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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牧者

在我們周圍，有好些人深恐失去寶貴

的生命，對死亡心懷恐懼。這些人不相信

人死後另有一個世界，所以不肯尋求神。

有的人表面上相信神，但卻缺乏真誠的信

心。

藉由聖經，神已清楚地指出人死後

的世界—即天國和地獄的存在。死後的世

界，是人用肉眼所看不到的屬靈世界，沒

有神的啟示是根本無法了解的。

希伯來書九：27：「按著定命，人

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人降生到

世上，不論是誰，早晚都要面對死亡與審

屬靈的世界 - 天堂與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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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擁有慈愛之心的神，盼望所有人都

能進入天堂，哪怕是一個靈魂也不要落

入地獄。因而神在萬世之前預備了耶穌

基督，在適當的時機差祂來到人間，為

人類開啟了救贖之路。

從那以後，不論是誰，只要從心裡

接受耶穌基督，在他的面前就會展開通

往天國的路。遺憾的是，有好多人，不

論你如何費盡唇舌跟他傳道，他對天堂

和地獄仍然漠不關心，甚至鄙視傳道的

人。最讓人難過的是，好多人口裏宣稱

信神，卻未能體會天堂與地獄的真實，

依然貪戀世界的罪中之樂。

路加福音十六章19-31記載，有個

財主和名叫拉撒路的窮人，死後都進入

陰間，但兩人的處境卻迥然不同。財主

在火焰中遭受難忍的痛苦，討飯的拉撒

路卻在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懷裡，過

著安舒的日子。這是怎麼回事呢？

舊約時代，神依照摩西的律法審判

人，即使是在人世間多麼富有的財主，

若不相信神，死後仍要遭受「火」的審

判，相反的，即使是拉撒路這樣靠著富

人的剩飯生活的人，只要相信神，死後

就可以永遠得安息。

耶穌開啟了得救之路後，得救的靈

魂就住在樂園了。有人發出疑問，亞當

以後，人類已經繁衍了那麼多後代，這

些人都住在樂園嗎？樂園哪能容下那麼

多人？

其實與銀河系比較起來，地球所屬

的太陽系只不過是一點罷了。而銀河系

在宇宙中，也不過是一個小點。那麼宇

宙多大呢？確實是難以想像的。神為人

類所創造的世界，是人的肉眼所無法測

量的，何況是屬靈的世界呢？

我們雖然生活在肉體的世界中，但

只要相信主耶穌，順服聖靈的感動，打

開了靈的眼睛，我們就可能看到屬靈的

世界，體會靈界的事情。

路加十六：24記載了未得救的財

主在陰間受苦的情形。他因熬不過火烤

的痛苦，呼喊著向別人哀求：「用指頭

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

焰裡，極其痛苦！」在熊熊的火焰中，

連蛆蟲也不死的地獄裡，求生不能，求

死不得，只能忍受著煎熬的痛苦，其陰

森、悽慘是難以形容的。

財主活著的時候，不相信有地獄，

死後才知道自已的愚蠢而後悔不已。於

是他求亞伯拉罕派已死的拉撒路到他家

去，向他的兄弟証實地獄的可怕，免得

他們也到地獄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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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那個財主能夠親自和他的五個弟兄對話，他一定會說：「地獄是確實存在

的，你們一定要聽從神的話語，免得死後來到這個可怕的地方。」看來那個財主還是

有良心的，雖然他被打入陰間受極大的痛苦，他仍盼望他的兄弟能進天國。

大多數人為了生前的權勢、名譽、長壽與榮華富貴，費盡心力，但是真正聰明的

人懂得為死後的世界積極預備。

在世上，即使有再多的金銀財寶，一旦離開人世，什麼也帶不走。聰明人曉得要

積攢財寶在天上。

我們或許聽過這樣的事情，某人平時相信神，但到天國一看，卻沒有自己居住的

房子。倘若你是真正過信仰生活而積攢財寶在天上，一定會在天國得到既寬敞而且華

麗的房子。所以，我們應當建立能夠進入天國的信心，為迎接主耶穌的再臨做好新娘

裝扮，並累積更多能在天國得獎賞的基業，成為真正明智而有福的人。

至於已經離開人世的

人，是無法重回人間的。

所以對神有信仰且了解地

獄可怕的人，應當代替已

故的人，積極向其親友傳

講有關天國和地獄的情

況，得蒙神的喜悅。

我們若傳揚神不願一

人沉淪，乃願萬人得救的

愛，使無數的靈魂歸主，

不論在地上、天國，都能

得到神所賞賜的榮耀和賜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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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能想像得到最大的願望，就是

