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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沙白．艾略特

一個年輕的母親打電話給我，請求我

「給予她慰藉，好幫助她堅心信賴主」。她

說自己目前有好些個年幼的孩子，而她本身

正值30歲的金色年華，她竟然罹患了癌症。

當接受一段時間的化學治療後，發現因著這

樣的治療，竟產生了駭人的副作用，她的頭

髮完全脫落，她已成為禿頭狀態。癒後的狀

況並不算好。在如此般無助的哭訴之後，我

可否斷然地告訴她：「別擔心，上帝一定會

醫治你的疾病？」我不能這麼做的。

即使是嬌妍的花瓣
亦須 脫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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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即將被釘十字架之前，對門

徒說了一席話，也是祂送給他們的一份

臨別禮物；那便是將屬天的平安賞賜給

他們，是這個世界所無法給予的。而這

一份禮物，不也是為我們後世信徒預備

的嗎？或者，我可以給予她有關這方面

的安慰？

主賜下平安並不意味祂因此便逃

卻了死亡的迫害。我無法向這位婦人保

証，她的疾病必定可以得到醫治。然

而，我卻能夠提醒她上帝絕對不會離棄

她。每一夜、每一分、每一秒，祂那無

比的大愛總是圍繞著她，以及她所疼愛

的孩子，更是用祂那永恒的臂膀，扶持

著他們一家人。

究竟我們的信心是該停佇於禱告蒙

垂聽這個點上──因為我們認為，上帝

理當垂聽我們的禱告，亦或應該停佇於

那份充滿大能力的摯愛之上，因為這樣

至極的愛，導致那位造物主竟然甘心地

為你我釘在十字架上。而事實上，除非

我們真正遭遇苦難，否則，我們很難確

認這兩者才是正確的。我為那位母親禱

告，當然，我祈求主能夠治癒她的癌症

（聖經教導我們，將心中所要的告訴上

帝），只是，最終我祈求的，乃是讓她

能夠得著平安。

「他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卻

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著。我們也是這

樣同他軟弱，但因上帝向你們所顯的大

能，也必與他同活。」林後十三：４

這乃是莫大的應許，卻只有透過十

字架的真諦，才能讓人領悟的明白。而

我們亦是只有在身處悲慘的境遇時，才

能夠在祂的軟弱上有份，以致於與祂同

活，在生活上前去服事他人。

你將生命之酒傾倒多少
付出這一切是意味著，將自己所

擁有之物傾注他人。花蕊傾獻出它的甜

美，至於綠樹所傾注的，則是盛放的百

花，可口的果實，它那淨化大地的能

力，遮陽的樹蔭。雨果．貝西說過：

「要以你所失卻之物，而不是以你所得

到的一切，來估量你一生的果效；估量

的標準也不要取決於你喝下多少甘醇美

酒，而應在於你將這酒傾倒出多少，因

為只有出自真愛的奉獻，才能汲取出源

自愛心的力量；一個人愈是遭逢患難，

愈是懂得如何付出他人所深切需要的關

懷。」

聖經中有關約瑟的故事，對你我

而言確是深富屬靈的教訓。約瑟有好多

年落在一些邪惡之輩的手中，而那些年

日裏，儘管他的哥哥們忌恨他，他被賣

至埃及，成為奴隸，受人冤屈、下到監

裡，然而他對上帝的信心，始終不移。

當他遭遇這一切厄運，只見他一味付

出，卻不見他得著任何回報時，這些苦

難，似乎毫無意義。

誰知在這一切的背後，上帝正掌

管動工，因為這位造物主的介入，他至

終能夠獲得高位，得以救助他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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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的諸多兄弟們。「受苦最多的

