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茂堂

苦難一直是所有宗教試圖回答的問題，
佛教說：人生就好像苦海一樣，並且提到人生
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
(與怨恨的人又要在一起的苦)、愛別離苦(與
所愛的分離的苦)、所求不得苦(慾望得不著的
苦)，以及五蘊熾盛苦(慾望太多就受苦)。這
八苦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苦都是自已惹來的，
所以解決之道就是：「你要悟道，要看破紅
塵，就不會受苦了。」這是佛教的觀點。基督
教也在努力回答苦難，最大的難題在於，基督
教還牽扯了一位上帝，這下子就更「牽扯不
清」了！我們所勉強達成的共識大概就是，苦
難離不了神。

苦難神學
歷代的神學家翻遍聖經，也處理不了苦難

的議題，只提出了一個經典名詞：Theodicy。
這個字具有多重意義：全能全善的神為何允許
無辜受苦？如果我們宣稱上帝是全能的，在

苦難神學 羅馬書五：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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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解決不了的事；又， 是全善的，不願
意人受苦，為何舉目世上到處有無辜受苦的
事情發生，我們如何看待這一位神？路易士
（C.S.Lewis）為英國著名學者，他也說：
「要嘛， 就是無可奈何， 發現有苦 救
不了；如果 不處理， 的全善就有問題。
總不可能神是全能全善，可是又有無辜受
苦。」

世上有人是罪有應得，最難理解的卻
是無辜而受苦。聖經裏，亞當和夏娃聽了蛇
的話，吃了禁果，結果就開始受苦，我稱之
「亞當之苦」，這是有罪受苦，自作自受。
但是他們的後代問題就棘手了，老大該隱懷
恨老二亞伯，就把他打死了，亞伯受苦是因
為該隱不好，不是自已不好。我稱之為「池
魚之殃」，別人做惡你受苦。台灣社會也充
斥這種苦，詐騙電話盛行，連坐在家中都會
突遭橫禍，這是屬於「亞伯之苦」。還有一
個更無辜的，就是約伯，他既無傷天亦無害
理，卻突然遭遇極大的苦難，最後答案揭
曉，原來是上帝要熬煉他，我稱之為「爐火
純青之苦」。

最後這種苦難正是我們的主題。到底
「約伯之苦」有意義嗎？平白無故受苦有何
功課可學？還有一種苦，是甘願受苦，為的
是解決千古難題，這就是「耶穌的苦」。根
據保羅的說法，基督徒有時也要接受像耶穌
這樣的苦，就是主動去受苦。

一、罪帶來苦。在亞當夏娃還沒有嚐到禁果
前，一切都很和諧，所以人世間第一個
苦難是人自已造成的，是罪帶來的。因
為人違反上帝的命令所造成，苦難因為
罪而入了世界。

二、神救脫苦。上帝看待人類的苦難，是企
圖拯救。我們從出埃及記得知，上帝聽
見以色列人的呼嚎，而決定施行拯救，

差遣摩西成為帶領人民出埃及的領
袖。出埃及記就是上帝救人脫離苦難的
舊約上有名的事件。

三、苦難教師。苦難有時候是一個生命的好
老師。以賽亞書三十：20-21說：「主
雖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

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
的教師。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
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
間。」有時你彷徨不知往何處去，在歷
經苦難後，就學會了人生的功課，而知
道正確的抉擇。

四、苦難奧秘。約伯的苦難是無解，就好像
無解的一道數學題一樣，再怎樣花功夫
運算，還是算不出答案。歷經深沈的苦
難後，他只有得到一樣東西，就是得見
神面，與神對話，但對於苦難本身，仍
舊沒有答案。這也是現今我們面對許多
苦難時的唯一解釋，就是苦難是奧秘，
是我們所不明白的。

五、受苦的神。在以賽亞六十三：9，描述
了一個受苦的神：「他們在一切的苦
難中， 也同受苦難，並且 面前的使
者拯救他們， 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
們，在古時的日子常保抱他們，懷抱他
們。」這位神有救贖的大能，但在施行
拯救之前卻與人們同受苦難。

六、贖罪受苦。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編
導的「受難記」，把這種苦表達得極為
透徹，過程的血腥殘酷似乎不適合觀
賞，然而這卻是耶穌基督在歷史中曾經
受過的折磨。 受盡污辱、鞭笞，最後
上十字架，「耶和華卻定意將 壓傷，
使 受痛苦，耶和華以 為贖罪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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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亞五十三：10」耶穌受苦為的是捨身
贖罪，成全神的公義，這也是基督教的
苦難觀最特別的一點。

