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誕的記號—馬槽 
路加福音二章 8~14 節 / 羅仁貴 

 
大家聖誕恭禧！在台灣教會的節期當中，最熱鬧、最受歡迎、也特別受重視的節期，應該就是聖誕節了

，一年一度的聖誕節又來臨了，到處充滿著聖誕節的氣氛，這不僅是基督徒歡欣慶祝的日子，更是普世

性的節慶，因為耶穌的降生，不只是為了基督徒，乃是為了全人類，是關乎萬民的好消息。在這歡欣的

日子裡，大家為了慶祝聖誕，非常忙碌，忙著練習聖誕詩歌、聖誕劇、練習聖誕晚會所要表演的節目，

甚至忙著聖誕大聚餐，大家為了慶祝聖誕事宜，都很忙碌之際，我要提醒大家不可少的一件事，那就是

「讓聖誕節中擁有基督」。 
有一群同學聖誕節時，相約於一家餐廳舉行聖誕慶祝會，要參加聖誕慶祝會的同學，都必須事先報名，

否則不得進入會場。時間一到，招待人員在門口辦理報到，當要開始之際，來了一位大家素不相識的不

速之客，招待人員問他叫什麼名字，這位不速之客回答說：我叫做「耶穌」，招待人員從頭翻到尾，就

找不到「耶穌」這個名字，就對他說：先生，對不起，因你沒有事先報名，所以不能參加這次的聖誕慶

祝會。這個人失望地離開那個地方。 

 
 

第25 期 2006 年 12 月 

 
 
 
 
 

 

 發 行 人：陳勝三 

 主    編：廖正行 

 編    輯：基督教平安園編輯小組 

 電    話：(02)2369-5441 

 傳    真：(02)2369-5442 
 發 行 址：106 台北市羅斯福路三段 269 巷 3 號 3 樓 

 園    址：208 台北縣金山鄉大水堀尖山子 18-3 號 

            墓園辦公室：(02)24980178 

 網    址：http://www. peacegarden.org.tw 

 戶    名：基督教平安園 

 銀行帳戶：國泰世華銀行 古亭分行 030501116919 

 發 行 所：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利慈善事業基金會 

 台灣北區郵政管理局北台字第 7726 號執照為雜誌交寄 

基 
督 
教  

雜       誌       類

516



 

一、本期通訊欣逢耶穌降生佳節，特別報導與聖誕節有關文章，但願讀者喜歡，也謝謝提供的

牧長。 
二、通訊特別訪問雙連安養中心執行長，使大家嘹解雙連教會對老人事工的付出，值得大家效

法。 
三、園區在十一月初完成第一涼亭的落地鋁窗設備，盼望提供會友在舉行安葬禮拜時，若遇到

下雨，暫時可避風雨之用。為了使服務更完善，設置了一台飲水機，請大家安心使用。 
四、整個國榮墓園負責人因逝世多年，遺產稅一億多元無法繳納，導致繼承者未能更名，使園

區要申請任何工程都被卡住。最近聯合”勇鉅企業”正式提出申請，也得到內政部的首肯，

盼在短期內能變更合法的負責人，以便申請各項工程。 
五、年底前園區將會出現乙座耶穌是好牧人石雕像，以開啟墓園之宗教藝術氣氛。明年也將要

在管理室屋頂上設立十字架及平安園之看板。 
六、管理委員會非常關心園區之綠化及植栽事工，近日已訪問中華紙廠在花蓮的苗圃，由於黃

永桀長老是前林務局局長退休，對於樹苗的種植及取得，可以幫助園區大量種植各種不同

的樹種。 
七、在花的方面今年已培育出野百合，希望在明年復活節可以看到野百合花，增加園區的花卉

種類。因限於財務及適應環境、我們所採取的方式是每年漸進式。 

消息 與 報告 

    這個故事是要提醒大家，不可忽略聖誕節中的主角--耶穌，讓主耶穌在聖誕節中擁有祂應得的地位，

我們過聖誕節才有意義。 路加福音二：12「你們要看見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了

。」我們是否有注意到，聖誕節有一個很特殊的記號--馬槽。神為何不為祂獨生子耶穌基督預備舒適的地

方，來迎接聖嬰降生，卻讓祂誕生在馬槽裡？「聖誕的記號—馬槽」有何意義可以來思考？ 

1.表示神是易於親近的神 
    猶太人所理解的神是威嚴、聖潔和公義的神，是全能的神，但是這位偉大的神，當祂的獨生子誕生時

，卻降生在最卑微的地方--馬槽裏。真是讓人難以理解。馬槽是任何人皆能去的地方，耶穌若降生在王宮

或大祭司家裡，恐怕只有高階層的人能去，那些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恐怕就無法進去朝拜祂。上帝親近

