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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

   在愛心上

不要做糊塗人   
經文 : 弗五：16-17

以弗所教會是小亞細亞地方一個好榜樣

的教會，然而主還責備他們說 :「你把起初

的愛心離棄了。」（啟：二：4）因為他們的

愛心，隨著時間與環境的變化而漸漸改變，

他們自己還不知道。

葉豐盛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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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不是憑著感情而來，乃是從神而來，

是各人與神的關係，不能和人作比較的。所

以，我們應該時常檢討。保羅說「不要作糊

塗人」。在信徒的生活中，許多事情的做法

並沒有明文載在聖經內，但我們也應具有常

識，知所判斷。例如開車要按路途人觀看、

鄙視，警察也會加以阻止、處罰。同樣，愛

心的生活，很多的細節，經上也沒有詳細記

載，而自己以為是做得對，卻沒有依據聖經

原則的，那愛心就變為糊塗了，好事也成為

壞事了。因此我們要在聖經中找出愛心的真

理，只有真理才是廣泛的，通達的，永恆的。

一、對人

現今的世代是群居生活的世代，而且凡

事以人居首位，因此誰也想支配別人，以自

己為大，卻沒有想到彼此爭大便生矛盾。其

實，在群居的時代，必須互相幫助，各人發

揮不同的智慧、才幹，配搭起來才可以領受

神所賜的福氣。

然而我們檢討一下，便可發覺人類最缺

乏的是如何待人，換言之是愛心。也唯有用

愛心相待，才可以幫助自己也幫助他人。

現今的教會似乎很活動，但可惜像是機

器缺少了滑潤油，以致漸漸難以推動事工，

甚至因此而造成不幸。這滑潤油在教會來說

便是「愛心」。

一個家庭缺少愛是冷冰冰、慘淡可憐的。

若是教會失去愛心，便失去見證，不能為主

工作。有真摯的愛與否，是很強烈的對比。

有一個家庭，母子相依為命，愛得很甜

蜜，但後來娶了媳婦，做婆婆的以為媳婦奪

取了他的愛，而媳婦也嫉妒婆婆 ，由此互相

妒恨，互不相容 ，故意找對方瑕疵攻擊，一

家三口都很痛苦。一天，媳婦找到一位醫生，

訴說與家婆關係惡劣 ，巴不得把他除掉。那

醫生是很愛主的基督徒，傾聽之後，了解她

心中的苦悶，因此答應她想法害死家婆。那

媳婦為達目的，便依從醫生的話，每天做特

別好的菜，把醫生給她的藥物放進去，用溫

柔體貼的態度送給婆婆吃。婆婆本來不高興

接受的，可是看見媳婦的態度和氣，起初是

很勉強的吃下去。過了很多天，她便欣賞起

媳婦來，逢人便說媳婦好。而媳婦在端飯菜

給婆婆所得到的好態度的反應，也非常開心，

覺得婆婆也並不是那麼令人討厭的。本來她

起初有害婆婆的心，此時倒認為婆婆活著最

好，於是去找那位醫生，求他設法解救。醫

生這時才說穿了秘密．他所給的不是毒藥，

而是一些維他命而已。

正因透過了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敬，互

相諒解，忘記別人的短處，多看別人的長處，

於是愛心的正確表現便顯出來了。經上說：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不自誇、不張狂、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計算

人的惡。」（林前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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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事

社會上的事態複雜，而各人的智能、立

場、觀點決不會完全一致的。那麼有不同的

看法，是否便惠發生歧見 ?