認識神，並且真正地經歷到祂。如果這

個願望得以實現，所帶來的喜樂，將遠

超過世上所有的祝福。

人始終渴望得到幸福和快樂。但是

人們往往沒有自知之明，不知道真正的

渴望是什麼，不明白自己所渴望的，就

是遇見神。我們往往只追求今生的福

樂，認為這就是世上最大的祝福了--擁

有美滿的婚姻、天才兒童、健康的身

體和足夠的金錢來享受生活、優厚的工

作、可以出人頭地的機會等等。

但是幸福美滿的人生不是最大的祝

福，最大的祝福乃是與神相遇。

神要幫助我們看得更清楚，有一種

方法，就是使我們在世上的夢想破碎，

讓我們受到打擊，而情況卻一直沒有好

轉。當我們受苦時，祂並不干預，不成

就我們希望祂去做的事。

神在基督徒受苦時，就是引導我們

進入心靈的深處，使我們在靈裡明白自

己真正的渴望是什麼。在那裏，我們發

現了對神的渴望，一種想認識祂的渴

望，能勝過所有的苦難，當它日漸強烈

時，將超越我們心中對於那些美好事物

的渴望，於是生命產生了改變。

信心的三個功課

第一課 

福音的好消息，並不是告訴世人，

神將會使我們的生活更平順、更安穩，

而是，祂要使我們在今生過得更豐盛、

更美好。我們可以親近神、並有能力去

愛人。

第二課

當神似乎遠離我們遠去時，事實上

正為我們做一件最重要的工作。

神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

你」，顯然 並不是說：「你始終都可

以感覺到我的同在。」

也許我們應該鼓勵牧者或是其他

人，公開承認他們感覺不到神的經歷，

並敘述在心靈的黑夜裡，痛苦、疑惑、

極度失望如何緊緊纏繞著他們。這是很

正常的經歷，也是我們奔走天路時一個

必經路程。

當苦難來臨，而神卻消失無蹤時，

不須對神感到憤怒，也不必懼怕，也不

須表面順服 ，卻與 保持距離。不須

刻意對萬事都漠不關心、麻木不仁，但

必須了解，神暫時的消失，是為了進行

某些在我們面前無法做的事。

還記得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那

昏天暗地的三個小時， 痛苦地呼求：

「父啊， 在那裏？」神卻緘默不語。

然而，就在那時，父與子合一，讓全世

界都與 和好。

美夢破碎–與主更加親近
失望之餘，發現更大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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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當我們以為神缺席時，

