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聖經上所記載的葬禮是以描寫故事

的方式呈現，而不是以規定、律例的條
例。故事描寫的方式通常會出現一句公
式似的語言，稱：「與他列祖同睡，葬
在xxx，他列祖的墓地裡」(列王記上14
章31節，歷代誌下12章16節)。或是說：
「壽高年邁，氣絕而死，歸到他列祖那
裏」(創世記14章31節，申命記12章16
節)。這些都表示著他們壽終正寢與列
祖同睡，同埋葬。享受適當的埋葬。無
論是用同睡或埋葬的言詞很顯然的就是
指今日的土葬。故事本身的區分就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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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善的，他的終局
就是：與列祖同睡。反之，一位罪人
是遭受咒詛並且未受適當的埋葬或暴
屍(申命記28章25-26節，列王記上14章
10-11節，耶利米書16章4節)。 

葬禮希伯來文稱為qeburah，這詞
包含著：一是指埋葬的行為(傳道書6
章3節，以賽亞14章20節，耶利米書22
章19節，馬太福音書26章12節)；另一
是指埋葬的地點(創世記47章30節，申
命記34章6節，列王記下9章28節，21章
26節，23章30節)。

葬禮對猶太人來說具有兩方面的
意義：一是指埋葬的禮儀；另一是指
屍體的保存直到安葬為止。

由於巴勒斯坦氣候(炎熱，乾燥)
的緣故，當地百姓認為屍體是極易敗
壞且在宗教上是不潔的，所以埋葬的
事宜是愈快愈好(申命記21章23節)，
通常是在24小時以內就舉行(使徒行
傳5章5-6, 10節)。「亞拿尼亞聽見
這話，就仆倒，斷了氣；聽見的人都
甚懼怕。有些少年人起來，把他包
裹，抬出去埋葬了」(使徒行傳5章5-6
節)。在猶太人的習慣上埋葬是一件極
為平常的事。倘若讓一具屍體暴露在
野地上，任其腐爛或野狗拖屍，或飛
鳥啄食，都是極為恥辱(列王記上14章
10-14節，列王記下9章34-37節)。因
此，任何人若發現野地有暴屍，那他
有責任將這屍體埋葬了(撒母耳記下21
章10-14節)。
一、埋葬前屍體的保存：

聖經沒有詳細記載猶太人如何執
行埋葬的禮拜的儀式。有關埋葬的禮
儀都分散在各個不同的經節中。對屍
體的處理：

1.通常家中有人過世時，家中的長
子或至親的親屬就將死者的眼睛
合起來(創世記46章4節)，這表達
他與列祖同睡。

2.幫助死者將嘴緊閉合隆起來(約翰
福音11章44節)，

3.清洗屍體(使徒行傳9章37節)，
4.然後抹上香油(約翰福音12章7

節，19章39節，16章1節，11章44
節)。

5.隨後屍體裹上細麻布(馬太福音27
章59節，約翰福音11章44節)，當

然細麻布就會因家境的不同而所
用的質料也會不一樣。

6.陪葬物，如：外袍，珠寶，日用
器皿，武器或陶、瓷器(撒母耳
記上28章14節，以賽亞書14章11
節，以西結32章27節)。

　由上看來，猶太人對屍體的照料
多少受到埃及文化的影響(炎熱，
乾燥氣候)。

例如，埃及製作木乃伊的過程就是：
1.對屍體的保存，運用泡鹼(埃及人

稱為：納叢，它是碳酸鈉與氯化
鈉的混合鹽。也就是小蘇打+鹽
巴。它的作用就是脫水與防腐作
用。製作木乃伊的必要材料)。

2.將人體易敗壞、腐爛的腦漿與內
臟取出。手術是在腹部開約7公分
的切口，然後取出內臟(肝、腸、
胃、肺等內臟，加上泡鹼，分別
置入4只甕內(埃及古墓內必定有
這4只甕)。筆者有實際操作的影
片可供有興趣者參考。)。

