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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淵源牧師(前六張犁教會牧師)

向「戰勝死亡」
     打拼的兩位友人

一、前言：

寧靜的墓園，面對死亡，再次思考如何跨越死亡，戰勝死

亡？魏連嶽教授在「死亡神學」一書裡說：「生活若遇到死亡，

其他都變成次要的。可見它的重要性。然而死亡這問題，活人

只能臆測，死人只能沉默。因此，作為基督徒，就要試著到信

仰上去找尋答案。

二、戰勝死亡與兩位友人：

我在六張犁教會服事時，一直為兩位友人禱告，一位是師

專的黃同學，一位是國中的林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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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林姓友人方面：

她原來篤信佛教，國中時大家是好同學，

出社會再見時，她卻不時邀請我去參加佛學講

座、佛學營，我一直為她禱告，幾年後，有一

天見到她，她竟然成為基督徒，她的子女也讀

教會學校。期間，她的先生離開她一段時間，

她也同時罹患初期癌症。遇見時她說：「先生

離開她後，她一直尋求真正信仰」很奇妙，她

的先生後來回來了，她的癌症也好了，我以為

她在基督裡找到了答案。

( 二 ) 黃姓友人方面：

他事業有成，得了肺腺癌，折磨很久，過

程舛錯多變，他的經歷要從頭說起：

黃同學 1950 年代出生雲林麥寮的海濱小

農村，家裡貧困，兄弟眾多，所以父親除了種

田外，又兼做零工。16 歲時，北上讀師專 ( 公

費 )，他在榮獲傑出校友的專文寫著：

「1970 年代，台灣經濟由進口替代轉為

出口導向，這種工業化情形，彷彿戰後歐洲，

亦如戰後日本，許多新一代青年都往北部發

展，或在工廠當作業員、或在商店當店員，或

當技術學徒……，大家期盼有一天能衣錦榮

歸，就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塞名著「美麗的

青春」中描述的那位回鄉青年，穿著亮麗的衣

服，戴著時尚流行的飾物，及一只裝滿物品的

新皮箱回來……。」所以，這時他北上，在家

鄉算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也希望有一天有所

成。

服兵役回來後，他到夜間部進修，他以

為，時代在轉變，他應該有第二專長的預備，

「當時台灣社會急遽變化，政府全力發展經

濟，《經濟奇蹟》一再出現，相當吸引人，我

的人生選擇即受此影響。就在這情形及自己的

志趣下，選擇與經濟息息相關的《會計》，作

為我未來發展的方向。心想：因為它具有專業

性及未來性，說不定將來會有一番作為」。

自此，他一方面白天在小學教書，晚上

在會計系就讀。當時，出身軍旅的教務主任，

喜歡打麻將，經常邀他去打麻將，他兼課務組

長，又不好拒絕，就這樣他常常上牌桌，尤其

在暑假的時候，幾乎天天在那小屋子裡抽菸、

打麻將。當然，他也很認真地去考會計師，當

時，每次錄取人數只有個位數，他經兩次終於

考上了，之後，離開小學，到會計師事務所服

務。

幾年後，他當到了副所長，也擔任全國會

計師公會理事，為了因應全球化的趨勢，拓展

業務，終於和另一會計師事務所合併，成立全

國規模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有 150 餘位會計

師，3000 多名員工分佈在全國各地。

不幸，期間他罹患了肺腺癌，他一生努力

打拼、不斷奮鬥，竟然罹患此病，感慨萬千。

之後，他前往美國、中國等地尋求醫治，也

尋找宗教信仰。同時他知道，我從小就是基督

徒，所以常問我：「怎麼辦？以後靈魂會到哪

裡去？」後來，他打開電腦，搜尋並比較基督

教與佛教對死亡的看法及靈魂的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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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我藉機會常常跟他傳福音，並從三

方面說起：

1. 罪的問題：

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因為犯罪而有死

亡的問題。罪就是違背上帝的旨意，沒有遵照

聖經的教導。人居於人性很難沒有犯罪，我們

也探討他這輩子從家鄉讀小學、國中、以至於

專科、大學，在學校、會計師的服務中，犯了

不少已知或隱而未現的過錯，深感在這個年齡

才意識到罪的嚴重性，要活出合乎上帝所要求

的標準。

2. 耶穌基督與救贖的問題：

從世界歷史來看，耶穌基督是一位偉人，

但祂也是神，祂的降生是上帝不忍人與神的應

對關係隔離，透過耶穌基督的降生與救贖，使

人與上帝重新和好。所以，耶穌基督成為代罪

羔羊。台灣人信仰耶穌基督或許是一種遙遠的

關係，但在他的雲林故鄉，媽祖家族的後代至

少有兩個系統信仰耶穌基督，於是拉近他與基

督信仰的關係，他也能夠體會與點頭，進而能

接受耶穌基督的信仰。

3. 耶穌基督與戰勝死亡：

死亡的問題一直是人類無法尋求到的答

案，但從聖經裡，耶穌基督給了我們答案，讓

我們超越死亡，戰勝死亡，得到永恆的生命。

我常常引用約翰福音十四章，安慰他心裡不要

憂愁，我們信上帝也當信耶穌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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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約

