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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從心

奇妙的策士

慶祝聖誕節，我們要迎接主耶穌進入

心房。使我們內心被改變，生活得

改善，就是家庭、國家、和整個世界有平

安。詩篇139篇說到上帝無所不在、造物

奇妙、恩惠無窮，真是奇妙的上帝。然而

以賽亞書九：1-7預言，這位救主耶穌的稱

呼有好幾種，其一是「奇妙的策士」。

一、祂的名字為奇妙的策士

「策士」一詞，有設計者的意思。希

伯來文Yaats,有獻計、忠告、領導、指導等

意思。若再說得白話一點，就是參謀、軍

師、顧問、輔導、律師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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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經中我們可明白，有些人擔負

策士的角色，如君王(彌迦書四：10)，

父母(箴言一：8)，長老(以西結書七：

26)，先知(歷代志下二十五：16，耶

利米書三十八：15)和一些賢達(耶利米

書十八：18)

一個聰明、謹慎的人在重要決策

前，必定有些人為他獻計，做個週詳的

計劃。相反的，聽取壞心、愚昧人的計

謀必定失敗。亞哈謝作王的時候，殺死

了他的弟兄，並聽他母親錯誤的獻策。

「亞哈謝也行亞哈家的道，因為他母親

給他主謀，使他行惡。他行耶和華眼

中看為惡的事…又有亞哈家的人給他

主謀，以致敗壞。(歷代志下二十二：

3-4，列王紀下八：25-27)

大衛王的詩在詩篇十六：7「我必

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

間也警戒我。」上帝的話是人生的謀

士，我們應遵行，不然就中了俗語所

說：「人牽不行，鬼牽溜溜走。」

天父上帝道成肉身的耶穌，就是奇

妙的策士，和平的君王。

二、已往奇妙策士的工作

創世之前：還沒有世界之前，這位奇111

妙的策士已存在。祂是基督，與天父

同在。世界尚未創造，三位一體的上

帝就有共同的決策，在創造天地後，

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

我們的樣式造人。(創世記一：26)」

三位一體的上帝留給我們明顯的

教訓，是事情不要擅自做決定，要事先

商量。聖父上帝、聖子上帝、和聖神上

帝商量後說：「我們要…造人。」「商

量」對年輕一輩的人特別重要，因為容

易被忽略，俗語說「少年不會想，吃老

就不成樣。」

參與創造的事工：約翰福音一：3211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

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希伯來書

一：10又說，「主啊，你起初立了

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聖父、聖子、聖靈一起創造山嶺、

海洋、陸地和河川，日月星辰，不論是

分工合作、或集體創作，三位一體的上

帝是合諧的。

奇妙的策士(耶

穌基督)，所創造的

「天地都要滅沒，你

卻要長存，天地都要

像衣服漸漸舊了；你

要將天地捲起來，像

一件外衣，天地就都

改變了；惟有你永不

改變，你的年數沒有

窮盡。」

主耶穌是奇妙的策士，祂永遠不改

變祂參與創造的事工！

三、奇妙的策士與我們的關係

及時的照顧：上帝的作為並非人的作111

法。祂並非讓世界自生自滅。祂一直

掌理、統治、維持，並眷顧這世界。

上帝對我們的照顧是非常奇妙的。

人生的歷程是曲折的、迂迥的、震盪

的，甚如上帝對雅各伸出眷顧的膀臂，

帶領、安慰、照撫他的一生，甚至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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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起初雅各與愛妻所生二個孩子，

其一的孩子約瑟被拐離父親，受騙為喪

子。接續是約瑟被賣到埃及法老王內

臣，護衛王波提乏的奴隸。這是上帝的

旨意嗎？

以後遭遇大饑荒的困苦，草原枯

黃而死，河水乾涸，這些是上帝的旨意

嗎？然後派人到埃及，他的兒子被控偷

竊，以至么兒便雅憫要作為人質，這豈

是上帝的旨意？他的苦境，讓人喘不過

氣來。

雅各完全不知道上帝默默在埃及

為他預備一塊土地，作為他的家。讓子

孫在那裏生長，在那裏壯大成為大國。

經過四百年後，上帝帶領他們歸回故鄉

──迦南地。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曉得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