3.清洗屍體：用棕櫚酒(出自非洲奈
及利亞)清洗屍體的內外。然後
內、外均加入香料(就是耶穌誕
生時東方博士的禮物：乳香與沒
藥。這兩種都是香料，產自索馬
利亞與蘇丹，具有防腐與消炎作
用)。

4.以上動作做完後，將屍體充分掩
蓋上泡鹼(見上述1)，讓它脫水。
時間在35-40天。這也就是創世
記50章2-3，26節所記載，約瑟
為雅各所做的事。「約瑟吩咐伺
候他的醫生用香料薰他父親，醫
生就用香料薰了以色列。薰屍的
常例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滿了，
埃及人為他哀哭了七十天」。約
瑟也是如此。「約瑟死了，正
一百一十歲。人用香料將他薰
了，把他收殮在棺材裡，停在埃
及」(26節)。

　　　值得一提的是，在實驗室中
證實屍體在充分掩蓋上泡鹼35-40
天後，取出仍有一點點濕氣，這
時可以將屍體做任何的動作，包
括用細麻布裹著屍體，然後將雙
手交叉擺在胸前。這些動作都還
可做，不至於僵硬。但若醃至70

天時，屍體就完全脫水了，而且
僵硬，不能做任何的包紮或任何
彎曲的動作。若強硬去做，則會
骨折(影片證實)。

5.屍體保存好後(木乃伊化)，就準
備移屍，安葬。

二、埋葬的方式：
古代猶太人而言，大體上是受埃

及文化的影響。至希臘、羅馬後期，
已經是接受火葬。而猶太人仍是保持
將屍體下葬。除非是屍體已經敗壞或
損毀時就不可避免地用火化的方式(撒
母耳記上31章12節)。或是避免瘟疫
的發生時也是用火葬(阿摩司書6章10
節)。

1.樹葬：「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
了，就葬在伯特利下邊橡樹底
下；那棵樹名叫亞倫‧巴古。」
(創世記35章8節)。

2.石葬，用石頭堆起，特別是在曠
野地區。「眾人在亞干身上堆
成一大堆石頭」(約書亞記7章26
節，撒母耳記下18章17節)。

3.洞穴(私人墓園)，這是一大塊的
岩石，在這岩石鑿出洞穴，以放
置屍體，如：亞伯拉罕「亞伯拉
罕壽高年邁，氣絕而死，歸到他
列祖（原文是本民）那裡。他兩
個兒子以撒、以實瑪利把他埋葬
在麥比拉洞裡。這洞在幔利前、
赫人瑣轄的兒子以弗崙的田中，
就是亞伯拉罕向赫人買的那塊
田。亞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
在那裡。」(創世記23章19節，
25章9-10節，49章31節，50章13
節)。考古學發現，這是最常見
的的埋葬地點，家族可以繼續使
用，不用再另尋新地點。一人擁
有一個洞穴是極少有的現象，幾
乎沒有。若屍體已經成為枯骨
後，就將他們堆在一邊。留下來
的空位可以再給別人使用。

4.石棺，這是用岩石鑿出來的棺
木，具有不同的形式與花雕，可
以置放在花園或公園(以賽亞書
22章16節，列王記下21章18, 26
節，馬太福音27章57節，約翰福
音19章41-42節)。希、羅時期就
放在城外(馬太福音27章60節)。

5.骨罐(ossuaries，此字是由拉
丁文os或ossum而來，意指：骨
頭)：新約時期猶太人通常是把
去世先人的骨頭收集起來置入一
只小的盒子，稱為：「骨罐」，
後再下葬(或許可以稱為第二次
埋葬，但這並不是每一位猶太人
都如此做，因人，因家庭而異。
這就有如我們先前有土葬，經過
一段時間後有撿骨的風俗，再
放入骨甕，在下葬)。這骨罐長
約50-76公分、寬30-50公分、高
25-40公分，他們大都是由石灰岩
(limestone)所鑿出來的。在這骨
罐上有許多不同的雕刻圖案，可
以顯示出不同時期的時代風格。
由主前第三世紀非常通行於巴勒
斯坦地區，直至主後第四世紀。

