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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李許紹治姊妹追思禮拜 
地點：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時間：主後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下午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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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李許紹治姊妹追思禮拜程序 

主 禮：江茂松 牧師 司 琴：曾繁萍 姊妹 

序樂 -------------------------------------------------------------------------- 司琴 

宣召 -------------------------------------------------------------------------- 主禮 

詩歌 -----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 會眾 

祈禱 ----------------------------------------------------------------- 孫效儒長老 

讀經 ----- 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 13-18 節 --------------------- 馬煜堃執事 

慰詩 ----- 相約在主裡 ----------------------------------------------- 教會詩班 

講道 ----- 不要為我哭泣 ----------------------------------------- 江茂松牧師 

詩歌 ----- 更加與主接近 -------------------------------------------------- 會眾 

追念故人 ----------------------------------------------------------- 唐國興牧師 

慰詩 ----- 母親，我愛你 ----------------------------------------- 晨曦會詩班 

舞蹈 ----- You Raise Me Up ------------------------------------- 李承芳姊妹 

默思 -------------------------------------------------------------------------- 會眾 

祈禱 ----------------------------------------------------------------- 李亞娜傳道 

致謝 -------------------------------------------------------------------- 遺族代表 

報告 -------------------------------------------------------------------------- 主禮 

詩歌 ----- 有一地比白日更榮耀 ----------------------------------------- 會眾 

祝福 ----------------------------------------------------------------- 江茂松牧師 

殿樂 --------------------------------------------------------------------------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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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1.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2.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 

3.許多危險，勞苦重擔，今日已經脫離； 
全靠主恩，大得平安，並領我回家去。 

4.當我肉體，毀壞之時，靈魂暫時相離； 
主要賜我，永遠房屋，平安快樂居家。 
 

 
更加與主接近 

 
1. 更加與主接近，更加接近，雖然面對十架，我被高掛；

然而我仍歌唱，更加與主接近。 

2. 雖在曠野遊行，紅日西沉，黑暗籠罩我身，依石為枕；

夢中還要追尋，更加與主接近。 

3. 忽有天梯顯現，直達天堂，一切蒙父所賜，皆為恩典；

又蒙天使招引，更加與主接近。 

4. 醒時思想光明，只讚上帝，立石永記此情，在伯特利；

苦痛也使我心，更加與主接近。 

5. 若生歡樂羽翼，飛出雲霄，日月星辰後退，振翅高飛；

然而我仍歌唱，更加與主接近。 

副歌：更加與主接近，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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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在主裡 

 
1. 我們相約在主裡，共同生活常相憶，我們相約在主裡， 

將來有一天要再歡聚。 
 

2. 回憶過去日子裡，縱有歡笑，也有淚滴，捨不得要告訴你，

在主的愛裡我等著你。  
 
副歌：在主裡祝福你，我在主裡思念你，願主帶領你，進入迦

南地，在主裡祝福你，我在主裡思念你，願主賜給你，

豐富的奶與蜜，你可不要忘記，我們相約在主裡，記得

我們相約在主裡。 
 

 
母親！我愛您！ 

 
北風吹 雪花飄滿地 
寒夜孤燈下 只有我母親 
一付針 線團擱在地 
窗外銀光閃 她在織毛衣 
皺紋的慈顏 老花的眼鏡 
一針一線 充滿了愛心與關心 
啊....母親 啊....母親....我愛您 
 
南風吹 芳草綠大地 
屋外樹蔭下 又見我老母親 
淚涔涔 興奮在心底 
飄泊十餘年 今朝回故里 
皺紋的慈顏 老花的眼鏡 
她的笑容 充滿了愛心與關心 
啊....啊....母親 母親.... 
我....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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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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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追思 
 

