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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彼端榮耀的新生命

穆信智牧師 (退休牧師 )

  有一位生物學大學教授某年暑假偕同一

家大小到鄉間渡假，難得遠離都市麈囂好不惬

意。到了晚上雖溪水潺潺蟲鳴鳥叫不絕於耳，

却是身心放鬆睡到一覺天明，清晨初曉就又在

雞啼狗吠聲中醒來。心想何不來個聞雞起舞到

莊園四下走走運動運動。没想到就在庭園來回

漫步享受清新空氣的時候，眼晴突然一亮被竹

籬上滿佈的絲瓜花藤吸引了。原來有兩三隻蝸

牛正慢慢沿著瓜藤往上攀爬汲取甘露，慢慢的

走一步退二步，终究爬上了藤頂。看見蝸牛伸

出兩支觸角東突突西突突的没得爬了。教授心

想這時候看你怎麽辦？没想到蝸牛背著厚重

經文：以西結書一章 26-28 節

 「在 .... 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像。.... 下雨的日子

雲中虹的形狀怎樣，周圍光輝的形狀

也是怎樣。這就是上主榮耀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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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蝸殼慢慢轉身緩緩的沿著瓜藤辛苦的一路

往下。這時候，旁邊飛來一隻紅底黑點的小瓢

蟲，牠却輕盈的往上爬，一路採著花汁也快速

的爬到了藤頂，牠也是伸出兩支觸角東突西突

的，怎麽辦？教授卻看見牠展開双翅，飛向海

濶天空。這兩種看似一般般不同生命的自然生

態，卻讓教授怔在那裡老半天思索著生命不同

層次的啟示。

主耶稣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l0  本文就讓我

們共同探索一個基督徒從呱呱落地獲得新生命

的那一刻起，經歷一生為主而活，到蒙召離世

安息主懷，領受永生進入到彩虹彼端獲得榮耀

的新生命，有四種不同的生命層次。

一、得仁的新生命

「上帝用地上的麈土造人，將生氣吹

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創 2：

7  

生而為人，皆有生命。而人的生命之迥異

於動植物者，即在於每個人的生命裡存有從上

帝所領受的氣息 --「靈智」，啟迪我們生而為

人應該學習向善，仁人愛物。所以從學前教育

一直讀到 ( 社會 ) 大學，就是一個為人處世的

學習過程。四書中的「大學」一書有三綱八目

之說，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

止於至善；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有四維 - 禮義廉

耻，八德 -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論，人人皆得

學而時習之。古往今來在千千萬萬浪淘沙中，

或有 1 坐禪習佛、修身養性或樂善好施、公益

濟世 .... 等等善行修為之人，就是冀望畢其一

生達到求仁得仁的境地。

但正如保羅説的「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

是我體內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

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真

是苦啊！」羅 8:18-24

二、得救的新生命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上帝

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羅 10：9

從小到大，人人自忖我又沒有作奸犯科、

殺人放火，所謂大過不犯小過不斷。然而在上

帝公義的天平上，祂「觀看世界，見 ... 凡

有血氣的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創 6：12  

原來犯罪的本質不在於人違犯了人類自訂的法

律。在上帝的眼中「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

缺了上帝的榮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羅 3：

23     它是網羅了所有不公不義的思想和行為，

而罪的工價乃是與上帝隔絕的「永死」。惟有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與上帝同在的「永

生」。上帝愛祂的子民，甚至將祂的獨生愛子

賜給他們，叫一切信衪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上帝

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羅 10：9  「若

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

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這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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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在基督裡的重生，因祂的救贖而有了全新的

