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很喜歡觀賞墓園，除了它的寧
靜吸引我，不同文化的墳墓造型、墓中
人不同的年歲記載，都令我好奇駐足。
我參觀過無數墓園，美國的、日本的、
英國的、紐西蘭的、維也納的、以色列
的……..。

美國威靈頓公墓的肅穆、除了甘
迺迪夫婦等少數名人之外，大部分只是
草地上的一個小小記號，一望無際，地
下躺著的應該都是軍人，誰還記得他的
豐功偉業？

土歸土
管理委員會主委

江秋香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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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歸土土歸土

日本墓園的擁擠令人印象深刻。

十多年前，第一次參觀英國的
樹葬區：一棵小樹種在約十坪大的圓
型花台中，經英國友人介紹，才知道
這是樹葬區，他們認為在這個花台內
可以重複使用，因為他們是將骨灰埋
在花台內，不使用容器，所以骨灰很
快就融入土中了，他們為逝者製作一
片約3×8公分大小的銅片，一段時間
後，銅片會取下來交給家人，資料建
檔於電腦中。在一片的土葬墓園中，
樹葬區顯得獨特。

維也納的中央公墓最令我流連
忘返；這座墓園葬有帝王、貴族、富
貧、神職人員，當然也有平民百姓。
看他(她)們墳墓的大小、墓碑雕刻、
造型的氣派，就可以猜出主人的身
分。令人留連的是那些墓碑雕刻，像
是參觀一座典藏豐富的彫刻博物館，
令人感動，這個墓區已經成為觀光勝
地。 

耶路撒冷城牆外，好大一片的墓
園區，觀光客把它列為景點之ㄧ。因
為當地石材的因素，全部都是同一種
材質、同樣顏色，只有大小可分辨主

人身分的高低，這些墳墓和耶路撒冷
城牆一起訴說他們的歷史。不論從橄
欖山上往下望，或站在金門前觀看，
這些古墓都深吸引你。

最難忘的是奧克蘭的「伊甸花
園」；我到紐西蘭找好友玩，她知
道我愛花，專程帶我去參觀當地最
出名的花園，門票每人十五紐幣。
進到園內馬上被管理良好的花花樹樹
所吸引，種類之多令人目不暇及。忽
然，我發現每棵花樹下都有或多或少
的小名牌，近前細看，每張名牌除姓
名，還刻有年歲。我告訴好友，這是
一座樹葬花園，他們還辯說這只是一
座知名的花園。我請他們看樹下的小
名牌，他們才驚訝的說，住奧克蘭十
年，來伊甸花園好幾次，竟然沒發現
這是一座樹葬花園。參觀後進去園邊
的餐廳，有一群老人家在聚餐，和他
們聊天，才知道他們每年會定期來伊
甸花園聚一聚，也向花樹下的好友say 
halo。回台後，心中一直想著樹葬這
事，也告訴家人，我希望將來是樹
葬。

我的祖父在我出生滿月那一天
去世，從我懂事開始，我不曾看過父

親和他的弟弟妹妹去掃墓。我二十歲
時祖母去世，因為和她感情很好，過
年過節我會和兄弟姐妹去掃墓，也才
一起在祖父的墳墓上插花。我母親過
世時，已經不鼓勵土葬，所以我將祖
父母撿骨合葬，將母親的骨灰也放一
起，後來父親的也放在一起，掃墓就
是一座而已，省事輕鬆。ㄧ堆親人，
有去掃墓的，就只有我和弟妹，沒有
第四人，我心中都想著，將來我們三
人不在了，這個墳就是孤墳了，骨灰
永遠放在這墳中，或許年代久後，就
被人清除掉，丟棄在垃圾堆。

二．三十年前，教會隨著民間火
葬的盛行以及土地難覓，開始鼓勵火
葬，於是基督教公墓出現一排排的墓
牆，讓會友安置親人骨灰甕，民間建
塔，也會為基督徒留下特定的塔位，
骨灰甕的安置已被大家視為理所當
然。基督教的葬禮常聽牧師說：「土
歸土，塵埃歸塵埃」 ，但是如果是放
在一個甕中，不就沒機會土歸土？

