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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倫神父著

一、賜你寧靜的祝福
願神的祝福在寧靜中陪伴著你。

請享受圍繞著你的寧靜。這寧靜

本身就是賜給你的一個祝福。它帶領你

去接觸自己內心的寧靜空間。在那個完

全安靜的處所，你完完全全是你自己。

在這裡，外界的喧嘩進不到你裡

面；其他人以及他們對你的意見、對你

的期望都無法進入這個寧靜的空間裡。

因為神就住在你裡面的寧靜中，神就住

陪伴一生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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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內心裡。且神會使你脫離人的強

權宰制，使你不會受到外來傷人的話

語影響。

神以及他的祝福就住在你裡面。

而在你裡面所住的那個地方，你

很安全，受到保護與照顧。處於神祝

福的寧靜之下，你內心的騷動不安會

靜止下來。

二、賜你和好的祝福
你很渴望和一些與你有衝突、有

爭執的人和好，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願神的祝福賜你能力，讓你首先能夠

與自己和好。與自己的生命經歷、自

己的無能為力、自己的有限和軟弱和

好；也有能力與自己所陷入的爭執情

況和好。

願神的祝福以發自耶穌的和好的

靈充滿你。在十字架上，耶穌就親自

寬恕了殺害他的人。願神的祝福使耶

穌的靈滲透你。於是你就能在你的心

靈中，也就是耶穌住在你內心之處，

感受到和好與和平。

和好已存在你的心靈深處。願神

的祝福帶領你與這內在的和平接觸。

當你在心靈深處和自己的生命和好

時，你就能夠和傷害你的人和好；他

們便不再是你的敵人。

願神的祝福賜予你的能力，使

你也能去祝福那些與你有摩擦的人。

於是你會發現，身邊這些難以相處的

人，他們也是受祝福的人，也是渴望

和好與美好事物的人。

願神的祝福開啟你的雙眼，好讓

你也能看到神在這些人身上的祝福。

於是，你就能夠以和好的眼光去看待

這些人。

願神的祝福賦予你能力，使你能

從祝福與和好出發，走向所有與你相

遇的人。

三、祝福孤獨的你
你感到孤單寂寞，沒人理你。沒

有人來看你，沒有人了解你。現在沒

有人在你身邊和你說話。請忍受住這

種孤單的感覺，但要把它放在神的祝

福之下。神的祝福會轉化你的孤單。

你會感受到神的祝福讓你與自己

達到合一。當你與自己合一時，你也

會感受到自己與其他人合一，即使他

們目前不在你身邊。這份孤單希望能

讓你變得更能敏銳感受到神的祝福時

時與你同在。但神的祝福並沒有驅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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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孤單。即使你想像著神的祝福圍

繞著自己，你還是感到孤單。但想像

一下，你正穿越自己的孤單，透過這

孤伶伶一個人的感覺，你到達自己的

心靈深處。而神的祝福就在那裏。

神的祝福可以使你的孤單結出果

實。

神的祝福是雙重的：結果實的能

力和美好的話語。

在你孤單中，神對你說美好的

話。他對你說：「你是我愛的兒子；

你是我愛的女兒。我喜歡你。我很高

興有你在這裡。請相信我會時時與你

同在。我很喜歡陪伴在你身邊，因為

你是那麼誠實，因為你願意承受自己

的孤單，而不是逃避它。」

四、祝福悲傷中的你

願良善和慈愛的神在你悲傷時祝

福你。

願他在你失去依靠時給你支持；

當悲傷籠罩，使你感到孤單無助時，

願神帶著他的愛和溫柔來陪伴你。

願神差遣一些人到你身邊，陪你

一起掉眼淚，即使你無法接受自己的

軟弱，他們依然在你身旁支持著你。

願神以他對你個人承諾的話語觸

動你：「不要怕，我要保護你；…你

臨深淵，我和你在一起；你渡江河，

河水不淹沒你。」願陪件你的人能夠

找到可以安慰鼓勵你、陪伴你的話，

找到能讓你做為依靠的話。

願神在你的悲傷中祝福你，好讓

你的悲傷能化為喜樂，好讓你在悲傷

深處仍能找到內心的平安。  
(本文節錄自南與北出版的 陪伴一生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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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盡職17年-
訪傳福會主委 陳勝三牧師