我親愛的婆婆在禮拜一晚上，於家中預備就寢時，安息主懷了。

上周六她還開心的參加教會的一日遊；樓上的曾姊妹告訴我先生：妳

媽媽前幾天送我木瓜，還跟我說：這是我兒子今天買給我吃的木瓜。

婆婆晚年非常疼愛我，常為我禱告，還會對我說：我愛妳。我也會抱

著婆婆，親吻她的臉頰說：媽媽，我愛妳。 
 
感謝神透過婆婆的愛，彌補了我喪母之痛，我深深感謝。如今婆

婆回到天家，可以開心的跟公公團聚了。對基督徒而言，這不是永別，

也不是天人永隔；這只是暫別，將來有一天，我們都將在主的榮耀裡

再相聚。 
 

李陳正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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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唯一無二的母親 

 
親愛的媽媽的最愛是她寶貝的兒女！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媽媽每天打掃、 
洗衣、作飯並且為我們作便當！ 
除了家務之外、媽媽也在工場打工、 
任何勞動的工作、她都願意做、 
替人當保姆、在餐廳洗碗打掃… 
常常為她心疼、她總是說為了 
兒女能過好一點的日子… 
 
媽媽！謝謝妳一生對我們捨己的付出 
和犧牲！一直到她安息主懷之前、 
心裏的掛念還是她的兒孫們！ 
 
記得爸媽被吸膠小弟殺傷後、送醫急救、 
當時在場的我不能原諒弟弟、已經對他感到絶望！但是當我在

醫院見到清醒後的 
媽媽、她的第一句話、就是叫我送食物和換洗衣服給小弟、我

立時熱淚直流、被母親偉大的愛感動！ 
後來、小弟也因著上帝、爸媽和家人不放棄的愛、不斷的禱告、

生命奇蹟式的改變和翻轉！ 
 
另外在 6-7 年前、媽媽突發難病帕金森症、手腳發抖不停、說

話也產生障礙、 
身體僵硬的像石頭一樣、不能走路、 
當時恰好我従日本回來探望爸媽、 
立時送醫急救、蒙上帝的憐憫、榮總表哥的幫忙、急救成功、

入院治療復健、 
慢慢恢復健康！這兩次的生死關頭、 
有幸我都在場、陪伴著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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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2018 年 4 月 24 日凌晨） 
接到媽媽過世的消息、真是太突然了！ 
好多不捨！好傷心難過呀！每天在 
上帝面前掉眼淚！雖然知道有一天、 
我們在天堂還要再見面、還是忍不住、、 
 
媽媽！好想念妳呀！ 
 
想念妳開心的笑容 
想念妳流淚的禱告 
想念妳説我愛你 
想念妳的炒米粉和排骨湯 
想念妳說我的女兒很漂亮 
想念我們一起去金門、宜蘭、 
台東遊山玩水的快樂時光 
 
媽媽！有妳真好！ 
妳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愛妳一生  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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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我想您 
 

小組長路得知道媽媽過

世，淚紅了雙眼說：「早就該

告訴你們，下台東就要把媽媽

一起接下來住。」但是她也尊

重我們遲遲未做的決定！現在

來不及了，路得一直哭！一直

哭。媽，真的來不及了…我現

在也只能在記憶中搜尋您的身

影，在我的感知中感受您與我

同在的關懷與照顧,並不住的

吶喊或是低語，媽，我想您！ 
 
今天帶著台東村一位學員

北上做筆錄，就想起自己那段

少不經事的那一夜，也是我生

平頭一遭闖了大禍！我們一伙

人把人打傷了，錢搶走了，車

子開跑了，那年我 15 歲，事後我拖著蹣跚的腳步並懷著驚恐的心走回

家裡。看見這麼晚了，燈還亮著，您在那裡等我，您要我去投案，因

為刑警來過家裡找我！我就聽您的話，去投案吧。那天晚上依依不捨

的從埔心眷村門口獨自走到楊梅分局投案，當晚就押解我到秀朗橋下

的警備總部！在偵防車我凝視著窗外，心中很難過想起媽，對不起，

我錯了！ 
 
囚牢裡那小小的窗口，也時常讓我想家，媽，我想您，真的是來

不及了，但我知道仍要收拾起傷悲，因為您不會再回來，但是有一天

我會往您那裡去，再見！ 
 
媽，謝謝您，生我，養育我，愛我，我也愛您 

 
想您的孩子：秀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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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五月中計劃好要下來台東的，您怎麼就這樣走了？留下的是

