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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東三牧師

引言：

每當主持或參加告別安息禮拜，對人生總會有再次重新的思考。我

們看到生命的無常。

多少偉人英雄豪傑都會感慨人生如雲霧，看得到抓不到，變化無定。

我們若常常到醫院或者參加追思告別式，即可體會人間生老病死。

我們也可能經歷到不久與一個人活蹦亂跳講話，卻轉身不久忽然知

道他出了車禍送醫急救；我們也會看到一個人原是作息正常、養生有道，

恍然不覺他會癌症末期，甚至忽然就倒了下來。有時是身體問題，有時

候是意外的災厄、有時，什麼原因也找不到。

唉！人生命好脆弱。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會面對許多的苦難和意想不

到的事，我們最大的盼望在那裡呢？還是在主那裡，不然有什麼盼望呢？

人生的評價
讀經：聖經詩篇 90 篇 3-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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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勞碌辛苦經營，有哪些事可以永

續或存留呢？如果人的一切終將過去，又何需

再計較人與人的愛怨情仇呢？

如果我們能因為體驗生老病死、人生無

常，而對週遭的人多一份憐惜與同情，而不是

計較與挑剔，叫我們得著寬闊的心，是多麼有

智慧的人啊。

在詩篇 90 篇常常被人引用在基督徒的葬

禮場合，它好像給人有點灰灰的感覺，人生幾

何，譬如朝露，生命苦短，其實，它是只描述

出人生無法避免的逆境；而詩人其實正要指

出，在苦難逆境下，藉著信仰，人仍活出尊嚴

及盼望，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經文背景

詩篇共有 150 篇，只有第 90 篇是摩西寫

的。摩西被法老的女兒收養，成為埃及的王

子，但他卻是以色列人，他知道他是神的選

民、是蒙應許的子孫。

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共住了四百三十年。以

色列人越生養得多，人口分佈得越廣，因此埃

及人懼怕以色列人。埃及人命令以色列人做苦

工，奴役他們，使他們痛苦異常。過了一段時

期，仍舊過著奴隸的生活。他們向上帝求救，

呼求他幫助他們脫離苦役。上帝看見他的子民

痛苦，聽見了他們的喊救聲，上帝決定了拯救

的行動。聖經的作者告訴我們：上帝不是不理

會，祂會傾聽人在哭泣的聲音，並且伸出祂慈

愛的手拯救在苦難中的子民。我的確聽見了我

子民的哀號，也看見了埃及人怎樣壓迫他們。

現在我差你到埃及王那裡去；你去把我的子民

從埃及領出來。但這中間的過程實在不簡單。

當法老王知道摩西要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

候，就更加苦待以色列人。以致使摩西受到以

色列人的質疑、抵擋、反對。而摩西一而再，

再而三的，找法老王交涉，最後神終於以衪的

權能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

我們看見，摩西统帥這一群烏合之眾，真

是不容易。他在曠野的路程中，經歷了跋涉、

乾旱、疲乏、疾病、爭戰，還有以色列人每天

的吵鬧，摩西的一生真是在漂泊的裡面。所以

最後他寫了詩篇 90 篇，以 100 多歲的老人家

來向我們講述他一生的道路，講述他對人生的

感觸。以當時的背景而言，摩西不是一個普通

的人，他生長在埃及王宮裡面，學習政治、經

濟、領導，當時各樣的學問他都學了，而且他

更是一個神曾經向他顯現的人。所以摩西就以

詩篇 90 篇來向眾人講到他對人生的感觸，好

讓我們看見人生的需要。

照著這樣一位偉大人物，我們應該可以評

價他的人生是很有意義和價值的，如果讓我們

給他寫墓誌銘，隨便挑上面一個頭銜及其伴隨

著的偉績，都不足為過。但這位偉人卻為自己

所經歷的人生寫下了這樣一段墓誌銘：“我們

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

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

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

去。”讓我們覺得很傷感，也覺得很嚴肅。

這段人生的評價裡，摩西至少讓我們明白

人一生的目的需要是什麽，給我們的體會有關

人生的問題是：：

1.   生命充滿勞苦愁煩，又是短暫無常、轉

眼成空、如飛而去。

2.  我們只不過是過客，我們的心要儆醒，

人有罪孽、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必須

悔改得赦。

3.  生命有如雲霧般無常，暫時出現就不見

了，所以要珍惜每一時刻、數算自己的

日子常活在神的大愛及永恆的盼望裡，

才能得著智慧的心。

我們從這一段聖經來省思，那位至高者對

生死的剖析，好讓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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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的短暫