請談談您在基督教平安園服事的歷程？介紹平

安園創設的歷史？

我在傳福會9年(主委)，擔任基督教平

安園的管理委員，從起初籌備階段1996到現

在，已有17年。會做平安園委員這麼久，是

分別代表台北中會財團法人、北部大會董事

會、傳福會主委來參與的。

傳福會是平安園的大股東，因為整個平

安基金會、傳福會加起來占80%的股份，星

中、北中、北大三大法人占20%。

籌備階段相當艱難，當時官方法令規

定，五公頃以上才能成為獨立墓園，但是我

們資金有限，原來的地主擁有10餘公頃的墓

園土地，希望全部賣給我們，一方面不夠

錢，一方面有些地方已經安葬了人，不是基

督徒，很複雜，我們挑了3公頃多，已整理

好的平地斜坡地買下。裏面只有一人安葬，

比較單純。

土地價款就將近三億。三個法人積極

找資金，當時七星中會財團法人董事長羅聯

昇牧師最為積極，想辦法去借錢、也堅持要

買。可是資金實在有限，後來引進傳福會成

為大股東。傳福會從1993開始創辦，收了牧

師的退休準備金，資金還不是很多，也還沒

有合適的投資標的，就決定投資平安園。當

時邀請李仙洲長老擔任總經理，並希望他也

投資20%，三大法人20%，傳福會60%。

後來總會覺得以個人參與投資，不甚妥

當，希望李長老讓出股份，由傳福會吸收了

這20%的股份。

本來總會也希望三大法人退出，全部由

總會經營，但是考量到平安園在北部，使用

者大都是北部的人，同時也希望北部大會及

傳福會主委、平安園資深委員
陳勝三牧師最近卸任了。感念牧師長
久以來，對平安園的參與與貢獻，我
們特別採訪他，分享平安園創辦過程
中，許多為人不知的寶貴歷史；也藉
此激勵所有關心基督教平安園的牧長
同工，一同努力攜手邁向未來 !

平安園1996年5月10日動土典禮

七星、台北兩中會同心來努力經營，所以就

維持三大法人20%。

為什麼當初想設立平安園？

因為現有的墓園，都是和別的宗教混

雜，就算隔離出來，也是在同一墓園裏面，

許多基督徒都渴望，有單純的基督教墓園，

在舉辦禮拜時，不受干擾。當時南部有橄

欖園，但是有糾紛，不能使用(現在已克服

了)，北部教會幾乎沒有自己的墓園，因為

政府法令很嚴格，水土保持、環境評估都不

容易通過，所以，基督教平安園一開始，就

買合法的墓園土地，沒這個問題。

請談談基督教平安園的優勢特點在那裏？

剛開始資金很緊，所以賣得很便宜，希

望及早多收些資金進來，但是大家都觀望，

不敢買，因為是一個新的事工，大家都不確

定他的長遠性。後來，經營得越來越上軌

道，也越來越受大家的信任，願意把親人永

眠於此。基督教平安園剛開始沒有很漂亮，

現在花朵繽紛、樹木扶疏，景觀越來越美麗

了。大家都很喜歡，他像個公園，也是可以

遠望沉思之處。

平安園一直都很平價，和外面的行情比

起來，有相當的差距，我們為了服務聖徒，

每次調整價格都相當考慮。

平安園的特點，就是專屬基督徒的墓

園，絕對不能使用其他宗教的儀式，如燒香

燒紙錢、做法事等。我們服務基督徒，不限

制其他宗派。

在信仰裏面，我們看每個人都平等，上

帝創造每個人一樣的價值，所以不能因為比

較有錢，就買很大的地，蓋很大的墓園，我

們規畫同等的規格，大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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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園2000年聯合追思禮拜 2013年聯合追思禮拜，廖正行牧師代表平安園