人，乃是最具資格，亦是最懂得付出的

人。」

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我們自身的經歷當中，不也是一

次又一次的看見這樣的事實嗎？每當我

們遭遇患難時，那些最能夠用話語幫助

我們的人，通常也是曾經倍嚐過磨難的

人。只有生命中遭遇過患難、雕鑿、修

剪的人，才能夠洞見他人內心真正的需

要，也才是最夠資格，最懂得付出的

人。我們可以從他們憂患的經營中察覺

出其真實性，以致於能夠欣然地接受

對方出自身經歷所流露出的安慰，而

這一切則應証了所羅門箴言書中的真

理：「滋潤人的，必得滋潤。」(箴言

十一：25) 因此，這形成一個息息不

斷的循環經歷。出自愛心的奉獻，(不

僅是枯萎的葉片，甚至連嬌美、新長成

的花瓣，亦是情願給出去)，終將結出

豐碩的果子，不但祝福了其他人，這樣

的福份也回流到付出者本身，使他的生

命亦同時得到滋潤。「凡為我喪掉生命

的，必救了生命。」路九：24

因此，我們所提及的奉獻，不應

該是一種病態的、陰沉的包袱，一味地

強調自己的損失，以及遭受到的剝奪之

處；我們所提的，乃是一種出自摯愛，

快樂歡喜的奉獻。

上帝對我們的呼召，未必要我們

經常獻上一些較大犧牲的祭，然而在日

常生活當中卻總是會出現一些瑣事，給

予我們機會得以更多的將自己獻上—讓

某個人快活起來、或是盡心盡意的去做

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讓某個人感到舒坦

些、滿足些，或是為了他人的緣故，願

意放下自己的偏好，或是心愛的計劃。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

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四：

10
本文轉自「苦難中得安慰」學園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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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當益壯，退而不休