措手不及和難以彌補的遺憾……您是開朗愛笑又愛四處遊玩的婆婆，

因著秀輝我成了家中最小的媳婦，享受著老么級的恩寵。每次回家總

是大包小包的要我們帶走，包包都裝著您滿滿愛的語言！ 
 
在您行動不便以後，依舊要外勞陪妳逛市場，為祈祈和安安買衣

服。燉豬腳一包一包的送給每個孩子，宅配年糕發糕到台東……謝謝

您！這一切點點滴滴美好的回憶，是您用愛深深重重的將所有的家人

們串在一起的痕跡！ 
 

想念您的家玓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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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妳走了我好想念妳，妳在天國好嗎？有看到爺爺嗎？我相

信妳在天國一定很快樂！我很高興妳可以在更好的地方生活。謝謝

妳，在妳有力氣的時候陪我們全家一起出去玩，在妳有時間的時候和

我們在一起，使我的回憶裡充滿妳的影子。 
祈祈敬上 

 
奶奶，妳走了我真的好難過，謝謝您從我小的時候就一直陪伴著

我，要我多吃一點，給我買衣服，發零用錢。您喜歡和我玩搔癢，玩

的時候妳都笑的好開心。我覺得您是全世界最棒的奶奶，現在您安息

了在上帝的懷抱中，也和您最想念的爺爺在一起了，我一定會記得您

的笑容和您的聲音，奶奶我愛妳！ 
安安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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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回天家了，可以跟外

公相聚了，我替她開心。 
 
想念外婆的笑容，想念她

一天到晚笑呵呵的問我長這

麼漂亮什麼時候帶男朋友回

家、什麼時候跟林書豪結婚 
(XD) 讓她當阿奏〜 她在看

的新聞節目常常被我轉去看

籃球，所以她也略懂略懂    
 
外婆的名字叫招弟，一聽

就知道是生在什麼樣的重男

輕女的年代，但是她對她的外

孫女寵愛有加，我從小到大在

外公外婆家都覺得自己跟家

裡的男孩子一樣被重視著，每

年年夜飯都有一道外孫女最喜歡的煎里肌肉，我很感恩。小時候也最

喜歡過年去外婆家領紅包和看電視，如果極其幸運可以說服老爸老媽

讓我跟弟弟夜宿外婆家一晚，都會像中樂透一樣的開心   
 
媽媽很宅，但是外婆即使年紀一大把還是很喜歡出去玩，個性外

向愛交朋友，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好像隔代遺傳哈哈...    
 
這樣有外公外婆笑容的年夜飯的光景未來就沒有了，有點感傷，

但是看照片裡外公外婆笑的這麼開心，我好像也可以想像他們在天家

重逢也是這麼開心... 
 
外婆，以後妳跟外公一樣都可以從天上看到妳外孫女在幹嘛了，

如果發現妳外孫女今天晚上乾掉一整瓶氣泡酒請不要意外，這是因為

想念妳喝的   愛妳 
外孫女:采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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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心基督徒聚會處敬愛的李媽媽 
 