人，也使人容易親近祂。耶穌一生親近卑微的人，接納凡親近祂的人，不分男女老幼、不分國籍、不分

貧賤富貴、不分已信者或非信者，人人皆可親近神。聖誕節絕非基督徒的專利節日，是屬乎萬民的。 

2.表示耶穌臨到罪惡的世界，為要拯救世人 
    馬棚是污穢的地方，是個黑暗之處，然而伯利恆客棧的馬棚，卻因耶穌的降臨而大放光明，當耶穌降

生的那時候，天上出現一顆啟明星，照耀聖嬰，也照亮了大地。 
    耶穌的降生，帶給人類拯救的光。耶穌說：「我是世界的光」，這光就是拯救的光。自從第一個聖誕

日到現在，凡親近耶穌，接納這光的人，都要體驗到新生命的開始，脫離黑暗，進入光明。耶穌也要信

祂的人負起做光的責任，帶領那些在人生旅途上徬徨的人，找到正確的人生方向。 

3.表示耶穌的降生，並非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耶穌道成肉身，降世為人，並非要取代世上國王的地位。聖經說：「祂反倒虛己，取了奴僕的樣式------
。」（腓立比二：7）耶穌本有上帝的形像，不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成為人的樣式。降生在馬槽

裏，象徵著祂來到世上，並非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為要拯救世人，而犧牲受苦。基督教青年會

的會訓，就是引用馬可十：45 耶穌基督的精神「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你們要看見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了。這就是要我們每一位基督徒在生活中有

這記號。使人藉著這記號尋找到能夠改變我們生命的主耶穌基督。期盼我們每位基督徒，打開心扉，學

習耶穌降生的意義，不只迎接主耶穌進入我們心中。也接納那些無處容身的人，帶給他們溫馨，因著耶

穌也被愛所充滿，同時隨著聖誕詩歌的飄揚，將平安的福音傳給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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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樹的由來 

傳說在十六世紀，德國傳教師馬丁路德把燭放在樹枝上，然後點燃，使它如同引導人們到伯利

恒的星光，如同二千年前的東方三博士依照天上的星星找到耶穌一般。今日，人們用小燈泡代

替蠟燭。 
傳說在很久以前，有一位農人，在聖誕節那天遇到一位窮苦的小孩，他熱情地接待了孩子，這

個小孩在臨走時折下松樹根插在地上，松枝立即變成一棵樹，上面掛滿了禮物，用來答謝農人

的好意。 
後來聖誕樹成為德國、歐洲和美國，聖誕節不可或缺的裝飾物，人們用五光十色的彩燈、禮物

或天使來裝飾聖誕樹，尤其美國西北部，有著豐富的森林資源，他們會全家人去挑選一棵真正

的樹作為聖誕樹。現在許多人用人造聖誕樹，也有人用白色聖誕樹，象徵大雪紛飛的情景。 
無論樹上掛了多少琳瑯滿目的裝飾品，但每棵樹的頂端必有一棵特大的星星，象徵那顆引導東

方三博士找到耶穌的星星。 

 平安夜的由來 

聖誕節前夕，也就是平安夜，當晚，全家人會團聚在客廳中，圍繞在聖誕樹旁唱聖誕歌曲，互

相交換禮物，彼此分享一年來生活中的喜怒哀樂，表達心中的祝福及愛。 
耶穌降生那一晚，一群在曠野看守的牧羊人，突然聽見有聲音自天上傳來，一群天使向他們唱

詩歌，高聲頌讚：「至高之處，榮耀歸於上帝，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天使並向他

們報告耶穌誕生的好消息。後來人們就效仿天使，在平安夜的晚上到處對人傳講耶穌降生的消

息，這就是報佳音活動的由來。 
通常報佳音的隊伍是年輕人所組成，會有扮演成天使的，或聖誕老人的。大約是晚上九時開始

，一家一家的去報佳音，通常大家會唱熟悉的聖誕詩歌，再以聖經的話語報出耶穌降生的消息

，然後一起禱告，再唱詩歌，許多基督徒會以熱情的接待來迎接報佳音的隊伍。整個報佳音的

隊伍會到深夜才結束。 

「平安夜」聖詩的由來 

「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光華射，照著聖母也照著聖嬰，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靜享賜安