─訪問詹燦東牧師 編輯室

詹燦東牧師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七星中會的退休牧師，曾在台北吳興教

會服事30年退休，去年擔任總會退休牧

師總會會長、傳福會志工，現仍擔任吳

興教會西乃團契的顧問及總會傳福會的

志工，我們特地採訪他，談長者退休的

生活，及擔任志工的心情分享。

請問您擔任傳福會的志工，有那
些工作呢？

在職、退休牧師生日時，我們會

打電話，祝他生日快樂!也關心他們的

服事與生活。我們也打電話給尚未封牧

的傳道師，關心他們的服事，聆聽他們

的心聲。

我們也協助總會推行五餅二魚奉

獻事工，關心在職中安息牧者的遺族、

牧家的生活，給與牧家子女獎助學金、

介紹牧師娘工作…到各教會講道請安，

協助退休傳教師主日的募款。

平常，也會向退休牧師請安，因

為有時候，退休牧師安息了，也不知

道，所以藉這個機會，可以了解和關

心。如果住院，可以去關心探訪。

您覺得基督教平安園墓園的設
立，對教會的兄姊有什麼意義？

從設立以來，我的看法都是，基

督教平安園的品質一流，價格三流，所

以常遭到其他靈骨塔業者的抗議，不願

意總會破壞行情，現在價格雖然有所調

昇，和別人比起來，還是便宜的。而且

墓園的建設日漸成熟，使用的家屬所得

到的服務，享用園區的設備，都更加多

元化。我建議大家可以先買起來，將來

使用，不擔心價格、地點。

而總會平安園的獲利，歸於總會

的宣教事工，所以使用平安園，也是支

持宣教的事工。

目前總會平安園和、中部的基督

教墓園(霧峰圓滿教堂)，都有合作計

劃，我相信以後中南部的教會兄姊，也

可以得到總會平安園一體性的服務，更

有保障。事實上，私人的墓園，很難有

永續經營的確定性，百年之後，很可能

易人經營，面目全非。但是長老教會總

會的經營，是有責任的，是宣教事工的

一部份，會世代傳承、不會被私人的好

惡所影響。我很喜歡鼓勵信徒選擇基督

教平安園。

總會退休傳教師會有什麼事工嗎？

總會退休傳教師總會每年會舉辦

一次全台的退休傳教師的聯誼年會，今

年在台東鹿鳴溫湶度假中心舉行，參加

者多逾362人，非常熱烈。退休傳教師

可以成為總會各種紀念主日講台的支

援、各種事工的參與與關心，即使退休

了，也可以成為福音志工，我覺得很有

意義。

4



您如何安排退休生活？

我每天早上四點多就起床，讀聖

經、研究上帝的話。因為覺得早上的時

間較為清靜，是很好的靈修時間。平常

會去游泳、旅行、四處去看子孫。有時

和退休牧師相邀，一同品茶吃點心、用

餐。也會受邀請，不定時的同學會。

人從職場退休，要有同伴、要過

團體生活，有時候，去看年輕的同工，

認識現在新的傳道、牧師，也很開心。

有機會，也很高興受邀請，去別的教會

講道、查經、培靈。每年，都參加總會

為退休牧者準備的身體檢查，65歲以上

就有，照顧自己，是個人的責任。

我相信每一位剛退休的人，都會

有調適的問題，剛開始很不習慣，但是

會安排生活，就會體會到很大的自由和

快樂，每天可以自由自在，去做想做的

事。

退休後的活動有經濟壓力嗎？

有些活動是免費的，要把握。台

北市的運動中心，65歲以上是免費的，

其實每個縣市都有年長者特別的福利，

要去了解與享用，搭車半價或免費，都

可鼓勵我們外出，不要只待在家裏。老

人一直看電視，會變笨、記憶力變差，

我建議多讀書、多說話、多服事、多和

人溝通。

您還有教會固定的服事嗎？

我們教會有西乃團契，摩西80歲

上西乃山，上帝還呼召他服事，做了偉

大的事—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老

年人，不能自暴自棄!上帝還要使用我

們，只要我們甘心為主所用。這是西乃

團契名稱的由來，其實，就是一般教會

的松年團契，年齡較長的兄姊，都歡迎

來參加。目前，西乃團契有四十人左右

來參加，我們還希望邀請更多人來參

加，我被聘為顧問，在聖經或神學方面

分享。

我喜歡問契友，你們給我一個經

節，他們給我以後，我就為他們解釋，

或是給我一首聖詩，我會和他們討論這

首聖詩，這樣，印象很深刻，因為是他

們選的。若在他們家舉行家庭禮拜，也

可以用這些經節和詩歌，他們一定很快

樂。而在一個聖經節、聖詩解釋過了，

下次，可以再要求，再給我一個聖經

節？這是鼓勵他們讀聖經，找出疑問。

上帝的話是最好的，比吃喝重要，我們

要以聖經的話來餵養他們。有時信徒讀

聖經，卻不明白聖經的話，我們要教導

他們。

我們的教導也盡量生活化，深的

是傳道人要學習的，信徒需要和生活結

合的解經，我很喜歡和年長者一同查

經，就算以前讀過了，現在歸零，重新

學習也很好，長者的記憶力較差，容易

忘記，多讀幾次就記起來了。
前排 左2、3 為詹牧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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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做分享
廖正行牧師提供

今年五月有一位同工寄來一封信

息，是關於如何製做環保酵素的真實故

事，看完後很受感動，回家隨即準備工

貝，收集材料買黑糖，按照所指示的方

法把它製做第一桶的環保酵素，到了八

月底把桶蓋打開，聞到酸酸的味道，顏

色像咖啡色，經過處理後，一瓶又一瓶

的裝進保特瓶內，準備隨時可以使用。

已經試用後真的很神奇，效果很好。無

論拿來當清潔劑，或拿來當澆花，都很

管用。

根據資信內容報導，環保酵素是

由泰國的一位女博士經過30年的研究

才發表的，這一位學者的名字是(Dr. 

Rosukon Poompanvong)中文是:樂素

昆.普潘翁博士，她是泰國有機農耕恊會

的創始人。在電腦只要打(環保酵素)即

可找到這些資料，經過30年的努力及實

騐才開始推廣給大家，是值得稱讚的。

這種環保酵素稱為垃圾酵素，因

為所蒐集的是新鮮的果皮，菜渣，再加

上黑糖及水即可。不但很簡單又節省金

錢，而且用途又非常廣泛，還可減少垃

圾量，這是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她所

發表的好處還包刮能產生臭氧，有殺菌

功能，能增加空氣中的氧含量，減少空

氣中的廢氣和毒氣，還能分解人工化學

污染與河川的油污。

馬來西亞有一位醫師特別專程的

去泰國找樂素昆博士，學習後回到國內

大力推廣，這位醫師名叫溫秀枝醫師，

她帶領大群的志工大量的製做環保酵

素，將所製做的環保酵素帶到被污染的

河川，去做淨化水質，也實際去從事種

菜實騐，將製做完成的環保酵素用水稀

釋1000倍來澆灌菜園，經過三至四個月

後，原來是沙土光禿禿變成綠油油的菜

園。

在這個環保意識逐漸抬頭的時

代，大家共同來推廣這種有益於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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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很有意義的事。本人已成功的