生命。

三、得勝的新生命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

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加 2：22

這是基督徒另一個生命的層次 --   過得勝

的生活。

一個人一旦信了主並不是馬上就死了立

即蒙主寵召進入天堂樂境，或是以為既然信主

就白白稱義也被宣告得救了，如同教堂圍牆上

的標語「信耶穌得永生」，所以將來一定「安

息主懷，榮歸天家」。絕大部份的人還有好

長的大半人生要過活，這是一段「成聖」須

用工夫的天路歷程。「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

死的 ... 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雅 2：

17-22   

保羅在給教會衆信徒的書信裡，就一再

諄諄勸化我們一旦决志信主有了新生命，生命

就要更新而變化，讓身體成為聖靈的居所，穿

戴聖靈所賜的全副軍裝，如同他以基督為至寶

献身為活祭，為主而活過得勝的生活。簡單的

説，在日常中勉力實踐基督徒七要 -- 讀經、

禱告、聚會、事奉、奉献、領人、公益，在生

活上結出聖靈的果實 -- 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就是

過得勝的生活。

四、得賞的新生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

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

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提後 4：7-8

當基督徒走完人生旅程，一生持守真道

直到安息主懐，就必得以進入永生，但這只是

得着所應許最基本的天國產業。「我們也在

衪裡面得了基業 .... 那叫你們得救的福

音 ....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

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弗 1：11-14   基

督徒所獲得最大應許的極致，在於榮歸天家後

在基督耶穌末日降臨的千禧年國度裡從祂寶座

臺前所得到的獎賞。

四福音書中有不少的經文主耶稣提到因為

積財於天在末日必得獎賞的談論。保羅就一而

再的啟示信徒：末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

己的賞賜。林前 3：10-15 是最經典的教導。

「我 ... 立好了根基 ...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

工程若存的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

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

深深祈願你我在天路歷程上都能從得仁到

得救，互勉成為世光地盬，在得勝的生命中散

發基督馨香之氣，被主稱為你這又良善又忠心

的管家，在祂榮耀的國度降臨時得着公義的奬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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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四月 4 日非常的特別，因為那是

集三個節日於一身的日子。既是為兒童所特別

預備的「兒童節」，也是緬懷祖先，到先人的

墳墓掃墓的「清明節」，更是我們基督徒最大

的節日—「復活節」。

在這麼特別的日子裡，我就分別用這三

個節日，來跟我們分享有關的信息：

第一、兒童節：一般的教會並沒有在慶祝

兒童節，但是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也是

基督信仰傳承極其重要的接棒者，所以無論是

社會或是教會都需要看重我們的下一代。我們

台灣目前正面臨了少子化非常嚴重的現象，導

致在去年的人口有負成長的現象，這也衝擊到

教會增長與信仰斷層的嚴重問題。面對這個問

題，基督徒的長輩或父母，要鼓勵年輕的一輩

到了適婚的年齡，應該要積極地尋求合適的對

象，不要一開始就抱持著「單身貴族」或「守

獨身」的想法。因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是過去傳統的美德，而聖經上也說：「要生

養眾多，使你們的後代遍滿世界，控制大

地。我要你們管理魚類、鳥類，和所有的

動物。」（創 1：28）要達到「生養眾多」的

三節三思

 陳宇光牧師 ( 退休牧師 )

境界首要條件，就是非結婚不可。接著，也要

鼓勵已經結婚的年輕夫婦「早生貴子」，以便

傳宗接代。當夫婦有了嬰孩以後，需要輔導他

們教導自己的孩子，從小就認識耶穌基督的信

仰。因為所羅門王說：「教養孩童，使他走

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22：6）基督徒父母在家裏可以講聖經故事給

小朋友聽、或是聽詩歌、或是聽聖經故事的

CD、或是看聖經故事的 DVD、…等等，也可

以讓孩子從小就背誦聖經的金句，這些金句將

成為孩子長大以後極其寶貴的座右銘。許多人

非常羨慕以色列人很有智慧，殊不知他們的智

慧是從聖經得來的。因為大部分敬虔的以色列

人，他們的父母會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就叫他

們背誦聖經，這不僅僅是只有背誦一些金句而

已，乃是背誦整卷的聖經。因為他們的父母知

道需要趁著孩童的記憶力最好的時機，叫他們

記住上帝的話語—聖經，成為他們日後長大以

後的智慧財產。這是我們基督徒父母需要學習

的地方。

第二、清明節：「清明節」是屬於二十四

節氣之一，更是重要的傳統節日。每逢佳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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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親，因此，每年這個節日的前後，許多人都