人生的短暫是一個不朽的話題，曆世歷代

許多人歎息著人生的短暫。摩西用了三個有關

人生的比喻，說：“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

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

長，晚上割下枯乾。”（詩 90：56）

 二、人生的勞苦

摩西接著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

勞苦愁煩”。人生不但短暫，還充滿著勞苦愁

煩。 我們的勞苦所換來的是什麼？摩西說是

“轉眼成空，我們便 如飛而去”。從小，我

們就已經聽到古語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的話，感概人生的空虛，沒有人可以將自己世

上擁有的一絲一毫帶走。在世上所積攢的不管

是多是少，都不能帶走。

這樣，我們是否就因此覺得人生是沒有

指望的呢？當摩西論述了人生的消極後，他向

神發出一個祈求說：“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

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

90：12）摩西將人生的終極意義交托在神的手

裡。即使人的一生是如此短暫、勞苦、虛渺，

人也沒有辦法改變這種消極的狀態，就只有寄

希望於神，因為摩西所認識的神是一位創造主 
永恆的神。摩西說：“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

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

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詩 90：12）

人生充滿著不同的勞苦，包括生理上的和

心理上的，摩西如何解決人生消極的生命呢？ 
摩西祈禱說：“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

所”。“居所”並不只是純粹的住處而言的，

進一步，居所的意思就是“避難所”。這裡也

用了一個時間的名詞，即“ 世世代代”，也

是一個永恆性的時間概念。“世世代代作我們

的居所”，就是指神永遠作人類的避難所。無

數短暫的人生，都在神的無限裡經過，神成為

世世代代的避難所，就給予消極的人生積極的

盼望。人生雖勞苦，但在神的避難所裡，將得

到永遠的安息。

三、人生的虛渺，神是智慧

摩西祈禱說：“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

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人生

是虛渺的，不管個人的成敗得失，終結只有一

個，即“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 去”。摩

西祈求神給予智慧，使原本虛渺的人生不至於

虛度。所以在他祈禱的結尾說：“願你堅立我

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

（詩 90：17）真正有意義的人生價值從哪裡

得著？這並不在於人，因為人那“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的事實已經決定了人生的虛渺。但

真正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全在於神，正如智者所

羅門所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結論

最後，請問人生最終的去向是何處？摩西

向神祈禱時說：「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

世人要歸回。」（詩 90：3）摩西的話值得所

有人留意：人生的歸宿不是虛無，乃是神。聖

經告訴我們，“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

於他”（羅 11：36），就是告訴我們人類的

來源、人生的依靠及人生的歸宿。

既然主給我們這麼大的祝福，我們就不要

太計較這世上的得失和一時的委屈，我們往上

看，向長遠寬闊來看，看淡，不要計較，要活

得開心、自在、不焦慮、放得下，你就自由、

釋放了。願這一篇信息成為我們今天很重要的

安慰，能帶給我們很大的盼望，有力量、憑信

心，繼續走這條美好、永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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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經文：希伯來書十一：13-16