感謝陳勝三牧師。

平安園有牧師夫婦優惠價格，但每人買

的價格都一樣，委員也一樣，不會有暗盤價

格，和佣金制度。

基督教平安園是長老教會總會永續要

經營的墓園，我們不會賣給別人，使用者可

以放心，不會因為經營者不穩定而損害到權

益。我們的管理也很完善，每天都有人清潔

及巡視，不會讓人破壞墓園。園區也常常播

放聖樂詩歌，不會陰森恐怖，園區充滿盻望

與綠色的生機。

目前基督教平安園旁邊有看到「金平安墓園」，

這是怎麼回事？有人和我們兢爭混淆嗎？

我們原來買的地主的墓園是叫「國榮

墓園」，有10幾公頃土地。我們一共擁有5

公頃多(含李仙洲長老的)，但是政府的殯葬

法越改越嚴格，要十公頃以上才能成為開發

成為獨立墓園，所以我們還是屬於國榮墓園

裏的一部份。賣了我們土地以後，地主不久

過世，因為遺產稅問題，沒辦理繼承，這個

墓園就沒有負責人，這就成為一個很大的問

題。我們無法向政府申請土葬，因為沒有負

責人去申請。只能以家族墓園來處理，骨灰

位不用申請，但是這樣，很容易被檢舉。

有一間綠金園公司也買了地主土地，這

個公司後來也發現這個問題，無法運作，也

不能成立獨立的墓園。   

我們發現，只有綠金園和平安園合作，共

同組成一個公司，才能達成政府的法令要求。

金平安公司就是政府核淮成立的合法公司，但

是綠金園和平安園在金平安的屋頂下，財務完

全分開，各自經營的原則不改變。

為了保護平安園的經營，未來確保不受干

擾，我要求，在金平安的五席董事中，要有3

席是平安園的，對方是2席，而且股份比例，

平安園要占51%。對方占49%，這些都要在章程

中明文規定。我有向對方解釋，我們是要長久

經營的，不會變動，但是你們是民間公司，有

時會易手，這會影響到我們，所以，我們必須

堅持多占比例，他們也很能理解。

長遠來看，我希望基督教平安園仍然應擴

大土地的購買，達到十公頃以上的規模自已組

成公司。現在和綠金園合組公司，但是我還是

期待，我們能朝完全獨立的方向來努力。

平安園園區內禮拜堂的設立，目前進度如何？

禮拜堂設立的錢沒問題，土地也準備

好。現在是委員們的意見，尚未形成共識。

有的人認為不常使用，只要小小的就夠用，

有的人覺得，要大一些，教會大一些、親友

多一些時才夠使用，舉辦告別禮拜、追思禮

拜、墓園風大雨大的時候，也可以入內休息

省思。這個部份意見還要整合。我個人是希

望有300人座位的規模。

另外，禮拜堂的預定地旁邊有高壓電，

我們希望台電遷移，他們要我們提供地方，

這也要研究。還有建築師的設計籃圖，大家

也有意見，這些都還要研究討論。

據知，平安園廖正行總經理明年八月要退休

了，您也卸任了，廖牧師很推崇您在平安園事

工卓越無私的領導與付出，您這麼多年的服事

有何感想?您對總經理的繼任人選有何看法？

我很榮幸參與基督教平安園的事工這麼

多年，這是上帝交給我的服事機會。我在文

山教會牧會多年，感謝會友對我的信任，當

然擔任委員占去一些時間，也壓縮了休閒時

間，這個部份要自我調配時間。在決策事工

時，總有人會有不同的看法，我可以說，在

處理公事時，我是不考慮私人的好惡，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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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事公辦，尋求事業最有利的角度。

因為基督教平安園是很重要的福音事

業，我們要超越個人的喜好來做決策。

廖牧師任勞任怨、勤儉為公，從不

計較，值得嘉許，我非常肯定他對平安

園的貢獻。廖牧師上班不遲到、勤於任

事、假日安排值班，服務不斷線，過年

期間親自在墓園值班，廖牧師的服務精

神沒話說。

關於繼任人選，我想信仰品格是最

重要的。人才專業重要，品德更重要。

因為不會的事，只要用心學就會了，信

仰品格才是根本。我剛進來時，也看不

懂報表，後來學著就看懂了。有學習的

心、用心、忠心於上帝所交托的產業，

不為私利來做，很重要。平安園現在是

長老教會重要的事業，我們的確要謹慎

選擇適合的人選，請大家一起為下任的

總經理人選禱告。

您也擔任傳福會主委，有什麼未了的心願

嗎？

在安養制度裏，有一個規定，我

一直努力想改，因為有委員有不同的想

法，而不能修改，希望將來有機會改

變。

就是牧師同工們，年資雖然滿25年

可退休，但是中間若有因故退任，則要

按比例扣除安養金，這個部份，我覺得

有失苛刻。因為同工中間有空置年資，

是因為沒有服事的機會，是沒機會做，

不是不願意做，找不到合適的職場，不

但年資減少、當時生活有問題、還要將

來被比例扣除安養金，實在不近人情。

這是牧會順利的同工不能體會的。我建

議，只要總年資夠了(目前是25年)，不

要計較中間退任的時間。畢竟職場的銜

接，不是我們完全能操控的。

為志工頒聘書

向芥菜種購買澎宣土地 傳福會/平安基金會/平安園

三合一事工座談會

平安園委員前往澎湖造林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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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基督教平安園舉辦的一年一度的追思禮拜，3月30日在園區舉行了，從台北開