會懷念已經死去的親人或是祖先，到先人的墳

墓掃墓，藉以表達慎終追遠。我們基督徒可

以拿著鮮花到先人的墳墓獻花和禱告。除此之

外，還可以在那裏舉行簡單的追思禮拜，唱先

人喜愛的詩歌，講論先人留下來的美好信仰足

跡，讓後代的子孫們學習長輩的信仰。

第三、復活節：初代教會的基督徒非常重

視耶穌的復活，為什麼他們會那麼看重耶穌的

復活呢？

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

1. 耶穌的復活是基督徒得救的根基：雖然

我們通過洗禮的儀式來成為基督徒，但是得救

的根基不是建立在洗禮的儀式，乃是建立在耶

穌的復活。因為耶穌如果沒有復活，我們雖然

有洗禮的儀式，仍然不能得救。感謝上帝，耶

穌已經復活，所以我們可以通過洗禮來得著拯

救的印證。因為在彼得曾經說：「這個洗禮

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復活拯救了你們。」（參

彼前 3：21b）

2. 耶穌的復活是基督教信息的中心：耶穌

從死裡復活以後，就以此來證明他是道成肉身

的上帝，也是天父上帝所設立的彌賽亞。初代

教會的使徒在向人傳福音時，他們最有力的信

息就是傳講耶穌確實已經從死裡復活。保羅到

處為主傳福音時，也是用耶穌的復活做為他傳

揚信息的中心，所以他說：「如果基督沒有

從死裏復活，我們就沒有甚麼好傳的，你

們也沒有甚麼好信的。」（林前 15：14）確

實也是如此，因為耶穌有從死裡復活，所以我

們才可以勇敢地向人傳講這位復活的耶穌。

3. 耶穌的復活是基督徒復活的憑據：大

部分的基督徒在活著時，信主最大的期待就是

盼望將來肉體死去以後，靈魂可以到天堂享受

永遠的安息。不僅如此，也期待將來死去的肉

體，有一天可以再得著復活。其實，保羅早就

告訴我們，死去的人還是會再復活。因為他說：

「然而，事實上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這

是要保證已經死了的人也要復活。」（林

前 15：20）他又說：「弟兄姊妹們，關於已

經死了的人，我們希望你們知道一些事，

免得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盼望的人。我

們相信耶穌死而復活，所以相信上帝也要

把那些已經死了的信徒跟耶穌一起帶去。」

（參帖前 4：13－ 14）我們基督徒除了盼望

將來的復活以外，也需要日日為了已經復活的

耶穌而活，讓復活的主今天就活在我們的裡

面，這樣別人就可以從我們的身上來看出耶穌

確確實實真的有復活。

盼望我們在今年的四月 4 日三個值得紀

念的節日裡，可以知道需要看重年幼的「兒童

節」，因為他們是我們國家與教會的生力軍。

也需要重視已經過世的長輩與親人，在「清明

節」時，抱持著「慎終追遠，緬懷追思」的心，

追隨他們所遺留下來的美好信仰腳蹤。我們基

督徒更需要看重「復活節」，因為耶穌的復活

是基督徒得救的根基，也是我們基督徒向人傳

福音的中心信息，更是我們基督徒將來肉體復

活的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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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齋節期間基督徒紀念主耶穌在曠野受

試四十天的情況，好好靜思、反省檢討信仰服

事的生活。尤其思考耶穌為人類受苦、受難受

釘在十字架的意義。我們跟隨他做他的學生，

對祂的認識如何？常常犯了彼得錯誤觀念，生

活無意識否認耶穌，期望將來能坐在主耶穌的

身邊享受富貴。耶穌帶親密學生（彼得、雅各

和約翰）上黑門山變貌，形像改變衣服發光，

極其潔白，地上漂布沒有一個能漂得樣白，忽

然有摩西同以利亞顯現並且和耶穌說話，談論

耶穌「去世」的事及耶路撒冷將要毀滅完成的

事。又雲彩有聲音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揀選的。」（可九：2 ～ 13；太十七：1 ～

8；路九：28 ～ 36）。三本福音書都有記載，

可見其事件對基督徒來說亦千真萬確，意義非

凡。特別對我的信仰牽動甚大。

英國解經家摩根（Compball G Morgan, 

1863-1945) 將耶穌的生平分成七個関鍵時段

（1）降生（2）受洗（3）受試（4）變貌（5）

受釘（6）復活（7）升天其中以變貌和復活為

最高峰，而變貌是宣告主耶穌「彌賽亞就任式

典禮」，主持人上帝，就任者耶穌，觀禮者彼

得、雅各和約翰，監督誓約者摩西、以利亞，

主持人是上帝，衪宣布「這是我的愛子，我所

揀選的」。

主耶穌變貌表明祂不是普通人，衪是天上

的彌賽亞，全能的上帝，相信祂的必帶領回到

心靈的層面。

「信仰的轉變」

憶起我信仰成長的過程和轉變，從小上教

會幼稚園接觸基督教宗教教育，喜歡聽聖經故

事養成禮拜天上教堂，家在廟口邊，鞭炮聲，

香火煙霧彌漫圍繞四週，耳目濔染，家母姓陳

名純，名附其實叫單純（台語），受傳統民間

宗教信仰影響，體弱多病逢神必拜，求子心切

三十幾歲才生下我，灌輸我是媽祖婆賜下之

子，在廟前擺上油飯麻油雞湯慶賀，拜神得保

庇、財富等。追求對自己有利的信仰。因是獨

子家裡任何事情以我為重，在護呵之下成長。

高中遠離家鄉花蓮北上淡江中學就讀，住宿規

律的生活形態，早晚宗教活動，增長我基督教

宗教育領悟其信仰的奧祕。曾在早晨學校的崇

拜，聽述聖經故事說：「有人帶一位生下眼睛

全盲的人試問耶穌，此人是因他犯罪或父母罪

債之因果報應理由所在，導致眼瞎。」台灣人

所謂：「種爪得爪，種豆得豆。」之因果報應

觀念。此問題一直在我腦海裏無法解答，因我

家對面廟臺地下室常聚集一些生下殘瘸眼疾的

乞丐，逢年節慶時常出來乞食，我心中存其疑

惑常問上帝為什麼他們人生如此悲慘？耶穌的

回應否定這種因果報應，反而要從他們的身上

顯明上帝的作為。此答案導致我對聖經的奧祕

好奇？下定決心就讀神學院研讀聖經。高二受

陳正憲牧師 ( 退休牧師 )