回家，是我們生活中每天重要的大事。

當一個人出門之後，不管他是去了多遠，去了

多久，最後，他一定要回到他自己的住家。一

趟無法回家的旅程，是沒有人願意走的旅程。

一個無法回家或找不到家可回的人，是多麼一

個可憐的人。每一個人都想要有一個家，同時

他們也想要能隨時回到自己的家。什麼叫作

「家」？家不是一棟建築物，家是與一群跟我

們有關係的人，所組成生命共同體。所以回家

就不是回到一間房子或一棟建築物裡，回家是

與一群與我們有關係的生命來合一。從信仰的

角度來說，當一個人接受耶穌，並相信耶穌，

他就成為上帝的兒子，那麼上帝的住處「天

堂」，就是這個人的家。在這個家的裏面，有

一位愛他的天父，在等候祂的孩子，祂要親自

迎接祂的每一個孩子。好讓這個回家的孩子，

得以享受被父親苛護疼愛的祝福，這是上帝對

所有因著接受耶穌，相信耶穌而成為上帝的兒

子所許下的承諾。在每一個告別禮拜中，對人

們來說，是在送走一個要離開世界的揮別，但

對上帝來說，卻是一個歡迎祂自己的兒子，回

到永遠住家的擁抱。當一個人接受耶穌並相信

耶穌，他就正式成為上帝的兒子，同時也宣告

他開始踏上回家的旅程，在他斷氣那一剎那，

他真實可以回到他真正的住家。我們信耶穌的

基督徒，是上帝的兒子，我們一定要回家。所

以在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要好好思想回家這

個要緊的事情，我們要如何回家？我們又要回

那一個家呢？

一、要回家，要先有「找家」的行動

經文說到有一些有信仰的人物，他們承

認自己在這個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意思是

說，他們承認他們是出外來到這個世界，這裡

縱然再好，卻不是自己永久的地方。這些外出

有信仰的人，他們知道他們結束就要回家，他

們要如何回家。就是當他們還活著的時候，他

們就開始預備，他們是如何預備呢？他們先

「找」，在活著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在找。因

為他們有找，而且他們找著了，所以他們才能

夠回家。我們每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

不是只有努力工作，努力生活而已。好像一個

人一大早從家裏出去，到不同的職場，在那裏

努力工作，用心生活，當黃昏時，他一定要結

束職場的工作，回到他早上出來的地方。人們

在世上要努力工作，也要努力生活，卻常忘記

回家這件事。而基督徒活著的時候，他們在生

活中尋找，他們找到了，當他們找到耶穌，接

受並相信祂，他們成為上帝的兒子，同時也找

到了家。所以當基督徒結束世上的旅程，他們

可以正式踏上回家（回天父的家）的旅程。為

何我們基督徒能夠享有回家這種優惠的恩典？

因為我們活著的時候，因著相信耶穌，成為上

帝的兒子，也找到了家，同時也找到並踏上可

以回家的旅程。要回家，一定要先有找家的態

度及行動。

黃顯光牧師

家

4



二、要回家，要放下懷念「舊家」的情懷

經文接著提到這些信仰人物，他們說假

若他們一直想念著他們前所離開的家，就是

想念舊家，那他們就無法前進，進入到那個永

久真實的家。許多人對舊家無法釋懷，無法放

下，因為有那麼多的情感，那麼多回憶，要

如何割捨下去呢？就像長久住在鄉下的老人

家，要他們離開，來跟著都市的孩子住，這真

的不容易。雖然都市生活機能是那麼好，又能

享受天倫之樂，但就是住不下去，為什麼？因

為放不下鄉下的家。守舊或許無害，但抓著緊

緊不放，又要如何享受新穎呢？台灣人是一個

比較守舊，守傳統的民族，這個民族性也影響

著我們進步的速度。好必一個要進入婚姻的新

人，他們要學習放下眷念舊家的思維，才能在

新家，享受與親密的人的新生活。今天我們基

督徒已經是一個有新家的人，但我們要如何進

入這個新家呢？就是要放下這個世界舊的家，

如此才能順利進入新的家。我們基督徒真要持

守這個信仰，當我們持守這個信仰，就是在表

白，舊家不是屬於我們永久能住的信念，我們

是天天朝著去新家的方向前進。當我們有這個

信念，我們就得以進了新家，去到神為我們所

預備那個榮美華麗的住家。

三、要回家，要有羨慕「新家」的憧憬

經文中的信仰人物們，他們不僅能放下舊

家的情懷，更具有懷抱著新家的夢想。經文記

載說，他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這個家鄉，

就是在天上那個家。一個人帶著期待夢想，是

一個得勝者重要的態度，這種信念適用在各行

各業。好比一個想要去旅行的人，如果對想去

的景點充滿的期待，這個旅程，必會讓他雀

躍。反之，如果對要去的地點，無感的話，他

就不能享受這倘旅行。所以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居住，不管是長是短，它都不是永遠的地方，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家。基督徒都知道，我們的

家在神為我們所預備的地方，那地方是極美無

比之處，我們要這樣期待，是重要的態度。一

個真正的基督徒，要堅定的相信，我們有一個

極美的新家，並深深的羨慕這個家，才能使我

們順利回到那個神位我們預備的家。當我們回

到這個正式的家，不是進入一個位置而已，而

是我們回到父親的懷抱裡，與主耶穌甜蜜在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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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信息
經文：約翰 12:1-3，9-11