耶穌正為了要斷開我們腳上的鎖鍊，釋

放那纏累我們無法展翅飛翔的重擔而努

力時，就會產生無比的安慰與盼望。

第三課

逆境可以幫助我們更認識神，這是

祝福所無法提供的。

與我們爭戰的，有三種敵人：世

界、肉體、魔鬼。苦難是必要的，我們

會發現，對神的渴望，竟然強烈到可以

拒絕世界引誘我們立即享受的歡愉，也

可以抵擋魔鬼的引誘，並看透肉體的謬

誤。長大成熟的基督徒，能感受到惡耗

帶給人心靈的痛苦，因為在他們內心平

靜之時，能感受到對神的渴望，非常的

真實。

基督教信仰
的核心

基 督 教 信

仰並不保証基

督 徒 此 生 就

可 以 過 著 充

實而有意義的

生活。回歸聖

經，神對我們

一生的計劃，

並不在於幸福

的婚姻、優秀

的孩子、許多

的銀行存款。

基督教信仰已

被濃縮成一個裝滿祝福的小包裏，彷彿

只要將它打開，馬上就可以享有幸福的

生活，等到進入天堂之後，甚至可以過

得更好。

但是耶穌說明了真正豐盛的生命是

什麼：「認識 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

所差來的耶穌基督。」約十七3

基督信仰的核心，乃是去享受神、

以神為樂，在神裡面所得著的喜樂與滿

足，是世上一切的祝福都不能相比的。

我們認識耶穌基督為重價的稀世珍寶、

至善的親密良友，享受 的同在，勝於

世上一切的福樂，並因而使祂得榮耀。

在我們心中，渴望遇見神，這樣的

想望勝過了世上一切的夢想和慾望，等

待我們去挖掘，並使它滋養壯大。

有一個復興的異象，有一群心靈破

碎的人合而為一，相互提攜，因為他們

都渴望遇見神，他們要感受到福音的平

安與接納，得到力量，並願意把生命傾

倒出來成為別人的祝福。

神渴望我們能與 相遇，這也是我

們所需要的。然而我們必須先經歷美夢

破碎所帶來的痛苦，但這卻是值得的。

我們要預備自己來經歷神同在的喜樂，

經歷與神同行的恩典。（校園出版　破碎

的夢　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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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較熟的朋友或較近的親人聊天

時，我常會提及吃素的例子。我說：

「如果一個人吃素的動機係出自健康

的理由，我可以理解；但如果有人對我

說，為了『不殺生』才吃素，我是不能

接受、同意的！」我會反問他：「難道

植物就沒有生命、不算生物嗎？」「吃

整顆植物就不算『殺生』嗎？」「吃其

一部份就不會『傷害』它嗎？」

事實上，依我看來，植物是比動物

更為高級的生物。理由是，大部分植物

不必犧牲別的生命來維持自己的生命

（只有一些食蟲植物例外），包括人類

在內的動物則不然，為了維持自我個體

的生命，一定需犧牲別的生命，否則即

無法生存，即便是素食者

所食用的，仍然是有生命

的植物，說「不殺生」是

絕對不通的。因此，我們

人類所能做的，只有懷著

謙卑及感恩的心去食用各

類生物。要謙卑地承認，

因為先天上我們「被創

造」時便是如此，絕不應

該大言不慚地說「吃素是

為了不殺生」，但如為了

健康的理由，那就可另當

別論。而基督徒在每餐之

前，必先祈禱，感謝上帝

賜給我們米糧、食物，我

倒覺得還應感謝以生命提供食糧給我們

的、我們所吃的各種生物才對，且不應

區分「牠」是動物還是植物（素食）。

我們甚至還可進一步申論：由於動

物本來就是須靠進食別的生物個體以維

持自我的生命（不論其為肉食性或草食

性者），所以無法避免地其生存在本質

上，就是「害他利己」的。而多數植物

則如前述，並不必「害他」來求得生

存。因此在倫理上，假定只能選擇動、

植物的一方來吃的話，吃動物猶較說的

通（大自然中動物界的生存定律，本來

就是「弱肉強食」的），而不惹別的生

命的大部份植物則更應該受到尊重，是

故，本來是該認為不應被食的。

與動物對比，植物的優異性還可做

如下的析論：人生最大的缺憾，可說

主要出自「無常」上，但就這一點而

論，植物便相對地較動物「有常」得

多，卻又不至於如無生命之物體的毫無

變化，而顯得「無趣」。植物則具適

度的「有常性」，它會慢慢變化，卻又

不會在短期內變化太快、太大。更好的

是，你所照顧的植物，必會忠心耿耿地

「植」守在原地，不會像你養的動物有

可能跑開甚或走失；植物更可依你所照

顧的品質，成正比地以抽

嫩芽、長新葉、開美花或

結好果來讓你喜樂並欣享

成就感。一般而論，單就

這一點，有時連為父為母

者所養育的子女所能回報

的，也未必勝過花木、植

物呢！

我特別慶幸、感恩的

是，由於先母極喜愛花

木，並且擅長栽種各種有

香味的花，尤其是玫瑰

花、茉莉花等等，耳濡目

染之下，我從年輕時就喜

韓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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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栽種各類植物，而且即使是不會開花