眠，靜享天賜安眠。」這是一首耳熟能詳，膾炙人口的聖誕名曲，出自奧國阿爾卑斯山的一個

小村莊提羅。 
1818 年聖誕節的前夕，村裡的牧師約瑟．梅爾望著教堂的破舊風琴而覺得心煩，因為幾個鍵盤

都壞了，沒有聲音了。如何迎接聖誕節呢？ 
在探訪村人的歸途中，牧師經過小山坡，他俯視幽靜的小村，幾盞燈光點綴著幽暗的黑夜，在

皚皚雪地更顯得寂靜，眼前的世界彷彿 2001 年以後主耶穌降生的夜晚，那般祥和與寧靜，充滿

神聖與平安，此時他深受感動，靈光一閃，急忙飛奔回家，把腦海的詩景寫成平安夜的歌詞，

翌日早晨，牧師去找好友佛蘭茲，把詩交給他，佛蘭茲是一位琴師，當他朗頌這首詩時，也彷

彿置身於耶穌降生的夜晚，他立即寫了一首曲子來配詞，他們兩人快樂的練唱，準備晚上聖誕

聚會時可以表演。 
在平安夜的晚上，全村的男女老少，都聚集在小教堂裏，跟隨牧師唱了這首曲子，雖然沒有風

琴的伴奏，但是簡單的旋律，美妙的詞曲，卻感動了所有在場的聽眾，而流傳至今。 

 聖誕節的意義 

聖誕節對基督徒來說，是慶祝主耶穌的降生的大日子，幾乎全教會動員歡喜準備，很重視聖誕

節的禮拜及活動。不過，現在一般人也能接受聖誕節是重要節日，是生活的一部份。這個時候

，人們分享對於家人、朋友、或弱勢族群的愛和關懷，也是彰顯對聖經中仁愛、喜樂、和平、

忍耐、感恩、信實、溫柔、節制這些美好品格的期望與互勉。 

。聖。誕。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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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老人照顧方面，我們和一般民間安養中心比較有何特色？ 
我們有符合老人需求齊全的功能： 
1． 生活照顧功能：包含吃、住、洗衣服、水電、信件接收、代繳費用、交通車等

基本生活需要的服務。 
2． 養護照顧：不能生活自理的人，可針對其需要提供服務。 
3． 醫療特約服務：本中心和馬偕醫院、關渡醫院、實康復建中心……等六家醫療

院所簽訂特約醫療服務，醫生每週到中心診療，老人不必到醫院排隊候診，中

心還會幫他們拿藥。為了復建科方便，中心還斥資數佰萬元購買器材成立復建

中心，不限時間使用，以利老人復建 
4． 松年大學的功能：雙連松年大學三芝分校在此開班，中心長者可以免費上課，

社區老人則每學期酌收 700 元。課程分為五大類：1．宗教信仰 2．語言(英、日

語，台語、手語) 3．才藝(摺紙、陶土…) 4．通識(醫療、理財、遺產規劃、社會

新知、三芝歷史、特產…) 5．書畫(國畫、書法…)  
除了這些功能，我們還安排各種健康活動，如每早 6 時有土風舞，8 時半有體

操，下午 4 時半有有氧舞蹈、韻律操等，合計每週約 40 項的課程及活動。 
5． 家庭的功能：空間色彩、設計很溫馨，有小廚房可以自行煮飯，有彈性的私人

空間，尊重小家庭的隱私。 

 

