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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政隆牧師 (平安園 主委 )

平安園中的

   小天使 Dora

今年 8 月 14 日 Dora 的媽咪 - 蘇惠娟，代表「社團法

人中華生命無懼關懷協會」，來到員林基督教醫院贈書

100 本〈93 奇蹟 Dora 給我們的生命禮物〉。當日我們在

員林基督教醫院的大廳，3*3 的大螢幕前擺 Pose，一起喊

「員林基督教醫院院牧室，陪癌末的孩子走一段，生命無

懼」。過去的 10 年，知道她叫「Dora 媽咪」的人，遠遠

超過知道她的本名 - 蘇惠娟。她年少時曾遠赴歐洲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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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大提琴。回國後，在「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與「各大專院校音樂科系」，擔任大提琴手與

專業音樂講師多年。唯一的女兒在十歲時罹患

骨癌，她以無比的愛和堅定的基督教信仰，陪

伴女兒走過艱辛與極大挑戰的治療歲月。在五

年的治療過程中，母女常在醫院病房中一起演

奏大提琴，用音樂來陪伴、撫慰，同樣是身處

在病痛中的孩子和傷痛中的父母。

註：93 為台北榮總兒童癌症病房 93 病房

之簡稱。Dora 英文名意為「上帝的禮物，細

心，善於分析，很有靈性…」。

當我們用健康的身體用力奔跑、大口呼

吸，做這些再簡單不過的動作時，卻有一群和

Dora 一樣，正在與倒數的生命賽跑的孩子，

他們是台北榮總兒童癌症病房 93病房的病童。

在這裡看不到太多的悲情，聽不到太多的埋

怨，因意識到生命的短暫與無常。

孩子和家長們都不願花太多的時間，沈浸

在悲傷裡，「活在當下」是他們生命中唯一的

信念與感恩，也是 Dora 生命中唯一的真理。

有一種失敗是可以和勝利相匹敵的，那就是為

註定的失敗全力以赴，這是 Dora 面對生命的

真實寫照！她因著媽媽無比的愛與堅定的基督

教信仰，親自用生命實踐了那句大家平常隨

口，並且輕而易舉說出的那句話

「生命不在乎長短，只在乎………」。

Dora 原本在天母的美國學校讀書，5 歲時

她開始跟媽媽學鋼琴、大提琴，除了美好的音

樂天賦外，看似文靜的她也有著很好的運動細

胞，舉凡游泳、賽跑、籃球…都是她的強項。

2006 年 7 月，10 歲的 Dora 和往常一樣，在兒

童主日學結束後和友伴們於教會打籃球，但她

的大腿骨卻突然應聲的折斷。緊急送醫後，聽

到了令人晴天霹靂的消息：Dora 得了惡性骨

肉瘤！接下來的日子，在這段極艱苦的抗癌戰

役中，Dora 經過 11 次手術，33 次化療。她雖

然經歷了肉體、精神上極大的痛苦，但她不僅

沒有眼淚、沒有抱怨，總是積極樂觀面對。面

對死亡，年幼的 Dora 非但不懼怕，還以樂觀

的態度看待。有一回她問外婆，" 外婆 "，你

不是說，當我們完成人生的功課，上帝就會接

我們回天家嗎？看吧！你和外公都已經八十歲

了，功課還沒做完。我一定是資優生，比你們

先完成功課，所以比你們早上天堂。

2010 年 8 月，當 Dora 被告知存活率是零

時，有一天她和媽媽手牽手在回家的路上，

她突然告訴媽媽，" 媽咪 "，我嚮往天堂。" 媽

咪 " 聽了她的話，心裏隱隱作痛、心如刀割，

但也為 Dora 能坦然面對死亡，無所畏懼感到

欣慰。2011 年 1 月 14 日，Dora 在送給媽咪的

書最後一頁寫：To mom , See you in Nornia ！

(Nornia 就是天堂 )。2011 年 1 月 17 日凌晨四

點，15 歲的 Dora 病逝於榮總。她的生命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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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過程卻是精彩無比，就好像把一生數