十四：2—3) 他也點頭表示生命有一個去處。

然而，當那一天教會長老和我到他家，

討論為他受洗時，他的太太，一位佛光山的信

徒，出來阻止而作罷，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到現在我也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已經戰勝死

亡，回天鄉到父那裏去？

三、結語：

林姓友人因信耶穌，如今還活著，她在基

督裡找到了答案。至於黃姓友人，我相信他有

心信仰耶穌基督，只是太太的阻攔而沒有進一

步接受洗禮，但我相信他已經到永恆的家鄉，

因為聖經上說，心裡相信、口裡承認就必得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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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平安園

基督教平安園是許多人送別摯愛與親人的

地方，將他們埋葬在此，也在這 裡紀念他們。

在葛哈德 ‧ 安格斯柏格所寫《死亡》一書中

寫道：『每逢一段時 間，我們會去看看過世

親友的墳墓，同時我們也將希望埋葬在此。在

這裡，我 們的悲痛有個安居之所，這裡決定

了以前的事，決定我們的想法，墓園是所有 

地方中最富人性的一個地方，宗教與文化就是

從一人埋葬另一人開始，人類是 會埋葬其同

類的一種生物。』無論是自己或面對摯愛或親

友逝去、『死亡』―是 值得面對與深思的。

走入平安園，我們站在所愛的人墳前，我

們哀悼，卻無需將一切希望埋 葬在此。認識

主耶穌基督，成為基督徒，你將可以有不同的

看見與新眼光，生 命也會因此不一樣，你將

擁有主耶穌基督送給你極為寶貴的禮物：

永生的確據：

因著主耶穌十字架上的愛，相信主耶穌死

而復活的人，在主裡我們必有 永生的確據。

在約翰福音三章 16 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

祂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又在約翰壹書第五章 13 

節：『我把這些事寫給你們信 上帝的兒子之

名的人，是要你們知道 自己有永生。』我們

有永生的確據，因為我們有一位賜生命的上

帝，這 位上帝是勝過死亡的上帝，祂也是能

讓死人復活的上帝，因為人的生命 是出於上

帝，若沒有上帝所賜的一口氣，我們根本無法

享受這世間所有 的一切。俗語說：「人吃一

口氣！」聖經又記載，上帝吹了一口氣在人 

的鼻孔裡，人就成了有靈的活人。上帝若將這

口氣收回，再強再有能力 的人也要含淚向世

間說再見。是上帝的這口氣，讓人成為萬物之

靈；也 是上帝的這口氣，讓人成為有靈的人。

人裡面是有上帝的靈，可以和上 帝分享永恆

的喜樂，這是上帝賜給人最美好的禮物。 

第二、生命的盼望 

在上帝永恆不變的愛裡，我們能尋得那

真正生命的盼望。一位醫學院教 授，他作了

一項研究計劃叫做【盼望對人類的影響】。他

研究了 25000 名曾在戰爭中被囚禁過的人，他

發現在 25000 人中有一群人同樣經歷了 在集

中營、肉體的酷刑、精神煎熬等等，但他們並

沒有受傷後的許多症 候群發生，他們有能力

繼續過他們的生活。當他進一步研究他們時，

他 發現了一個共同的因素在這一群人中：就

是這群人在生活中擁有高度的 盼望。在研究

的結論報告中他說：「當一個人擁有盼望時，

李玫莉牧師 (深坑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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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承受不 可思議的壓力及殘酷的刑罰，但

