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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健康的生涯
馬偕紀念醫院 潘美惠牧師

十二月是愛的季節，也是慶祝耶穌基督降生的節日，耶

穌基督的降生是奇妙中的奇妙！祂的降生：『天使報好消息；

普世年曆公元前【BC】與公元【AD】分端；降生在馬槽；博

士的朝拜。』

先知彌迦的預言：「伯利恆啊 ! 將有一位救世主要

來 -- 祂的根源從亙古太初就有。」( 彌迦書五章 2 節 ) 

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

安的路上。」（路加一章 79 節）

救主降生的好消息：「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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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三章 16 節）神給我們的安慰是『不要

懼怕』這是『平安』的佳音。真正的『平安』

是神所賜，『平安』祝福的根源在於耶和華。 

救主降生的意義：以賽亞九章 6 節預言基

督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王、奇妙的策士。」救主耶穌成為嬰孩

而誕生。「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大

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以賽亞九章 2 節）人類在黑暗世界無意義中

摸索，嬰孩如光照耀大地。

如果耶穌基督的來臨，仍緊閉我們的心

門，無法突破我們與他人之間的疏離、傷害的

彌平、恐懼的消除、詛咒化為祝福、彼此的虧

欠 --- 等等，那麼救主降生的意義對於我們仍

是不完全。

如何活出身心靈健康：「親愛的兄弟

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

你的靈魂興盛一樣。有弟兄來，證明你

心裡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

就甚喜樂。」（約翰三書 2 ～ 3 節）

一、關照自己的心靈

      ～以內在的平靜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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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

毀壞；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

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十章 10 節）

※ 用信心面對挑戰：神把豐收的命定賞賜給

我們～

面對偷竊～盜賊偷走喜樂，夢想，理想，單

純……

面對殺害～生命結束，沒有希望，情感的豐富

不見了… 

面對毀壞～信任破滅，被傷害，人際關係，記

憶痛苦…

二、祈禱的生活

      ～透過祈禱與內在生命連結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

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

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以西結書

三十六章 26 節）

※撒但有三支火箭攻擊基督徒。 

第一支是「憂愁」～像馬利亞一樣，除了哭，

什麼都不能做。 

第二支是「懼怕」～像門徒一樣，把自己關在

生命的陰暗裡。 

第三支就是「疑惑」～像多馬，我不相信、不

可能。

三、透過操練儀式

      ～回到內心的最佳方式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

林多後書五章 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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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見耶穌 ~ 經歷「愛」生命就能轉變： 馬

利亞：從憂傷到喜樂。

眾門徒：從懼怕到勇敢。多馬：從疑惑到信心。

四、尋找情緒復原

      ～饒恕的重要步驟方法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

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十二章

2 節）

1. 承認：承認自己的受傷。　　

2. 棄權：放棄報復的權利。

3. 正見：擁有正確的眼光。　　

4. 祝福：願意為對方祝福。

5. 恢復：讓神恢復妳的心。

五、面對退休的心路歷程

以斯帖～＂為何此事會臨到我？＂

危機可能是大好也可能大壞的關鍵時刻：

＂焉知妳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為現今的

機會嗎？＂

妳遇到的危機，可能是妳人生更上一層樓

的媒介嗎？

妳的＂谷底＂可能是為妳預備的＂王宮＂

嗎？

神可能為妳安排更大的目的嗎？

妳可能和以斯帖一樣，危機成為引妳進入

神國度的轉機呢？

神支持妳～在妳裡面的基督會使妳剛強而

足以應付它！

1.2020 年七月面臨人生重大抉擇，2021 年 

1 月＂屆齡退休＂～

感謝神的恩典，透過詩歌～何等恩典：安慰我

內心的徬徨不安。

 “以真誠的心，降服在祢面前，開我心眼，

使我看見。

以感恩的心，領受生命活水，從祢而來的溫柔

謙卑。

何等恩典，祢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祢寶血

為我流；

何等恩典，祢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我的嘴必

充滿讚美。

祢已挪去，我所有枷鎖，祢已挪去，我所有重

擔，祢已挪去，我所有傷悲，祢的名配得所有

頌讚。”

2. 品格使人傑出～感謝神培育我”信心、

堅毅、憐憫、善良…美德”

1). 面對缺憾不心懷苦毒。　

2). 順服權柄。　

3). 有自信應付壓力。

4). 願意忍受預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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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尋求神的智慧。　

