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約翰福音20:19-31節

　　你平安嗎？或許基督徒會立刻回應說：

『平安！』因為現代人歷經風災、地震、經

濟不景氣…反而更渴慕真正的平安，因此

許多廟宇開始有『平安符、平安麵、平安

燈…..』吃了越多、帶了越多真正有平安

嗎？當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後，有人回去自己

的本業、有人躲起來、有人徬徨….面對這

林榮任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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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極大的憂傷、懼怕和惶恐之中，主

耶穌復活來到門徒的面前，對他們說

了三次「願你們平安」，今天我也藉

著三個「願你平安」來祝福每一位來

平安園省墓的朋友嗎？

一.在絕望時，耶穌要對你說： 

　　願你平安

　　當耶穌被捕之後，馬太福音26:56

節記載門徒都離開、逃跑了。門徒的

逃跑是對未來的絕望。丹麥的哲學

家齊克果曾說：『絕望就是致死的

病。』台灣話也說：『火燒菇寮全無

望。』詩篇42:10節說『我的敵人辱罵

我，好像打碎我的骨頭，不住地對我

說：你的上帝在哪裏呢？』英國聖公

會坎特伯雷大主教賈斯汀.韋爾比牧師

(Justin Welby)坦言在法國恐怖攻擊

之後的禮拜六早上，他出去散步，邊

走邊禱告說『神啊，為什麼－為什

麼這要發生？祢究竟在哪裡？』或許

當你處境是在絕望之中時，你也會大

聲喊說：上帝啊！你在哪裡。

　　耶穌知道門徒對未來的絕望，因

此來到他們生命中說：願你平安！這

「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而是

「轉危為安」的平安，是絕望中的平

安。值得注意的是，耶穌的話語和行

動：第一次說「願你們平安」後，把

手和肋旁指給門徒看，就是告訴門徒

及我們，不要絕望耶穌已經勝過，從

今開始不用在絕望因為神與我們同

在。

二.在害怕時，耶穌要對你說： 

　　願你平安

　　約翰福音20:19節說『那日（就

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

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

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

平安！」。』門徒深層的害怕自己下

場是否跟耶穌一樣，對猶太人恐懼與

害怕，因此緊閉窗戶與大門躲了起

來。然而關上大門，遠離猶太人，真

的平安嗎？沒有！只是更加害怕。如

同以色列人面對氾濫成災的約旦河以

及一條未曾走過的路時，他們害怕與

猶豫，神對約書亞說：『從今日起，

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使

他們知道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

樣與你同在。』(約書亞記3:7)神的同

在使害怕離開。

　　美國出名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

曾說：『你害怕是因為你的逃跑』親

愛的兄姊！當你害怕時不要忘記神曾

經你的祖先同在，現在也會與你同

在，因為他已經將平安賞賜給我們。

三.在親人離開時，耶穌要對你說： 

　　願你平安

　　親人離開對每一位家屬都是一種

心痛的感覺，有時候會使人陷入一個

後悔的狀況中，如同多馬一樣耶穌出

現時他不在，於是他說：『我非看見

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

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

當中說：「願你們平安！」(約翰福音

20:15-16)或許當時的多馬也正經歷

耶穌離開之後的傷痛，他無法接受，

於是他說除非讓我看見復活的主，耶

穌沒有重重的斥責，只是說：願你平

安！

　　親愛的兄姊！神知道你的傷痛，

他來到你的生命中要將平安賞賜給

你，如同大衛所說：『神會陪我們經

歷死蔭幽谷，會帶領我們來到青草地

上。卡里•紀伯倫（Kahlil Gibran）

是黎巴嫩阿拉伯詩人、作家、畫家曾

說：『你的人生主要不是取決於生活

帶給你什麼，而是你帶何種態度至生

活裡；不是你遭遇了什麼，而是你怎

麼看待所遭遇的事。』

結論

　　盧梭曾說：『生活得最有意義的

人，並不就是年歲活得最大的人，而

是生活最有感受的人。』盼望我們每

一個人都能成為讓人感受愛的人，你

就是活的最有意義的人。「那美好的

仗我已經跑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

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

後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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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逢長老教會平安園創設20週年慶，