是，當盼望失去時，人就崩潰了—情緒 上崩

潰、健康上崩潰、心靈上崩潰。」那到底我在

哪裏可以找到這樣的盼望呢？人們很容易相信

看手相的、算命的、星座，將他們的盼望投

注 於某某大師的指點迷津，明牌的開示。結

果，這些事都可能更令人失 望，或更壞的結

局收場。聖經告訴我們，你可以在上帝裏面找

到真實的 盼望！因為，上帝是盼望源頭。羅

馬書 15:13：『 願上帝，就是那希望的 泉源，

因著你們對祂的信心，讓你們充滿各樣喜樂、

平安，使你們的希 望，藉著聖靈的能力，不

斷增加。』不論是現在、未來，生命中充滿許 

多變數，但在基督耶穌裡的人，神給我們重大

的盼望！』在以賽亞書 41:10 說：『 你不要害

怕，因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

上 帝，我要使你堅強，要幫助你；我要保護你，

要拯救你。』當我抓住這 個確定的事實時，

我就有盼望了。生命中有許多的變數，人們至

終會離 你而去！我們心中常常擔憂，如果我

的摯愛或親友離我而去，那怎麼 辦？真理是：

主耶穌永遠不離開你，祂是一位永遠與我們同

在的神，祂 要看顧我並指引我們的道路。詩

篇 32:8：『 上主說：我要指示你該走的 道路；

我要教導你，時時規勸你。』我們都不知道將

來會如何，但這位 知道並可以掌控未來的上

帝，祂會來指引、教導我們該走的道路，這裡 

有著極大的盼望！ 

第三、允許悲傷

聖經中三次記載耶穌哭了。第一次的記

載是當耶穌來到拉撒路的墓前祂感受到死亡的

悲傷，深深的籠罩他親戚朋友之間 ( 約翰福音 

11:33,35) 耶穌看見她哭 ( 馬利亞，拉撒路的姊

姊 )，並看見與他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心裏

悲嘆，又甚憂愁。『耶穌哭了』。猶太人就

說，你看祂愛這人是何等懇切。在古倫神父所

著《陪伴一生的安慰》：『因失去所愛的人而

感到的悲傷，使你接觸到生命中一再浮現，可

是你卻一直沒有時間或力氣去面對的那些悲傷

經驗』『 就讓你自己跟著悲傷的節奏前進，

不要給自己壓力，也不要過早克服它，因為這

對你的心靈很有好處。但在悲傷中，你要相信

聖經上的話說：『 祂要擦乾他們每一滴眼淚，

不再有死亡，也沒有悲傷、哭泣或痛苦，以往

的事都已經過去了。』( 啟示錄二十一章 4 節 ) 

結語：

走過平安園，祝福你得著主耶穌基督送給

你極珍貴且無價的禮物―永生的確據、生命的

盼望，並讓悲傷轉化，帶領你進入嶄新的生命

的喜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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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瑛牧師 (水源教會牧師 )

記得小學畢業時，大家流行購買一本漂亮

的留言簿，讓師長同學們簽名或寫下勉勵祝福

的話，於是我也跟著做了起來。其中一位留言

是：「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

當時，心中不停低估著〝這哪是嘉言或祝

福〞，一天的時間接近盡頭，黑暗將籠罩一切

了，悲涼的感受向人襲來。沒想到一晃眼，自

己進入人生下半場，也具備資格進入松年團契

(55 歲以上即可 )。有一日，無意中從廣播裡

聽到「夕陽無限好，彩霞正滿天。」，好熟悉

的第一句話「夕陽無限好」，但卻銜接不同的

詞語－「彩霞正滿天」，這個出自台北仁濟院

的廣告詞，讓人驚喜不已，頓時感受到積極、

享受現在美好的心境，也為人勾勒出年歲加增

另一面向的美好。

有人說，年歲是無情又無奈的人生記號。

的確如此，即使我們常被提醒的人生態度是

「不要和人比較，要計較自我成長」；然而，

50 歲過後，真「要計較自我成長」卻已是不

容易的事。天天看著自己白髮變長、皺紋變

多、體力變差、身材變形…，看到的自己不僅

沒有變好，可以說只有變差、變弱、變醜…，

跟自己比竟成了挫敗的事，於是開始能體會為

何不少長輩說：「我越來越不喜歡照鏡子」、

「我不喜歡照相」。但同時在腦海裡也逐漸會

浮現出以前背誦的經文，「所以，我們不喪膽。

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哥

林多後書 4：16) 或聽到松契兄姊說到「我是

你們的上帝，我要看顧你們，直到你們頭髮斑

白的時候。我造了你們，也要養活你們；我要

幫助你們，拯救你們。」( 以賽亞書 46：4)