不，只要在基督裏，用愛心互相聯絡，

雖然不一致，卻反能促成佳美的事，因為神

能通過你我不同的意見，見證出祂的完美來。

我們的彼此配搭，就像人的頭、手、口、鼻，

在不同的部位上發揮作用，互相效力一樣（參

林前十二：14~20）固然一個身子不可能全都

是頭，或全都是腳，而勉強要求一致 ，若不

扎根在愛的基礎上，便會貌合神離，容易失

去主的見證。

我覺得各執一詞的相爭，很難判斷誰對

誰不對，有時候兩個人都對，但爭執只有給

魔鬼從中作浪 。希望我們不要固執，不肯順

服聖靈的引導，便容易上撒但的當，不但於

事無補，對人也無益。

三、對工作

神的工作，若不是愛的激勵，一定難以

火熱，縱然全力以赴，也一定不能持久。若

能持久，那一定是別有企圖，不是基督愛的

激勵。耶穌基督為愛世人，必須上十字架，

那是極羞辱的，最痛苦的，天下沒有一人渴

望苦難臨到，但耶穌卻說 :「我有當受的洗，

（受死，被釘十架）還未成就，我是何等的

迫切呢 ?」（路十二：50）神的愛就是如此。

耶穌說 :「我所作的事，你們也要作。」

（約十四：12）以後的使徒們都實現了 ; 保

羅愛他的同胞，關心他們的靈魂得救，他說：

「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

與基督分離 ，我也願意。」（羅九：3）

他從馬其頓來的時侯，碰到了猶太人，

他「為道迫切」，就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

督。（徒十八：5）他要上耶路撒冷，也是

「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裏要遇見甚麼事，

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有捆鎖與患

難等著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

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

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廿：

22~24）

其他的聖徒，也皆為基督的愛所激勵，

分別在各處傳福音的時候，為主殉道了。因

此每一個為基督的愛所激勵的人，在福音的

工作上，也都是為道迫切，不論工作範圍大

小，地位高低，進行的難易，總是憑愛心去

做，為主而做。根據歷史和現在的情況，有

許多主的工人在世界各地默默無聲的工作，

困難雖多，也甘心樂意去做，不埋怨不灰心，

因為他們為主愛激勵，自己也充滿了火熟的

愛。巴不得我們在愛心上不作糊塗人，熱愛

為主而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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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國
陳宇光牧師

以色列復國以後並非一帆風順，乃是面

對種種的困境，我就分成五點來談談他們所

遇到的艱難困苦，以及上帝如何幫助他們走

過這些險境：

第一、上帝應許雅各之地：當以

撒的兒子雅各從巴旦亞蘭地區回到迦南地的

伯特利城時，上帝向他顯現，並且對他說 :

「你的名字雅各，但是從今以後，你要叫做

以色列。」而且上帝又賜福給他說 :「我要

把我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土地賜給你和你

的後代。」（參創 35：10、12）雅各改名為

以色列以後，他的後代就叫做以色列人。因

此，以色列百姓住在上帝所應許的迦南地是

理所當然的事。

第二、沒有應許其他民族：主後

1945 年，聯合國在美國舊金山召開「有關巴

勒斯坦的會議」時，沙烏地阿拉伯派謝克 ‧

哈非茲‧瓦巴大使在會議中公開聲明說 :「我

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也是以實瑪利的後

代，又是亞伯拉罕的長子，所以當然可以繼

承巴勒斯坦這塊地。」不過從創世記 28：13

與 35：12 的經節可以知道，上帝將迦南地只

有賜給以撒，並沒有賜給以實瑪利。亞伯拉

罕的姪子羅得，他是摩押人與亞捫人的祖先。

（參創 19：36）他們住在現今的約旦國。上

帝也沒有應許他們的後代住在迦南地。

第三、應驗上帝的應許：主後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宣佈復國以後，他

們不僅沒有再度亡國，而且目前的人口與土

地都比 70 年前增加很多。這是上帝要應驗先

知耶利米所說過的話。祂這樣說 :「因為時候

將到，我要讓我的子民猶大和以色列回歸故

土，重整家園。我要領他們回到我賜給他們

祖先的土地；他們要重新擁有這塊土地。我

―上主這樣宣佈了。」（耶 30：3）

第四、四次的大戰爭：以色列復

國以後，經歷了四次的大戰爭，簡述如下：

1. 第一次戰爭：以色列宣佈復國以後沒

有幾個鐘頭，當時約旦國的國王阿布杜拉親

自帶領軍隊，並且聯合伊拉克的軍隊，從約

旦河的東邊攻打以色列國，佔領耶路撒冷的

鍚安山與橄欖山。還有埃及的軍隊從以色列

的西南邊分成兩線的軍隊進攻以色列的首都

特拉維夫與耶路撒冷；而在以色列國東北邊

的後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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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敘利亞軍隊就攻打加利利海南邊的重要地

