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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豐盛 牧師

感謝上帝的恩典，帶領我們在這金山
平安園真美的山頂，一起敬拜祂，也一起
透過禮拜來追思紀念過往的親人，這是上
帝所喜悅的。特別在復活節前夕，透過平
安園用心的安排計畫這個聯合追思禮拜讓
我們在親人安息的墓園領受復活的盼望與
能力，領受上帝來的安慰與生命的智慧。

追思禮拜重要的是先敬畏、敬拜上
帝，尊主為大，然後思念親人並學習其信
仰生命好的典範，同時透過上帝的話得著
安慰，盼望與能力，透過省思與聖靈感動
從死而得生之智慧，珍惜把握上帝所賜年
日，行在神的旨意中，活出生命的光彩。

數算日子、得著智慧

講於2012年平安園聯合追思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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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所讀的詩篇之經文是摩西
的祈禱，著實幫助我們知道生命的起源
與終結，知生與死，也讓我們清楚生命
的本質、生命的真實與現實。

詩篇九十篇1～6節記載摩西告訴我
們：「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創造
者，是自有永有的真神。」讓我們知道
人是出於塵土，歸於塵土，世人當回轉
歸向生命之源－上帝，得永恆生命。

詩人，也告知人的事實與現實，人
生是何等渺小、短暫及有限，唯有回到
造物主面前，求主憐憫施恩，飽得主的
慈愛與拯救及永遠的福樂。

詩人特別在第12節中懇求說：「求
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
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求主讓我們知生
死得智慧，把握時機，信靠主得救恩及
永恆生命，也真實面對人生命的有限，
完全交託創造及掌權的上帝，尋求上帝
在我們生命中的計畫，行在上帝旨意中
並活出生命光彩。                                                         

金包里教會常有單車騎士借住，有
位剛退伍的張先生騎自行車環台，他分
享說：想透過騎自行車環台，甚至到離
島蘭嶼近距離接觸台灣土地，希望藉此
找到他生命的下一站的腳步與方向和啟
發。由衷從心裡祝福他，願上帝幫助他
找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我們看的第二個經文：約翰福音
十一：25～26這樣記載著－耶穌對她
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
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
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這是耶穌對生命重要的宣告與祝
福。也給我們極大的信心及盼望。特別
在這紀念耶穌死而復活的節期，更堅固

我們的信心、安慰我們的心。我們的親
人雖然早我們先到上帝那裏，於親情我
們百般不捨，但我們深信將來必復活，
將來必於天堂相見。所以，我們應該抓
住著應許，抓住機會，信耶穌的永生。

『數算日子，得著智慧』，在1997
年有二位國際知名的女士相隔一週過
世，帶給世人很大的震撼。 

 一個是年輕即嫁入英國皇室的黛
安娜王妃，世界矚目，但在1997年8月
31日，因躲避媒體跟拍而車禍喪命（36
歲）不勝噓唏。

另一位原本默默無聞，但因愛上
帝，受上帝呼召，甘願犧牲忠身投入印
度落後地區貧民窟照顧流浪漢及瀕死的
人，而成立善終會，讓那些不被看重的
人，在人生終末，也能得著到尊嚴及愛
的對待。有一次一個瀕死的人握著她的
手說：「我活著的時候像一隻狗，而我
現在死得像個人，謝謝了。也因此得到
諾貝爾和平獎，她就是德雷莎修女，她
在1997年9月5日過世（86歲），世代為
人所紀念和景仰。

德肋撒修女一生中曾18次被提名
為年度最受尊敬人物（Gallup's most 
admired man and woman poll）中的
十大最受尊敬女性之一，並在20世紀
80-90年代間數次當選。1999年，德肋
撒修女被美國人民投票選為二十世紀最
受尊敬人物榜單之首（Gallup's List 
of Most Widely Admired People of 
the 20th Century）。排在她後面的是
馬丁路德金與美國前總統甘迺迪。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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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廣泛囊括各年齡層（除嬰孩外）的調
查投票中，德肋撒修女以壓倒性的優勢
成為全美人民心目中的偉人。                                                       

1979年，為表彰德肋撒修女為消
除對和平造成威脅的貧窮及困苦所作的
工作與成就，她被頒予諾貝爾和平獎。
修女拒絕了隨後將為諾貝爾獎獲獎者舉
行的傳統慶宴，並要求將十九萬兩千美
元的獎金捐給印度的窮人，並指出這些
由塵世得來的獎金必須用於幫助有需要
的人，如此才有其真正的價值。肋撒修