七、不再痛苦。神讓我們經歷苦難，讓耶穌
基督經歷苦難，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
把苦難挪去。到了新天新地時人將不再
受苦，「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
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
二十一：4)生老病死總有一天都會過去，
這是神的應許，也是苦難的最終盻望。

苦難與敬虔 
苦難與敬虔的關聯，以約伯來說，神

讓他經歷火一般的試煉，為的是熬煉他，使
他的生命更成熟，更緊緊倚靠神，所以苦難
是我們操練敬虔的一個過程。神允許我們受
苦，主要是為了：

一、神所愛的 必管教。世上的父母尚知，
真正為孩子好不是溺愛他，而是有時讓
他吃一點苦。同樣的，在成聖的過程
中，我們也難免遭遇苦難，當我們受到
苦時，應當想：「上帝是否藉著這個苦
難要教我什麼事情？」這樣才不會白白
受苦。

二、煉淨渣滓公義聖潔。管教是讓不好的變
好，煉淨則是為了讓好的更好。這種煉
淨之苦，是為了使我們更有神的形狀
和樣式，就好像剛出土的黃金，充滿
雜質，直到經過爐火熬煉，才能燒盡雜
質，成為純金。

三、在苦難中磨出美德。有些美德非經苦難
無法造就。唯有在苦難中，並經歷神的
愛的澆灌時，才有可能在患難中不會生抱
怨、怒罵，反而生出忍耐、老練、盼望。

四、患難之日迫切禱告。患難讓我們更加敬
虔，因為無以為靠時，我們唯有禱告，
這是人的本能。我們與神的關係因為苦難
而越接近，苦難因而帶來屬天的福氣。

五、經歷患難安慰他人。我們自已經歷苦
難，對於受相同苦難的人，我們的安慰
就更能貼近受苦者的心。所以能夠成為
安慰者，也是苦難學到的功課。

六、敬虔度日會受逼迫。苦難可以使我們操
練敬虔，有時候也會為我們招來苦難。
在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很多。不和大家同
流合污，有時帶來討厭、排擠、迫害。

七、為主受苦天上賞賜。為主受苦，神會紀
念，這是耶穌基督在八福裏講的最後一
個福：「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
天國是他們的。」神親自鼓勵我們，在
苦難中不要輕易抱怨。

當然，苦難本身沒有任何好處，好處
在於經過苦難時，我們的成長和改變帶來神
的祝福。因而面對別人受苦時，千萬別說：
「感謝主，你現在要得賞賜了，所以必須受
苦。」神沒有這樣說。我們也不是要擁抱苦
難，如果可能，我們應該努力減少世上的苦
難。我們的態度應當是，若是出於神，我願
意承擔這個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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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台灣最關心的身後事調查當中有64％認為

身後事應由自己預先準備，而且有48％願意事先
預備身後喪葬費用等；再以台灣對殯儀服務內容
及契約形式，近二十年有引入歐美等國家方向並
加以創新之趨勢，過去十數年在殯葬服務推陳出
新的頻率會沿續至未來，故從社會趨勢、消費意
識、禮儀精神、及可用資源等考量，可找出台灣
殯葬服務創新之方向。

二、先火化後追思
建議先火化後追思之觀點如下：
1.孤獨終老趨勢：在大環境經濟不景氣以及
因應現代化的變遷，「少子化」使「孤獨
終老」成為銀髮族人生最後階段的寫照；
加以家庭結構之轉變，工商社會因時空造
成人性疏離，對於喪葬事宜相對無法投入
太多時間與資源。

2.縮短殯葬服務流程之時間成為未來重要之
趨勢：先火化後追思除了免除告別式當天久
等火化作業而影響時程安排外，更能有效降
低遺體存藏時間及可能發生污染的情形。

1.先火化

先火化將先人遺體火化為骨灰或骨骸存儲於
骨罐中之考量為：

(1)衛生安全：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
「死者家屬對於已經確認染患法定傳染
病之屍體應於24小時內入殮並火化。」
惟以併發症往生或非在醫院往生者，實
難以死亡證明書研判往生者是否患有具
傳染性之疾病；故告別式前先火化，因
縮短遺體存放時間，有效降低親友及服
務人員受感染之風險。