6). 勤於求知。

7). 對別人的苦難感同身受，到願意採取行動

的地步。

3. 不要失去妳的時刻～為什麼要選擇成為

一個傑出的婦女？

因神有傑出事情要妳去完成！所以不要失去神

為妳預備的時刻。

妳所經歷的每一件事情都帶領妳來到這個時

刻，

好讓妳成為一個為神影響，改變這世界的人。

在有苦難的地方，妳要帶來神的平安。

在有疑惑的地方，妳要帶來神的智慧和清楚的

真理。

在有地域的地方，妳要帶來天堂盼望的信息。

4. 妳在思索自己人生目標嗎？

妳會奇怪為什麼過去某些事情臨到妳，或者

在今日臨到妳嗎？

神在預備妳，祂要轉變妳，使妳成為掙脫苦

毒枷鎖，流露神的愛。

祂要轉變妳，使妳成為獨立堅強，卻仍順服

在祂權柄之下的人。

祈求神向妳啟示祂為妳所安排的人生藍圖，

祈求神讓妳一窺祂為妳 

預備的未來。這是滿載神榮耀的未來，是值

得妳全心追求的命定。

5. 感謝有祢，一路有你 / 妳，愛的路上你

我祂

愛～讓馬偕人變得更真善美，20 年的馬偕

醫院服事有您的陪伴，

領受應許～馬偕人是豐收者。有信心的行

動～活出愛！

閃亮之年的夢想必定成真，只要心相信，愛

就永遠不止息。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

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右手中有永遠

的福樂。」（詩篇十六篇 11 節）

( 天父的悄悄話 ) ～我親愛的孩子，無論

妳往哪裡去，我都與妳同在，妳心中的需要我

也知道，妳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勇敢邁向

我為妳預備更美的計畫中，妳的人生將有一個

全新的開始。～愛妳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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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由籌備、成立、規劃、工程、

經營至今已超過 25 年。從起初至今本人有幸

參與服事，回憶到 25 年前如夢一場。2020 年

底即將要退休，感謝上主使微僕完成了人生末

段的服事，在此向各位牧長及弟兄姊妹說聲

「感恩」。

回顧過去的服事充滿了挑戰，從籌備的理

想到成立實在是靠信心和熱情，由七星、台北

及北大三法人發起，最後找到傳福會暨平安基

金會，勉強籌措 1 億２千多萬元向國榮墓園購

買 51％的合法墓地。土地款、墓園設計、工

程費、人事費、辦公室租金、交通工具、廣告

銷售等龐大經費，全靠銀行貸款來支付。感謝

北部各教會牧長同心支持下，紛紛響應預購墓

位，使整個建造過程得以進行。回憶墓園施工

中即有聖徒蒙主恩召急著要使用，營造工程不

得不日夜趕工。雖然各教會有團購，仍然不足

支付工程款，期間因拖欠而暫停施工，甚至要

阻止預購者的使用，終究協商後以分期付款才

圓滿落幕。

回顧在基督教平安 -
              墓園 25 年來的服事

平安園退休牧師   廖正行牧師

期初為了籌備基督教墓園所付出的牧長，

大家同心協力勇往直前，從找適合墓地到定案

開了十多次會，也到處尋覓政府核可的墓地，

最後在金山西湖里找到政府許可合法的國榮墓

園。我們要感謝所有參與籌備的委員，這些委

員都是在教會中熱心服事的牧長，在本園 20

周年特刊中已有詳細的記錄不再敘述，願主紀

念賜福他們所付出的辛勞。

墓園工程由規劃設計動工到完成歷經五～

六年之久，購置墓地約４億８千萬元，總工程

費約３億６千萬元。總資本額２億２千５百萬

元。各教會及信徒預購約１億５千萬，不足約

４億多萬向銀行及新樓互助社貸款。因為利息

負擔沉重，每個月付息近百萬元，入不敷出令

委員提心吊膽，深怕墓園被法拍而不知所措，

甚至被謠傳投資金額將會泡沫？委員會曾請永

生公司來洽談合作銷售；並且研擬增加資本等

方案，但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聽聞消息的教

會原有團購決定退貨，造成許多難題。當時的

經營者也努力推出分期付款、團購優惠、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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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價等。