女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設問：「我們能為
促進世界和平做些什麼呢？」她隨後答
道：「回到家裡，愛你的家人。」她接
著說道：「在全世界範圍內，我發現貧
窮不僅僅存在於整體貧困的國家中，在
西方國家，貧窮更加難以消除。當我從
大街上搭救回來一個飢餓的人，我給他
一碟米飯，一塊麵包，我便很滿足了。
（因為）我讓人吃飽了。但是，那些被
社會排除在外的人，他們不被人需要，
沒人愛他們，他們生活在恐懼中，他們
被社會拋棄。這樣（精神上）的貧困太
難（消除）了。」同時她指出，墮胎是
「世界和平最大的破壞者」。

摘自維基百科

黛安娜王妃與德雷莎修女，同是相
同的「僅此一生」但就是活出截然不同
的生命價值。

你我仍活著，因上帝的愛存留我
們生命，我們應學會數算自己有限的生
命，為主而活。我們金包里教會是馬偕
牧師所設立的教會，本月初我們剛在真
理大學一起慶祝馬偕來台宣教140週年。
他一生獻給台灣，成就了榮耀的祝福：
在宣教、醫療、教育各方面因為有他獻
身台灣，葬於台灣成為榮美典範，讓我
們世代學習他愛上帝、愛人、愛土地，
以及『寧願燒燼不願銹壞』的生命。

願我們能把握有限生命，重新立志
尋求上帝在我們每個人生命中的命定和
計劃，得著生命智慧，獻上自己，為主而
活，成為眾人的祝福，一生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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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基督教平安園聯合追思禮拜，

3月31日於墓園舉行。大約1900人參加，

出動了十四台遊覽車，分別由基隆、台北

前來，分成上午十時及下午二時半二個場

次，現場坐無虛席，大家都擁躍參與，墓

園穿梭人群，大家手持鮮花，代表對先人

的懷念。今天天氣很好，也不很冷，真是

上主所賜，美好的省親的一天。

二場禮拜分別由吳千住牧師、曾正智

牧師司禮，李豐盛牧師主理，張麗鳳長老

帶大家讀聖經：詩篇九十：1-6，10-14，

約翰福音十一：25-26。平安園樂團為大

家演奏「耶穌召我來行天路、至好朋友就

是耶穌」。音樂悠揚，大家的心情受到昇

華與感動。李豐盛牧師以「數算日子、得

著智慧」，來勉勵大家。

接下來，總經理廖正行牧師為大家

報告。他提醒大家，請大家獻花時，要把

塑膠袋除掉，否則會發臭，引來蚊蟲，現

在平安園園區蚊子變多了，常要用殺蟲劑

來除蚊，不然大家來園區，會叮咬的受不

了。所以請獻花的人要注意。也不要帶玩

2012基督教平安園追思禮拜

風和日麗190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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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公仔等物品，風曬雨淋很快就壞掉，

園區要忙著清理丟棄，省墓懷思重心意，

故人不會再享用這些東西。

廖牧師並報告園區，目前樹木已種

滿，要等它長大，將會綠蔭成片，讓園區

更有遮蔽。另外，園區也規劃種更多種類

的花，讓花朵一年四季都有花種開放，每

一季有不同的風景，景色變化，讓園區更

加美麗。

三月天，園區常有風雨，天氣也較寒

冷，但是感謝主，今天風和日麗，整個追

思禮拜流程進行順利，交通也很順暢，沒

有誤點及其他問題，感謝上帝的帶領，讓

每位家屬，一同懷思省親，同心參加追思

禮拜。基督教平安園將在每年這個時候，

再度服務大家，與大家再度相會。

明年追思禮拜的時間是：2013年3月

30日，請大家預排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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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三首新歌 廖正行牧師

介紹背景:
主後2010年4月25日下午在北二高3.1公

里，由基隆往台北的方向突然走山的不幸事
件中，葉茂竹先生被埋在土堆中64小時，當找
到人的時候已經安息了。作為妻子的賴德卿牧
師痛苦欲絕，在這種背景之下所寫的三首詩特
別感動人。如今把它公開出來，讓大家可以使
用，特別在悲傷的埸合，可以用這三首新的歌
來安慰親人。平常在與親人離別時所唱的詩歌
大多是由外國來的作品，如今有本地文化作背
景的慰歌，可以採用。
主後2012年4月22日上午十時在基隆中山教會
舉辦走山二週年(愛不孤單)音樂禮拜時，將這
三首詩歌呈顯給參加者。這三首新歌都是由賴
德卿牧師作詞，交由她的女兒慧先編曲。