(2)提昇設備運用效率：因中國人堅信“擇
日吉煞”之習俗，以致吉(宜)日無館可
租、火化排長龍；而煞(不宜)日又門可
羅雀，無人使用，故設備使用尖離峰起
伏幅度甚大。另遺體存藏方式影響需用
空間及相關設備，遺體保存需考量溫
度、空間、設備、退冰、再化妝等問
題，而骨罐則有合法之暫厝場所即可，
使資源運用更具效率與效能，可有效緩
解未來死亡人口遽增之設備需求問題。

2.後追思

從由遺族親屬為往生者舉辦以悲傷為訴求之
告別式，與由自己所規劃的生前告別式的預演活
動比較，預演的每位主角都為自己設計了一個充
滿生命事蹟、意念、溫馨、具意義但不帶悲傷的
告別式，甚至有希望以演唱會方式、喜宴方式
來舉辦者，以期待成就人生畢業式圓滿落幕的表
現，迴異於由遺族所規劃的悲傷與哀慟情境。由
此可知殯葬禮儀所呈現的情境乃是主要規劃者心

台灣殯葬服務創新
之我見

江萬里

情之投射，如果以『事死如事生』的原則探究，
最適合顧客的商品應是籌劃最貼近往生者生前需
求及意願之客製化流程及儀式，讓參與的每一位
親友以感知、感念取代傷心、落淚，展現其生命
的光芒與特色。

實施先火化後追思，遺容瞻仰儀式並不因此
而減省，可以在遺體火化前將其最後＂美麗莊嚴
的容顏＂拍攝編輯於其光碟中並以影音播映取代
實體瞻仰，以注目禮的尊重取代對遺體的恐懼，
更顯溫馨與價值。

現行業界之光碟編輯內容多為家屬提供其所
擁有的往生者之生前照片，可能侷限於某一時段
且其人、事、時、地、物資訊皆無法獲知，使內
容呈現流於照片之片段性瀏覽，遑論事蹟之傳
述，實屬可惜！建議取材範疇於生前即與當事人
溝通與記錄，兼具動態影音與紀念文件，讓生命
紀錄具故事性的腳本與演出，方有呈現往生者生
命歷史意義、及撫慰親友心情之效。 

三、新設施重懷念
隨著時代演進，現在的殯葬事宜已從過去家

族、鄰里的活動，轉型成為專業服務與家庭活
動，在商業化銷售、服務的購買行為下，情感
交流似乎在逐漸消失中。如何使親友與先人遺體
(骨骸)在從往生至告別式這段期間能具療癒心
情、安息靈魂的效果，提出有情設施、重懷念的
緬懷儀式。

1.新設施

    殯葬設施不僅係處理屍體及舉行殮、殯、奠
儀式的場所，同時又可使火化、進塔達到一貫作
業的模式，故殯葬設施的多元功能及環境設計，
對人生最終歸途的安排與往生者家屬的慰藉，影
響深遠。針對現行國內殯葬設施創新及規劃，有
四點建議：

(1)『禮孝陪館』之設置：

依治喪禮儀，入殮後到出殯前的停棺階段，
稱為「停殯」或「居喪」。
告別式場設於殯儀館，以現行公立殯儀館之設施
現況，豎靈區相對擁擠、混亂，讓家屬休憩空間
嚴重不足，事死與事生之儀式，多委由館方代
辦，失去孝道意義及傳承。告別式場設於家中，
惟家屬在悲傷情緒之餘，尚需張羅親友住宿、維
持家中環境整潔、三餐處理等，實為勞心又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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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負擔，致使居喪期間，家屬難以全心全意投入
緬懷與體驗生死意義的情境。

為使居喪期間家屬親友得以卸去生理與心理
上之重擔與衝擊，去除紛擾的雜務，將應盡的責
任與義務，表達在對往生者仰慕的情緒與禮儀之
中。建議公民營機構可增設『禮孝陪館』，讓子
孫親友能以尊重先人之權益與尊嚴的核心精神、
事死如事生的儀式執行，以孝敬之忱內聚情感、
撫慰悲傷，讓孝道文化世代相承。

喪禮之基本結構乃不違背禮義精神，透過部
分顯於外之步驟執行過程中的感通心理上，來滿
足人們懷親的情與思親的感情，則具有轉換性
質，在禮孝陪館能營造讓親友在治喪階段，透過
守夜、陪伴、祈禱等之執行，體現孝思精神，因
而轉化孝眷悲慟心為陪伴的親近感，使人生最後
階段回歸華人文化主軸－“孝道”展現，並代代
相傳。

