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主耶穌呼召門徒來跟從祂的時候，

祂就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的說:「若有人

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

架來跟從我。」(路9：23)。從這段經文

我們看到，主耶穌所看重的不是門徒們將

來要得的冠冕，而是今世要背的十字架。

葉豐盛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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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能夠

活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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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跟隨主或者投入「宣教事工」

的服侍都懷著不同的需要、動機、野心與

大志，但是所有出於天然生命或肉體的動

機都必需先被篩除和破碎，才能被主所

用。

就像彼得想靠著自己的血氣，摩西想靠著

自己的才華，以為就可以為神成就大事，

結果卻都斷羽而歸，蒙羞而退。前者三次

不認主，後者亡命曠野四十年，所有肉體

的自負、傲氣都被削磨淨盡，然後主才真

正起用他們。神常常容許苦難、疾病、失

意、痛苦臨到我們，目的就是要我們透

過受苦，把我們煉成精金，成為貴重的器

皿。神有時也容許撒旦來篩我們，像篩麥

子一樣(路22:31)，為的是要考驗我們的信

心是否真實無偽?蒙召是否有真正的愛主?

委身是否真能破斧沉舟?

　　耶穌在約翰福音12章24節說:「一粒

麥子不落在地裹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

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麥子若不落

地，死了，它的生命潛力就無法發揮、倍

增。就像主耶穌基督願意在十架上受苦，

願意捨棄生命，以致於今天有億萬以上的

生靈藉主得獲重生的生命。在這個時代，

若我們想要活像基督，就必須先與基督的

受苦認同，然後像主一樣，因著愛而甘願

犧牲、捨己、最後才能活出基督。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四章10~11節分享

了他的人生體驗，保羅說：「身上常帶著

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

上…，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

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所以

主要我們常常死，天天捨己，常常背十

字架，而這些十架包括了「四面受敵」、

「心裏作難」、「遭逼迫」、「被打

倒」。也唯有當我們的老我和肉體常被治

死，我們裏面的寶貝-----耶穌，祂的能力

和榮耀就日漸顯明，照常顯大，眾人就能

看見主耶穌的形像活現在我們身上。

　　因此，當主呼召我們去帶領群羊，去

影響別人的生命時，其實主是呼召我們去

為主所愛的人願意做奴僕，甚至願意為主

所愛的人而死。

　　耶穌在馬太福音第20章26至28節又對

眾使徒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

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

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

是要服侍入，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主為自己描繪了一個「僕人領袖」

的畫像，也帶出了一個清晰的，聖經中的

服侍觀念。

　　「僕人領袖」的領導風範不是高高在

上的享受別人的稱讚和崇拜，而是願意屈

尊降卑的下來服侍你所帶領的跟隨者。自

從我所愛的伴侶莊信惠牧師娘於十年前，

因長年的血壓偏高，造成腦內長出血管

瘤，因沒有這方面的醫學資訊，因而使牧

師娘的顱內血管瘤被突然而來的高血壓衝

擊造成休克不省人事，經用CPR急救清醒

後，呼叫119救護車急送馬偕醫院淡水分院

急診處就診，感謝主一路的看顧，顱內血

管瘤沒在護送的路途上爆破，而是救護車

到了急診室之後才爆破，也因此信惠師母

就面對了生命要活下來的痛苦爭戰歲月，

為了要讓信惠師母能活下來，師母在五年

間進入開刀房共有七次，加上今年2016年

9月1日又發現頭顱又被細菌感染發高燒不

退，第8次進開刀房進行頭顱移除清搶手

術。

　　我深知道，我的師母面對這麼大的痛

心與創傷，乃是神要我學習一種很深奧的

功課，就是要我存心卑微的去服侍信惠

師母。神逼我要用「身教」來活出過去

三十幾年來，在我牧會的生涯中，我「言

教」的屬靈真理。正如以弗所書5章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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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

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我

和信惠師母成了一台戲，要給世人、天

使、魔鬼和全體信徒觀看。神要我的老我

天天死，也天天全然為主、為信惠師母而

活。神要我全然進入信惠師母的心靈世界

去體會、認同她的感覺和需要。一個原本

美麗又有才藝的牧師娘，一夕之間成為重

症殘障的病人，生活起居完全需要旁人協

助與幫助才能活下去，此時的她所需要的

力量就是身為丈夫的我，能夠不離不棄的

在身旁陪伴她，將師母的疼痛當做自我的

疼痛，師母的苦就是我的苦。自從師母生

病開刀到今日已經有十年之久了，這十年

間，國外的旅遊活動我一律不參加，因我

要師母有安全感，知道我隨侍在她身邊，

讓師母有力量勇敢的活下去。更重要的是

夫婦一起要有堅強信心來讓主的恩典夠我

們用。真的！若不是基督的愛和能力在我

們夫婦裏面，我真不知道我和師母是怎麼

能走過這艱苦的一段路!