第1首:〈愛不孤單〉
愛不孤單這首歌的意涵是「無論遭遇何種

境況，上帝的愛與我們同在，我們不孤單」，
「當我們在主裡面，彼此代禱扶持，我們會感
受到，有許多的愛激勵我們向前走 !」

歌詞中的「你」──是指上帝，也是所
有為了主的緣故而付出愛的人。

第2首:則是〈祈求國土平安〉。
自從走山後，賴牧師覺得人民的幸福和

土地平安息息相關，特別關心地質、對於國
道邊坡的維護，山坡的水土保持、直接關係
到人民居住與行的安全。這是一首禱文，有
些憂傷，但是充滿對美麗山河的愛，很讓人
感動，如果在跟環境保護有關的議題來唱，
很有意義。

第三首:是〈離別的心情〉。
這首歌，感情真摰，容易使人共鳴而

落淚，在告別禮拜，安葬或是追思的場合來
唱，非常適合，在我們對「千風之歌」有許
多討論時，其實本土作者所創作的歌，可以
多唱。
以上這三首詩歌在平安園有五線譜，使用的
時候可加以背景介紹，更能使大家進入情
境，旋律優美，歡迎來電02-23695441索取
歌譜。

走山二週年紀念曲
主題：愛不孤單

詞 賴德卿  曲 葉慧先

1.愛不孤單（華語）
因為有你，愛不孤單，有你的愛。生命如浮
雲，風一吹就散，人生的風景常常更換，珍
惜當下，你的陪伴，我不孤單！
許多的禱告，成為溫暖的力量，我們手牽手
走過風雨和悲傷，你的愛圍繞在我身旁，不
變的愛，永遠在我心房！ 
珍貴的愛，我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天上而
來，我向高空呼喊！
悲傷的時候有人陪我哭泣，黑暗的路上有你
我一同行，沒有孤單，我向高空呼喊！快樂
的時候也陪我向前行，唯有你的愛，洗淨我
一切痛，有愛不孤單！

2.祈求國土平安（台語）
為了這塊土地我欲來大聲祈禱，不再有悲傷
眼淚，失去與黑暗。
願日頭遍照世界，人的心充滿溫暖，困苦災
難離開，和平仁愛的主臨到！  
為了這塊土地我心裡祈求，經過死蔭的山谷
來到青翠的草埔，海水與土砂、石頭與山，
阮欲謙卑來祈求，有盻望的將來！
為了這塊土地，我欲大聲來祈禱，不再有悲
傷眼淚，失去與黑暗！
 願日頭遍照世界，人的心充滿溫暖，困苦
災難離開，和平仁愛的神臨到！ 

3.離別的心情（台語）
離別的風，離別的雨，打在阮的身上，送你
去遠遠的所在，心內真不甘！　
你的愛心，親像日頭，那樣溫暖，你的笑
容，親像早起時的花！
時間已經到，盻望再相會，歡喜再相會；世上
危險這麼多，無論死蔭山谷，我為你祈禱！  
啊！在風中，在雨中，送你去遠遠的所在！ 
啊！在風中，在雨中，眼淚強強欲落下來！ 
相信天父牽你的手平安向前走，相信有一天
會再歡喜來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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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墳地的婦女
古倫神父著 范瑞薇譯

關於耶穌復活，四本福音書都記載了

婦女來到墓地，並與復活的耶穌相遇。婦

女是耶穌復活的第一批見証人，這對以男

性為主導的教會來說，無疑是一項挑戰。

根據路加的記載，當這群婦女去告訴門徒

所發生的事時，那些男人顯出懷疑的態

度：「可是使徒以為這些婦女胡說八道，

沒有相信他們的話。」(路加二十四：11)