中部的中台寺，聽說有一片很大
很漂亮的草皮，供信徒葬骨灰(放紙器
中)，葬完之後沒有留下任何記號，親
友只知道逝著葬在這片草地裡，這是

多美好的埋葬辦法，真正的土歸土，
走得瀟洒，不留痕跡。一個直得留念
的人，會永留人心，不需要在任何地
方留下記號，思念你的人也不需到特
定的地方，看特製的記號才能思念。
台灣很小，沒有太多的地方容納一代
又一代的骨灰甕。台灣被經濟理由整
得面目全非，如果墓園能為台灣的美
化盡一點心力，逝者也會歡欣。

當每年靠著平安園匯注安養金的
不足款時，台灣的教會是不是應該規
劃更長遠更完善的墓園計畫？當佛教
以一切回歸自然來號召信徒樹葬時，
台灣的教會用什麼樣的信仰角度，讓
會友思考死後身體處理的問題？



    或許，許多基督徒是因碰到人生低谷才遇見神，而我卻是接手天品山莊時，從起初到建造完成的過程

中體會，神原來從我小時候就一步步培育我所需一切：耐心、勇氣、態度。在這期間，我更看到神在我身

上成就的神蹟奇事，真的是在人所不能，在神沒有難成之事。於是，102 年 1 月 27 日，我在卓越北大行

道會受洗歸主。

    初次和我見面的人，總是訝異我這個董事長怎麼這麼年輕？且還是一家上櫃公司的老闆，管理著上億

資產？不少人更以為我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富二代。但我有今日的職務絕非是空降，而是從小父親的磨練、