李許紹治姊妹，我們埔心基督徒聚會處口中的李媽媽，是一位十

分親切、非常隨和的姊妹。李媽媽行動方便時，熱心參與教會服事，

也在社區鄰里傳揚福音。如今李媽媽安息主懷，我們雖有眾多不捨，

卻也為李媽媽感恩，能以卸下世間網羅，與所愛的父神與夫婿相聚，

深知這是好得無比福份。 

 
與李媽媽的熟悉，緣起於「樂齡樂活」，每當聚會開始前，總看

見李媽媽由看護陪同著，帶著開心的笑容，笑咪咪的和大家打招呼，

然後走進副堂參加聚會。無論是讚美操、敬拜詩歌、經文分享、DIY、

遊戲…….都會看見李媽媽專注認真的跟著同工一起享受在其中，回歸

像孩童的樣式，享受天父所賜的一切。 

李媽媽從不吝於讚美我們，問她聚會好玩嗎？餐點好吃嗎？她都

說：好玩！好吃！妳們好棒！說的同時，手還不忘比個讚的手勢。好

可愛的老人家----是我對李媽媽的印象----- 

回歸像孩子的李媽媽，息了地上勞苦，回到好的無比的天家，享

受神同在的榮耀，感謝神。雖不捨，但因著有再相見的盼望，我們擦

乾眼淚繼續往天路奔走。 
涂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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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德的婦人-李媽媽 
 

 
 

敬愛的李媽媽，很愛漂亮，也很親切。喜愛熱情的紅色(如其人)。
無論去那裡都會去美髮，穿的合宜大方。 

 
與李媽媽認識是在教會，更深的談話是在探訪和相遇時。身為外

省人的我，常常趁著好天氣時去光華二村，在這裡可以聽到熟悉的親

切語言，我兩個小孩可以說是在光華的中廳長大。小孩玩耍，我就會

和長輩們聊天，和李媽媽就越發熟悉。 
 
有次李媽媽聽說我有看股市，就讓我幫她注意一下那支股票(現已

忘記)，回家後趕緊上網看並電話報給李媽媽，她就下單，竟然有小賺。

隔天李媽媽看到我好高興"有賺到零用錢"，很聰明的李媽媽"您好棒喔

〜耶穌好愛您"。去參加團契時，常遇到李伯伯和李媽媽晨更回來，晨

更幾乎不缺席的恩愛夫妻，自李伯伯安息主懷後，李媽媽仍然持守晨

更，是我們的典範。直到最近，才停下來，但都有參加樂齡樂活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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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和同工去家裡探訪，李媽媽就說她和李伯伯的故事給我們

聽，从相遇講到相知相惜，令我們感動。"李伯伯好帥，李媽媽好棒---"。
有次還說要我們和她一起去金門，喝她的高梁酒  李媽媽的一生是

耶穌愛的一生，是神同在的一生，也是榮耀神的一生。上週六還同車

同遊，現在您已在天父那裡好的無比。雖有不捨，但我深知我們必會

在天家相遇。 
 
在此祝福李媽媽的所有家人，願神保守安慰。 

 
魏紹霞 107/4/24 

 

 

10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他的價值遠勝過珍珠。11 他丈夫心裡倚靠他，必不缺少利

益；12 他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28 他的兒女起來稱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稱讚他，29 說：

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 
箴言卅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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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媽媽追思 
 

上週主日很早就在教會見李媽媽的身影，於是上前問候她說：今

天好嗎？她滿臉笑容的回答說：好啊！有耶穌陪伴，當然好呀!這就是

多年來我看見的李媽媽，她用她的笑容告訴我，在主裡是多麼幸福的

事。 
 
還記得前一天是教會出遊，最後一站來到了白沙灣，一群年長的

媽媽們待在遊客中心談天說笑，頑皮的我跑去跟他們開玩笑的說，我

要去海邊玩哦！你們待在這邊，我幫她們去玩，她開心的說，去呀！

快樂地去玩。我還跟她們玩笑的說我會帶海水回來灑她們，結果努力

從海邊帶回來的海水在來到她們身邊前，海水早已從我的指縫中流

逝，只剩濕濕的手，但還是努力塗抹在宋媽媽的手上，李媽媽看了，

開懷大笑，大概心中在想這頑皮的孩子，但她從不責備，總是開心的

接受我的調皮，待在她身邊真開心。  
 
翻了翻幾年前教會為聖誕愛的季節活動，還有專訪到李媽媽的身

影，她開心的告訴訪問她的小弟兄姐妹說：我家很多小孩通通信耶穌，

讓她感受到神的愛。現如今他回到上帝的懷中安息，一定非常開心，

快樂，幸福。  
羅偉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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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回想對李媽媽的認識，就會回憶到國小的時候，那時每週三

