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基督教是一個愛的宗教，每次我們遇

到人就跟人傳福音，說福音是好消息！由

於這個社會過於忙碌，無法靜下來聽你所

傳的福音。你傳什麼福音，很多人都一知

半解，身為牧者及大學的老師的我，站在

研究神學的角度道出基督教是一個復活的

宗教。信主的人蒙主恩召時，他的靈魂要

見主上帝面時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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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到上帝的地方。人的遺體安息在主

懷安葬於墓園，在那裡候主再來! 等

到主再來的日子，號角一響，死人要

從死裡復活，在空中與主相遇。審判

的日子一到。大家都站在審判台前接

受審判，因此我們一定見到主面，要

榮歸天國，進入天城，只有名字寫在

羔羊生命冊上的纔得進去。（啟示錄

二十一：27b）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

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

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

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

的死。」（啟示錄二十一：8）

二、見面

1.請安頌榮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

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

我說：你上到這裡來，我要將以後必

成的事指示你。」（啟示錄四：1）

　　「天城的門開了! 四活物各有六

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

晝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哉！

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

者。」（啟示錄四：8）當我們見到

那座寶座上的主上帝，不要被情境嚇

到，我們像四活物學習，將榮耀、

尊貴、感謝似給那座在寶座上，活到

永永遠遠的主耶和華上帝。當中有

二十四位長老俯伏坐在寶座主耶和華

上帝面前敬拜讚美。」我們首先向他

們請安，願他們從我們的父上帝及復

活的主耶穌得到恩典平安！

2.自我介紹

　　我們平常活在地面上時，有些人

口才非常好，也很熱情！但到上帝的

審判台時，話會講不出來，雙腳也會

發抖。我們要準備一篇簡單的台詞介

紹自己，你要如此謙卑地介紹自己給

審判台上的上帝。我是祢的奴僕：江

萬里，為上帝國服務到盡程，最後牧

養的教會是台灣國的新北投教會，地

上的國籍是台灣和美國籍，一生致力

於歸化為天國的國民，介紹完畢。

3.陳述罪過

　　「耶和華在他的聖殿裡；耶和

華的寶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

人。」

（詩篇十一：4）我們在世上所犯的

罪，就像行車紀錄器一樣，只要車子

一發動，車子所經過的路線都會被記

錄下來，我們站在主上帝審判台前，

一一陳述所犯的罪過，尤其是那隱而

未現的罪。

4.求主憐憫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

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必將

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

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

樂。」（詩篇十六：10-11）。抓住主

的應許，把世上所犯的罪過，悔改認

罪，求主憐憫。

5.罪得赦免

　　「只是神必救贖我的靈魂脫離陰

間的權柄，因他必收納我。」（詩篇

四十九：15）上帝在一次給我們機

會，當審判台前赦免我們的罪，因此

我們不至於被丟到硫磺的火湖裡。

6.敬拜讚美

　　「主啊，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

拜你；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 因你

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獨你是上

帝。」（詩篇八十六：9-10）。在那

裡萬民齊唱天上的新歌。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

山，同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都有他

的名和他父的名寫在額上。我聽見從

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

聲音，並且我所聽見的好像彈琴的所

彈的琴聲。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

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歌；

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

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啟示錄

十四：1-3）這將是一場最盛況的敬拜

讚美聚會。

7.聆聽主訓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

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

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

勞苦，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啟示錄十四：13-14）那天我們有

福氣息了自己的勞苦，帶著作工的果

效來到主面前聚會，聆聽主的教導。

「這都臨到我們身上，我們卻沒有忘

記你，也沒有違背你的約。我們的心

沒有退後；我們的腳也沒有偏離你的

路。」（詩篇四十四：17-18）我們坐

在主面前聆聽主訓，是最幸福快樂的

事。

8.赴羔羊筵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

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

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

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

所行的義。）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

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啟示

錄十九：7-9）

　　我們接受上帝的邀請赴羔羊筵，