十年的年日，濃縮成 15 年過完。Dora 的媽咪

這麼說：「妳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因為

妳擁有滿滿的愛：當妳離去時，這些愛也會隨

著妳到天堂，怪不得上帝爸爸要親自來接妳，

因為妳的行李裝滿了太多太多，滿滿的大家的

愛」。

如果，人生是一段生命碰觸生命的時光，

Dora 雖然是短暫的停留，卻已經讓許多人看

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看到生命影響生命，生

命改變生命，生命安撫生命，生命激勵生命，

讓許多人的生命從此再也不一樣。她的離去不

是結束，而是更美好的開始。新約聖經約翰福

音 12：24「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

是一粒；若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Dora

的媽咪 - 蘇惠娟，與生命無懼關懷協會裡，有

相同遭遇 - 失去孩子的家長們，繼續在醫院的

病房裡，用他們同理心的生命見証，為其他的

人加油與鼓勵。只有曾經有過同樣人生經驗的

他們，才能了解到一個面臨同樣經歷的家長

們，心中的感觸及不捨。而 Dora 的媽媽也開

始到一些監獄、學校、醫院…去做演講，並且

用他們Love Life的信念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

Dora 這位曾在生命中奮鬥不懈的大勇士、小

天使，就安葬在我們平安基金會的基督教平安

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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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心態的力量

有一個女兒向父親抱怨說：「為何事事都

那麼艱難呢。」因為她不知要如何應付生活，

好像一個問題剛剛解決，新的問題又會出現，

她有些厭倦。

她的父親是一位廚師，他把女兒帶進廚

房。他先往三口鍋裡倒入了一些水，然後放在

旺火上。不久，水開了。他往第一口鍋裡放了

一些胡蘿蔔，第二口鍋裡放入雞蛋，

第三口鍋裡放入碾成粉末的咖啡豆。20

分鐘後，父親把火關了，把胡蘿蔔撈出來，放

入一個碗內，把雞蛋撈出來，放入一個鍋內，

然後把咖啡舀到一個杯子裡。然後！父親轉身

過來問女兒說：「孩子，你看到了什麼？」「胡

蘿蔔，雞蛋，咖啡」。她說。他讓她靠近一些，

叫女兒摸摸胡蘿蔔。她注意到胡蘿蔔變軟了。

父親又讓女兒拿了一個雞蛋，叫她打破它，剝

掉殼，這是一個煮熟的雞蛋。最後，父親讓她

喝了一口咖啡。

她嘗到了濃濃的咖啡，女兒笑了，怯聲

問道：「父親，這意味著什麼呢？」父親說，

三樣東西都面臨了同樣的「逆境 ~~ 煮沸的開

水。」但其反映各不相同。

1、胡蘿蔔入鍋前是強壯的、結實的，放進開

水後，它變軟了、變弱了。

2、雞蛋原來是易碎的，薄薄的外殼保護著液

態的內臟，經開水一煮，內臟變硬了。

3、粉狀咖啡豆則很獨特，進入沸水後，它們

便改變了水。

然後！父親告訴女兒說：「我們在艱難和

逆境前，可以學習胡蘿蔔、雞蛋和咖啡豆，可

以屈服，也可以變得更堅強，甚至！我們可以

改變環境。」父親接著又說：「你改變不了環

境，但可以改變自己；你改變不了事實，但可

以改變態度；你改變不了過去，但可以改變現

在；你不能控制他人，但可以掌握自己；你不

能預知明天，但可以把握今天；你不能樣樣順

利，但可以事實盡心；你不能左右天氣，但可

以改變心情；你不能改變容貌，但可以展現笑

容；是的，心態有時比什麼都重要。快樂人生

指南：

葉豐盛牧師 (退休牧師 )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 箴言四章 23 節

4



1、一發現錯誤，應立即改正。

2、要牢記自己喜愛的詩詞歌賦。

3、不要打斷別人對你的稱讚。

4、多讀些書，少看些電視。

5、意見不合，可據理力爭，但不可辱罵對方。

6、謹記：偉大的愛和卓越的成就都需要冒極

大的風險。

7、要懂得尊重別人，尊重自己，要為自己的

行為負責。

8、如果你失敗了，千萬不要忘記失敗的教

訓。

9、要懂得過快樂及有尊嚴的人生，那麼，當

你回想過去的歲月時，就可以再一次快樂

      地享受人生。 

10、要懂得多與別人分享你的思想和知識，   

是達到不朽的途徑之一。

11、規則要懂，但不要死守，要學會變通。

12、要知道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運。

13、要用付出的代價去衡量成功。

14、要微笑著接聽電話，對方會感到你的微

笑。

15、要隨時準備接受新的事物，但不要丟棄

應珍惜的東西。

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 2 節也勉勵世人說：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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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萬里牧師 /教授 /博士

