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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盻望、永生
              ----- 我在基督教平安園

賴德卿牧師 客家中會總幹事
趁總會服事離任的空擋，我到基督教

平安園省墓。

感謝平安園方東三牧師親切的導引，

讓我在蜿蜒的墓區中，找到親人。

親愛的父親 賴道明長老

首先，我探視 2019 年 8 月 29 日安息的親

愛的父親賴道明長老。

爸爸享年 88 歲，年輕時歷任高雄三民教

會、鳳山教會長老，後來與姚正道牧師開拓鳳

山西門教會聚會直到年老別世。爸爸曾經是三

生命、盻望、
 永生 ---- 我在基督教平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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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會最年輕的長老，擔任聖歌隊隊長、主日

學校長，識譜能力一等，推動主日學教育，盡

心盡力。

八年前，我受邀擔任總會客宣幹事時，問

爸爸意見，他鼓勵我，我們家是嘉義溪口的客

家人，妳做客家事工，我若是到祖先那裏，他

們會很高興，我也可以交待了。

爸爸的名字叫「道明」是有典故的。

道明 -- 顯明上帝的道理

我的曾祖父名叫賴港，生了兒子取名叫賴

巷，水港變巷子，筆畫變少了，很有意思。家

族住在嘉義溪口，是民間宗教的信仰者，祖父

常常為溪口的大廟扛轎。但是因為賴巷阿公的

太太 -- 我的阿嬤生病了，到台南新樓醫院看

診得到宣教師傳福音，才信了耶穌。改變了家

族的命運，全家成了上帝的兒女。信主以後，

39 歲的阿嬤得到主耶穌的醫治痊癒了，後來

阿嬤又懷孕，生了一個最小的兒子，就是我的

父親，祖父取名為「道明」，是「上帝的道理

已經明白了」的意思。所以爸爸的名字是有信

仰的意義的。爸爸的一生，也是為顯明上帝的

真理來努力，除了鐵路局公務員的工作，大部

份時間，都在教會服事，他忠心、正直、熱忱。

後來代表鳳山教會，參與基督精兵團的服事，

開拓了仁美、北門、西門等教會。親愛的爸爸，

如今息了世上的勞苦，主已經把他接走了，他

盡他的一生，顯明上帝的永生之道，他的生命

也進入永恒了。

因為我們是血肉之軀的人

爸爸的墓碑很雅緻，我和女兒、女婿圍

繞在墓旁，七月金山群山中烈日很強，感到墓

碑中的父親的面容，是那麼清晰親切、笑容喜

樂、看著我、歡迎我 ! 藉著有形的墓位，我獻

上剛買的紅色鮮花，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感到

和親愛的爸爸心意相通了。我知道，故人已經

到上帝那裏，但是，我們多麼需要有形的連

結，路遠迢迢，在省墓的長路，就是充滿與至

親相見的期待，因為我們是人，是血肉之軀的

人，有人的情感和思念，所以，就算有許多樹

葬、花葬、海葬，精神無垠瞭闊、理性象徵性

埋葬儀式，對我而言，仍然是不夠的。

我心裏想，既然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都

有降生為人，道成肉身，以有形之身體來服事

人，服事上帝，最後流下鮮紅的肉身之血，來

為世人的罪，犧牲了寶貴的生命，那麼，上帝

所創造的人、眼目氣息之所需，難道不是上帝

所能允許的嗎 ? 

我也去牧師區探望了 2010 年 4 月 25 日，

因為國道三號走山罹難的師丈葉茂竹。時間過

得很快啊，11 年了，相片中的茂竹，永遠不

會老，永遠那麼健康、活力、那麼帥 !~。我看

到他身邊埋葬的趙信恩牧師、牧師娘，我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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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在基隆區同工服事多年，趙牧師非常和藹可

親，牧師娘曾經鼓勵，剛從神學院畢業的傳道

師我，要多打扮活潑，別老穿黑長裙太古板，

這麼多年了，我想問問牧師娘，我有進步了嗎? 