主後 2004 年底委員會決定，調整經營團

隊，委員、總經理撤換新人，微僕正好在管理

委員中，自告奮勇挺身而出，給予半年時間，

委員同意並決定由主後 2005 年 1 月 1 日起代

理總經理職務。經過短暫思考後決定辭去教會

所有公職，以祈禱的心尋求上主的幫助，如何

進行經營策略？首當其衝的是如何支付利息？

分期的工程款如何調度？員工薪資、辦公室租

金，甚至遭到調查局約談、金山區公所拒絕

核發埋葬許可，同業檢舉、被告到基隆地方法

院，皆因國榮墓園負責人死亡積欠遺產稅無法

更名，最後均以不起訴結案。內外夾攻壓力重

重，除了向主祈禱或交託就是面對問題逐一解

決。

首先親手寫信給北部各教會牧長，告知北

部唯一設置的基督教墓園，專為基督徒安息之

處所。附帶優惠專案：牧者優惠、低收入優惠、

身障優惠、教會團購優惠，期限僅到 2005 年

6 月 30 日止，7 月 1 日起調整墓穴售價，總計

發出五百多封信件，親自撥打電話給教會牧長

請求將信件內容公佈或刊登週報。  

每日早晚向主祈禱，睡覺醒來還不斷地

祈禱，感謝主聽人的祈禱，營業額月月倍加，

直至六月底已經超過 1 億多萬元。到年底的營

業額已衝到 1 億 5,676 萬元，記得當年償付銀

行貸款超過 1 億多萬元，委員會年中開會即決

定聘為第三任總經理。雖然如此壓力仍舊存

在，如何減少利息付出？還清所有借貸，讓盈

餘回到投資者是我努力的目標。請銀行降低貸

款利息，若不願意就改向其他銀行借新還舊。

從期初借款的利息至 2005 年 9 月止，所付利

息計 93,697,250 元。當我接任總經理時，負債

是２億４千多萬元，但是我努力在四年內償還

所有債務，並感謝上主於 2008 年底終於出現

806 萬元的現金。從 2005 年至 2017 年止，每

年保持分配盈餘 20% 回投資者。2018 年起將

行政職務交給新任牧師，本人在金山園區擔任

關懷牧師。

末後我要回顧園區的經營理念，最大的願

望乃是將墓園公園化，努力地打造四大方向。

一、看得到：即看到景觀、碧海藍天、樹木花

開、草綠、園區環境更新。

二、聽得到：有聖樂播放、有鳥叫蟲嗚、教界

牧長鼓勵聲、有家屬稱讚。

三、聞得到：有花香、有草香、樹木芬多精、

清新的空氣。

四、享得到：有甘甜的水、可泡茶、沖咖啡、

有休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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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理想首先種植花木、草皮、廣

播系統、監視系統、挖水井、設立飲水機，建

造涼亭等。聘請有園藝專長員工，種植適合當

地花木，按季節開花，特別在清明前後花香滿

園，吸引蜜蜂、蝴蝶及鳥兒棲息。改善墓穴美

化周邊環境、洗石子、設立好牧者石雕像，標

示墓區編號、以小天使雕像替換燈桿，增加家

族墓穴及牆壁墓位，創造花台家族式墓基，提

供多元化產品給家屬有所選擇。更換骨灰區草

坪提高墓園水準，因而曾經在新北市的墓園評

鑑得到肯定說：請要經營墓園的業主來參觀基

督教平安園。含整體規劃、整齊、環保、綠化、

平民化、不分貧富、大小墓穴的規格統一。我

基督教平安園（懷念詩）                

台灣北海岸 金山西湖里、創立基督教 平安園墓地，

墓位排列齊 園景真美麗、瞭望太平洋 眼見基隆嶼，

山峰層層綠 花木青草地、鳥語昆蟲啼 聖樂詠不息，

聖徒安息居 靈魂升天去、家人常追思 將來天上聚。

們的墓園全年開放，每月及特定假日有追思專

車接送。國內外信徒專程參觀並樂意預購採

用。

惟一抱歉的是規劃要建造的禮拜堂未能實

現，因為國榮墓園的分裂，整合困難，有綠金

園、龍寶山、百福山各有建築物，雖歷經四位

建築師協助設計仍無法達成。如今再度成立金

平安管理公司重新協調，期望不久的將來有所

結果。

主後 2020 年 12 月 31 日是本人正式退休

離開平安園。感謝各教會牧長及弟兄姊妹們的

愛護。最後將寫一首回憶詩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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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
日   期：1月12日  1月30日  3月16日   4月13日   5月11日   5月29日   6月15日   7月13日

7月31日  8月10日  9月14日  10月12日  10月30日  11月16日  12月14日

集合時間：當日上午8:50前抵達集合地點，9:00準時開車。

集合地點：古亭國小側門(辛亥路上，近捷運台電大樓站2號出口)。

費    用：每位新台幣200元，請自備零錢於當日繳交。

報名方式：傳真(02-2369-5442)/電話(02-2369-5441)，報名表請於平安園網站下載。

注意事項：

1.每月固定發車一台，如車位登記額滿，則隨時截止報名，進入候補程序。若候補人數達一定數量，才會加開車次，並另行通知。

2.簡訊發送時間：

出發日期為星期二：於前一週的星期五發送。

出發日期為星期六：於當週的星期二發送。

3.若乘客報名後，無故未到或收到乘車簡訊後才取消車位，本園有權不受理之後三個月的報名，請乘客自行前往，敬請見諒。

清明節期特別加開：3月27日。(共分『上午』、『下午』兩梯次，每梯次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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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8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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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1年追思專車日期已經排定，並公告在本園網站上，請大家查閱。每月例行的追思專車可透過傳真和電話報名。
2021 年 3月 27 日清明節加開的車次，由於報名人數眾多，請於規定的時間內，以網路和傳真報名，敬請諒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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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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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灣好行皇冠北海岸線』觀光巴士，已在本園入口處旁設站：
	11-4 月平日班次
	淡水捷運站發車時間：平日 11:00、15:00 例假日 10:00、12:00、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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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月及冬季 (11-4 月 ) 列假日班次
	淡水捷運站發車時間：9:00、11:00、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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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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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每件
●代辦申請埋葬許可手續費：$500/ 每人骨灰區 $22,000 $22,000 $22,000

棺木區 $55,000 $55,000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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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費 )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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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6,000
● 黑白：
$3,000 起

● 彩色：
$5,000 起

● 姓名 + 生歿：
第一人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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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10,000

棺木區 ( 雙號 ) 1~16 人 $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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