的晚上我們都會去李媽媽在光華新村的家，在那裡有特別為了孩子們

預備的家庭聚會，有詩歌、聖經故事、金句背誦，到如今記憶最深刻

的聖經金句都是當時候背誦的，讓我一輩子都獲益。 
 
這兩年回到埔心教會服事有比較多的機會接觸李媽媽，每次看到

他都是笑嘻嘻的，每個主日上午他都會先去美容院洗頭髮後再來參加

主日崇拜，總是穿上乾淨漂亮的衣服來教會，最喜歡聽我們對他說：

李媽媽你今天好漂亮喔！他就會露出靦腆、滿足的笑容。讓我看見李

媽媽對上帝的敬畏與尊崇。 
 
教會顧念年長者來教會參加聚會的困難，總會請計程車到家中接

送他們，李媽媽只要不下雨總是告訴我說不要叫車子去接他，他會讓

看護用輪椅推他到教會，因為教會的錢不可以隨便花、要節省，要用

到最需要的地方。他沒有看到自己的需要，總是顧念別人的需要。 
 
李媽媽真是有福氣，前兩天還跟我們一起去野柳、金山旅遊，前

一天還參加主日崇拜和大家一起吃午餐，沒想到這麼快的就回天家

了，心中不捨，但替他感恩！因為他回到天父那裡好的無比。 
 

孫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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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上眼睛就想到那張笑臉 

對李媽媽的印象，第一個想到

的，就是那張笑瞇瞇的臉孔。在教

會的東北角春季一日遊，沒想到在

遊覽車上跟李媽媽坐同一排位子。

聊著聊著，李媽媽問我，你穿的衣

服很漂亮，在哪裡買的？我跟她說

是在市場買的。李媽媽問我可不可

以幫她買一件，我答應他了，卻沒

想到李媽媽突然走了。我還在想，

主耶穌啊，我答應李媽媽要幫她買

一條褲子，可是都還沒買到，您一

定給她預備更漂亮的褲子。 
 
而第二天主日的愛宴，我也刻

意和李媽媽坐在同一個桌子用餐，

大家聊著昨天一日遊的趣事，一提

到在沙灘那邊，弟兄姊妹要涂秀娟

姊妹幫忙看顧鞋子，我說那些鞋子

是臭鹹魚，李媽媽一聽我形容鞋子

是臭鹹魚，又是笑得開懷。我實在

很難忘記李媽媽的笑容。 
 
印象中，李媽媽十分節儉、惜物，常會順手撿拾回收物品，有一

次還看到李媽媽拖著壞了的冰箱，我跟李媽媽說，不要拖這個冰箱，

會把你的身體弄壞了。其實，李媽媽的節儉成性，不就是那個生活條

件不是那麼好的節儉習慣。 
宋徐秋蓮 

 



21 

追思李許紹治姊妹 
 

每每看到笑口常開的李媽媽，就會讓我想起李伯伯（李毓靈伯

伯）。同樣想到李毓靈伯伯時，我也會想起李媽媽。因為，他們是非

常愛主的老弟兄，老姊妹。記憶中，李伯伯每天參加教會的晨禱，從

沒有一天間斷過，哪怕是風雨交加的颱風天，他都拿著拐杖出席，並

且每天都分享亮光。李伯伯還會在十字路口發福音單張，這令人感動

的一幕，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當時應該停下腳踏車幫 96 歲的他老人家

拍個照留念）。事隔兩年後聽聞李伯伯回天家的消息，實在不捨。如

今李媽媽也回天家了，更是回到了她親愛的老伴身邊，想必李媽媽現

在樂得無比！ 

 

李媽媽愛神的僕人，有時候她感動一來，在毫無準備下，會奉獻

給傳道人。這樣接待神僕人的精神和熱忱應當傳承下去。去年我回來

教會，每次看到李媽媽，她都會對我說一句話：「李傳道，來跟我一

起住，我家有三個房間。」我想說：「李媽媽：現在您在主耶穌那裡，

有更多的房間了，將來我們是可以一起住的！」在主裡安息吧，李媽

媽！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

住處……」（約翰福音 14:1-2a） 

李亞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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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8 教會秋季一日遊（士林官邸） 
 