願我們學習把一生交託天父的帶領和保

守。希伯來書七：25「凡靠著祂進到

上帝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

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人生也許有數算不盡的困境，莫名

奇妙的控告，但我們不要喪膽，因為主

耶穌是我們的謀士，常常為我們代禱，

好像摩西要帶領選民經過曠野，到應許

流奶與蜜的福地。

得贖之恩：撒迦利亞書說到彌賽亞的211

信息時，「祂要建造耶和華的殿，

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主權，又

必在位上作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

和平。」(撒迦利亞書六：13)上帝

差祂聖子為世界的禮物，基督親自作

救贖，聖靈感動人心信主而得救；因

此，可知道耶穌受釘於十字架上並不

是偶然的事件，而是三位一體的上帝

週詳的設計和策劃的。

人生的嚮導：祈求主耶穌為奇妙的參311

謀是不會落空的。也未曾有人因為有

基督為嚮導而後悔的。有主同在的家

庭是特別的榮幸！主耶穌自已說：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

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

們也跟著我。」(約翰福音十：11、

27)

有誰覺得需要上帝？饑渴慕義，

需要喝永生的活水？先知以賽亞說：

「來！祂的名叫奇妙的策士」。祂要幫

助、拯救、賜您有永生的活命，和平安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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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在宜蘭教會按牧，直到2007年

在宜蘭教會退休，這32年期間完全沒有

關心過平安園的事工，退休後在宜蘭教

會潘長老所經營的中型醫院當院牧兼社

工主任，也很少參加什麼『退休傳教師

聯誼會』，只懂得每月有一萬元的安養

金可以領。

直到去年參加退休傳教師年會，

才知道我們這些退休的傳教師夫婦每年

向傳福會領四千八百多萬元，而且每年

都在增加，這筆錢來自於在職傳教師的

第15個月及平安園1500萬元。私下跟幾

位同工討論時，都非常擔憂，若不『開

源』有一天也許……。

很高興看到平安園與台中『圓滿教

堂』於 2010年2月1日簽約共同合作經

營。『圓滿教堂』也很誠意地願意將實

際銷售的百分之二十捐獻給平安園。圓

滿教堂也聘請我當駐堂牧師，負責公關

及行銷。

到任之後，我把圓滿教堂分為兩大

行政系統：

一、福音事工：

目前已由台中中會傳教師發函各教

會，邀請各教會敬拜團於每週六或週日

下午兩點半到四點，在圓滿教堂做詩歌

佈道。前來服事的敬拜團每次補助4000

元的車馬費(中中傳道部2000元，圓滿

教堂2000元)。而我就針對眾多的遊客

佈道。

有時，我也親自下去當解說員。

一部又一部的遊覽車和遊客在導遊的帶

領下，他們都會安靜地聽我解說、看圖

說故事、傳福音。例如堂內四幅聖誕節

的彩繪玻璃圖畫－天使牧羊人、博士朝

拜…等等，我會為遊客講解這些故事並

傳福音。另外，室外廣場耶穌十四站悲

苦路的石雕像，我也詳細的講解十字架

的救恩(紅十字會、醫院急診室都以十

字架為拯救的記號)。

二、行銷：到各教會去報告

為了讓傳福會照顧這些退休的傳

教師，而支持圓滿教堂的事工。過去，

中部地區的牧者或基督徒都認為，圓滿

教堂是生意人，是私下的企業。經我一

間一間去講解，基督徒才了解：支持圓

滿教堂的目的，是為了照顧退休的傳教

師，這種工作必須持久，過一段時間才

能看到果效，不能、也無法急於一時。

圓滿教堂佔地30公頃，總建坪 

3456坪，集古羅馬式、巴洛克、哥德式

之建築，目前相當多的教會到此舉辦野

外禮拜，我們也提供室內禮拜場地，請

來電預約0933543137張執事。

吳俊雄牧師

請支持圓滿教堂的事工請支持圓滿教堂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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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對過去的受害之事原諒而