獻上了紫色的小花，我站在陽光下思念從

前，靜靜的海風拂過臉，好像溫柔的歲月，從

前夫妻鬥嘴小爭吵啊，曾經在意的柴米油鹽愛

恨情仇啊，都像風中的花絮，很輕，很輕，不

重要了，只有留下來的愛與思念，才是上帝給

我們，有重量的、永恒的禮物啊。

墓園是聖家族

我去探望了茂竹大姊葉惠美，姊夫蔣經

屏，還有他們優秀的博士孩子毛毛。我也探望

了愛護我的基隆中山教會許素嬌長老。現在，

他們都在天上永享福樂了，但是，在地面上，

在基督教平安園，就像基督徒的團契聚會，小

小的墓碑，一排又一排，一區又一區，就像主

的聖家族，美好的厝宅，整齊排列而乾淨美

觀，我喜歡這個家，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在這

裏有一個家，我覺得，「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我們眼前所見、耳朵所聽見的墓園的詩歌，不

也是象徵天上神的家嗎 ? 上帝以祂的真實活在

我們當中，我們故去的親人，也以真實的信

心，顯明在我們當中。

有人認為，因為環保的需求，墓園會沒落

了。我覺得，也許，一個人擁有很大面績的土

葬墓園會式微，但是慎終追遠的善良風俗，對

子孫後人的教誨追思，是不應該被時代沖刷掉

的，怎樣讓火化骨位作更靈活的規畫，這是要

研究的。「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在墓園中

看到祖先的名字，尊敬仰慕，獻花默禱，對孩

子們，都是很好的孝道敬祖教育。

榮耀歸於上帝

基督教平安園，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很

重要的屬靈投資，他不只有商業價值，更有屬

靈意義。他不但幫助了總會傳福會 ( 照顧退休

傳道人 ) 的運作，也看重「一位聖徒之死」為

所有安息的聖徒，預備了地面永遠安息的家。

每個聖徒，也在此高舉十字架，在金山美麗的

海岸，波濤聲中為主作見証。在風和海的陪伴

中，歷代聖徒仍然在對我們說話。榮耀歸於上

帝，他們在主裏，仍然活著，儆醒所有活著的

人，數算光陰，為永生的盻望來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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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果醬