(2)一體專用之特區：

歐美多國之殯葬設施屬殯葬一元化之設施，
亦即殯儀館（或教堂）、火葬場、墓區及納骨塔
（牆）均集中規劃，如此可使殯葬儀式動線順暢
及相關作業集中辦理，以簡化繁瑣手續與喪家奔
波之苦。

2.重懷念

現行殯葬流程恐為彰顯往生者或遺族之社會
地位、或因禮俗，以致在治喪過程常見衛生問
題、噪音問題、空氣污染問題、妨害交通、濫發
訃聞、奢侈華靡、告別式場場面混亂而且時間冗
長、葬列禮節訛誤等情事；惟對社會環境造成嚴
重的負擔。故改善喪葬禮俗，使之禮儀化、倫理
化、專業化、樸素化、莊重化、環保化、平等
化、溫馨化，以真正落實慎終追遠的意義實為刻
不容緩之大事。

對於儀式著重的是對往生者的懷念與其精神
的傳承，提出建議如下：

(1)追思之三禮：

在告別式時，由司儀或牧師引導執禮代表
進行，並以「啟」、「應」方式帶領全體參與
者唸誦。

1.1倒水禮：顯現『飲水思源』之涵意，主
為表達遺族對往生者血緣相
繫、崇敬的根源之意，由宗
親代表執禮。

1.2獻花禮：顯現『萬古流芳』之涵意，表
達往生者之生命價值與一生
功德除了福蔭同源子孫，且
馨香因婚約而結親的親友，
由姻親代表執禮。

1.3獻譜禮/點燭禮：顯現『光宗耀祖』之
涵意，基督教以獻家譜儀
式、其他宗教以點亮燭光儀
式，表達往生者此生之事蹟
偉業，光耀門楣，由家族代
表執禮。

(2)平凡見偉大：

生命的延續可貴在於跨越時空的限制而源
遠流長，故無論是國內外歷代名人，時可見其
衣冠塚、紀念館之設置，而一般普羅百姓則無
可存藏一生中重要或具代表性事物之專屬空
間，透過空間規劃及設計，針對往生者之遺
著、衣冠、手稿、作品、其他具代表性事物等
具文化、藝術、紀念性的物品亦可透過科技技
術將之留存並展現於『生命紀念館』中，例
如：建立慎終追遠的視聽圖書館，蒐集或編寫
相關族譜，為往生者製作回顧光碟影片、將其
知名作品製成電子書，作為永久的典藏，隨時
供眾人憑弔，以見賢思齊，並了解其德澤，體
會慎終追遠與家族的精神傳承的深刻意義。即
是“存藏”讓生命的價值劃破時空的限制轉化
成源遠無限的文化流傳。

四、結論
所謂創新，絕非破壞原有的形式，移植新的

形式，應是奠立在原有內涵上進行改變與創新，
重視傳統殯葬禮儀原有的知識、技能、經驗、信
仰與生命情操等文化基礎，在精益求精與反覆淬
煉的過程中，發展出與新時代相契合的殯葬禮
儀。當代的文化建設不是對殯葬禮儀進行破壞性
的改革，而是順著喪禮、葬禮與祭禮等傳統結構
中進行調適與創新，在文化的精心設計下，不合
時宜的殯葬禮儀都能得到恰當的更新。

企業化的經營也是現代化的必經過程。目前
殯葬產業已然是大型企業化，強力的企業品牌固
然有其好處，而中小型業者的競爭力提升，或可
朝向策略聯盟的方式進行。統合政府與民間資源
與智識得以有效提昇效率、創造全贏之局勢！

參考文獻

1、鄭志明（2009）。《傳統殯葬禮儀的改革與
創新》。台北：台北縣政府民政局。

2、〈人口政策白皮書（核定本）－少子女化、
高齡化及移民〉，行政院2008年月。

3、〈中華民國臺灣97年至145年人口推計簡
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

4、台北市殯葬處：
http://www.mso.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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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勇士
許素嬌長老