約翰福音十一 :11-16

「耶穌說了這話，隨後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

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門徒說：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穌這話是指著他死說的，他們卻以為是說照

常睡了。

耶穌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拉撒路死了。

我沒有在那裡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

叫你們相信。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裡去吧。

多馬，又稱為低土馬，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

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你、我和拉撒路都是主所愛的人，馬大曾

問主說 :[ 主啊！你所愛的人！ ] 為何死了？

上帝啊！祢在那裏？雖然我們一時難以明

白上帝的美意是什麼？祂的旨意難以測度，如

今不明白，將來必知道。拉撒路是主所愛的

人，祂為他的死流淚。猶太人也證明耶穌愛這

個人是何等懇切。既然是主所愛的人，為何這

個家會發生變故呢？

一、主所愛的人！    

1. 會生病

病魔無孔不入，連主所愛的人都會遭

遇到疾病。上帝讓祂所愛的人會生病，藉

著疾病叫人學習生命的功課。有人因違反

生理衛生原則，不遵守健康的定律，人不

循自然律而行，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俗語說：[ 健全的身體寓於健全的心靈中。] 

有：人在心理上因長期的抑制與過度日緊

張所引起之內在的衝突，人格的矛盾毒化

了身心的健康。有人是自身犯罪以致影響

了健康。耶穌在世上醫治病人時常說：

[ 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地去吧！ ] 上帝

也藉著疾病來管教人，希望人肯悔改歸向

祂。

2. 會死亡

主所愛的人會死亡當耶穌得知拉撒路

病了，祂延遲二天的時間，所以拉撒路死

了。很多人都不明白何以他會死，因他是

這麼年輕，是唯一繼承家產的男丁，三姊

弟相依為命，這是個主所愛的家。拉撒路

是常陪伴主的人，死訊傳來，這種不幸令

人難解。為何主會讓死亡來臨？ 因為有

死才有生。人類必要會死，才需要耶穌的

拯救。因為死亡的事實，才會讓人想到人

生的空虛、短暫、想到生命最後的歸宿以

及永生的問題。

你是主所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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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復活

拉撒路在墳墓己經四天了，這是證明

拉撒路確實死了，而且屍體手腳裹着布，

臉上包著巾。耶穌來到墓口，叫人把石頭

挪開，耶穌站在墓口禱告後，大聲呼叫說： 

拉撒路出來！那死人就出來了！拉撒路從

死裡復活。主所愛的人會生病、會死亡、

最後會復活。

二、主啊為什麼？

      主所愛的人為什麼會死了？當事情發生

時，我們都會問說：[ 為什麼？ ] 為什麼會發

生在主所愛的人的身上？耶穌親自給我們幾個

答案，因為祂就是答案。

1. 主有祂的旨意

耶穌曾說：[ 要在這個人的身上顯出

上帝的榮耀來！ ] 主有祂的旨意，祂要讓

拉撒路先睡後醒，先死亡後復活。這是主

所行的神蹟，讓祂的學生和跟隨者知道，

人的生死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2. 為上帝的榮耀

耶穌曾說過：[ 你若信，就必看見上

帝的榮耀麼？ ] ( 約翰福音十一：4、40) 

意思就是人最大的本分：榮耀上帝以祂為

樂，直到永遠。更進一步說人的生、老、

病、死、悲、歡、離、合都要榮耀祂。

3. 向眾人作見證

拉撒路的復活是一椿活生生的見證，

門徒和人們都親眼看到他從墳墓口走出

來！基督徒要對死亡作好見證，讓人知道

我們不是絕望，我們視死如歸天家，我們

有永生的盼望。耶穌曾向馬大說：[ 復活

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妳信這話嗎？ ] 馬大回答說：

[ 主啊！我信。] 若主耶穌再次問你？ 你

的答案呢？

一位主愛的人，無論遇到任何事情，祂必

不丟棄他！我們要堅定信靠祂！不疑惑仰望

主！你、我都是主所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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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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佳節過後，天氣已轉為秋季型態，早晚涼爽、偶有雨，前往園區追思的朋友記得帶外套及雨具備用。
2. 園區日前已更新抽水馬達及水管設備，並進行全區涼亭整修及油漆工程。另外，棺木區正在進行樹木修剪及骨灰
區旁矮牆洗石子、種植花木，迎接秋季的到來。工作期間，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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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