 
---- 訪雙連教會社會福利園區蔡芳文執行長 賴德卿採

1.請介紹雙連教會社會福利園區的現況？為何稱為「社會福利園區」？ 
雙連教會 1993 年長執會通過辦理一處綜合性的社會福利園區，宗旨就是從事

服務及傳福音的事工。傳福音是長遠的，照顧老人是其中的一部份；為什麼稱為

「社會福利園區」呢？原先的構想就是期待從事涵蓋宣教、老人事工、青少年事

工、幼稚園事工、舉辦各種靈修訓練、社區服務工作。而非只是老人照護工作。 
在老人照顧事工方面，基於整體事工推動及財務規劃，福利園區的工程採分

期興建，第一、二期都已經完工，照顧服務 366 位老人，其中 212 人是生活可以

自理的老人，另外 154 人是生活無法自理的老人，第三期包括特殊照顧專區的失

智老人 100 人，及禮拜堂。預計在 2008 年 3 月落成。現在生活自理老人的床位是

額滿的。 
照護生活不能自理的老人人力是要較多的，但是為了延續對生活自理老人的

服務，我們還是願意承擔起來。我們也願意提供雙連安養中心的經驗，鼓勵、協

助其他社福機構承接照護老人的工作，台灣高齡化的社會已經來臨，讓我們大家

一起來關心照顧老人的工作。 

2.雙連社會福利園區有那些福音事工？ 
雙連社會福利園區不但關心老人的醫療、生活，也重視信仰生活，整個

園區的信仰活動就像一個教會，也像一個享受團契生活的社區。這裏有台語

禮拜，也有華語禮拜，每週三次禱告會，長者之間有生命小組，互相代禱關

懷探訪，園區也有專任的牧師、幹事來推動這些小組的進行、主理各種禮拜

。園區成立六年多，已有 160 位成人受洗，園區的基督徒比例由原來的 38%
增加到 70%，成長了 32%。 

老人家生日、結婚週年禮拜時，我們為他們舉行家庭禮拜。比如最近陳

蘭奇牧師夫婦結婚 70 年紀念，我們與其家人為他們舉行感恩禮拜。通常園

區的禮拜有約 300 人參加。園區也做員工的生活關懷，員工有約 80%住在三

芝、淡水、後厝附近，我們也為他們舉行家庭禮拜或小組關懷探訪。 
雙連社會福利園區也關心社區青少年，透過夏季學校、冬令營等活動來

接觸附近社區的年輕人，現在平均最多有 80 位青少年前來參加活動，今年

起也有部份青年固定在每週六早上前來參加聚會。 
規劃中的禮拜堂若完成後，可容納 580 個座位，樓高一層半，採取親近

大自然的景觀設計，尖塔、仰望形，旁邊就是綠色草地。隨著福音事工的推

展，近期內我們計劃會多聘一位專任牧師，盼望多做一些社區服務宣教事工

。

4.我們有那些臨終關顧？ 
臨終關懷是非常必要的，有部份家屬希

望長者在園區安息，我們會讓家屬寫下相關

書面資料，在醫生診斷確定及家屬同意與陪

伴之下，我們會為臨終老人準備安息室，讓

家屬安靜陪伴，園區執行長、牧師、同工都

會前往不時的關懷，氣氛雖然感傷但很溫馨

。 
有部份希望在醫院安息，園區的牧師或

主管也會不時探望，關懷協助，臨終時刻無

論多晚，都會趕到，不讓家屬感到孤單。告

別禮拜後，如果夫妻原都住在園區，有一方

過世，我們會特別關心，特別注意和幫助他

的心理調適，有聚會或活動時多邀請他，多

帶領他。目前園區老人，阿嬤比阿公多，比

率男女是約 3：7，平均年齡 81 歲。 

雙連教會設立在三芝的雙連安養中心是一個神蹟，他把過去大家印象中的安

養中心是色彩不明亮、空間狹小、味道濃烈、營利性質明顯的傳統老人安養中心

，變成寬敞舒適、衛生明亮、活動多、充滿愛、關懷、交誼的老人歡樂園區，連

年輕人、中年人也喜歡多待一會兒，呼吸有香味的空氣，享用健康美味的餐點；

這裏的老人過著怎樣的生活呢？雙連安養中心如何協助老人家，在人生的最後段

時光，過有尊嚴、有信仰、有喜樂的生活？我們特別訪問園區蔡芳文執行長，他

也是雙連教會長老（非現任長老），為我們解說，分享園區的現況與未來展望。 

後頁續

6.以後我們會寄平安園通訊來雙連社會福利園區，請教您對我們總會基督教平安園的建議？ 
基督教平安園是總會設立具有公信力的墓園，我很願意以愛之深，誠實表達意見： 

服務方面：墓園現場的服務人員很勤快，打電話去都有人接，現場的服務，也能都配合家屬的需要，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總會事務所辦公