後忘記嗎？幾年前，在九月十一日紐約

世貿大樓的悲慘事件，直接或間接的震

驚到很多人的心境。我自己到現在還是

不知如何來解釋我那一天早晨的行為，

因為我一向沒有習慣早上一起床就看電

視。可是那一天早上七點左右醒來，腦

內馬上有個意念要去打開電視看。沒想

到那可怕、大摧毀性的電視影像，就在

我腦中深深刻刻的留下那許許多多的苦

難、悲痛人的形影。這可說是歷史上空

前的大悲劇，相比之下，自己過去婚姻

失敗所承受的身心傷害，就變為微小的

了。在我離婚前後多年，每次憶起他的

無理行為及言語時，總感到大大不平，

而且有悲憤與害怕等受害的心緒。

感謝這十多年來，我親人以及朋友

們的關愛，也從聖經中尋求上帝愛的話

語，我已能原諒他；也去除了自憐、自

悲的情感。因為能夠原諒，我內心因而

得到平靜和安寧，這是很寶貴的好處。

現在，每當我有時回想到以前婚姻所遭

遇、所過的日子時，我已不再產生負面

的情緒，雖然過去的經歷記憶猶新，但

它已不再引起我痛苦、受害的情緒，所

韓淑清

以能記著或能夠忘記，已經不成為重要

點；但我相信：對這些記憶，我會隨時

間淡忘。現在我要學習多多記憶美好的

事，以代替記憶對我自己無益而不愉快

的事。讓我們看看聖經中的耶穌，是如

何地寬恕了最不值得原諒的那些人：

「聖經路加（Luke）福音23:24―

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約翰（John）福音19:30―――

耶穌嚐了那醋說：『成了』，便低

下頭將靈魂交付上帝了。」

從當時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

話可知，祂不但原諒釘祂在十字架上的

人們，也原諒否認祂的門徒們。實際

上，祂的降生在世上，是來替世上的人

贖罪。看到主耶穌復活之後的門徒們，

從絕望地否認祂，而作一百八十度的轉

變；從到處逃避迫害而變成愛主到底，

而到四面八方傳福音，甚至危及生命也

在所不惜。上帝的大愛大能、救贖和原

諒之力量如此偉大，我們應當努力學習

祂的榜樣。

原諒與忘記
	 		-To forgive and To fo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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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雙