三、埋葬的行列：
送葬的行列儀禮是當屍體都準備

好之後才舉行，時間不等。送葬時是
屍體走在行列的先頭。以木棍抬棺的
方式，有如台灣早期的風俗。抬棺的
人可以是朋友，奴隸或家屬(撒母耳記
下3章31節)。整個送葬的隊伍由職業
的哀哭者領隊(有如台灣的民俗)，隨
後是充滿哀慟，哭泣的家屬(撒母耳記
下3章31-32節，約伯記21章33節，傳道
書12章5節，耶利米書9章17節，阿摩
司書5章16節，馬太福音書9章23節)。
在迦南文化的傳統中還有在送葬的行
列中傷害自己或損毀自己，但這種行
為猶太人是絕對禁止的(利未記19章
27-28節，21章5節，申命記14章1節)。
結論：

由上看來，葬禮是人生的最後
一程，各個民族間都有或多或少的相
同姓。指是因居住的氣候環境不同而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巴勒斯坦地區因
氣候乾燥，可以用乾屍的方式，但台
灣的溫溼氣候就不宜，容易腐敗。再
者，火葬與集體的公園化墓園也是現
代版的葬禮模式。台灣狹小的有限土
地，活人與死人互爭生存的土地，火
葬與集體的公園化墓園是值得推行，
而且也方便日後的管理與追思。集體
的禮拜更可互相支持。互相安慰。我
們的平安園邁出了一大步。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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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園的種類分為合法與非

