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

珍娜．賀姆

為何要禱告?
以前信主的生活，禱告只是為了善盡基督

徒的責任，不然就是被逼到了絕路，我才乖乖去
禱告。現在，我展開邊走邊禱告，我在禱告中經
歷神的同在，我禱告的動機就如同與朋友相聚一
樣，出於愛。我愛神，祂在我生命中最重要，我
喜歡和祂在一起。

耶穌在乎我們為何禱告。在登山寶訓中，祂
告訴群眾；虛心的人、哀慟的人、溫柔的人、飢
渴慕義的人、憐恤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
的人、為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如果禱告能讓

你喜愛散步嗎？在散步中加入禱告，你的

生命將全然翻轉！

天天散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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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明顯流露出這些特質，這樣的禱
告動機就對了。

基督的教導是神最看重我們的內
心。祂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
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
是最大的。」馬太福音二十二：37。
我們禱告—禁食、讀經、奉獻、敬拜—
都是因為我們愛神，全心全意渴望在生
活中榮耀祂。

只是走出戶外，抬起頭，上帝的蹤
跡便處處可見，並提醒我的上帝是怎樣
的一位神。看見凌晨的點點繁星或上午
的湛藍天空，我便開口讚美創造主。看
見峰峰相連，恰好成為完美的v型，驚
嘆神真是偉大的建築家。

剛開始散步時，心情要放輕鬆。依
照年齡和狀況訂定合理的目標，再隨時
增加時間、長度、速度。不使自己運動
到受傷，要在身體感覺舒服的狀況下運
動。

每天早上，我求神幫助我能更敏
銳的觀察周遭的人事物，好讓我能合宜
地為他們禱告。我相信使徒彼得就是在
這思維下寫下這句話：「警醒禱告。」
(彼前四：7)散步禱告就是採取小心謹
慎、頭腦清醒、有紀律的禱告。

神把我們放在每個地方，就是要我
們禱告。祂要我們，在所在之處觀察、
聆聽、感受週遭人的需要，無論你是否
在散步。

散步時用祂的眼光來看事情
求上帝讓我們用祂的眼光來看事

情，我們就會看到周遭的需求—某家人
之間爭吵的聲音、受挫心靈發出的咒罵
聲、人生險惡、許多人需要代禱……

當你在銀行裏排隊，或被擁擠的
交通塞在半路，或在責罵配偶不該轉錯
路時，與其不耐煩，不如想個禱告的理
由，然後確實地禱告。

耶穌要我們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中，祂說了一個比
喻，提到一位毅力驚人的寡婦，這個寡
婦怎麼樣都不肯妥協 !  她正在跟人打
官司，她很確定自己沒有錯，於是日復
一日跑去敲法官的門說：「我有一個對
頭，求你給我伸冤。」在耶穌的時代，
寡婦是非常弱勢的，既沒有收入，也沒
有家人的支持，常常會被欺負。不過這
個寡婦可不是好欺負的，她一天到晚上
法庭喊冤。

在打官司的過程中，她遇到一個法
官，這個法官不怕神也不怕人，所以大
部份時候他對寡婦的呼求都置之不理。
問題是，你怎麼可能對一個不厭其煩到
法庭上喊冤的人視而不見呢？她一而
再，再而三地向法官求情，最後他只好
說：「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
冤吧，免得她常來纏磨我！」

同樣的，我們恒心的禱告也會有這
樣的結果。

我要周而復始的禱告下去，今天也
請你加入我的行列，提出你的祈求。

禱告，不需要用花俏的言詞或長篇
大道理，就能讓天父了解我們的意思。
耶穌曾說，有些人一再用重覆的話禱
告，以為話說得多，禱告就能蒙應允。
然而神不需要聽太多禱告的言詞，祂要
的是我們真心誠意信靠祂的良善。

所以在散步禱告時，我喜歡在禱
告時切中要點。我求神保守上下班通勤

的人，賜福給商店的老閭。如果知道家
人有需要，我就會求神出手干預，一直
禱告他們與神的關係能持續成長。坦白
說，我發現身邊的人的需要太多了，我
們沒辦法一一描述，但不代表我不關
心，只是我知道 神不需要我們詳細描
述每件事。「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
以你的言語要寡少。」(傳道書五：2)
簡單的禱告，神也通通知道。

享用特權的禱告
身為萬王之王的兒女，我們也能

享有特權，我們有一條熱線能夠直達天
父，因為我們親自認識祂。約翰福音三
次說：
•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