我們要預備一件禮服，盛裝參加！

9.不再有死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

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

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

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

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音

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

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

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

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

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

示錄二十一：1-4）   

　　有新天新地有聖城新耶路撒冷，

不再有死亡，坐在寶座上的主上帝說

一切都更新了，這些話是可信的，是

真實的。

10.與主作王

　　「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

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

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上帝和基督

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

年。」寫到這裡我們要與主作王，

一千年是何等的榮耀！何等的有尊

嚴，我每天都在期待。

三、結論

　　當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我的心中

充滿了感謝與期待！今年退休之際一

心準備見主上帝的面。每天起床感謝

上帝給我新的一天，學習以諾與上帝

同行的模式。因為聖經在啟示錄的結

語說：「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

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願

主耶穌的恩惠，當與眾聖徒同在。阿

們。」主內的弟兄姊妹！我們準備好

了沒有？我會告訴你們我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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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從美國一位醫師傳來一些有

關健康資訊，因此我把和平教會的姊

妹所提供的雜糧作為主食與大家分

享，只要我們在日常飲食多加用心，

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是加分的。前天又

得到呂大夫傳來由加州的一位中醫師

所說，關於健康是可以爭取的，其中

他提到孔子說:人有三種死，不是由他

的命決定的，而是自找的。其中的一

種是不能按時起居，不能調和飲食，

不能做到勞逸適度的人，各種疾病就

會一齊來殺死他。

　　人性原本就是軟弱的、明知不能

太晚睡、不能吃太多、酒不能喝太

多、不要抽煙、不要生氣、不要犯

罪。要常運動、凡是要節制、但是人

經常違反常理。正如保羅在羅馬書

第七章18-25節所說:我也知道、在我

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

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

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

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我覺

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著我裡面的

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

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

律。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

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主耶

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

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

律了。

　　旅居美國加州的中醫師朱榮新說:

人的壽命受先天遺傳的制約，被所居

住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制約，那

麼人們是否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它

改變，使它延長呢?宋代著名理學家程

頤這樣回答:是可以的，但很難。他

說，世間有三件事非常難:一是治國而

達到長治久安;二是保養身體而達到延

年益壽;三是通過學習而有所作為。這

三者都要改變既定的趨勢儘管如此，

只要功夫到家，人的努力是一定可以

戰勝造化的，只是大多數人不能夠以

這樣的毅力，下這樣大的功夫進行努

力罷了。他說:前味全公司創辦人黃烈

火先生，48歲患上糖尿病，他從此注

重保健養生，領悟出一套適合自己的

保健方法，每天適度運動，過規律的

生活，維持均衡飲食，並持之以恆。

到90歲時，他依然身強力壯，耳聰目

明，直到百歲才安詳離世。

在明代有學者名叫薛文清曾說:如果一

個人素來體弱多病，但是他且能事事

小心而謹慎，凡一切傷害身體的事，

都不敢做，則他可以活得更長壽。如

果另一個人向來身體強壯，而無所顧

忌地去做危害身體的事，則禍患即將

到來。

　　中國近代教育家馬相伯、他是創

辦者、他平常就很會養生，按照他的

經騐說:要想活得長壽，就要養成良好

的生活習慣。

　　按照聖經的教導生命的的掌權者

是神，人無能力想活多少歲數，但是

人若遵照神的教訓謹慎而行，也可得

到更長壽命。出埃及記20:12說:當孝

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的神

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健康是可以努力的
廖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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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記者蘇龍麒新北市15日電）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今天表