　　經過十年來，師母面對8次開刀醫治的

過程，我深深明白神的心意，因為我還沒

有學好「僕人領袖」的功課!神不在乎我能

為神成就多偉大的「宣教」事工，神的目

的是要訓練我做他的「愛的奴僕」!

　　主所說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

要做，並且要做比我更大的的事。」(約

14:12)。原來神指的「事」不一定是「神

蹟奇事」，也不是忙碌的「服侍」，或

是在一間牧養的教會能受敬重能牧養到滿

七十歲後，在教會辦理光榮的退休感恩禮

拜，而是「愛」的服侍，是「僕人」的服

侍，是「捨己」的服侍1

　　神在我們生命中最大的目標不是「成

功」、「成名」、「成就」，而是基督

「成形」在我們的心裏(加4：19）最後得

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

量(弗4:13），能夠活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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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瑜

　　如同聖經約翰福音第12章第24節

所記：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

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

粒來。想著家母的好，使許多的人受

惠，心中就充滿安慰和感謝。

　　感謝主的保守，使我能在母腹

中，就蒙上帝的已覆庇，我在暗中受

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

形體並不向神所隱藏。我未成形的體

質，上帝的眼早已看見，因為家母懷

胎初期，險些流產。祂眷顧著我！家

母是一位禱告的勇士。小時候的我，

經常被惡夢嚇醒，母親則在我身旁奉

主耶穌的名為我禱告，抵擋撒旦的攻

擊。

　　長大後我才明瞭，家母不僅知書

達理，也懂得放下身段，例如面對市

場菜販，没有一付高不可攀的模樣，

反而時時表達關懷；對於學識不高的

人，也毫無睥睨；儘管才德兼具，手

工藝品精湛，却沒有屬靈的驕傲；不

因為參與教會服事數十載以及上了許

多課程而感到自滿、自足，多次參加

各類的聖經培訓課程、靈修課程、特

會等；許多時候，她恒切持守，儆醒

禱告，並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以聖靈所結的九種果子來說（記

載在聖經加拉太書5章22節，23節）

家母儼然是已活出了仁愛、喜樂、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她樂於助人、勸勉、安

慰、造就、不與人紛爭，在生活中是

有目共睹的。家母因信主耶穌多年，

愛主、事主的心總不落人後。因著有

豐盛的生命，心中滿有喜樂平安，使

得她在面對生活各種嚴峻的考驗時，

仍然能靠主站立得穩。

　　感謝主，家母一生中雖經歷了若

干打擊，非但沒有放棄她的信仰，反

而將聖經中的話語活出來。家母常常

念著提摩太前書六章：「敬虔加上知

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為我們沒有帶

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去。只

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但那些想要

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

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在敗

懷念家母李惠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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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和滅亡中。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

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

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這屬神的

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

信心、愛心、忍耐、溫柔。你要為真

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

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

了那美好的見證……又要囑咐他們行

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

供給人，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

預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

命。」

　　家母在未失智以先，於石牌榮民

總醫院做志工服務近30年，人生哪，

能有幾個十年呢？人生活的價值在哪

裡呢？若不是為著永恆的事務，又有

何意義？傳道書所言：虛空的虛空，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

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

有甚麼益處呢？

　　知識叫人自高，唯有愛心造就

人。神的恩典，實在是不容遺忘的。

誠如聖經箴言書卅一章10節所記：才

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

勝過珍珠。没

　　繼服事先夫3年的時間，接續照

顧家母14年的失智，不論是情感或是

在情緒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和憐

憫，我是完全走不出來的。上帝重新

塑造我並從生命中帶下改變的能力，

使我能增長，雖然我是那麼的脆弱，

不堪一擊，但主耶穌對我的愛始終未

曾改變。持續相信神的話，不因眼見

或憑感覺。聖靈使我們的能力和經驗

增長。

　　聖經馬可福音第九章第23節：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感謝主，

關鍵所在，乃是必須繼續不斷的禱

告。先母禱告得勝秘訣在於讚美；禱

告的事不是憑介著感覺，而是更憑信

心。

　　今年夏天家母驟然離世，帶給我

們全家無比的傷痛，還有好一陣忙亂

的後事處理。整理諸多的遺物時，追

懷家母生命中每一個階段的點點滴

滴，翻著舊有的照片、家母的文稿、

手工藝品，心中遂砰然興起了要為先

母編輯懷念文集【喜樂的雲彩】的念

頭。感謝上帝的恩典，積無數時日的

增潤了又增潤，修正再修正，終於有

了稍為像樣的成果，在感恩節期得以

出刊。

　　聖經詩篇一二七篇第1節：「若

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

然勞力。」希望能藉著先母的紀念

集，使更多的人能認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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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在美國阿拉斯加地方，有一對年輕人結婚，婚後生育，他的太太