總經理廖正行牧師叫我投文寫感想，我思

考幾天後，知平安園所關心的事工是關於

基督徒蒙主恩召後，肉體（塵土）如何可

安葬在一個美麗的墓園內，讓憂傷的親友

得到心靈的安慰，也藉著堅固的信仰深信

故人的靈魂已被主迎接帶回在天上主為他

預備永遠居住的天家。所以我以「如何安

排我們人生的歸宿」」來與大家思考人生

歸宿的信仰問題

一、人類的誕生

　　創世記一章26~27節記載說：「神

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

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

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接著在

二章7節記載說：「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

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

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這就是人在

地球誕生成為人的來源。

二、人類的死亡與結局

　　當人被創造後，神把人類安置在伊甸

園內來生活，然後神吩咐人類始祖說；

「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

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二：16~17

節］，結果始祖受魔鬼的引誘，吃了禁

果，於是人類就要面臨死亡的問題與歸宿

的問題。

三、人類死後將往何處去？

　　當始祖犯罪後，主耶和華對始祖說；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

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

仍要歸於塵土。」［創三：19］約伯記34

章15節說：「凡有血氣的就必一同死亡；

世人必仍歸塵土。」傳道書十二章7節記

載說：「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

　神。」從這幾節經文的記載中，讓我們

清楚的明白人死後要處理兩個歸處的問

題，一個是肉體的歸處，一個是靈魂的歸

處。因肉體是用塵土所造，仍要歸於塵

土，不管是用火葬，土葬……等葬法，都

一樣都歸於地。雖然是如此！神也樂意讓

塵土所造的人，可享有一處安靜美麗又有

受尊重的墓地來安葬故人的遺體。就如亞

伯拉罕自己也向外人買了一塊地做為安葬

死人之墓地［創23；4］。

　　感謝長老會總會的用心，二十年前在

金山地區就像亞伯拉罕一樣，為了眾家人

能有一個安葬死人的地方，向外人購買了

現在又美又像花園的平安墓園，讓屬神的

兒女能平安的歸於塵土。

四、地上的家皆是暫時的

　　人死亡後第二個要處理的歸處，就是

靈魂歸宿的問題，傳道書十二章7節記載

說：「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　

神。」照傳道書所說：人的靈是耶和華所

賞賜的，原是要讓人類成為有靈的活人，

在伊甸園中過著歡喜、快樂、感恩、歌

唱聲音的生活［賽51：3］，現要面臨死

亡，但靈仍歸回於賜靈的　神。

　　耶和華曾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

我的腳凳（賽六十六1）」。當聖子耶穌

祂道成肉身成為人子時，祂說：「狐狸有

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

的地方（路九58）」。當主耶穌完成了救

恩，從死裡復活後，祂要做的事便是先回

去見天父，一刻不耽延（約二十17：不

要摸我，英文有做：do not hold on to 

me，不要拉住我），清楚顯示祂在世上的

時日完全是暫時的。

　　人子耶穌在世做工，甚至沒有攜帶一

所屬於自己的帳棚，因為祂原不屬於這世

界。工作結束，就要即刻回到天上，復活

後再回來與門徒相處的時日，為的是堅固

他們的信心。

　　主曾向門徒宣告說：「你們心裡不要

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

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

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

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

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約十四1-3）。」

　　主去為我們預備地方，要迎接我們歸

回天家與祂永遠同住，在此！更確認我們

在世的居所如同帳棚。帳棚既是暫時的，

我的帳棚你的帳棚都一樣，只為了暫時棲

身，也沒有甚麼好比較的。外觀的花色或

許不同，只是為了方便區分別睡錯了。不

過大部分的人並不會把房子當作暫時的帳

棚，情願花費數百萬甚或上千萬裝潢，當

然愈是珍惜愈捨不得，愈捨不得愈牽掛。

其實不管這地上的家再值錢、再舒適、再

豪華，它並不永遠屬於我們；兩腿一伸，

皆是過往雲煙，借住而已。主耶穌所為

我們預備的聖城建構如同珍珠、瑪瑙、寶

石、精金、碧玉、翡翠、玻璃……，比我

們這地上的任何價值千萬，或上億的帳棚

好的何止千萬倍：

　　因啟二十一2-4記載說：「我又看見

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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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

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祂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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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要預備心遷移，做工與把握時日