點，當時從西南、東北與東邊三個方向都有

軍隊來攻打以色列國。雖然如此，上帝賜給

以色列百姓智慧、力量與勇氣，所以經過兩

個禮拜以後，以色列的軍隊收回了許多失去

的土地。到了主後 1949 年 2 月 24 日，戰爭

才正式結束。經過這次的戰爭以後，以色列

國的土地是大約增加了 1/3。以色列軍隊只有

死傷大約兩萬一千人，然而阿拉伯國家的軍

隊大約死傷四萬多人。

2. 第二次戰爭：因為埃及封鎖蒂朗海峽，

截斷以色列通向紅海與蘇伊士運河的通路，

所以主後1956年的10月29日再度爆發戰爭。

以色列的軍隊在英國與法國的支援之下，佔

領了西奈半島重要的地方，到了那一年的 11

月 6 日，戰爭就結束。埃及仍然是打敗仗，

死傷兩千多人。

3.第三次戰爭：主後1967年的5月20日，

埃及首先向以色列開戰，他們聯絡其他國家

的軍隊再度包圍以色列國。以色列軍隊在 6

月 5 日用空軍轟炸埃及、敘利亞與約旦這三

個國家的空軍基地。他們只用了六日的時間

就將敘利亞軍隊、埃及軍隊與伊拉克以及約

旦的聯合軍隊打敗，並且巴勒斯坦地區全部

歸屬以色列國管轄，這是轟動當時全世界的

「六日戰爭」。

4. 第四次戰爭：主後 1973 年 10 月 6 日

埃及出兵攻擊以色列。因為這一天在猶太曆

的算法是贖罪日，按照舊約聖經利未記 23：

28 的規定，在贖罪日什麼工作都不可以做，

所以以色列的軍隊不打仗。不僅如此，按照

回教軍事家的推算，這一天是好日子，打仗

一定會贏。不過戰爭只有打了 19 天就結束，

仍然是以色列打贏。從那時候開始，中東的

這些國家，包括埃及、敘利亞、約旦、沙鳥

地阿拉伯等等就不敢再隨便派兵來攻打以色

列國。

第五、國內紛爭的始末：在士師記 3：1－

6 提到上帝的僕人約書亞死去時，在迦南地

還有很多當地的原住民，包括非利士人、迦

南人、西頓人、希未人、基述人…等等這些

民族。這些原住民在以色列復國時，他們還

存在著，而且住在巴勒斯坦的這塊地。

在以色列復國之前，聯合國就將巴勒斯

坦分割為以色列人區域與非利士人、迦南人

區域。非利士人與迦南人在後來組成「巴勒

斯坦解放組織」，當時的領袖阿拉法特在主

後 1964 年正式組成游擊隊，到處攻擊以色列

人。不過，在主後 1967 年的 6 日戰爭中，以

色列國已經佔了巴勒斯坦全地。雖然如此，

不過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對立的現象還是

沒有多大的改變，這可說是應驗在聖經裡面，

士師記 3：1 － 4 所說的話，就是上帝留這些

民族在這塊土地上，是要考驗那些沒有經歷

迦南戰爭的以色列人。祂的目的是要教導以

色列人的每一代學會打仗，尤其是那些從來

沒有去過戰場打仗的以色列人，也讓他們知

道要服從上帝的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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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墓園種樹