因難產而死，遺下一孩子。他忙生活，又忙於看家，因沒有人幫忙看孩

子，就訓練一隻狗，那狗聰明聽話，能照顧小孩，咬著奶瓶餵奶給孩子

喝，撫養孩子。 

　　有一天，主人出門去了，叫牠照顧孩子。他到了別的鄉村，因遇大

雪，當日不能回來。第二天才趕回家，狗立即聞聲出來迎接主人。他把房

門開一看，到處是血，抬頭一望，床上也是血，孩子不見了，狗在身邊，

滿口也是血，主人發現這種情形，以為狗性發作，把孩子吃掉了，大怒之

下，拿起刀來向著狗頭一劈，把狗殺死了。 

　　之後，忽然聽到孩子的聲音，又見他從床下爬了出來，於是抱起孩

子；雖然身上有血，但並未受傷。他很奇怪，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再

看看狗身，腿上的肉沒有了，旁邊有一隻狼，口裡還咬著狗的肉；狗救了

小主人，卻被主人誤殺了，這真是天下最令人驚奇的誤會。 

註：誤會的事，是人往往在不瞭解、無理智、無耐心、缺少思考、未能多

方體諒對方，反省自己，感情極為衝動的情況之下所發生。誤會一開始，

即一直只想到對方的千錯萬錯；因此，會使誤會越陷越深，弄到不可收拾

的地步，人對無知的動物小狗發生誤會，尚且會有如此可怕嚴重的後果，

這樣人與人之間的誤會，則其後果更是難以想像。 

摘自網路,由葉豐盛牧師提供

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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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平安園創園至今已滿廿年，每年在清明節前舉辦聯合追思活動，人數

一年比一年增加，感謝大家的踴躍支持，由當初的百多人到去年的一千多人，從

兩部專車到去年的23部專車。想到要舉辦這種超大型的活動，員工在兩個月前就

開始準備，通知家屬報名參加，預訂坐位人數，上午場或下午場，準備會場搭

建，邀請牧長負責禮拜程序，印製節目單，準備臨時廁所、備水、安排車位並通

知參加者，上車點名收費…等。當天的停車問題，禮拜的時間控制，回程的招呼

與點名深怕遺落，假日交通的塞車，躭誤了大家的午餐。總而言之、這種大型的

活動是要調整了。因為無論是聚會的空間，停車的問題，廁所的提供，時間的安

排，工作人員的服務，都無法滿足大家的期待，所以明年我們想改變另一種方式

來為大家服務。

一：由2017年起先試辦在清明節連假前後兩天，即3月30日、31日和4月5日、6

日。每天提供5部追思專車接送大家到園區。仍然要報名登記、也一樣要繳

200元車資。維持在原上車地點，即捷運新店線於台電大樓站第2號出口，上

午9:00出發。到達園大約上午10:15，大家可以直接在親人的墓前獻花，追

思、祈禱、我們也會準備約20分鐘的追思禮拜節目，包括聖樂默禱、詩歌、

經文、祈禱文、簡短追思文，祝福的祈禱結束。然後留下較多的時間給大家

在園中默想。約在上午11:15分上車回程、到達台北約12:30分。因為這個時

段是在上班時間好控制。至於清明連假就給大家與家人共渡天倫。

二：這期間也是園區正在進行起造服務中心及禮拜堂，當禮拜堂完成後，我們將

在每月舉行追思禮拜，大家可以在大禮拜堂內共同來追思親人，每三個月特

別為上班族安排在星期六到園區追思。至於會在每個月提醒家屬，你的親人

在這個月安息請你們到園區追思。

三：將來服務中心建造完成後、順便把大門建造起來，使整個園區在管理上較為

安全，當然我們會有員工24小時駐在園區。服務中心除了給大家追思之外，

也提供家屬休息，我們規畫有小花店、提供咖啡簡餐、小型家庭聚會室、方

便大家上山追思，不必在炎熱及下雨或寒冷的冬天在園區追思。

明年將改變聯合追思活動—請大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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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再過幾天就要過新年了，在此向大家說聲聖誕節快樂，並祝福新年帶來新希

望。

二、平安園進入2017年就要邁入第21歲了。過去20年來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愛護，使園區的景觀

不斷的更新，樹木的種植、花卉的變化更換、草皮的維護都得到大家的肯定，特別感謝園區

陳銘戊主任和同工的努力，願上帝賜福。

三、今年開始園區要執行管理委員的規定，所有園區的墓位周圍，除了放置鮮花或小盆栽外，其

他的物品請勿放置。若有任意放置則會被管理員定期清除，請大家配合與諒解。

四、公告 2017年起的聯合追思禮拜將取消，改在清明節連續假期的前兩天(3月30日和3月31

日)和結束後的兩天(4月5日、4月6日)上午，加開車次到園區，每日限量五台。上車的時

間、地點、車資與每月追思專車相同。

　　取消的原因是因為每年參與的人數眾多，我們目前無法滿足停車、聚會空間、廁所使用、時

間控管、假日壅塞、人員不足等問題。等到園區服務中心建造完成後，會再進行調整。但清

明節這段時間，我們仍會在園區透過音響撥放和大家一同追思。希望此一作法，能給大家更

充足的時間在園區追思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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