原來，從創造主的眼光衡量自己的價值

對走在黃昏時期的人依舊重要，甚至更體察出

上帝話語的甜蜜。如此讓經文來解讀可見形貌

的自然老化，這可以算是一種內化式自我成長

嗎？尤其，為求用上帝的話來定義人生時，松

年人讀聖經從帶老花眼鏡、肉眼閱讀、拿放大

鏡到播放自動讀經機，豈不也是接納突破自己

的現況所採取的前進法嗎？松契兄姊的生活日

常，為我揭露了窮讀主話的重要價值，它能勝

過年歲的洗禮。

有人說，越老越孤觸 ( 台語 )，意思是人

老了，個性會變得孤僻、不合群。原因可能是

身體功能逐漸退化，眼睛視力減退、耳朵聽力

障礙、腳力行動不良…等，以致與人互動充滿

挫折、失去對自己的自信，甚至會覺得羞愧，

而有意無意的迴避原有的人際關係，減少團體

生活，退縮的宅了起來。然而，教會的銀髮族

彩霞正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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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向人示範出另類的性情特質和生活選擇。他

/ 她們的相聚談話可以互相漏氣，在互虧中又

帶著詼諧幽默，以致時常在勃然一笑中，淤積

的負面情緒就得著抒解了。而過往的豐富社會

經驗、人情世故的操練，造就了他們在與人分

享或助人時，帶有謙和的智慧和婉轉的勸化力

量，這反倒吸引人親近他們，想問看看他們的

意見，難怪我會看見在教會裡常有忘年之交的

實例在發生著。有一次，參加 93 歲老弟兄的

安葬禮拜，遇見一位讀博士班的青年竟然也來

參加，原來他們好幾年來常聚在一起聊著共同

的專業興趣，以致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可

見，在上帝的家裡，銀髮族不但有同齡層的同

伴，還有跨年齡的友伴，人際關係的建立依舊

蓬勃地發展著，這實在是超乎想像的美好。

也有人說，老來學沒步 ( 台語 )，這是長

輩們口中會冒出自貶的話。可是，真是如此

嗎？我發現，團契的生活其實是容易喚起年長

者再學習的勇氣和樂趣，除了有伴可以一起討

論、增添許多樂趣外，還會激發出過往沒機會

發揮的潛能，因此，舉凡松契的成果展－書

法、繪畫、中國結、廚藝、讚美操、寫作、攝

影、拼布縫紉等，其創意和活力都讓人嘖嘖稱

奇，讚不絕口。所以，成為他們當中一員的我，

也有許多機會可以跟大家一起下場，開發以前

未曾學習的才藝，接受新的刺激和挑戰，繼而

在完成自己不盡完善的成品時，享受些微以己

為榮的成就感。假若沒有如此的學習夥伴，那

生活情趣一定會下降許多，也難以通過嘗新的

困難關卡。難怪在松契聚會中，「輸人無輸陣」

的精神展現無疑，有時還流露出純真童稚的氛

圍，讓人尤其動容。

還有人說，老來在天頂的朋友比地上的

朋友更多了，這也是松契人會說的話。然而，

這句話卻也帶出活著的人懷有的無比勇氣和盼

望，死亡的毒鉤不再讓人害怕恐懼，就是不捨

離開地上所熟悉摯愛的親友，同時也有天上熟

悉摯愛的親友等候迎接著，並且更相信大家都

能相約在主裡會重逢，在基督裡是沒有隔絕

的。至於還活著的片刻時光裡，如何在老人化

的社會裡，繼續成為復活耶穌的見證人，這依

舊是松契人最值得持續高舉的目標。松契人本

身就是上帝所安置的美麗的彩霞，向世人顯出

不一樣的末段彩色人生，引領人欣慕更美的家

鄉，是耶穌基督親自所預備的安居之所。為

此，就算我是松契的菜鳥，也帶著如此的想法

和態度，歡慶著迎接每一道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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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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節已過，迎接我們的是盛夏炙熱的天氣。從現在開始到中秋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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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骨灰區的草皮近日開始進行修剪，工作期間造成大家的不便，敬請見諒，預計於七月中完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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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了環保的關係，加上園區處理保麗龍十字架不易，敬請生命禮儀公司及家屬留意，盡量不要將告別式會場使用
的保麗龍十字架帶上園區。謝謝配合。

5.『台灣好行皇冠北海岸線』觀光巴士，已在本園入口處旁設站：
5-10 月
10:00、13:00、15:00、17:00 淡水捷運站及野柳地質公園站雙向對開，皆有經過基督教平安園站。
11-4 月
平日 09:00、11:00、13:00、15:00 例假日 10:00、12:00、14:00、16:00 淡水捷運站及野柳地質公園站雙向對開，
皆有經過基督教平安園站。
相關資訊、到站時間及票價，請上平安園網站或台灣好行官網查詢。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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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