許 素 嬌 長 老 生

前到基督教平安園

參觀，覺得很喜歡，

這裏的景色和屬靈氣

氛，就把她過世母親

的遺骨遷到這裏來

了。她覺得做這件事

很平安，很安慰。她

生前曾說，希望把

台南阿媽的遺骨也遷

到此處，這是她的心

願，家人決心一定要

幫她完成。媽媽也要

放在平安園，我覺得

這是我們都喜愛的長

眠之處。

許素嬌長老生於主後1927年10月10日，

台南人，和妹妹由母親撫養長大，三人相依

為命。青年時期適逢中日戰爭，懷抱救人之

熱忱，加入護理訓練班，在醫院從事白衣天

使之神聖工作。一九四八年與海軍軍官朱慕

熹先生結婚，相夫教子，不辭辛勞，為家庭

鞠躬盡瘁毫無怨言。早年夫婿因軍旅生涯，

聚少離多，許長老努力教養子女，含莘茹

苦，待子女成年後各自投入事業、家庭，許

長老仍每日清晨為每位子女禁食禱告從無間

斷。

她每天早上禁食禱告。家人擔心她的

營養不夠，常常有不同意見，但是許長老很

堅持，為了家族守望禱告，結果因為她的堅

持，大部份的家人都歸主了。她的禱告是付

上代價的禱告。許長老不但為家人禱告，她

固定的為所屬的教會牧者信徒禱告，也為參

加的佈道會、特會的牧師禱告，甚至為搭乘

的計程車司機禱告，相信她的禱告祝福了許

多人。

祈願感動許長老禱告的靈，加倍感動每

一個神的兒女，也傳遞到教會，興起弟兄姊

妹更多的代禱，成為禱告的守望者。

夫婿退休後，神恩待許長老在教會服事

更加盡心盡力。在家庭除子孫常承歡膝下，

許長老得有閒情逸致「夫揮毫妻作畫」，此

種令人稱羨，夫唱婦隨的幸福生活，令許長

老深感欣慰。但好景不常，許長老有多年高

血壓及冠狀動脈心臟病史，定期接受藥物治

療。於2009年因輕微中風住入三軍總醫院治

療，出院後身體狀況大不如前，於2010年2

月因下肢無力再度住入三軍總醫院，診斷為

脊髓神經受損，出院後不良於行，需使用助

行器，經持續藥物治療後，下肢功能逐漸進

步。不幸於2010年7月13日傍晚在家突然休

克，雖立即送往基隆長庚醫院急救，仍不久

蒙主寵召，安息主懷，享壽84。離世時，兒

孫、牧師、教會兄姊均隨侍在側，唱詩禱告

陪伴她行完人生最後一程。

在女兒華齡十八歲時，發高燒生病了，

最後全身抽筋，昏過去好幾次，深夜送到署

立基隆醫院。那時醫院要先繳保証金，而當

時三更半夜了那裏去找這筆錢呢?家裏沒這

麼多現金。華齡很難過，就跟媽媽說：「妳

有信心，我相信上帝會醫治我，妳曾說，若

有信心，白開水也會變成聖水，我們回家

吧。」當時醫院的人都以為這個家庭的人發

瘋了，會沒命。回到家，媽媽就拿了一坯白

開水，禱告它成了上帝醫治的聖水，那時，

幼齡、爸爸、玉齡都在床邊跪下來禱告，水

就讓女兒喝下去了，全身都流汗濕透了，當

下高燒就退了，上帝實在奇妙。這也是許長

老的大信心。上帝聽她的禱告。

許長老是個以丈夫、孩子的需要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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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長老教導兒女十一奉獻，她說，所有