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你們若奉我
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就。 
約十四：13

• 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
他就賜給你們 。約十五：16

•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
求什麼，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
約十六：23

「奉耶穌的名」是什麼意思？那不
只是禱告的結果，更意味著我們的禱告
應該要歸榮耀給上帝，
也 確 實 延 續 基 督 的 工
作。在聖經時代，名字
代表了一個人的身份。
如果我在禱告中使用基
督的名，那我的禱告應
該要能使祂得榮耀，而
不是讓祂的名譽受損，
即使是非常虔誠的提到
祂的名。

每 次 奉 「 耶 穌 之
名」，帶著對天父的祈
求穿過天堂之門，我們
都 會 被 視 為 公 主 或 王
子，且立刻被垂聽，因
為我們跟耶穌基督的關
係非常密切。

我們要如何將憂慮
卸給神呢？「卸」的希

臘文是epiripto，在新約聖經裡用來表
達；當耶穌最後一次進耶路撒冷時，門
徒牽來一匹小驢駒要當祂的座騎，拿一
件斗篷「卸」在驢駒背上，然後讓祂坐
在上面。在此「卸」一字表示放置或把
東西丟出去，一種把東西丟掉的動作。
透過禱告，我們把憂愁和掛慮丟給了
神。

每禱告一次，就交託一次。越交
託，就越曉得如何交託，也越知道信靠
和信心的功課。

在散步時，每天學習禱告的功課，
也讓我們的身心靈的重擔日益減輕。
（賴德卿節錄自「天天散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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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德國烏茲堡的
本篤修道院心得

廖正行牧師

主後2012年10月29日平安園管理委員同工為要進一步推動園區業務，特別組團

到德國考察有關業務。首先到科隆參觀教堂，這個教堂是位於萊茵河旁，科隆原為

天主教的總教區，到處教堂林立，其中最有名的是科隆大教堂。這座大教堂自主後

1248年開始興建，是哥德式的建築，直到主後1880年才完成，經過多次的戰爭，停

頓了好幾個世紀才完工。

其次我們去參觀一個生命禮儀公司，及樹葬森林墓園，這一部份將由吳信如

姊妹來做較深入的報導。最使本人感動的是在烏茲堡附近有一個本篤修道院，我們

住在這裡有兩天兩夜，這個修道院是由古倫神父所領導的一個機構，總共有二十個

事業體，不但自給自足，還能有餘。院內有一座大教堂，教堂內都是非常有價值

的雕像，藝術品，非常堂皇美觀，可以容納一千人的聚會，尚有一所中學900多名

學生。在修道院裡有修士90多名，員工300多名，院內分佈大小企業機構，有木工

廠，鐵工廠，出版社，印刷廠，牧場，等等。外圍有一個超大的農牧場，大約118

公頃之多。

另外還有一個小墓園。這個修道院不僅提供給信徒靜修外，還提供天主教神

父，修士，信徒的『心靈重建中心』，招收一些心靈創傷的工作者，住在中心接受

宗教家，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的共同輔導、治療。使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在一間