製做一桶環保酵素，開始在使用中，經

過多次的使用後，感覺到很好，味道有

一點酸酸的，又不會傷害到皮膚，在用

於清洗時，不但乾淨也不會留下任何異

味，真正是廢物再利用。

環保酵素的基本做法很簡單，準

備一個塑膠桶，有蓋可封的，剛開始先

來一個20公升的就好，記得不要用玻璃

或金屬器皿，因在發酵的過程中會膨脹

起來。其次所需要的材料是一般的水果

皮，菜葉，菜渣，不要有魚，肉，或油

的食物，一定要素的。黑糖是很重要

的，再加上水即可。它的比率是一公

斤黑糖，三公斤的果菜渣，十公升的清

水，三種材料一起放進桶內拌一拌後，

留一些空間，預備發酵，不要裝得滿滿

的。然後把蓋封死，放在陽台陰涼的角

落，經過三個月以後就完成。其實這種

環保意識早在五千多年前在聖經即已出

現，創世記一:29-30神說，看哪，我將

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

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

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

給他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況且始

祖亞當和夏娃也都住在伊甸園中只有吃

水果而已，後來出了伊甸園才開始種植

各種五穀，菜蔬，這些都是最環保的食

物，怪不得當時的人類都是長壽。我們

是不是要回到原始的生活，重新來做環

保，過著簡樸的生活。

根據健康飲食常識來說，體內的

環保是很重要的，為什麼早期的人享長

壽， 除了當時的環境優勢外，在飲食

方面也是重點，想想當時的亞當住在

伊甸園中，除了管理果園外，沒有什

麼工作壓力，所吃的食物就是園中的水

果，這些水果是最好 的食材，容易消

化又好吸收，對於體內的環保是最好的

食物。看看今天的生活型態，天天是大

魚大肉，山珍海味，餐廳一間比一間高

貴，一客上千元滿街都是，長期下來對

身體負荷太重，早晚會出問題的，難怪

健保局年年虧損。

在我個人的感覺人若是無節制的

大魚大肉的吃，不但對健康有害，也是

對整個世界環境有害，因為要養這些

魚，動物，也要花費大量的五穀，對全

人類的糧食也是造成 很大的威脅，因

此，我個人的觀點，能節制的生活，少

吃魚肉，多吃蔬果是有益於健康的，先

把自身的體內做好環保，再來關心整個

世界的環保工作。

最後要再提起環保酵素的功能，

當你做好的環保酵素，分別裝在保特瓶

內備用，根據樂素昆博士的說法，環保

酵素可以儲存20年不會變質。

若用在施肥或改良土質 1CC的環

保酵樂可稀釋為 100CC的水。若用於果

菜，花木，草皮是1=500，若用於清潔

洗滌1=10，其他還有許多用途請在網站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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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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平安、祝中秋節快樂、時間真的過得很快、轉眼又進入秋天了、今年雖然有許多颱

風過境、但感謝主、只帶來大的雨量、且未造成風災。

二、今年在園區有兩個區塊稍做改變、分別在第九區的家族墓穴、可以放置八個骨灰罐、及

第八區的墓穴可放置四個骨灰罐、第九區的價格是新台幣50萬元、第八區的價格是新台

幣20萬元。

三、園區的墓穴前面常有自行種植小花之類、又有些人在墓碑上粘一些小玩具、造成園景的

整體觀感不適宜、又使得工人在剪草的時候有許多不便、請大家不必帶一些小花來自行

種植、園區在管理方面會有整體的考量、在不同的季節來種不同的花、使墓園更加美

化。

四、有些家屬在追思時帶著鮮花、為了要使花多延長一些時間、不願意把玻璃紙拿掉、甚

至把花瓶的小洞塞住、又裝進水、這樣會使得蚊蟲繁殖開來、請大家配合園區的管理、

大家一同來做好環境保護、共同來創造一個很環保的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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