法、合法的墓園又分為公立和私

立、再分為墳墓用地、專供棺木

土葬的墓園、及靈骨塔的墓園。

自從政府頒布殯葬經營管理條例

之後、合法的墓園必需要有地方

政府所屬的民政局或生命禮儀科

所核發的許可證明、同時要加入

所屬縣市的殯葬設施經營商業同

業公會才算是合法。若是納骨塔

也是如此、除了有建物使用執照

之外、也得取得政府所核發的許

可公文、又加入殯葬設施經營商

業同業公會才算合法。

　　因此、你要購買墓穴或塔位

時、必需先查看政府的公開網頁

說明、再去參觀你所選定的墓園

或塔位、至少要參觀二到三個的

墓園或納骨塔後、詳細考量再作

決定。看墓園的四周環境、規模

的大小、規畫的格局、管理的制

度、服務的態度、經營的理念、

顧客的反應等等。還有墓園及靈

骨塔是設在都市附近或是在郊

外、因為在市區內早晚必需遷

移、郊外就沒有這種問題、這些

因素都要考慮在先。

　　基督教平安園是設置在新北

市的金山區山上、我們尚未建造

禮拜堂、只有草坪式的墓園、當

然可以提供棺木土葬及骨灰土葬

之用。過去基督教平安園尚未成

立、大部份都四處尋找、不管合

法或不合法、看到喜歡就買、如

今都要遷葬、在台北唯一的基督

教專屬墓園就是在金山、和金寶

山同方向只要往金寶山走就會經

過平安園。如果要去參觀、請與

我們聯絡即可。

　　在台中的霧峰有金陵山、整

個墓園的土地即有30公頃、園

區內就三個大型的納骨塔及禮拜

堂、從空照圖來看甚是壯觀宏

偉、其建築都是一流的設計、經

過921的考驗確實堅固耐震無比。

　　平安園會選擇與圓滿教堂合

作關係、是經過總會牧長的研議

及思考才作決定、不但墓園有廣

大的墳墓用地、具有將來性的發

展、所建造的禮拜堂又是富麗堂

皇、非常壯觀又嚴肅、而且墓園

的經營是有目標的、漸漸成為一

個觀光墓園的型態。常提供給媒

體作拍攝影劇的背景、甚至拍婚

紗的廣塲景點。每逢節日來造訪

的賓客川流不息、得到大眾的好

評。

　　圓滿教堂也類似平安園有優

惠方案、對傳道人、低收入戶、

教會團購都有同樣的優惠辦法、

期望大家洽詢。圓滿教堂也正在

規畫禮拜堂的周邊空地、整個墓

園的環境種植各種花木、美化景

觀、使來追思或來參訪的家屬、

來賓能在美好的環境中感受到無

限的安慰與尊榮。

　　記得凡是在中部的基督徒、

要選擇墓園就像這種好條件、景

觀佳、環境美、建築堅固又古典

的圓滿教堂、若是在北部就是要

選擇基督教平安園、環保自然的

草坪式墓園、景色宜人、海闊天

空、碧海連天的景觀視野、請大

家先在網站查看後再作決定。

選擇墓園的基本觀念
廖正行牧師提供

圓滿教堂 

電話專線:04-2333-8899 
部落格:www.wretch.cc/blog/yuaMan77  

基督教平安園 
電話專線:02-2369-5441 

網址:www.peacegarde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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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殯葬業本質(上)