葉聯邦牧師

在現代各樣世俗潮流的衝擊下，我們面對

的是一個黑暗勢力猖獗，人們朝向滅亡沈淪墮

落的世代，這是一個不信的世代，而身為基督

徒我們被呼召為主來發光，我們的生活、我們

的生命與展現，就是要讓眾人通過我們可以認

識 神。信仰不在乎你怎麼信、而在於你怎麼

活出你所信，因為主耶所傳道成肉身的真理，

就是把天父上帝是恩典與慈愛，從信仰知識信

條的理念層面，帶入到我們生活中可經歷的現

實。門徒問耶穌將父顯給我們看，耶穌回答他

說：看見我就是看見父了，因為耶穌的使命就

是將上帝的屬性完全的顯明，道成肉身的意義

是神活在肉體的耶穌，藉著耶穌的表達與活

出， 神不再是遠在諸天之上，而是就存在我

們身邊，這也是為什麼耶穌傳道不講高深的哲

理，而是藉平常生活中的比喻顯明了天國的道

理，向我們傳達了 神的愛與憐憫。其實 ; 每
個基督徒的生活本就應該活出我們生命中的耶

穌，因為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

活著，基督徒原來的意思就是那一群活出像基

督的人（Christ alike)，我們怎樣活很重要，因

為人們看不見耶穌，但他們卻可以看見你的生

活和所你展現的信念。 

保羅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

觀看（林前 4:9），我們的生命也像一本書，

書中記載我人生的高峰與低谷、我的優與缺、

我的得與失。其實我們的人生一路都記錄著 
神的愛與同在。感謝主！聖經記載拉撒路生了

重病，有無法痊癒的絕境，他死了而且埋了。

在基督徒信仰歷程中我們經常體會：危機總是

在感恩之前發生，在危機中我們總是忘記神的

保守與同在，正如馬大、馬利亞不解為什麼耶

穌要延遲，直到人都埋葬四天了才出現。除非

我們預見復活的盼望與確據，我們實在很難在

失望、挫敗中或疾病和死亡威脅下發出讚美

的，然而伯大尼主所愛的這一家人，確是在困

境與死亡的絕境中遇見主的（l met my Christ 
during my crises.）。 大衛在詩篇 139 篇說到：

我若到了陰間下榻，祢也在那裡。是的！我們

的 神是在我們的難處與挫敗中介入的 神。我

們不要錯以為基督徒的一生要一盡順利平坦，

這樣才能顯示 神偉大的愛，事實是我們常是

在我們的人生低盪、失望或病床上才遇見我們

的神，不是嗎？

約翰十二章第二節描述到有人為耶穌擺設

宴席，拉撒路也同在席上，第九節提到很多人

來為要看拉撒路，拉撒路與耶穌同在席上，聖

經沒有記載席間拉撒路說了什麼話，他雖然沒

有講話，但他本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

一個無聲的信息。他的出現、他的在場對認識

他的猶太人而言，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信息，

他們都知道這個拉撒路是前幾週前死了、都埋

葬四天了，耶穌命令他復活走出墳墓。在當時

很多猶太人相信，人死後靈魂會停留在身體附

近三天，希望可以回到身體裡面，而四天以後

靈魂就離開了，身體開始腐壞，亦即人也不可

拉撒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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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死了四天後還有復活的希望，這也是後來