　　帳棚寄居必有遷移，我們在世上所有

的遷移代表的是每個不同階段的生活。我

們是神的棋子，為了主人這一盤救贖的棋

局，或東或西，或南或北移動。每個移動

都有神的美意，每個移動都有我們的功課

要學習，有任務要完成，也有意想不到的

恩典等待我們。只是別忘了，不管所到之

處，環境是艱困、是操練，氣候是惡劣也

好，或者四周是好山好水，人情溫暖、鳥

語花香。這些畢竟都是中途站，我們終究

要離開。

　　最好的客旅生涯是來去無憾。一方面

把握欣賞每一天的人情風光，一方面盡力

完成任務，將記憶珍藏。主耶穌在世真正

做工只有三年的時間。可以說日夜兼程，

白天佈道晚上靈修（路五16）。不管神所

賜給我們今生的旅程是三十年或三個三十

年，我們都希望像保羅一樣可以在澆奠的

日子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守

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

留……。」（提後四7-8），此生無憾！

六、結論

　　主耶穌在世時沒有寸瓦遮頭，沒有寸

土築床。天上的王降生為人子，從不為了

短暫的人生籌謀住處，是我們仰望天家的

最好模範。我們必須以堅定的信心與親人

共同仰望一個最後必然相見永不再分離的

天家。

　　任何旅行最大的快樂就是回家，任何

任務最大的鼓舞在於肯定得獎賞。兩千年

前，彼得就替我們這些在世有任務又是做

客旅的基督徒問了主：「彼得就對祂說：

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祢，將來

我們要得什麼呢？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

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

人子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

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

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

倍，並且承受永生。」（太十九27-29）

何安排我們人生的歸宿
葉豐盛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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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1996年5月10日在金山基督