一、前言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

四個階段，人生的四大產業從

人出生，婦產科醫生接生的那

一刻起，踏進了人生的路口，

最後送上一輛開永不回頭的往

生車，過程中，有的人提早上

車，有的人晚上車，殯葬業是

人類往生過程中，協助後代子

孫長輩到另外一個世界的入

口，至於另一個世界到底在那

裡？這問題就留給各宗教來詮

釋。台灣殯葬業過去留給人的

壞印象，服務水準低俗、服務

人員素質不齊、黑道把持…等

等。殯葬服務的暴利問題、土

葬墳墓得占地問題、火葬空氣

汙染的問題…等等。過去沒有

專業的喪禮服務人員、殯葬業

者爭食這塊大餅、世俗化的禮

俗，收取高額的規費之惡習、

是故，殯葬業者總讓人存著壞

的印象。因此，如何將此惡習

導向正軌，惡習轉為優質服

務，是為本文研究的目的。是

故，我們先從認識生命教育、

傳承、價值，透過殯葬的禮儀

進行，發揚台灣固有的孝道倫

理，必須建立優質的殯葬文化

觀念，此為本文研究的重點。

　　本文研究的動機是為喚醒

現今社會身為兒女的，該傳承

慎終追遠到民德歸厚的教育，

現今殯葬業可以推廣從生死教

育到生前規劃的動向，培育殯

葬業者的素養，提升對殯葬產

業的重視，期望社會積極栽培

專業的人才，此為本文研究的

動機。

二、殯葬的本質

1.遺體處理的行業

　　殯葬業的性質是什麼？其

本質是什麼？長期以來在這一

問題上存在著十分模糊的認

識，以致在實際工作中陷入

了許多誤會。有許多殯葬管理

者和殯葬從業人員有意無意都

把殯葬業視為‘燒死人、埋死

人’的行業。這是非常錯誤的

看法，也導致了許多實際操作

上的問題。

　　殯葬業的本質屬性絕非是

處理屍體的”社會公共服務

業”或”社會公益事業”而是

生命傳承的事業：是下一代人

傳承上一代人的血緣生命、人

際社會生命、道德生命及精神

生命的特殊過程。

2.生命傳承的事業

　　健康及合理的生死觀應該

是：死是人的"生活的中止，

但生命可以永存"。因為人的

血緣、人際的社會生命的生

死與生理性生命的死亡並非同

步。從大多數人生存的實況來

看，人們一般都會有後代，所

以，亡者已矣，但卻因其有綿

綿不絕的後代，而使其血緣生

命在生理性生命中止之後仍然

存在。而且，人們在社會中生

活數十年，人際關係的建構非

常複雜、非常豐富，即便其死

後，仍可能有眾多的人記得他

或她，雖然肉體生命中止，其

人際的社會命脈還繼續延續

著。

國人特別重視血脈的繁衍、亡

者的殯葬事宜，這都是讓亡者

的血緣生命與人際社會的生

命能夠永存；而所謂 "不孝

有三，無後為大" 的說法，其

實就是擔心自己死後香火祭祀

（即生命傳承）中絕了。

　　實際上，正是因為人們往

生後還有血緣的人際命脈存

在，才有殯葬的活動，才會產

生現代的殯葬產業。

三、禮儀的本質

1.傳統迷信的思想

　　如何恢復一些合理的喪葬

禮儀？對些，我們以為，也要

從弄清楚人類為何有喪葬禮儀

方面需要入手，特別是弄清楚

歷經幾千年的喪葬禮儀的本質

是什麼。人類最古老的文字

之一，中國的甲骨文中的"死

"字，是一個活著的人跪在往

者面前；可見，"死"之最原初

的含義實為"祭"，這本質上是

由"死"向"生"的轉化。所以，

"死"引發的問題不是亡者本人

的問題，而永遠是對著生者。

這些年來"淡化清明節"、"取

消清明節"的言論越來越多。

這是非常錯誤的看法。這樣一

種人類最深厚的人倫情感，

千百年的積澱孕育出了清明節

的內在精神，也是殯葬祭祀

本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矣。"

2.道德倫理的教育

　　現在有諸多的問題是，一

方面，許多殯葬的行政管理部

門和殯葬從業者視一切祭祀活

動皆是封建迷信，必欲去之而

後快；另一方面則許許多多完

全不符合傳統祭祀精神的祭祀

形式大量出現，沒人去管，

也不知道如何去管。有些人

在出殯時請脫衣舞小姐來跳裸

體舞，喪事鋪張辦理，"發死

人財"；祭奠先人時，從燒紙

錢、到燒人民幣的冥錢，到燒

存摺、別墅、轎車、小三、二

奶、偉哥….等等。這就完全

背離了傳統祭祀禮儀的精神，

不是"民德歸厚"，而是"民德

降低"了。

江萬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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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

區別
安放
人數

價格
(含使用權、工

程費及第一人

永久管理費)

永久管理費
(第二人起)

重開墓穴
工程費
(每穴)

墓碑
刻字費

墓碑
相片費

骨灰區(第七區) 1～4人 $ 160,000

$5,000 $10,000起
●姓名+生息年月日：
  $3,000/組

●經文
(以實際字數計費)：
  $150/字

●黑白：
  $2,000起

●彩色：
  $5,000起

骨灰區(第八區) 1～4人 $ 200,000

骨灰區(第九區) 1～8人 $ 500,000

棺木區(單  號) 1～16人 $ 850,000
$10,000 $25,000

棺木區(雙  號) 1～16人 $ 730,000

墓穴內部裝潢 白色大理石
南非黑
花崗岩

玫瑰紅
花崗岩

註：
●證件補發或過戶手續費：$500/每件
●更換新墓碑費用：
  骨灰區：$ 5,000/每塊
  棺木區：$10,000/每塊

骨灰區 $15,000 $17,500 $17,500

棺木區 $37,000 $50,000 $50,000

一、平安園骨灰區第1區至第7區正在更換草皮、先前的草皮因經過十八年之久、雜

草叢生、經委員會決定全面更新、所有費用由本園支付。

二、草皮更新期間約到八月中完成、施工期間如有不便請大家多多包涵、若要在親

人墓前獻花、暫時放置在墓碑上即可、等植草完成後會再把花瓶重新歸位。

三、園區服務中心及禮拜堂的籌建已在進行中、若有教會中的建築師、請給予推

薦、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比圖。

四、若有祖先需要撿骨或從外地遷入、請和我們聯絡。請打專線：0932-30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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