2020 年五月某個傍晚，大家不約而同

的來分享農村特產：「不能上市但可吃的

水果」。一小時內就累積了一臉盆早熟紅

肉李和微微受傷的五月桃，想來是做果醬

的時候了。出來山村牧會的我，其實也沒

有做過果醬，好在在大專牧會時期遇到果

醬師傅學生，因著上帝獲得大師的技術指

導和配方！

受傷的桃子要展現風味，需去皮、切

塊，加糖和檸檬汁浸漬再熬煮。每個果實

都長得不一樣，從外表又難判斷真實受傷

的樣貌，讓人找不到一個標準下刀法，有

些切開後還得和 Q 韌的果蠅寶寶打交道，

只得一顆一顆個別小心處理。

早熟的紅肉李，原來是因為生長環境

過熱，導致外皮深紫但內裡依然酸澀鮮黃，

切塊去籽的過程手指就可以感受那份酸。

但糖、檸檬汁、熱能加上時間，總神奇地

將他們的風味彼此融合，向上提升。

意外的果醬 神學與神蹟

但果醬不適合單吃。未來果醬們可能

遇上麵包、餅乾、蛋糕、氣泡水、剉冰、

紅茶、優格、肉丸、冰淇淋或是新麵團，

攪和揉粹、互相搭配，一點時間加一點功

夫，讓口感與香氣更加份豐富完全，滋味

讓人期待～

果醬製作與信仰培育

這過程讓我不自覺的想起在大專的日

子。在這個看似資源無虞的社會，建築在

無聲的競爭和內化強烈的自我要求和期待

上，使許多人（包含我）就像這些水果一

樣，外表成熟內裡實則有點勉強。即或在

競爭中勝出，對自我仍充滿否定、對未來

不甚有把握，導致焦慮這後天的「次級情

緒」變得彷彿與身俱來。那些未達自己或

重要他人期待的人，可能因失望而自我放

逐，即或有名義上的家，但內心卻在流浪。

渴望、期待關係，但容易對關係中的自己

和他人感到失望，而過去受傷未癒的痛處

常被新傷牽引同時作痛，混亂的負面情緒

好似內心難以駕馭的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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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果醬 神學與神蹟 司馬限教會 張主憫牧師

從上帝來的盼望，像頭痛肚子疼時

的驅風油。香味已讓症狀緩解，但在疼痛

真正緩解以前總還要經歷些什麼。加入團

契、委身教會、融入社群、找到安身立命

的過程，大概也是這樣。在新鮮與喜樂之

後，就是被去皮、切碎、混合浸漬再熬煮

的歷程。認識真理、接納真實、收納失落、

經歷醫治、調整期待、付諸行動、轉化生

活……過程裡的每個人都不太一樣，有著

獨特的生命脈絡與傷痕。因此，找不太到

制式的「方法」來處理，有的就是透過生

命的見證與陪伴，讓上帝的恩典像糖一樣

浸潤、包覆一切，並以時間和熱情促成轉

換，使我們彼此迸出新滋味。以果醬之姿

畢業，因為未來還有值得期待的事等著吧！

牧者和輔導們有時像是守著鍋子顧火

的人，隨著鍋中水果的變化，一起調整，

一起經歷。總會有煮壞的時候，但與煮壞

的果醬不同，在上帝手中，這些盡力的牧

者與輔導們將再承受這些經驗功課造後，

成為未來更好的同工。相信上帝能幫助我

們，讓這看似煮壞的滋味再次轉化！

果醬這樣的食物真的有趣，它已經有

風味，但仍未完全～因為單吃太甜，多吃

無益，但當與其他食材碰撞在一起，將可

以迸發令人想像不到的可能！而我們不也

是這樣嗎？Already but not yet（已然未然）：

已經完成，但還沒有完全達成。我們是上

帝無誤的創造，但現在的生命距離上帝達

整全創造還有一段距離，我們需要學習彼

此相愛，克服罪性帶來的種種破碎，與神、

與人與萬物恢復和諧的關係。

一瓶果醬串起，建堂與部落重建

 我隨先生來服事的司馬限教會，所在的司

馬限部落於民國 75 年起地層逐漸滑動，被

劃為土石流危險區。此後部落族人被迫遷

出，一度安置於組合屋部落將近十年期間

每逢主日部落族人依舊回到位於舊部落的

教堂聚會，不曾間斷。族人希望教會可以

更靠近組合屋部落 ( 也就是新司馬限部落未

來所在處 )，在安全的空間聚會，故須異地

重建。為此，教會推出系列高 CP 值義賣商

品，希望藉由部落產品，籌措建堂基金，

並回饋支持我們的眾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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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展開義賣也是上帝的恩典。2017 年