為什麼馬大要阻止耶穌打開墓門的原因。在這

場為耶穌所擺設宴席中，有許多是認識拉撒路

的左鄰右舍，他們都認識拉撒路，可能也參加

過他的葬禮，也夾雜許多好奇、慕名而來的人

群，現在他們看見活著的拉撒路坐在席間，有

吃有喝、有說有笑，這是何等大的一個神蹟

啊！是何等榮耀的見證啊！他不用說話，他的

同座與出席就是一個無可比擬的信息，叫看到

的人無法否認，只能將讚美、榮耀歸給 神。

十二節說因為他很多人就信了耶穌，我相信

整個伯大尼這個村莊會議論紛紛地談論這件

神蹟，只要拉撒路走在路上，不管是市場或城

門口，無論他出現在那裡，他就是一個信息。

基督徒生命的轉化與改變就是一個信息，因為

那見證耶穌基督復活的大能的能力，就在我們

的身上帶出轉變的見證。耶穌所說浪子的比喻

中，父親對哥哥說：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

失而復得”的意義也在此。

拉撒路的復活大大激勵了馬利亞樂意敬拜 

神的心志，因為她帶了一斤的真哪噠香膏，傾

倒在耶穌的身上，她不顧別人的眼光用頭髮去

抹耶穌的腳，她不在意別人批判這是浪費的行

為，為主她願意完全地擺上，看到死而復活的

弟弟在在自己的眼前的同時，她無法禁止自己

對耶穌的愛與敬拜。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中體驗

到失而復得、死而復活的經驗可以是我們的健

康、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所愛，往往我們在經

歷 神奇妙的作為後，就越發懂得在愛中讚美

神。

拉撒路帶來一個轉化的可能的信息，眾人

看見一個不可能的轉變發生在拉撒路的身上，

這些人都經歷也看過人世間的失敗、生病、挫

折、傷痛、哭泣、死亡、埋葬的人生，但此時

他們看見一個 神在這裡，你可以有逆轉的可

能， 神在耶穌裡在他沒有不可能的事，因為

耶穌一切變為可能了。

拉撒路會引起仇敵的殺機這是必然的事，

因為這麼多的人信了耶穌，是他的緣故，只要

他活著一天，只要他出現在人群當中，就無法

攔阻人們對耶穌的渴慕、無法敵擋人們因為看

到他而產生對神的信心。耶穌可以使他從死復

活，耶穌也可以使我的黑夜轉變為白晝，耶穌

可變改變他的人生，耶穌也可以使我的危機變

為轉機，使我的絕境轉化為盼望。

基督徒啊！我們的生命是否也帶出一個轉

化人生可能信息，一個引起仇敵不悅的影響力

呢？

願那使拉撒路復活的耶穌也從我們心中活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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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
1月15日   2月12日   3月12日     4月16日    5月14日     6月11日    6月29日   7月16日
8月13日   8月31日   9月10日   10月15日   11月12日   11月30日   12月10日

清明節期特別加開：3月30日。(共分『上午』、『下午』兩梯次，每梯次12台)

※報名方式：不接受電話報名，請採用：

1. 網路報名，詳見平安園網站(www.peacegarden.org.tw)【首頁】→【最新消息】之連結(請多加利用)

2. 傳真：02-2369-5442

※報名開始日：2019年2月13日(三)起至額滿為止。

※搭車時間：【上午場】當日上午07：50前抵達集合地點，08：00準時開車

【下午場】當日下午1 2：50前抵達集合地點，1 3：00準時開車

※搭車地點：古亭國小側門

※車資：每位酌收新台幣300元整，請自備零錢於當日繳交。

報名方式：於平安園網站下載報名表後傳真：02-2369-5442或電話：02-2369-5441報名。

1.	園區的花木及草皮繼續加強維護綠化，並進行白蟻、草蟲等病蟲防預工作。在用藥劑的期間，請家
屬若前往園區觸摸花草後，務必清洗雙手。

2.	清明節期將至，園區將免費進行棺木墓穴清洗。平日時，請家屬自行清洗，園區有提供清洗用具，
可向管理員詢問。

3.	平安園於3月30(六 )提供上午及下午共兩個梯次的追思專車前往園區。敬請報名搭車的家屬留意，
辦公室會於出發前 1-2 天，以簡訊通知當日搭乘之車次號碼。如您在出發前仍未收到簡訊，請來
電查詢。搭車當日請準時在集合地點搭車，逾時不候。

4.	根據往年的經驗，清明連假期間，前往園區的路段容易塞車，建議家屬盡量避開這段時間上山追思。
5.	前往園區追思時，除了鮮花及小盆栽外，其他物品請勿放置。若發現有任意放置其他物品者，管理
員將會定期清除，敬請大家配合與諒解。

消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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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墓碑
相片費

墓碑
刻字費

骨灰區 ( 第七區 ) 1~4 人 $ 200,000

$10,000 $15,000

$6,000
● 黑白：
$3,000 起

● 彩色：
$5,000 起

● 姓名 + 生歿：
第一人 $3,500/ 組
第二人起 $5,000/ 組

● 經文：$150/ 字

骨灰區 ( 第八區 ) 1~4 人 $ 250,000 $8,000

骨灰區 ( 第九區 ) 1~8 人 $ 600,000 $10,000

棺木區 ( 單號 ) 1~16 人 $ 900,000
$10,000 $2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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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證明書補發及過戶手續費：$500/ 每件

骨灰區 $20,000 $20,000 $20,000

棺木區 $50,000 $50,000 $5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