栽培，加上身負家族長子的一份責任感、嚴格的自我要求。

我的家中共有 6位小孩，而振寬排行家中第二，上有一位姊姊，我是長子。我的父母親都是白手起家，工

作勤奮，因此從小學五年級起，每個寒、暑假我都被父親安排到親友開設的各類公司實習打工（汽車保養

場、土水、版模以及發海報）。因身為家中長子，父親對我期望要求特別高，遠高於其他姊弟妹。所以，

小時就跟在父親旁邊學習並被嚴加管教，只要稍有不如父親之意，隨即當面約談。當時青少年期的我，初

時還會於管教中不服氣地說出自己想法，但都被父親訓斥，在他連珠炮似的責難下，我被訓練到不再吭聲，

甚至連訓話中途想小解也不敢去，因此竟得了尿毒症，但父親絲毫不改其嚴厲，只是爾後在開會前，會先

詢問我需不需先去洗手間一趟。而在其中，讓我學會了如何順服與尊重。

    退伍後，由於家族事業需要，我直接到欣偉科技環保回收公司幫忙，一待就是 7年（93年 -100年），

讓我以為此後就定格在這份已上手且熟悉不過的工作上，但神的安排總是出其不意。起初，因和大姊多次

理念不同，讓我興起出走的打算，也順便想秤秤自己的斤兩，看自己有多少能耐面對外界的挑戰。父親知

道振寬去意已堅，也鼓勵我不妨從頭開始，自己跑業務闖闖看，於是有了父親的支持，我開始忙於拜訪客

戶，其中多次吃閉門羹，但卻越挫越勇，不但能調適常被拒絕的心情，更勇於跨出那一步。這些歷練，淬

練了我的勇氣和耐性。

    而我認真付出的過程，父親都看在眼裡，我外出歷練 1年多後，正好家中有間上市櫃公司精威科技面

臨總經理請辭以及天品山莊投資案，而神藉著我這段外出工作歷練，奠定了我在父親心中是個認真、負責

有勇氣的人，於是父親認為時機成熟，讓我接手整頓公司。回想承接經營兩家公司：精威科技與天品山莊，

還記得當晚我與父親花不到半小時討論就做了決定。主

要是看著年邁父親愁惱著人選時，當下的我沒多想，只

一心想讓父親安心。所以，我鼓起勇氣、二話不說，答

應承接到現在。

    一路走來，面臨許多公司建造與經營的困境，但即

使身處人生低谷，信仰的力量助我度過層層難關，尤其

影響我最深的一段經文是提摩太前書第四章第十二節：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

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細數我與天品山莊結

下的不解之緣，有多次親自見證神蹟異象。例如興建彩

虹館時正苦思如何命名，於是在墓園中的基路伯前禱告，

向神祈求時，天空正好顯現了兩道彩虹，遂取名為「彩虹館」。彩虹

館主體外牆採用許多昂貴的石材建造，熟知營造的內行人都明暸，若

要節省成本以 FRP 取代，價差達四倍之譜，但在我的經營理念中，凡

事都要把最好的獻給神，就像亞伯拉罕一樣，他把自己的最愛毫不猶

豫的獻給神，也就是兒子以撒。所以我在建造彩虹館時不論外部、內

部建材都毫不考慮的選用最上等的建材，尤其教會弟兄姊妹皆是各行

各業的菁英，一旦來到彩虹館一定會注意到許多小細節，因此我絲毫

不敢大意，舉凡一磚一瓦都仔細的監工，要將專業發揮到極至，讓所

有來此的賓客都能有視覺上的享受。

    「凡事只要去做就對了！」遇到任何難題，我並不去急著找答案，

或尋求任何解釋，只以單純的想法去力行實踐，並且每天向神不斷禱

告。而神若回應所求，我就認真、踏實的去做，並感謝神的賜予和祝福。

    如今天品山莊已成為一座外觀令人「驚豔」的基督徒合法墓園，它有廾年悠久歷史，要建造一合法墓

園並非易事，在外人眼中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我們敬愛的神，巧妙且奇蹟似的幫助我一一克服並解

決了各項難題，包括申請道路拓建、高壓電塔遷移等，在見證神是何等偉大、全能的神。只要到過國外參

觀基督徒墓園的會友，莫不欣羨其建構得像一座美麗的公園，置身其中絕不會感到陰森害怕，反觀國內，

想要找一處類似的墓園，竟比登天還難。但如今一處如夢似幻、座落於新北市三峽區添福里的基督徒專屬

墓園，於焉誕生。通常墓園從建造到合法，一般至少要花上 7-10 年時間，但天品山莊卻在 1年 7個月內，

取得合法營運執照，真是一切榮耀讚美都要歸給我們的神，這一切，全然是出自神的手，神蹟降臨的顯現。

天品山莊 李振寬 弟兄見證

「我相信煎熬的背後，總是有著大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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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殯葬業本質(下)

四、業者的本質

1.技術工匠的產業

　　在考慮殯葬業的發展中，必

須高度重視如何盡快地提升殯葬

業者的文化素質問題。我國對

生命的出生非常重視，可是對處

理死亡的殯葬業認識有極大的落

差。所以，王士峰教授認為：

「一、殯葬業是文化傳承者。傳

統文化中，非常重視孝道倫理、

宗法次序與慎終追遠等價值觀，

對於死亡的重視及其處置儀式的

慎重而產生獨特及隆重的葬儀文

化。殯葬業者是推動葬儀文化的

執行者。二、殯葬業是社會工

作者。殯葬業具有銜接“出生

入死”橋梁之功能，除了安頓

亡者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藉著

殯葬過程，將亡者家屬的人際網

絡予以重整以及在亡者家屬身心

哀痛、惶恐失措時予以協助與安

頓並起發對人生價值觀反省的機

會。」殯葬是人類生命傳承的事

業，通過殯葬活動來突破生死之

界，追求生命的永恆，而殯葬業

者應該是當之無愧的生命傳承

師。

2.生命教育的傳承

　　殯葬是生者與亡者生命接續

的過程，是從先輩獲得生活之精

神與道德原則的仲介，是獲得生

命歸宿感的基礎。所以，不是要"

取消清明"，而是要推動"清明節

成為公眾法定休假日"。殯葬業則

應該大力營造"清明文化"，改善

墓區的交通設施，讓家屬們能夠

便捷地省墓。殯葬的行政管理者
不應該總是去想著怎樣取消祭祀
禮儀，消滅這些"封建及迷信的活
動"。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取消
而在怎樣使祭祀禮儀合理化，特
別是讓世人了解祭祀的內在精神
何在？讓人們在祭祀先人的過程
中瞭解祭祀的精神，以達到"民德
歸厚"的目的。

五、優質殯葬業

1.處理喪家託付的事宜

　　殯葬業者擔負著幾個重要的
責任。一是處理好喪家託付的喪
葬事宜，讓亡者入土為安。這是
技術層面的問題，要求殯葬業者
有專精的知識和技術。二是台灣
的殯葬業者決不能以每年約十五
萬的亡者為服務對象，而應該把
亡者背後約上百萬的家屬、朋友
及同事也納範圍，提供家屬哀傷
撫慰的服務，減輕家屬的悲傷情
緒，提升殯葬服務的品質，與喪
家建構更和諧的關係。

2.提升殯葬服務的品質

　　殯葬業者從三個問題加以實
踐：一是從根本上認清殯葬業獨
特的性質，與其他行業的本質不
同及如何在工作中表現出這種獨
特性？二殯葬業如何考慮和諧社
會建構的需要，以”人為本”為
指導，以深厚的人文關懷從人
性、人道及歷史傳統、民族心理
等各個角度去思考和解決殯葬中
的祭祀禮儀問題？三是殯葬業如
何提升行業的整體素質和水平，

