他飾品，會影響整個園區的景觀，且因應環保，所以
請大家一定要配合，除鮮花之外，請勿放置其他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