教平安園現址，正式舉行開園禮拜，

當天參加人數約有300多人。隨後即

開始破土興建墓園，從骨灰草坪第一

區到第八區開始，後又興建棺木區

A.B.C.D.區，從第一排到第十一排，

最後再增加骨灰區第九區和第十區，

約兩年之久才把所有的墓穴工程全部

完成。

　　其次將公共工程、排水系統、供

水系統、供電系統、道路、人行道、

管理室、廁所逐項完成。這些工程總

共花了5-6年才全部完成，從買土地、

規畫、招標、施工、總共花了新台幣

約八億元。這些資金如何籌措?這個重

大的建案當然要歸功給籌備委員們，

同時也要感謝台北中會與七星中會的

眾教會，因為這兩個中會是最大的客

戶，經過我們的資料顯示，前兩年大

台北地區的長老教會，總共買了平安

園的墓位，就有超過新台幣兩億元以

上，再加上我們的傳福會出資1億8千

萬，北部大會出資1.500萬，七星中

會出資1.500萬，台北中會出資1.500

萬，總共資本額就達2億2千5百萬。

不足額就向台南互助社，國泰世華借

貸，隨後就開放給友好教派也可以購

買使用，如此一來整個台北地區的教

會漸漸傳開，業務也逐漸成長。

　　當第一期墓穴工程騐收時，我們

積欠包商一大筆工程費，經過協商後

才同意分期付款償還，直到主後2005

年才還清。我們為何會負債那麼多?是

因為資本短少?或是其他原因?最主要

的因素是我們採用整體開發，全面施

工。像骨灰區的草坪一連六區都是一

樣的大圓造型，整個大圓的底盤都是

用鋼筋水泥連接在一起，所有的墓穴

都像蜂巢式的建構，況且每一個墓穴

的空間都一樣大。

　　棺木區也是整體規畫和施工，每

一排的檔土牆就像連續壁，最長的將

近200公尺，如此工法在山坡地的墓

園是安全的。我們的墓園最大的特色

是排水系統，不論是骨灰區或是棺木

區的所有墓穴都有完整的排水管，每

一區的的水管又接連在下層的大排水

管、最後又接到連外的排水溝。

　　當第一期墓穴完成時，點交棺木

區總共有1.467個單位。骨灰區總共有

11.037個單位。可想而知如此工程耗

費難免負債，但是對整個墓園的品質

是肯定的。我們看到這二十年來歷經

水災、地震都經得起考騐。

　　初期最感到頭痛的是地理位置面

海，冬天來臨東北季風不但冷又多

雨，且帶來高鹽分，所種下的樹木和

花都無法成活，要來安葬的家屬碰到

下雨也很無奈，為了克服這種環境，

先想辦法建造涼亭避風雨，夏天又可

以乘涼，參加安葬人數不多也可運

用。對於植花木經考究才知道秘訣，

先改善土質，再找出當地特有的花

木，經過多次的實騐才把整個園區的

植栽完成。為了改善整個園區的土

質、我們向花蓮中華紙廠買了有機肥

料，連續好幾年施放這種有機肥，終

於把花木種植起來。

　　兩年前我們看到骨灰區的草是創

園的假儉草，已經有十七年的歷史俗

稱老草根，生成不夠茂盛，看起來有

些稀蔬就好像中老年人的頭髮，甚至

長出許多雜草，我們提到管理委員會

討論，期望把全部的骨灰區草坪更

新，我們決定採用台北草，就是一般

高爾夫球塲所用的草，我們花了將近

新台幣150萬元，如今園區的草坪看起

來就好像年輕人一樣，草皮綠油油的

很有質感，這種草就是不怕你用腳去

踩，趆踩就趆好看，反而踩不到的地

方長得高，為此我們也每年必需要全

區來一次剪草。先前的假儉草每年要

剪草5-6次，是因為雜草生長得太快，

台北草的草成長慢，其草根密度高占

有率強，雜草生存較不容易。

　　現在我們所迫切的目標是申請服

務中心的建造，所有的計畫已經送到

新北市殯葬處審核中隨後要申請水保

及雜項執照及建築執照等工作，期望

大家代禱早日動工。完成後將有容納

200人的禮拜堂，和50人的小禮堂，尚

有小型的家族追思室。當然也有家屬

的休息室，咖啡簡餐趆、小花店、室

內停車塲。最上層樓設有紀念室。周

邊盡量種植花木及休閒人行道。其次

是規畫第二期墓穴工程，首期所建造

的墓穴餘額不多，除了要提早規畫尚

需申請，手續及過程也非常緩慢。我

們會考慮到時代的趨勢，除了草坪式

的骨灰墓穴，單人用的掛壁式，甚至

樹葬和花葬我們都會納入規畫。

　　未來的平安園是一個基督徒共同

的墓園，是各教會共同的產業，是信

徒的生命紀念園，第二期墓穴完成

後，將朝生命教育目標努力，即開放

給學生作校外教學參觀，提供生命教

育研討參訪議題，收集前輩所遺留下

來值得紀念的物品，存放在紀念室公

開追思。至目前為止進住墓園裡有不

少偉人，如民進黨創黨主席，台灣太

陽能泰斗，擔任過高雄市市長者，曾

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外國

宣教師，名歌星 、名演員…等。在墓

園中有107歲長輩，也有只出生當天就

安息者，有身價上百億富人，也有身

無分文者，大家在主裡安息者是有福

的。我們的墓園最大特色是，大小尺

寸都一樣，在主裡面都是一家人。他

們息了勞苦、工作的果效都值得我們

追思和紀念。

　　為了永續經營我們要擴大境界，

若鄰近有土地要出售，我們會把握機

會接洽，一個墓園最重要的是土地，

將來無論是走向樹葬或花葬都需要廣

大的士地。進入墓園的安息者每年的

人數不斷的增加，停車空間和休閒的

涼亭必需增加，植花木和人行道更是

不可缺少，政府在審查開發墓園對於

空地比和綠地非常嚴格。

　　最後我們一起來關心這個共同產

業的墓園，在未來的20年更能帶給北

部眾教會的尊榮和祝福，並且帶給眾

信徒的安慰和紀念。

基督教平安園---
我已經二十周年

廖正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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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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端午節就是盛夏季節來到，也是上半年結束。日子真的像流水般一去不再回
來。平安園創立已經滿20年了，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愛護。

二、為了感謝大家，我們出版一本創園特刋，將這20年來的歷史沿革，牧長的關心和協
助，用文字和照片記錄成冊呈獻給大家。若有到園區或辦公室可以索取帶回閱讀。

三、園區服務中心已經送到新北市殯葬處審核中，相信很快就有回應，若是順利隨時申
請建築執照，準備後續工作，敬請代禱。

四、骨灰區的草皮因年來持續的下雨，成長得茂密，為了景觀已經開始修剪，工作期間
造成大家的不便，敬請見諒，我們預計於七月中完成。

五、管理委員會發現園區墓碑上有太多的玩具或奇奇怪怪的小偶像，有違基督教專屬墓
園管理法則，已經公告請大家到墓園只帶鮮花，其餘一律禁止放置，很可悲甚至有
人將食物及假錢幣粘在墓碑上，連已經安息的親人你也要欺騙？請大家用信仰的良
心來追思已故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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