小小的教堂內有一個十字架，被釘的耶穌是斷手斷腳的雕像，意味著上主的僕人所

受的傷害，在這裡能重新建立信心，心靈重新得到醫治，再回到工作崗位，繼續為

主服事。修道院除了有固定的修士之外，尚有提供外來的靜修者，在短期間參加靜

修課程。也可以住在院裡，自己安靜靈修。這一次的平安園同工就是住在這種環境

中自我體驗心靈的靜修。在十月31日正好遇到宗教改革紀念日，當晚在大教堂內有

一場天主教與基督教的聯合禮拜，我們參加了這一個聚會，有天主教的神父和基督

教的牧師共同主持，分別傳揚和好的信息，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握手和好，會後也

彼此相互請安交誼。

另外在十一月一日是德國的聖人日，全國都在追思已故的親人，類似我國的清

明節，專為已安息的聖徒追思日，上午我們也參加了這個特別的聚會，晚上又到他

們的墓園參加省墓禮拜，參加者都要拿著燭光聚會。

在這兩天之間我所感受到的是，在他們所提供的住宿非常舒適，雖然空間不

大，但是很整潔。當我們詳細觀察才發現，在服事的人員之中竟然有神父本身在其

中，甚至在廚房也有修士和神父。而且他們所提供的飲食都是很健康的食物，每天

都有多種的水果。

特別的一件事，就是我們訪問了這個修道院，第二天的上午，古倫神父親自來

接待，又帶我們參觀及介紹一些企業經營業務，也提到要進入修道院當修士，必備

的條件，須立誓守貧，順服，若要成為神父，必須通過修士，再去神學院接受五年

的神學教育，畢業後經過考試評鑑通過，才能被封立為神父，有了神父的資格才能

執行聖禮典。作為一個神父也一樣要再立誓守貧，守貞，順服。我們在修道院親眼

看到他們的服事精神，不但修士連神父也一樣的謙卑服事。是值得我們反省，現代

的信徒都是一味的追求物質的享受，現代的牧長也都在追求成就，特別在教會的制

度，權柄，有一些人已超越聖經的信仰，將上帝，基督放在一邊，唯我獨尊。想想

天主教的這所修道院，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仍有如此的美好成果，特別在信仰的傳

承，值得我們的學習榜樣。當我們要離開修道院時，古倫神父又出現，他親自來送

行，與我們全體同工合照後才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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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給悲傷者一個家～～

參觀德國生命禮儀與安葬中心
（Pütz-Roth）有感 吳信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平安園」的管理