司馬限教會會友自發贈送自產老薑給長期投入

關懷的板橋教會。教會遂將這批老薑轉售給會

友及社區居民，再把所得奉獻給司馬限教會作

為「建堂基金」。未料司馬限老薑大受好評，

來自教會界的詢問電話湧入，就此啟動「司馬

限教會建堂義賣」事工，向都市教會推廣司馬

限部落農產品：生薑、紅肉李和椴木香菇。 

而這批順手製作的果醬意外頗受好評。

在山村的我們，正愁教會福音車壞掉沒有錢汰

換。外子，也是司馬限教會的主任牧師，有了

建堂義賣的經驗，遂帶頭動員部落居民和文化

健康站長輩，用剛好熟但來不及送市場的產地

格外品，製作了 1900 罐左右的果醬，在牧師

們的臉書販售，憑獲利所得，加上隨果醬義賣

而有的購車奉獻，購入新車。

果醬也意外地促成部落重建的契機。大學

北上後曾在台北和平教會聚會，因此和平教會

總主動關懷我的服事狀況，去年長執同工全體

即前來部落一日體驗。之後主任牧師的蔡維倫

牧師，參加了關懷偏鄉弱勢的讀書會，結識後

來成立「台灣偏鄉弱勢在地關懷發展合作互助

協會」的潘華庭姊妹等人，因果醬故事使他們

對司馬限部落產生興趣，隨即串起諸多相關人

士，最後促成司馬限組合屋部落原地重建的計

畫！

今年在各方協力下，推出糖量更低、保

存更久、口味更多元的「霧中島」系列果醬；

並集合消費者回饋，建立紅肉李果醬食譜，持

續為建堂基金募款。 教會界的關懷與司馬限

教會粉專的經營，間接推廣了司馬限部落物產

與美景。教會趁勢結合部落既有人力，推出部

落文化與農事體驗行程。收益所得扣除農產品

成本、人力和行政支出，全數作為教會「建堂

基金」。今年部落因要重建而搬遷，缺乏臨時

集會場所，教會也由「建堂基金」支出將已歇

業的「司馬限部落市集」修繕，做為部落重建

期間巡迴醫療、會議和婚喪喜慶之空間。 誰

會想到一瓶小小的果醬，可以展開這樣的故事

呢 !?我相信上帝正默默地微笑著~感謝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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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孩子們工作關

係，我們全家從台南搬到

台北居住，每年回台南掃

墓變得好辛苦，因高速公

路都會塞車。經文山教會

陳牧師介紹，將先人簽到

平安園，每年利用寒暑假

由孫子安排時間前往。前

晚孫子就宣告：明年去平

安園探望阿祖、阿公。

早上八點半出發 ( 因

住木柵到金山有段路程 ) ，路上買了束鮮花，

沿途欣賞北海岸美麗風光，左邊有疊疊山嶺，

右邊藍藍大海與天空，白雲朵朵，天連海、海

連天，大自然美得讓人心曠神怡。感謝上帝恩

典，凡祂所祝福，一年365天，天天是好日子！

北海岸平安園

星中文山教會 銀髮族 會友 陳賜美姊妹

到達金山平安園，孫子拿著木桶擦墓碑，

               獻上鮮花禱告，報告家裡大小事…

到達平安園，孫子拿著小木桶擦墓碑，

獻上鮮花、帶家人禱告，報告家裡大小事，懷

念先人過去相觸的甜蜜時光，此時我已潸然淚

下。擔任司儀的孫子要大家站好，向先人敬三

鞠躬。

禮畢後，我抬頭遙望遠處的大海，感謝天

賦創造的美麗景色。接著，我們又順道過去給

陳幸雄牧師擦墓碑、獻花。

這個平安園真是好，花木扶疏，草坪、

墓碑整齊劃一，不斷進步，看得出經營者的

用心，我滿心感謝，享受這一趟靜心的平安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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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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園從 10 月 30 日起恢復追思專車之行駛，欲搭乘的家屬，歡迎來電或 mail 報名。並請遵守防疫規定，全程佩戴

口罩。

2. 由於新北市殯葬條例目前不允許私立公墓申請樹葬及花葬，因此本園區目前沒有樹葬、花葬等自然環保葬之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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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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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防疫措施，家屬前往園區追思或是舉行安葬禮拜時，敬請配合遵守實聯制、全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6. 配合防疫措施，請前來本園台北辦公室辦理手續之客戶，遵守實聯制、配合酒精乾洗手及量體溫，並請先來電預

約時段辦理安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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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淡水捷運站發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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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