          和景觀之問題

廖正行牧師

平安園真正開始種樹是在 15 年前，當第

一期工程完成時，光禿禿的墓園，沒有什麼

樹木或花，只有骨灰區的假肩草，後來開始

種植一些樟樹，但是不到一年就漸漸枯死。

究其原因是缺水和失去照料，後來又委請專

人種一批竹柏，經過兩年後也因為颱風損失

了一半，到目前只有少數幾株而已，真正開

始種植是在 2005 年，本人接任之後得到許多

家屬的關心和期待，希望種些樹或花，當時

因為財力不足，不敢全面種植，只在骨灰區

的人行道上先種一排南洋杉，第二年得到前

林務局退休的黃長老指教，行公文向林務局

申請造林樹苗，連續兩年得到不少的樹苗種

植在棺木區的空地上。但是仍然不足，第三

年提出申請時就被退回，因為墓園和山坡地

的造林不同，只好自取樹苗了，經過當地的

老先輩的指教，才開始種植現在最美觀的珊

瑚樹及翠美茶，後來再種些櫻花樹，現在正

在準備種些茶花及黑松之類的樹，基本上我

們都在每一個棺木區的墓穴，必須種植兩株

黃金扁柏。有些是種植羅漢松或櫻花樹，這

些大部份都是家屬要求及付費的。

當這些樹經過十多年來的培育，如今已

長大成為綠葉茂盛的樹，每年開始開花結果

的珊瑚樹，非常適應園區的環境，大約在春

季開出小花，帶來大量的蜜蜂，風吹來清香

味道，不久就結成小綠綠的果子，到夏季變

為紅紅的成熟果子 ( 類似珊瑚紅潤 )，帶來許

多鳥類來食其果子，如今園區的珊瑚樹超過

一半，因此果子太多鳥食不完，果子一成熟

就會掉下來，難免會落在墓穴上，若沒有下

雨就會粘在墓穴上，看上去就是不雅觀，家

屬看到也難過，甚至要求管理員清洗。

其實園區管理員工作重點在園區全面的

景觀，除草、種樹、種花、澆水、安葬、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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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環境、修剪花草、調整樹木及修剪樹型

等工作。" 清洗墓穴應是墓穴使用個人親屬

的義務，並不是管理員的工作。請大家可以

想想全部墓園有好幾百個棺木墓穴，園區管

理員應付不了那麼多。不過，平安園每年在

清明節前，特別多請臨時工，員工管理員加

班，一定會為家屬清洗墓穴，一年只有一次，

其他時間是由家屬自己動手，我們園區設有

水龍頭，水的壓力很強沖，及清潔工具，可

供家屬使用動手清洗墓穴。

當我們到國外參觀考察也是如此，墓園

只提供水，家屬到墓園追思就是要自己動手

清洗墓穴或墓碑，甚至自己修剪花木。因為

如此掃墓才有意義，也是對親人的孝道行為。

如果大家覺得平安園種這些樹對墓穴有

害，你可以提出討論，可以換種另外的樹種，

但是費用要自己負擔，我們可以改變移除，

重新種植你想要的樹種，但得先向辦公室接

洽。若是你認為保持這種樹種，但不想自己

動手洗墓穴，想委託工人每個月洗一次，或

在 7、8 月落果期間洗一次，你可以向辦公室

接洽繳費即可。

我們也正在培育較高價值的樹種，類似

黑松、茶花、櫻花、九弓、是否適應園區環

境，尚待時間考驗，而且這些樹的費用較高，

成長時間也較慢，但願大家提供寶貴意見，

促使園區的景觀更美更環保。



8

(www.peacegarden.org.tw)

20182018

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

區別
安放
人數

總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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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10,000

第二次以上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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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 每塊

棺木區：$10,000  / 每塊

骨灰區 $20,000 $20,000 $20,000

棺木區 $50,000 $50,000 $50,000

1. 台灣 7-9 月間為颱風季，園區加強防旱防颱，檢視供水、排水、電源系統。

2. 園區的花木、草皮繼續加強維護綠化，並進行白蟻、草蟲等病蟲防預工作。

    在用藥劑期間，請家屬若前至園區觸摸花草後，請務必清洗手。

3. 2018 年固定追思專車日期已排定，並且公告在網址，請大家查閱，要參加的

    弟兄姊妹請報名，服務電話 02-2369-5441、傳真 02-2369-5442。

4. 有關平安園通訊季刊，不再用信件寄出、您可以從網路上網即可取閱。

平安園網址 :http://www.peacegarden.org.tw。倘若您想要紙本的印刷�物，請來電告知，若沒來電告

知，我們就不寄刊物給您，免得浪費資源。敬請諒解。

5. 棺木墓穴清洗，原則上會在每年清明節前免費清洗一次。平日時，請家屬自行清洗，園區有提供清

洗用具，可向園區管理員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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