的純觀葉植物，只要能讓我的書房「窗

外有綠葉」的，我種下後照顧起來，便

會一直樂此不疲。尤其是退休之後，可

用的時間較為自由，每天一早起來，上

到頂樓（我清晨踏青的、也如我長孫女

之名的「晨青園」）及出到陽台觀賞

植物、澆水並處理堆肥，成為最讓我

喜悅的日課（如日語所稱之“たのし
み”），甚至在下雨天時，因葉片洗得

更美更翠綠，而在晚上則在燈下看來，

又是另一種風情，因之都不能阻止我上

去或出去會晤我的「植物朋友」，從

「他」們所「施」者，我每每「受」惠

滿溢。

也由於先母如此的影響，我的九個

兄弟姊妹長大後，如今多數都維持喜愛

家庭園藝的習性，其中四妹淑清（台大

心理系畢，美國某大學心理學幼教碩

士）現居美國加州，每天也樂在照顧她

家庭院的植物，甚至照顧到有野鳥來築

巢後，又帶著孵出的數隻小鳥出來，在

她院子裡列隊「散步」，讓她觀賞。

她曾應我邀稿，在我修註的先父所著

《六十回憶-韓石泉醫師自傳》附錄中

提供一篇文章〈父母親傳給我的美好信

仰〉，其中就寫到先母留給我們的這一

美好嗜好。

以下就引用其中描寫園藝之精采的

二段，以作為本文的「姊妹篇」以及共

同的結語：

「母親喜愛種花，我從小受她的影

響很深，也喜歡培植花木。這嗜好給我

一生受益無盡。不僅在花園中心情舒

鬆，忘卻心身不適，更重要的是我時

常從中領悟到上帝創造萬物的奧妙、美

妙、奇妙。上帝使植物能從陽光、水、

空氣、土壤中取得所需後，展現出形形

色色、芬芳美麗的各種花朵；有的結

成甜蜜可口、營養豐富的各種蔬菜、水

果；我每天在自己的花園享受神的愛，

讓我深思神藉由植物給我的啟示。

我從植物看到有時我給它們的是臭

氣沖天的腐爛物質，但是它們反倒是回

報給我芬芳美麗的花卉、水果，讓我們

的口、眼、鼻得到充沛的享受，也讓我

們身體勇壯、健康。神的愛是何等信

實、偉大！所以人類也要從植物學的課

題，是要以溫和、愛心、誠實待人，雖

然有時別人對我們的態度不好，還是要

如主說的：『愛你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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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

區別

墓地

使用權

(每單位)

工程費

(每單位)

永久

管理費

  (每人)

重開墓穴

工程費 

(每次)

證件補發

或過戶

手續費

(每件)

墓碑

相片費

墓碑

刻字費

新墓碑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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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30,000 ＄30,000 ＄0

＄500

黑白
＄1,000
彩色 
$5,000

＄0
$5,000

＄0 ＄0 $5,000 ＄10,000
以實際字
數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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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00
＄680,000

＄120,000 ＄50,000 ＄0 ＄0

$10,000

$10,000 ＄25,000
以實際字
數計費

一、感謝韓教授在百忙中提供文章，感謝各位支持通訊為大家寫稿，使內容更充實，希望大家常常提供好的文

章，彼此分享，若經採用將寄上稿費。

二、本園在復活節出版一本生命教育的書 ，書名叫(生命終點的盼望)，是由南與北文化出版社所規劃，從德國

谷倫神父著作翻譯的一本好書。我們將提供給從事生命教育工作者的參考，若有需要的朋友請來電，將

免費贈送。

三、今年暑期特別炎熱，尤其七，八月之間，園區又很少下雨，同工們非常的辛苦天天在高溫的太陽下澆灌花

木，噴灑青草以免枯死，連晚上都不停的自動灑水，兩組馬達不停的抽水一連兩個星期的記錄，終於保

住了所有的花木生生不息，感謝主。

四、當大家接到本期通訊時，已接近中秋節了，在此敬祝大家佳節愉快，特別在秋節期間會有許多家屬上山追

思親人，請大家以基督教禮儀來追悼，請勿帶祭品或燒香方式祭拜，我們希望都用鮮花來追思親人。

五、園區在秋季會開始整修廁所屋頂及廁所的門鎖等，以及所有的涼亭屋頂也會整修，因為雨季將至，年久失

修，深怕會漏水造成大家不便，整修期間若有零亂不雅或不便之處請大家諒解。

六、景觀花台家族墓穴全部建造完成，已被選用八個單位，因數量有限，若大家認為不錯，請提早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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