以促進殯葬業健康快速的發展？

在這個前提下，再提高殯葬業者

的入行"門檻"，設置必要的知識

技能培訓，提升殯葬業者的水

平，特別是對生死問題的了解與

處理能力。

3.推廣生命教育的任務

　　我們都要堅信：死亡是人生

活的結束，而非生命的終結。第

一，努力地從一個生理性、自然

性的生命蛻變為家庭性、社會性

的生命，建構良好的人際關係和

社會關係。第二，隨順自然之生

理生命與社會生命的發展，去成

家立業，孝順長輩撫育後代，構

建自我之血緣生命。第三，努力

奮鬥，創新創業，立德立功立

言，進入永恒的生命，終則超越

死亡，這就把"死"的實存轉變為"

生命傳承"。

4.設立生命教育的園區

　　殯葬業將公墓設立成生命教

育基地，讓墓區轉化為體悟生

命、學習人生、昇華生死觀念的

莊嚴場所。殯葬業走過了從起"墳

"到建"公墓"、"陵園"，再到建設

"生命紀念園"或"人文紀念園"的

過程，應該再往前發展建設成"生

命教育基地"。

5.積極培養優質的人才

　　現今大學、職業技術學院設

立有關殯葬的完整從專科、本科

到碩士研究生的培養體系以及培

訓在職人員的制度，大力培養殯

葬高素質的人才。 殯葬業者不

僅要精通專業知識與技能，還必

須學習死亡學、生死學、生死哲

學、人類死亡史、中、西方哲

學、哀傷撫慰的技巧、心理學、

生命教育等各方面的知識，並形

成工作的能力。具備了這樣的素

質，才能在殯葬業中做好生命傳

承師的工作。

六、結論

1.從慎終追遠到民德歸厚

　　我們必須從殯葬之生命傳承
入手構建和諧的社會，以人為本
為，從人性、人道、人文的生死
企盼出發，推行“自然葬”"生
死葬"，作為台灣殯葬發展的主
要目標，其他的都應該圍繞這一
目標來展開。怎樣使祭祀禮儀合
理化，讓人們在祭祀先人的儀式
中，注入傳統祭祀的精神核心"慎
終追遠"，達到"民德歸厚"的目
的。

2.從悲傷輔導到生死規劃

　　殯葬業者把亡者背後的家
屬、朋友及同事也納入服務的範
圍，為家屬提供哀傷撫慰的服
務。殯葬業就為社會貢獻了一份
重要的力量，且本身也獲得了經
營方面的利益。

　　殯葬業者具備哀傷撫慰的素
養與技能的話，就把殯葬業處理
亡者的職能轉轉成經營家屬的事
業，這時殯葬業才真正體驗生命
傳承的性質。

3.從生死教育到生前契約

　　殯葬業者要引入"生死規劃"
的概念，推廣"生前契約"，向大
眾進行生死教育。殯葬業將公墓
設立成"生命教育基地"，墓區轉
化為體悟生命、學習人生、昇華
生死觀念的莊嚴場所。

　　最後，將殯葬業的國家職業
資格認定工作，列為首要。通過
嚴格的培訓和考試來認定殯葬禮
儀師、遺體美容師、火化技工、
墓園設計師等等的證照資格，以
此來促進殯葬業者的學習風氣，
提升行業內的整體水平。使殯葬
業提升為生命傳承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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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平安，中秋節又到了，敬祝闔家團圓快樂。

二、感謝神的恩典，使骨灰區的草皮全部更新完成，也謝謝各位弟兄姊妹的配合，在更

新期間造成許多的不便。

三、平安園管理委員會今年非常的特別，主任委員更換三位，年初是由陳信良牧師，四

月改由鄭正人牧師，八月由江秋香長老擔任，是因為兩位牧師有職務上的調動，謝

謝他們的辛勞。

四、平安園已正式起動向新北市政府申請服務中心建造，這個工程手續非常困難，必需

是按照法令進行，敬請大家主前代禱，期望能早日完成目標。

五、中秋節過後是遷葬的適當季節，若有弟兄姊妹想把祖先遺骨遷到平安園，請向辦公

室聯絡，我們有整套作業服務。

六、本園季刊公開徵求文稿，歡迎大家來參與分享，經採用將致贈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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