大齋節期信仰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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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於淡水長老教會汪牧師，寫信告知母親我已

成為上帝的兒子，據說母親哭了一星期，宣稱

她已喪失一個兒子。

「信仰的挑戰」

進入神學院就讀的階段，培育信心的增

長，但在神二時因左腿不適入馬偕醫院就醫，

開刀多次，記得在開刀前馬偕羅慧夫院長在病

床説：「雖然腿行動不便，但是你是用嘴宣講

福音。」鼓勵安撫我，此番話影響我的牧會生

涯，手拿拐杖到處作見証，神的旨意非常奇

妙，在學習中安排盲胞林其福同學與我同寢

室，他的好學認真努力不懈，深深影響我。如

同保羅身上一根刺，求上帝拿掉那根刺，但神

說我的恩典夠你用，一直陪伴我。

 母親對於此事（我的瘸腿）一直不解，

常問上帝為什麼？要受此災禍，我已是上帝的

兒子又奉獻將來要服事教會。她認為信耶穌應

該會得平安順利發財，其實認識主耶穌後，我

的人生觀有不同看法，價值觀改變，生命更豐

盛⋯⋯。主耶穌説：「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認識耶穌後經驗耶穌的話語，帶領進入心霊的

層面，回到上帝面前，從罪惡中拯救我。母親

因我的改變，由埋怨而順從，漸漸接近教會。

爾後與父親出入教會活動松年團契。 

「信心的考驗」

感謝神的恩典在神學院的訓練，讓我接觸

到不同性質磨煉如工廠、養老院、互談會，大

教會和支會等實習，特別在校期間組成伯大尼

佈道團到各地學挍、工廠、教會佈道，其間認

識師母後組成家庭同甘共苦開拓教會，從鄉間

到國外牧會到退休。退休生活讓我面對喪妻之

痛，寂寞孤獨過著簡單的生活，給予我另一層

面的考驗。

近日準備講章中神的話再次激勵我，當耶

穌登山變貌，有聲音從雲彩出，「這是我的愛

子，我所揀選的⋯」此番話再次嚮起，我被揀

選的意志。原本如彼得一樣認為單單守在「山

上」真好，和主耶穌同住就夠了，留住耶穌自

己享用，完全自我中心的心態，把主耶穌放置

和門徒（摩西、以利亞）一般偉人，宗教領袖

⋯相提並論，這是錯誤的觀感，耶穌是「萬王

之王，唯祂獨尊。」我們不是只會論述耶穌，

而要經歷、經驗耶穌，在我們家、公司、社會、

人際關係、生活、朋友之間⋯有主耶穌的面

像，不要將耶穌留在教會裏。主耶穌要求我們

要「下山」，不要停留在風平浪靜的屬靈高峰

山上，要下山去狂風暴雨的境界，進入病痛、

失喪貧困的人，分享主的愛。如德蕾莎修女就

是最好的見證，她一生擁抱被遺棄的人，她說：

「我只是主耶穌手中一枝鉛筆，所有的文字及

圖畫都是祂寫的，我為祂所用。」我們要「下

山之路」在每一個被遺棄人身上，看見主耶穌

的影子。我們是神的愛子，信靠祂，聼從祂，

罪得赦免，得永生。

主耶穌在世短短的卅三年，因祂降世不但

改變了整個世界，人類的政治、文學、科學、

藝術、文化深受影響，信祂的人因此得以享受

永恆的生命。世上三分之一的人被祂的無私超

越的愛感動吸引，無數的教堂矗立紀念，願意

成為祂的學生。

大齋節期過後進入棕樹節、受難週、復活

節重大的節日，人人藉著信心與主相遇化解人

生旅途上的疑惑、艱難及鬱卒。藉著禱告、讀

經、服事（禮拜）與主相遇，使平安與喜樂充

滿於我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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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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家屬前往園區追思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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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季節轉變之際，種植花卉，草坪及樹枝的修剪、花草施肥料促綠化。
3.	加強維護園區環境整潔、清洗園區人行道及花台牆壁墓穴外觀、路邊外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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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園在規劃墓基第十區啟用計劃事宜，請代禱，希望啟用計劃順利進行。
6.	園區旁邊北 23號道路拓寬工程，正在進行，造成出入不便，敬請見諒。本園配合金山區公所，將道路旁無償給新
北市政府做道路拓寬。希望道路拓寬完成後，整地道路旁的農林地，種植花卉、樹木，美化環境。

7.	『台灣好行皇冠北海岸線』觀光巴士，已在本園入口北 23號道路處旁設站。搭車在淡水捷運站發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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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