來的12台省親專車、基隆一台省親專車，共有超過1000人來參加，當天天氣不錯，微風有

霧，大家攜幼扶老，一同到先人的墓前追思懷念，朵朵的鮮花，代表無限的心意，感謝上

帝的帶領，讓先人在主的懷抱安息，懷念生前，先人的愛心，許多的照顧，許多人面露哀

思、無限的思念，一時之間，園區充滿擁擠的人群，讓大家也互相請安問候。

今天的司禮是曾正智牧師。在聖詩27首「上帝做阮代代幫助」的歌聲中，展開今天

的追思禮拜。今天很特別的司琴是平安園的廖正行總經理以手風琴來伴奏，還有東門教會

的王嘉男長老的小提琴合奏，聲音非常優美，他們的獻詩曲目是：「請不要在我的墓前哀

哭」、「耶穌召我來行天路」帶領大家進入懷思的氣氛。

今天的証道者是林信明牧師，他以「上帝是咱永遠的居所」來勉勵大家。世上是暫

時，天家才是永遠的祖家，所以，雖然和親人分離，但是，我們在永遠的居所，還能再見

面，這就是我們的盻望。

接下來主委陳勝三牧師報告，歡迎大家來參加省親禮拜。總經理廖正行牧師也隨後

報告：特別提及主委陳勝三牧師將卸任，感謝他17年來的貢獻，從創園開始籌畫、營運，

從委員擔任到主委，參與很多。廖牧師代表平安園贈與紀念品，全場參加的兄姊都熱烈鼓

掌，表示感謝。廖牧師報告時也提醒大家，要把鮮花的塑膠袋除去，以免發出惡臭的味

道，也不要用玩具等其他物品來放在墓前，吃的東西更不可以。廖牧師也報告，園區種植

各種花，有冬天開的、有夏天開的，四季都有開著美麗的花朵，美不勝收，他說，其實不

用買花，園區就很美了。

這是非常溫馨的追思聚會，大家都是主內的兄姊，一同以慎終追遠的心情來懷思先

人，搭著園區準備的遊覽車，來到金山山上，美景如天境，飄著細雨、雲霧，園區的小花

開得很美麗，樹木也長得很青翠，感謝上帝的帶領，大家互相問候、寒喧、以感恩的心

情，結束今天的省親禮拜。

2013基督教平安園聯合追思禮拜

攜幼扶老 傾慕先人 同懷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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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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月將有許多學生畢業，有些學生將繼續升學，有些人將進入社會就職，祝福這些新

人都能找到好的工作，貢獻所學。

二，本園管理委員會在這個月也有四位同工任滿卸任，特別是我們的主任委員陳勝三牧師，他

自從平安園籌備委員到如今，連續擔任管理委員共計十七年之久，他所付出的心力是有

目共睹的。因為長老教會的體制，他不得不卸任。在此我們恭敬的向他說聲感謝願上帝

紀念他的辛勞。

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每八年都有一次人事大變動，今年因為總幹事張德謙牧師任滿，將在六

月底交捧，新的總幹事林芳仲牧師即將接任，我們都一併祝福他們的服事，求主賜給能

力帶領眾教會遇向宣教150週年。

四，平安園於六月將整修入口道路及停車場，在進行整修期間將會帶給大家不便，敬請見諒。

五，本園所有骨灰區原來只能放置兩個火化骨灰罐，由於管理委員會在去年十月起已經開放可

放置四個骨灰罐，請大家告訴大家。

六，最近台北市所有的公墓都在進行更新，請大家把祖先的骨骸遷出，在這期間本園仍歡迎大

家來使用園區各項墓穴，我們也願意恊助作遷葬，如果有需要請來電洽詢。

七，本園通訊開放各位牧長兄弟姊妹彼此分享，若有追思親友或對生命感受特別深刻的文章都

可以來投稿。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