室方面，曾有一位女同工接電話解說，我覺得有加強的空間，我希望接待人員對悲傷的家屬更有同理心，能更耐心解說，因為他們心神哀傷，

比較不能專注，他們的心也很敏感而脆弱，需要更多的體諒。 
設備方面：我們平安墓園園區景觀非常美麗，現在種植物的種類很適合，整理的很乾淨清爽，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建議：1．園區需要休息

室。基督教平安園地勢高，常常刮風下雨，面對北風，風勢強勁，沒有遮風避雨之處，當然我們有建了涼亭，但是不夠阻擋風雨，會讓等候、

休息的人滿身淋濕又寒冷。我希望興建來賓休息室，是封閉的空間，備有空調、茶水、咖啡…等，而且要靠近墓園區，不是在遙遠的辦公室內

，這種貼心的服務很窩心，現在許多民間墓園也許工程不夠紮實，但是這種略施小惠的服務都做得很好。2．廁所的設備品質。廁所有二種材質

，一種是會吸味道的，一種是不會吸收味道的，只要充水或打掃乾淨就沒有味道。這兩種的價錢相差不多，但是使用的人感覺差很多。為什麼

我們到五星級大飯店的廁所，總是香香的，沒有廁所的味道？一方面他有芳香劑，一方面他使用的建材不同。包括廁所的地上、牆壁磁磚、馬

桶便斗的材質都有講究的。如果可以，可以設置臭氧機清淨空氣及放置樟惱丸等；據我所知，現在台北的第一、二殯儀館家屬休息室、廁所都

有冷氣，設備也很好。我們基督教平安園是一流水準公園化墓園，如果在這種小節更注意，會更貼心。 

 
5.關於葬儀社的選擇、墓園的選擇，我們有協助家屬選擇嗎？ 

當老人安息時，若家屬有指定葬儀社我們一定尊重他們，如

果沒有，我們就會拿教會一覽表裏面的讓他選擇。墓園的選擇，

如果沒有指定，我們也會提供幾家給他參考，大約 60-70%會選

擇基督教平安園。一般民間的墓園很注重行銷，也很願意給推薦

的人佣金，我們總會的基督教平安園都沒有，我覺得很好，這才

能永續經營，基督教平安園沒有推銷，甚至前後任總經理也沒有

為了促銷來過雙連社會福利園區，我也覺得很好，這表示平安園

是以品質、價格合理取勝的，而不是講抬面下的人情的。 
我以前不知道基督教平安園有通訊，因為沒有寄到雙連社會

福利園區，現在我覺得通訊也是很好的行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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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病痛、死亡是人所懼怕的，我們有幫助老人面對終極情況嗎？ 
關於面對老化死亡的心理準備，我們常常在三種場合宣導，1．牧師的講道、祈禱會，我們