男人想要眼見為憑並掌握一切，卻因而無

法看到那眼不可見的。婦女對生與死是很

敏感的；在男人逃得不見蹤影時，她們在

十字架旁耐心守候，她們同時也見証了重

生、復活的新生命。

根據馬太福音的記載，婦女們在過

了安息日，星期日黎明的時候來到墳地

「去看」(馬太二八：1)。在這裡，希臘

文用了「theorein」這個字，它包含看、

默想、思考和觀察的意思。婦女們來到墓

旁，想要靜靜地注視這座觸動她們內心的

墳墓，顯然她們想要在墳邊守護；即使耶

穌已經死了，她們也要在他身邊耐心等

候，回想耶穌生命的奧秘。

她們勇敢地在夜裡走出家門，忍受內

心的悲痛來到耶穌墳邊，但也因此經歷了

耶穌的復活，並遇見復活的耶穌。女人比

較不會害怕去探望臨死的病人或是到墓地

去探視親人的墳墓，對她們來說，死亡就

像出生一樣，都是人生的一部份。而男人

就比較會迥避疾病與死亡的話題，他們害

怕面對這些事。他們不知道該跟那些瀕臨

死亡的人說些什麼話，也不知該如何去幫

助那些內心哀傷的人，因此他們無法經歷

到死亡的轉變。

女人相信人死後仍有生命，所以當她

們在返回城裡的路上遇見耶穌時，才會出

於本能地走向這位復活的耶穌，「她們向

前，抱住他的腳拜他。」(馬太二八：9)她

們驚喜地看到生命戰勝死亡，在耶穌面前

俯伏跪拜。溫柔地抱住他的腳。因為她們

不害怕到墳地，所以敢去碰復活的耶穌，

並在他身上觸摸到生命。

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記載，這些婦

女一大清早就來到墳前，要用香料抹耶穌

的遺體。她們想要用這最後一次的機會表

達對耶穌的愛。她們對耶穌的愛並不因為

他的死而停止，她們還想去擁抱耶穌。按

理說，這麼做似乎沒什麼意義，因為就當

地的天氣狀況來看，那時的屍體可能已經

開始腐爛了，但她們因為對耶穌的愛，一

直相信會有奇蹟出現。這些婦女們親身經

歷到愛的力量勝過死亡。她們看見的並不

是耶穌的遺體，而是復活的耶穌。耶穌活

著！她們的愛並沒有落空，而是給了這位

永活的耶穌，這位深愛世人的耶穌。

默想與實踐
1. 現在的教會應該相信婦女所傳達的信

息。婦女們相當敏銳，能夠感受到喚醒

我們內在生命的事物，所以復活節的信

息也在今天鼓勵我們，不管是在家庭、

職場或是人際關係中，都應該好好注意

婦女們所要傳達的訊息。注意聽聽看是

否有特殊或自己容易忽略的觀點。或她

們的談話內容，是否能夠讓你感受到重

生的意義。

2. 我們每個人都有「女性的一面」。那些

在墳墓旁與復活耶穌相遇的婦女，鼓舞

我們相信自己「女性層面」的感受，這

種感受代表我們的靈魂與內心直覺，讓

我們在每一個細微的心跳聲中經歷重

生。復活的耶穌一直觸動著我們的心，

讓我們有勇氣站起來，走向耶穌，說出

心裏想說的話。處理我們一直在逃避的

問題。所以，現在就注意傾聽你內心那

細微的聲音吧 !

今天復活也會發生在你身上，生命會

戰勝死亡，愛的力量比死亡更為強大。

(選自南與北出版：天天經歷復活喜悅)

7



20122012

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

區別
安放
人數

價格
(含使用權、工

程費及第一人

永久管理費)

永久管理費
(第二人起)

重開墓穴
工程費
(每穴)

墓碑
刻字費

墓碑
相片費

骨灰區 2人 $ 160,000

$5,000 $10,000
●姓名+生息年月日：
  $2,000/組
●經文
(以實際字數計費)：
  $150/字

●黑白：
  $1,000起
●彩色：
  $4,000起

骨灰區
(依排號順序購買)

8人 $ 500,000

花台區 8人 $ 700,000

棺木區(單號) 16人 $ 850,000
$10,000 $25,000

棺木區(雙號) 16人 $ 730,000

墓穴內部裝潢 白色大理石
南非黑
花崗岩

玫瑰紅
花崗岩

註：
●證件補發或過戶手續費：$500/每件
●更換新墓碑費用：
骨灰區： $5,000/每塊
棺木區：$10,000/每塊

骨灰區 $15,000 $17,500 $17,500

棺木區 $37,000 $50,000 $50,000

一、今年的端午節因農曆有潤四月稍為慢了一些、但也在國曆六月下旬來到。在肉粽飄香之

際、更憶起祖母或媽媽用心的包粽子、甚至煮到深更半夜才完成、為的是使兒孫們快樂

過端午節、當我們在吃粽子時不要忘記先輩的恩情。

二、今年五—六月的天氣雨水下不停、對園區的樹木花草非常有益、端節過後就是盛夏季節、

也是旱季的開始、在園區服事的同工、倍加辛苦、願主保守他們有健康的身體、能把整

個園區管理得更加美麗。

三、骨灰區第九區的家族墓穴、已經開放銷售、價格是50萬元、可以放置八個骨灰罈、適合

將祖先的骨骸遷來一起、以後方便掃墓。

四、平安園最近接到許多家屬要遷葬或檢骨、我們有特約外包工人、若有需要請向辦公室洽

詢、價格公正合理。

五、為方便管理、請大家不要任意放置玩具、或種植小花木之類、棺木區若需要植栽也應向

辦公室洽詢、繳費後再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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