 
每主日清晨，教堂門口是最熱鬧的地方，弟兄姊妹彼此問安，招

待同工以親切熱忱的心，遞送週報，引導入座，歡迎大家的到來。年

長者或是由兒女陪伴或是讓外傭扶持，他們的腳步雖緩心卻堅定，穩

妥地踏出每一步，清晨出門預備自己朝見神。進入教會大堂後，則會

找到固定的位置坐下。 
  
李媽媽(李許紹治姐妹) 常和賀媽媽(賀宋安仁姐妹)同排坐著，我

因著主日座位在她們前後左右相鄰，常有機會目光接觸丶點頭微笑，

握手問安，或是聚會後彼此聊聊。我在近距離接觸中，感受到李媽媽

在主前像是個快樂的孩子，詩歌敬拜時喜歡手舞足蹈，隨著音樂打拍

子，享受其中。她常懷著喜悅的笑容，親切地詢問：「留下來一起去

吃愛筵吧？」；真誠地邀約：「有空來我家坐坐嘛！」她是ㄧ位不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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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用言語和微笑表達情感的長輩。 
  
我曾有二次前去家中探訪，其中ㄧ次是和小家的姐妹同去，本來，

說好唱詩歌、分享見證和代禱後，就要離開。結果李媽媽早就請傭人

準備飯食、點心和水果，要我們留下共餐。在看照片及談話過程中，

又開心地與我們一起數算許多主的恩典。 
  
當我得知李媽媽安息主懷的消息時，雖感到驚訝與突然；但想到

李媽媽在走完人生旅途的終點前，得到了滿足的喜樂；如今進入上帝

的國度，更要得著永遠的福樂！這讓我想到小時候主日學裏有一首詩

歌：「我在這裡快樂，我在那裡快樂，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樂！」

這讓我在緬懷李媽媽的思念中，仍心存盼望：我們將會相約在主裡，

期待再相見！ 

李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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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約的溫馨餐聚 
四月 23 日一大

早，在副堂二樓辦公

室靈修之後，打開

Line，看見振群貼的

訊息，李媽媽走了，

在星期一晚上10點走

了。浮上心頭的是一

個大大的問號，是那

位李媽媽嗎？不會

吧？不會是那位 4 月

21 日跟大夥兒一起到

東北角走一圈的李媽

媽？不會是那位縱使病魔纏身，依然笑瞇瞇的李媽媽？接著幾個訊

息，就是那位李媽媽，始終滿是喜樂的李媽媽。 
 
談起李媽媽，真是忘不了每次來埔心參加主日崇拜時，在崇拜結

束之後親切跟我握手談談的長輩，尤其愛宴時候，幾次跟李媽媽閒話

家常，那親切模樣讓人倍覺溫暖。其實，由那縱使飽受巴金森症折磨，

依然笑容可掬的模樣，就知道那是與主同在，不會因為萬事而與神隔

絕的信心、盼望與喜樂。 
 
四月一日開始在埔心基督徒聚會處服事，四月五日梅英就去探訪

光華二村的李媽媽。探訪回來，梅英轉述李媽媽很高興我們來埔心服

事，還叮嚀梅英哪天要和我們一起聚餐。聽了梅英的轉述，還真是不

好意思，於是想著哪天要一起去看看李媽媽。本來想著 19 日下午去看

看李媽媽，沒想到正要打電話跟李媽媽說一聲之時，一位慕道朋友突

然來訪，探訪李媽媽的計畫也只好作罷。 
 
在 21 日的教會東北角春季一日遊，老實說，還真擔心行動不便的

長輩是否合適一起出遊？沒想到李媽媽也報名參加一日遊，而在那一

日遊的行程，看見李媽媽坐著輪椅和大夥兒一起遊覽東北角風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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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李媽媽能和大家一起欣賞上帝創造大工。 
 