會說到人生的生死，肉體的朽壞是自然的，在耶穌基督裏我們有盼望，所以準備心，走到人生

的終點，到主前安息，是每個人美好的歸宿。2．安息、告別禮拜中的講道，或是之前的家庭禮

拜，我們也不斷強調上帝的拯救觀，上帝在人有限的生命中，給我們永生盼望的應許，這就是

恩典的禮物，當我們領受了他，就不再害怕死亡，我們的肉體就如同陳舊不堪用的衣裳，當我

們脫去他時，將穿上新的衣裳，得到新生命。3 在雙連講座我們曾邀請安寧基金會的專人前來

此舉辦面對終末的安寧觀念，包括自已面對臨終、如何照顧臨終親人等。如果願意的話，老人

可以先寫下遺囑、捐贈器官志願卡、放棄侵入性急救卡，來對終未做準備。 
令人安慰的是，在這裡的許多基督徒老人，都說他們已準備好，隨時可見主，也隨時等候

那一天來到坦然自得。  

9.您覺得可以用聖
經中那一段經節
，來表現社會雙連
福利園區的精神
？ 

如果要以一段聖

經來表現雙連社會福

利園區的精神，我會

選擇約翰福音十三章

4-5 節： 
「耶穌就離席站起來

，脫了衣服，拿一條

手巾束腰，隨後把水

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

腳，並用自己所束的

手巾擦乾」。我認為主

耶穌為門徒洗腳的精

神，就是我們所追隨

效法的。 

接前頁 

 
8.聖誕節快到了，雙連社會福利園區怎樣慶祝聖誕節？我們重

視年節慶祝嗎？ 
我們很重視園區節慶的慶祝，這裏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也像

一個團契、一個教會。從感恩節開始，我們會在當天主日舉行感恩

禮拜，中午舉行感恩節火雞大餐，感謝上帝的恩典。 
聖誕節快到了，每年我們都會把雙連社會福利園區佈置得很聖

誕味，各個基督教團體也會來園區與老人同樂，目前登記的已有①

淡江幼稚園小朋友來發卡片、②信義會兒童主日學來表演歌舞音樂

聖誕節、③彩霞教育基金會來表演樂器合奏、④降臨堂讚美樂團來

表演聖誕之音…等 9 個單位，12 月後其他教會也會有很多團體來同

樂，我們自己也有辦聖誕節禮拜活動。 
春節是另一個高峰，除夕夜的圍爐，老人家不用回家，家人可

以一起來，去年我們辦到 100 桌約 1000 人圍爐，我們還包給每一

個老人一個紅包，非常溫馨。當晚我們有 56 個客房床位，當然不

夠，很多老人及家屬不選擇回家，然後初一在園區一起參加春節稱

頌禮拜，初二女兒回娘家我們也辦桌，中午聚餐辦到 50 桌，約 500
人參加。過年 5 天假期中，雙連社會福利園區天天都熱氣騰騰，人

氣很旺很熱鬧，大廰會準備喜籃、喜糖，很有年節氣氛。 

蔡芳文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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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連社會福利園區關懷老人的事工，可以從牧養關顧

及社工關懷兩方面來談起： 

牧養關懷事工 

本中心設有牧師部專責牧養事工，牧養關照的對象有①

長者 366 名②員工 110 名③員工子女及其同儕。茲按其性質

不同，概可分為群體關照，個人關懷及社區宣教三類。 

（一） 群體牧養關照 

1. 每主日上午有①華語②台語兩堂禮拜，平均每主日有

280 人參加。除證道外，禮拜中的司會、司琴、司獻、

招待及詩班，儘量安排長者擔任事奉。 

2. 週一至週六早、晚有小組讀經禱告會，目前約 8 人參加

。 

3. 週間安排台語三次，華語、英語各一次見證分享及禱告

會。（註：使用英語之對象為外勞，下同。） 

4. 每週各有一次台語、華語、英語、日語之詩歌練唱，且

分別成立常青（台）詩班，棕柏（華）詩班，仁愛（外

勞）詩班及由長者及員工等有志組成之頌恩詩班。 

5. 定期開辦慕道班及信仰造就班或佈道會、靈修會。 

6. 成立「生命小組」造就信仰，鼓勵長者及員工在主裡彼

此關懷，在愛中建立基督的身體。目前已有 7 組成立，

固定於週間有一小時之聚會，聚會教材（資料）由牧養

部提供。 

7. 組織「愛鄰團契」，連結基督徒員工及其眷屬，彼此關

懷，造就靈命，建立團契生活，期許在生活上、工作上

活出信仰。 

8. 每月第一週四下午 1：30~2：00 舉行員工禮拜，邀請員

工自由參加。 

9. 受邀參加各單位每月一次之員工會議，關照員工。 

（二） 個人牧養關懷 

1. 平日到各安養房及養護床作個別探訪關懷。 

2. 長者因病或住院診療時，每週一次前往探訪關懷，危急

者不在此限。 

3. 長者臨終關照及家屬之憂傷（grief）處理。 

 

 

 

 

 

 

 

 

 

 

 

 