示，已公告通知新店第一公墓遷葬，未來將以分期分區方式辦理遷

葬，並以優惠價格鼓勵遷往納骨塔。

　　民政局表示，新店第一公墓位在北二高與寶橋路間的平緩坡地，

面積達上萬坪，共有大約5000門公墓，整個墓區存在超過100年，甚

至許多墓從清朝遺留至今，從高處俯瞰，大片雜草叢生，不僅影響景

觀，當地住戶也反映安全疑慮，希望能夠遷葬。

　　民政局說，隨著都市發展，當地人口相當稠密，在考量公共利益

及發展等需要，於是以各區人口繁盛度、交通要件等進行綜合評估

後，今年度由市府選定進行遷葬作業，先期規劃成公園綠地，未來將

以分期分區方式辦理遷葬，並以優惠價格鼓勵遷往納骨塔。

　　一般而言，市民辦理遷葬到塔位、含雇工、起掘、火化等等費

用，平均約需要新台幣6萬元。

　　民政局統計，若依新北市遷葬補償費規定計算，先核定墳墓面

積，最高18平方公尺以上、22平方公尺以下，可得5.5萬元，再視材

質、埋葬人數，加計金斗甕及棺木補償金；此外，新北市政府為鼓勵

墓主於限期內自行遷移，則將另發上述金額之50%，當作自動遷葬獎

勵，總計最高共可領到11萬5500元的補償金，民眾應可減低不少負

擔。

　　民政局表示，這次遷葬範圍面積達4.1公頃，約有公墓3000門，預

計於2年內完成第一期遷葬作業，並自5月1日起至9月30日公告遷葬。

　　公告遷葬期間內，墳墓墓主或關係人可向新店區公所申請辦理遷

葬事宜，公告期滿未遷葬者，依殯葬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由新北市政

府予以起掘，為必要處理後，安厝於三芝、平溪、萬里境內公立納骨

塔。

　　這次公告應遷墳墓查估清冊及位置圖等相關資料，除於新店第一

公墓入口處公布外，也可上民政局網站查詢。1040515

若有需要遷葬的弟兄姊妹請來電洽詢：02-2369-5441 

　　　　　　　　　　　　　　　　　手機:0932305377

轉載重要殯葬公會所提供的消息健康主食
編輯室

陳秀英姊妹 (和平教會會友) 提供

將這些食物煮成飯，天天食用對健康有益。

1.糙米

5.燕麥

9.黃豆

13.高梁

17.山藥

21.黑木耳

25.芡實

29.核桃

2.黑糯米

6.喬麥

10.黑豆

14.地瓜

18.枸杞

22.葡萄乾

26.亞麻

30.當歸

3.小米

7.大薏仁

11.米豆

15.馬鈴薯

19.蓮子

23.海帶

27.川穹

31.冬蟲夏草

4小麥

8.小薏仁

12.紅豆

16.紅蘿蔔

20.黑芝麻

24.白果

28.南瓜子

32.海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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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自104.07.01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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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00

$10,000 $15,000起
●姓名+生息年月日：
  $3,000/組

●經文
(以實際字數計費)：
  $150/字

●黑白：
  $2,000起

●彩色：
  $5,000起

骨灰區(第八區) 1～4人 $ 250,000

骨灰區(第九區) 1～8人 $ 600,000

棺木區(單  號) 1～16人 $ 900,000
$10,000 $20,000

棺木區(雙  號) 1～16人 $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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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20,000 $20,000

棺木區 $38,000 $50,000 $50,000

一、先向各位弟兄姊妹說聲端午節快樂，過了這個節期就是盛夏，從現在開始到中秋節

的天氣都是豔陽高照，請大家到園區追思時，別忘了攜帶陽傘和草帽，園區也備有

飲水機，請放心飲用。

二、本園從七月一日起，所有墓穴、工程款及相關費用均有調整，請大家參考價目表。

三、山上的水資源有限，請大家務必將水龍頭關緊，節約用水。

四、從今年開始，為預備服務中心前置工程(例：基地測量、地質鑽探)，園區將有不同

的的工程人員及工程車進出。

五、當您在園區路邊看到紅色抗議布條，這與平安園無關。本園的土地所有權屬於法

人，並依照政府殯葬法來管理，請大家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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