委員們，期待平安園在步入物質與財務面

的穩定發展之後，可以賦予長老會的安葬

禮儀更深層的心靈意義，並表達出基督宗

教在臨終與安葬神學的現代意涵，更一進

步透過人生終末面向的信仰與靈性思考，

影響社會與教會的生命價值觀。德國的神

學與靈修傳統，面對德國社會的快速老年

化趨勢，近幾年來，特別重視臨終與安葬

禮儀的實踐層面，特別是藉此延伸到基督

宗教的生命教育與悲傷輔導層面，透過生

與死的對話，建立整全的基督信仰生命

觀。因此，特別委託我規劃一趟「德國教

會的生命禮儀與安葬實務參訪之旅」，其

中也包括教堂建築與設計的參觀，做為平

安園新建禮拜堂的藍圖。

追思亡者月

十一月的德國是所謂的「追思亡者

月」（Totenmonat），因為緊接著天主教

11月1日的諸聖節（紀念殉道的聖人），

隔天就是一般人追思過世親友的「追思亡

者日」，類似我們的清明掃墓節。隨著

十一月大自然最具色彩更迭的秋末冬初之

際，滿山遍野的金黃樹葉，交錯著飄零的

枯葉乾枝，提醒我們，人的一生也是在誕

生、成長、開花結果與死亡凋零中變換，

唯有懂得思考死亡的意涵，才能讓我們更

認真地活在當下，活出上帝為我們創造的

真實形像。這就是基督宗教連結生命與死

亡最重要的靈修觀點。德國神學家辛克曾

經寫道：「再沒有比藉由死亡來思考現下

生命的意義，更能表達出基督宗教的信仰

本質了。」

這一趟實際七天的參訪內容中，令

我們印象最深刻，也最令全體團員震撼與

驚嘆的就是在科隆附近的「Pütz-Roth生

命禮儀與安葬中心」。其實，在實踐神學

中，基督宗教的生命禮儀與安葬應該是最

具創意與靈修挑戰的領域了。因為這涉及

的不只是宗教儀式部分，而是碰觸人們最

深處的悲傷與恐懼，而且是強烈的情緒與

情感交流，有時，牧靈關顧者本身對於這

個主題都有著潛意識的禁忌恐懼。因此，

這也是基督宗教很切實的生命教育與信仰

見證機會。

給悲傷者一個家

這個中心的創辦人羅特（Fritz Roth）

先生本來是一個企業人士，不過他從小就

想進修院當修士，只是一直沒有實現。在

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買下一家「禮儀中

心」（葬儀社），正好因為他的外行，所

以他完全用新的觀點與信仰理想來規劃這

個禮儀中心，他希望將基督宗教對於死亡

的生命價值，真實體現在觀禮儀中心的臨

終關顧與道別安葬中。他在介紹禮儀中心

時說：「我們強調的精神就是：給悲傷者

一個家。整全的臨終與安葬陪伴，就是一

種悲傷陪伴，學習如何與死者完整告別，

將死者重新整合到我們活著的人的生命

中。如果無法完整告別，很多人日後卻必

須做10年的心理治療。」所以，他不只是要

協助安葬，急著幫家屬把死亡排除在生活之

外，而是把重點放在活著的親屬身上，透過

儀式、想像空間的設計、悲傷陪伴的課程，

讓親屬與過世者做完整的告別，一方面可以

重整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可以重新思考與

過世者的關係。

人性陪伴中心

他們的禮儀中心與墓園坐落在科隆的禮

儀中心與墓園坐落在科隆近郊的一個小森林

中，乍看之下，就像一片融入自然環境的生

態度假中心，完全沒有死亡的陰森感覺。在

他們的「人性陪伴中心」有五間設計溫馨、

典雅的「守靈室」，讓親友可以毫無時間與

形式壓力地與所愛之人道別，認清死亡與生

命的區別，在這個生與死的介面中充分表達

自己的情緒，思索自己未來的生命意義。他

們也鼓勵親友自己為過世者著衣，彩繪棺

木，以及設計告別式與墓園。他們也安排兒

童悲傷課程，讓孩子在陪伴過世長輩的過程

中，透過繪畫、工藝或團體活動，使悲傷得

到釋放，恐懼得以克服。重新感受到祖父母

就在天上繼續陪伴他們，甚至藉著這樣的認

知與陪伴，讓孩子的心智更成熟而堅強，透

過實際的經驗，思索生命與死亡的意義。而

孩子在團體中的作品就可以提供家屬當成墓

地設計的素材。

當家屬與過世者做了完整的道別之後，

他們就可以依照過世者的特質，或者在世者

的期待自行設計墓園。因此在他們的森林墓

地中，有多樣性與人性化的設計，而不是冷

冰冰的制式墓碑。墓園中也設置了好幾個

「靈修默想站」。讓家屬可以在這些中途站

中宣洩悲傷與憤怒。

認識死亡

此外，面對死亡的課題不只對過世者

親友具有意義，對於一般人來說，也是規

劃生命的必要條件。因此，羅特先生會定

期邀請基督宗教的心靈關顧者或演講者，

為一般人開設「認識死亡」的相關課程。

他也會邀請神學院老師的學生，從實務中

與大家討論生死神學的觀點。

他們甚至利用網路社群的運作機制，

開發出「虛擬掃墓」。在過世紀念日當

天，透過網路參訪自己親友的墓地，開啟

親友掃墓平台，在平台中分享悼念的方式

與內容。

這次參訪中，這個禮儀中心對於團員

的啟發最鉅。若平安園建了新的禮拜堂，

除了安葬禮拜與告別式之外，應該也可以

規劃悲傷陪伴的空間，默想室的空間，告

別禱告的空間，邀請退休牧者擔任陪伴者

與輔導者，這樣，就可以呈現出基督宗教

的生死價值觀，有別於一般墓園的「純後

端處理」方式，真正能夠做到「給悲傷者

一個家」這個重要的靈修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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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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區) 1～4人 $ 160,000

$5,000 $10,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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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區) 1～4人 $ 200,000

骨灰區(第九區) 1～8人 $ 500,000

棺木區(單  號) 1～16人 $ 850,000
$10,000 $25,000

棺木區(雙  號)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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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快到了，敬祝大家佳節愉快，並預祝新的一年蒙主帶領，凡事興盛，身、心、靈

都健康。

二、基督教平安園經多年的努力，期望有一個獨立的墓園，但最後內政部的答覆:私立國榮墓

園不宜分為二或三，為了因應完整的墓園，不得不與綠金園共同合組一個【金平安生命

紀念園股份有限公司】來管理整個國榮墓園的業務，並加入新北市和台北市的殯葬同業

公會。

三、此後在平安園的所有買賣簽約，所發出的使用證，寄存證，將會冠上『金平安生命紀念

園股份有限公司』以符合政府所規定法令。

四、本園的墓穴與價格如下:棺木區單號85萬元。雙號73萬元。花台區70萬元。草坪式第九

區50萬元(可放置八個骨灰罐)。第八區20萬元(可放四個骨灰罐)。第七區16萬元(可放四

個骨灰罐)。牧師，傳道仍有優惠。低收入家庭有證明者仍有優惠。

五、本園有提供遷葬服務，包括全台各地區，費用請洽辦公室助理，在一週前預約，檢骨者

可再火化，一次遷兩個以上有特別優惠。

六、主後2013年聯合追思禮拜訂於 3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00和下午2:30二場，先作預告，

春節過後會個別通知，請大家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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