4. 長者及員工主動尋求面談，代禱或

作牧會協談（Pastoral counseling）

。 

5. 主理員工家庭禮拜，每月一次於晚

間時段聚會。 

6. 鼓勵長者於個人生日、婚慶、忌日

時，舉辦「家庭福音茶會，邀集鄰

友聚會、聯誼、傳福音。」 

7. 推介福音性及信仰造就之報章、書

籍、CD、VCD、DVD 等予長者或

員工。 

（三） 社區宣教 

1. 成立青少年獎助學金，鼓勵北海岸

地區青少年學生在德、智、體、群

、美五育上得以均衡成長。 

2. 於學生寒暑假期間，舉辦營會活動

，召聚員工子女及其同儕參加，並

且提供福音課程，拓展宣教事工。 

3. 舉辦「喜樂生命週末營」，每週六

上午提供（1）生活英文（2）音樂

教室（3）聖經故事之教學，已有

20 多名鄰區兒少參加，散播福音

種籽。 

社工關懷事工 

目前中心的社工組所提供的服務

，有辦理松年大學、帶領體能及休閒活

動、帶領團體、接受電話及現場的諮商

及諮詢、辦理補助、辦理社區獨居長者

送餐及相關服務工作等，服務的內容及

所扮演的角色很豐富。期待本中心的專

業及團隊服務，能使勞碌了大半歲月後

在中心頤養晚年的長者更加的快樂、有

更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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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7 年 3 月 31 日(六)  地點：基督教金山平安園 

  
基督教平安園  現行各項收費標準 

區 別 
墓地使用權 

(每單位) 

工程費 

(每單位) 

永久 

管理費

重開墓穴工 

程費(每次) 

證件補發或
過戶手續費

墓碑 

相片費 
墓碑刻字費 

新墓碑

費用 

100,000 25,000 25,000 0 0 骨灰區(放第 1 個人) 

骨灰區(放第 2 個人) 

內徑： 
長 92×寬 53×高 72（公分） 
. 

0 0 5,000 10,000 以實際字數計算

5,000 

560,000 

680,000 
120,000 50,000 0 0 

棺木區 (雙號 - 放第1個人) 

         (單號 - 放第1個人) 

棺木區 (家族墓放第2-12人 ) 

內徑： 
長240×寬100×高95(公分) 
. 

0 0 10,000 25,000 

 

 

500 

(每件) 

 

黑白 

1,000 

 

彩色 

5,000 
以實際字數計算 

 

10,000 

 
 

 

 

 

◆台北地區搭車時間：第一場於 08:00 搭車，10:00 舉行聯合追思禮拜。 
第二場於 12:30 搭車，14:30 舉行聯合追思禮拜。 

搭車地點：古亭國小側門，辛亥路上，請準時上車(逾時不候)。 

◆基隆地區搭車時間：上午 08:00 搭車(逾時不候) 
搭車地點：基隆市仁一路 263 號(基隆市選舉委員會前面) 

※基隆地區之親屬敬請集中於第一場舉行聯合追思禮拜。 
若欲參加第二場聯合追思禮拜者請自行前往，不便之處敬請見諒。 

◆搭乘交通車者，每一已使用墓穴以二位家屬為限，超過者每位酌收新台幣 200 元，  
報名表公函將於 2006 年 1 月 31 日寄出，報名截止日 2月 28 日。 

◆1.若有異動，煩請於 3月 9日前來電告知，以避免資源之浪費。 
  2.參加者若需繳費，請自備零錢於當日交予車長。 

 

2007 
 

 

 

 

 

 

 

 

 

 

 

 
 

.日    期：2 月第二個禮拜二：2/13 以後考慮每月上山及酌收報名費。  
集合時間：當日 8:30 ~ 8:50      集合地點：古亭國小側門 (辛亥路上) 
搭乘公車：古亭國小站下車      搭乘捷運：新店線至台電大樓站 2 號出口 
費    用：每個已使用墓穴 2 位家屬免費，超過者每位酌收新台幣 200 元，

請自備零錢於當日繳交。感謝！ 
報名方式：傳真或郵寄  FAX：2369-5442 報名後，請務必來電確認。  
報名截止日：每單月的最後一日 

專車報名表：( 請影印重複使用 ) 

過往親人姓名  位 置     區   排   號 

家 屬 姓 名  搭車人數  

追 思 日 期  連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