連教會一直以團

購的方式，以優

惠的價格，提供

會友選擇基督教

平安園的機會，

我們特地訪問雙

連教會主任牧師

陳文欽，教會對

於信徒的喪葬事

宜的關懷處理？

及 提 供 那 些 服

務，是可以參考的。

請問貴會近年來，支持、購買基督

教平安園，有何考量？

南部教會大都有自已的墓園，北

部教會很少有。基督教平安園是總會所

屬的墓園，雙連教會也是總會所屬的教

會，應該支持總會事工。雙連教會會友

的人數比較多，從信仰的角度來說，神

的教會成為兄弟姊妹的大家庭，生前大

家常常在一起，很喜樂，人的靈魂回天

家以後，人情上，也是希望遺骨放在一

起，同在神的恩典之家。就如同聖經中

愛的誡命，約翰福音十三：34所說：

「你們要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相愛。如果你們彼此相愛，

世人就知道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之前雙連教會買了140個骨灰位，

原價賣給會友，用完了，最近又買了

100位，我們還是以原價賣給會友，我

們把它當成信徒喪葬服事的一部份。我

們推薦總會平安園的墓位，會友家屬很

放心，省墓時也很方便，大家一同去，

若有埋葬禮拜，順道可以看自己的親

人，或是一同追思教會的信仰長輩，都

是很好的事。

您覺得基督教平安園有何優點？

我們都覺得基督教平安園園景很

漂亮，依山伴水，有專人管理，每時刻

都很乾淨整齊。進入園區沒有害怕的感

覺，青翠的草埔，充滿生命力，和祥的

氣氛，感覺有主同在，如同詩篇二十三

篇2節所描寫的。雖然沒有勉強，但是

經過比較以後，大部份的會友還是會選

擇基督教平安園。

對於臨終關懷，貴會做那些信徒的

服事？

我們會到醫院關心他們，為他們禱

告。臨終的時刻陪伴他們，陪伴家屬。

安息時，聯絡生命禮儀社，我們教會都

是請永生生命禮儀社，他們是專辦基督

徒的，也是長老教會的會友。我們會一

直陪伴到太平間、殯儀館。隔天再會同

家屬一同討論，有關喪葬事宜的時間、

地點、尤其是費用，一定要說清楚。過

世七天，我們會舉行家庭禮拜，有時候

是入歛前舉行家庭禮拜。通常，會友安

息之後，我們會在二個星期內完成告別

禮拜。之後，我們會繼續以電話關心、

探訪，或配合家屬的需要，舉行家庭禮

拜。在分工方面，入歛通常由區牧主

持，告別禮拜由我主持。

每個人都會面臨死亡，我們有何教

導來協助長者？

我們會協助松年的兄姊，以信仰的

眼光來看人生的生老病死。基本上，教

會處理會友安息的角度，是安慰親人，

而不是處理過世的人，因為我們相信，

他已經到上帝那裏了，他是到生命的主

那裏，不用擔心。但是我們活的親人，

很不捨，很難過。有時候，突發性的意

外，需要更多的陪伴、安慰。

在松年大學「宗教與人生」的課

程，我們不會批評其他宗教，但是我們

會特別談到基督教對生命的看法，教導

大家準備心來面對死亡。

貴會老人會友的比例如何？有何松

年事工？松年事工的重點為何？

教會的老人的確很多，目前教會

聚會一千人，若是65歲起算為老人，以

為信徒選擇上好的安息之地—

訪雙連教會主牧陳文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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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粗估，有五成以上，就是500人以

上。

22年前總會推行松年大學，雙連教

會是第一個響應的教會，我門成為第一

間總會松年大學的雙連分校。一直到現

在，許多會外的老人來參加，成為教會

非常重要、有活力的事工。

其實松年事工，現在也是政府單

位、社區很重視的區塊，松年宣教的確

是教會要關心的重要部份。根據聯合國

標準，7%老人人口稱為老人國家，而我

們2010年已達到10．5%了。松年是人生

的秋天、冬天，最近壽命統計，男人76

歲，女人82歲，人的壽命延長，退休後

的時間變多了，松年人有時間，需要關

懷，正是宣教的好時機。

教會的松年大學是對外的，松年

團契是對內的。社區的人55歲以上，就

可以參加松年大學。他們可以先讀四

年大學，再讀2年研究所。然後還有21

年的博學班，每3年一階段，安排不同

課程，以彩虹七色區分，共有七個階段 

每一階段都有結業式、畢業典禮。每次

都有成就感，畢業典禮都很歡樂。這是

使松年人有生命的目標，也樹立終生學

習的典範。

我們的松年課程有四大要項。一、

信仰與生活。二、醫學保健。三、社

會新知。四、生活才藝。參加的人要付

費，對於雙連教會來說，松年大學是自

給自足的。

教會內另有基督徒組成的松年團

契，松年大學慕道的人，鼓勵參加團

契，團契的人也鼓勵參加大學，可以成

為傳福音的酵母，種子。

松年大學的性別分比例情況如何？

教會的松年大學男性約佔1/10，女

性佔9/10，我們看見男性雖然退休前，

在工作上比較活躍，但在退休以後，生

活態度卻比較閉澀，女性剛好相反，年

輕時，可能比較主內，但年長後，反而

社交性比較強，人際關係也比較活潑。

總合看來，女性群居性強，男性老人

不易與人分享內心的事。由女性參與松

年大學的盛況，也看出女性學習力的定

心、定性。男性想得比較多，困難也

多。也有人分析，是因為女性多，課程

就偏向女性來設計，其實這也是一種循

環。男性少，課程就比較少傾向男性的

需求了。

聽說貴會三芝安養中心的松年大學

也很蓬勃？

1993年社會開始進入老人化，我們

開始思考如何關心老人。我們用了5年

的時間，來尋找土地，在1998年找到三

芝，經過禱告、資金的預備，終於成立

三芝福利園區。目前有432位老人在當

中安養。三棟大樓，加上一棟優美的禮

拜堂，分別照顧健康、輕度失能、失智

的老人。三芝也有松年大學，安養中心

的老人有的當老師，有的當學員，終身

學習大家都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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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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將來到、祝大家佳節快樂、同時也祝褔大家未來新的一年喜樂平安。

二、本通訊歡迎大家來投稿、特別是對先輩的追思與懷念更加歡迎、若有照片也一起寄過

來、經採用將會致上稿費。

三、園區最近在整修涼亭屋頂、因為下雨會滴水、在施工期間造成大家的不便、請大家諒

解、預定年底會全部完工。

四、明年的追思專車已經排定、請大家提前預約、記得有事不能如期參加者一定要提早取

消、以免空佔坐位。

五、本通訊一律依照原登記地址寄上、若有遷居或地址變更請事先通知、才能按時收到。

通訊的出刊在每年的三月底、六月底、九月底、十二月底。超過一個星期未收到、  

請來信洽詢。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