在聯絡李媽媽的兒女之時，赫然發現秀輝竟然是李媽媽的小兒

子。秀輝是我在中台神學院的學生，也知道秀輝曾經有一段滄桑經歷。

在瀏覽著家屬的追思文章，看見李媽媽對秀輝的疼愛包容，再次讓我

感受那充滿信心、盼望以及永不止息的愛。 
 
還記得慶華跟我說，李媽媽當年在家裡召聚小朋友到家裡上兒童

聖經班，有好多金句就是在那個時候背誦的。沒想到這個禮拜天下午，

住在台中的旭明、彩鳳回來埔心老家走走，也到教會看我。彩鳳問我，

我的 facebook 提到的李媽媽是不是李秀輝的媽媽？一聽是這位李媽

媽，彩鳳訴說著小時候的一段回憶，也就是同樣到李媽媽家聽聖經故

事，初初接觸福音的難以磨滅記憶。 
 
這些日子看著李媽媽和李伯伯的相片，翻閱著兩位如今已經父神

懷裡相聚的長輩在過去數十年的佳美福音腳蹤，雖然只是幾張相片、

幾篇短文，卻訴說著在主裡忠心事奉、全然擺上的心志。 
江茂松 

 
 

真沒想到李媽媽這麼快就走了，腦海裡浮現著四月五號上午到李

媽媽家看她，一見到我就說怎麼只有你一個人來，牧師哩？還一直要

我留下來吃午餐，最後跟她說下次和牧師一起來吃飯才肯讓我回教

會。四月七號星期日聚會完還問我什麼時候到她家去，我說下禮拜，

她笑笑的點頭。四月十二號樂齡樂活包水餃看到李媽媽的笑容，四月

二十一號一日遊，早上李媽媽一到教會就叫我過去，硬塞給我五百塊

要我買好吃的東西。 
 
四月二十二號愛宴跟李媽媽坐同桌吃飯有說有笑很快樂。本想過

幾天再去李媽媽家，四月二十三號一早看到 LINE 說李媽媽走了，真

是不敢相信，怎麼這麼快！真是不捨。不過想想李媽媽現在天父的懷

抱裡，好得無比，我們天家見了！ 
 

袁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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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Mary Frye, 1932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I am a thousand winds that blow, 
I am the diamond glints on snow, 
I am the sun on ripened grain, 
I am the gentle autumn rain. 
 
When you awaken in the morning's hush 
I am the swift uplifting rush 
Of quiet birds in circling flight. 
I am the soft starlight at night.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cry, 
I am not there; I did not die. 
 
請不要佇立在我的墓前哭泣 
 
請不要佇立在我的墓前哭泣 
因為我並不在那裡，我並沒有沉睡不醒  
而是化為千風，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秋天我化身為陽光，照射在田野間 
冬天我化身為白雪，綻放鑽石般的閃耀光芒 
晨曦升起之際，我幻化為飛鳥，輕聲地喚醒你 
夜幕低垂之時，我幻化成星辰，溫柔地守護你 
 
請不要佇立在我的墓前哭泣 
因為我並不在那裡，我並沒有沉睡不醒 
而是化為千風，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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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の風になって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 

秋には光になって 

畑にふりそそぐ 

冬はダイヤのように きらめく雪になる 

朝は鳥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 

目覚めさせる 

夜は星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見守る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死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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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地比白日更榮耀 

 
1. 有一地比白日更榮耀：用心目從遠處可看到， 

有天父常等候在其間，安息福不再嘆未得著。 

2. 我們到彼美地必要唱：得福者所同唱和諧歌， 
心滿足永不會再憂傷，安息福不再嘆未得著。 

3. 慈恩父在高天愛何廣：我必要將讚美獻給祂， 
感謝父捨愛子大恩典，並每日賜與我福滿盈。 

副歌：不多時，福日到，我等必要會在彼美岸！（兩遍） 
 

 

 

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 13-18 節 

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

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14.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

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 

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

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

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

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18.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