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賜的，一定要奉獻感恩回應

上帝。她期待，大家要守主日禮拜，守主日。

許長老是一個不喜歡和人爭執，寧願自

己吃虧的人。遇到不講理的人，她就說：「憐

憫他吧，上帝疼憨人。」這邊社區認識許長老

的人，都說她是個慈祥、很客氣的人。

她對神的忠心、敬畏的態度是神兒女的

榜樣。

兒子柏齡曾經說：「在高中考試的時

候，每天回家先睡一下，告訴媽媽，我二點

要起來讀書，要記得叫我。結果媽媽都不敢

睡，一直到二點多叫我起來。而且陪我讀

書，終夜沒有睡覺。」許長老就是那麼準確

的，為兒女，一點也不延誤。

許長老很有愛心。兒女回憶小時候的一

件事：當時物質貧乏，媽媽買了一條白吐司，

孩子很期待回家吃。結果回家時，順道去探訪

一對老夫婦，他們也很缺乏，結果媽媽竟然把

白吐司送給他們了，讓孩子很捨不得。

許長老一直連任基隆中山教會長老直

到73歲屆齡卸任，經全體會友同意，受聘成

為教會惟一終生榮譽長老。許長老原先是住

在高遠新村十六號碼頭山上，離中山教會、

賴牧師牧師館相當鄰近，對教會兄姊關心探

訪，支持牧者推行事工均不遺餘力。許長老

也是代禱的勇士，近年來雖然因身體健康因

素，及搬家到龍騰大地較遠，不能每次參加

聚會，但是總是早晚為教會、牧者、兄姊代

禱，深為賴牧師及會友所信任及敬愛。

	 親人深信天國的盼望，她的靈必充滿

喜樂，沒有痛苦哀傷與死亡，因為經上說：

「信祂的人必得永生」。感謝主揀選許素嬌

長老成為祂蒙恩的兒女，謝謝主耶穌的寶血

洗淨她的罪，所有恩典及榮耀一切都歸與主

耶穌基督。確信她在世上的勞苦不是徒然

的，我相信在耶穌基督裏，已有榮耀的冠冕

為她存留。就如經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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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書四：7）」我

們知道她已在天上永享天堂的快樂。

的人。小時候，她很少和孩子一起吃飯，她

總是很忙，總是說吃過了，漸漸長大了才知

道，她不是不餓，她是要等孩子丈夫都吃飽

了，有剩了才去吃。

許長老50多歲開始學畫畫，她很努力，

也很有才華，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她的畫

作就有一定的水準了。相信若不是孩子多、

家庭花了太多的時間精神，許長老一定在畫

作上更有成就的。

許長老很少發脾氣，很少看到她大聲

說話，當兒女都長大離家了，逢年過節時，

她希望看到兒女回家，但是有的沒有回來，

她雖然很期待、很失望，但是並沒有口出埋

怨，只是體貼的說：「他一定很忙，沒關

係。」

在這幾個月中，許長老因為生病，女兒

玲齡距離她住的較近，所以有機會煮東西給

她吃，她總是很開心、關心的說：「妳下班

後已經很辛苦了，還要煮給我們吃，會不會

太累？」之前行動不便，玲齡幫她洗澡，她

也一直說：「太麻煩妳了」。女兒說：「媽

媽，小時候也是妳幫我們洗澡啊，現在我幫

妳洗澡是應該的。」她就是那麼為人設想的

人，即使是兒女，她也處處要求自已，希望

不要麻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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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

區別

墓地

使用權

(每單位)

工程費

(每單位)

永久

管理費

  (每人)

重開墓穴

工程費 

(每次)

證件補發

或過戶

手續費

(每件)

墓碑

相片費

墓碑

刻字費

新墓碑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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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30,000 ＄30,000 ＄0

＄500

黑白
＄1,000
彩色 
$5,000

＄0
$5,000

＄0 ＄0 $5,000 ＄10,000
以實際字
數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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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人】

內徑：長240×寬100×高95
（公分）

＄560,000
＄680,000

＄120,000 ＄50,000 ＄0 ＄0

$10,000

$10,000 ＄25,000
以實際字
數計費

一、春天的腳步近了，鳥語花香漸漸傳出來，平安園的花草，樹木也欣欣向榮的準備迎接清明節來到。 3月26

日在園區有二埸的聯合追思禮拜，有報名搭專車的朋友，請一定要準時。自行開車的朋友要提前出發，

上午十點開始第一埸，下午2點半開始第二埸。

二、今年是平安園設立第十五週年了，預定於五月會出刊一本紀念冊。若有特別感動的朋友想寫一些感言，可

以直接郵寄到辦公室來：台北市羅斯褔路三段269巷3號平安園收、或用E-mail:liao@peacegarden.org.tw經採

用將贈稿費道謝。一千字以內、請於「四月十日」之前寄到，逾期不候。

三、位於棺木區的墓穴使用已超過十年以上的家屬、若要修護墓穴請來電接洽、將以最快的速度服務、可分為

大修、小修、清洗、還有瓷相也可以重做、墓碑按金等、都需來電接洽。

四、為了維護墓園的整體景觀、除了鮮花之外、請各位朋友不要再貼上小玩偶、或一些小飾品在墓碑上、管理

員將會清除、請大家諒解。

五、墓園已使用的墓穴超過三千多單位、在管理上愈來愈感到繁重、特別在處理敬花更是繁重、由於人手不

足、請大家舉手之勞、在獻花之前先把包裝紙或塑膠布拿掉、再把花放進花瓶中、謝謝您的合作。

六、最近在園區有一個很不尋常的現像、野狗一大群、到處大小便、趕走又來、好像有人在餵食、又好像有人

棄養、或帶來放生、請大家協助、一起來嚇阻、以免愈來愈多、產生不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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