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十二章16~21節無知的財主

的比喻，以前是拿來勉勵信徒的講道資

料，但由於我的牧師娘十年前因頭臚內長

血管瘤出血搶救的經歷，以及今年三月11

日我騎摩托車在二重疏洪道被休旅車衝撞

倒地昏迷，而生命尚留存只是肩胛骨受創

的體驗，我對20節的經文：「上帝卻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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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
預備見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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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特

別有感處，也特別在深思，如果上帝今夜

就要你的靈魂，你是否早就準備好見主的

面，一點也不懼怕。

　　歲月不留人，時光易逝，今年我已經

是六十八歲了，已經是一個退休的牧師

了。我曾這麼想，假若有一天，上主對我

說「小子，你的工作完畢了，我要召你回

天家了。」那時候我的反應將如何?是否
欣然受命，立刻答應；或是還有所禱路?
有所留戀?

　　曾有人挖苦基督徒，因某次在一個奮

興會上，講員問說：「誰喜歡上天堂?」
個個都舉手。接著講員再問：「誰願意現

在就上天堂?」全堂寂然，無人舉手。究
竟什麼叫基督徒，前後矛盾，恍若兩人?
是否天堂不可愛，世界比天堂更美麗，更

辛福、更吸引人?

　　我細想這問題，我認為造成這矛盾心

態有兩個原因；

　　第一，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必經之

路（除非主今日回來，我們活著被提，否

則信徒也難避免）。在各人心中，死象徵

著黑暗，冰冷，孤單，剝奪．毀滅。對於

死，就算英雄好漢，個個都怕它。對基督

徒來說，死亡的毒鉤雖然被剪除。可是它

的陰影卻仍然厚厚的籠罩在我們的心中，

成為我們的恐懼。從今生進入永生，我們

要經過死的道路，這死雖然像一隻拔掉牙

的獅子，但它掙檸的面目，仍然叫人望而

戰抖。這是基督徒仍然怕死亡的原因。

第二，我們活在世上，每日所看見的都是

世界的繁華美麗，每日所想望的都是世界

的發達榮耀，世界成為我們夢寐以求的對

象。我們雖然知道天堂是我們最終的希

望，但我們幾時曾想起：

　　我在人間作客，我家在天。旅客生涯

不長，我家在天。我將歸我家園，站立天

父右邊。

　　天上是我家園。我家在天。我們很少

想慕天上，天堂在我們心中的印象，不但

遙遠而且模糊。除了喪事禮拜唱幾句「天

堂是我家」以外，我們內心所充塞的，都

是世事、世物、世樂、世榮。我們像以

色列一樣，人在曠野，心在埃及，迦南流

奶與蜜之地，對我們已經漸漸失去了吸引

力。

　　保羅說：「信徒的生活有三達德就

是；信望愛。」信是生命的根基，愛是生

活的內容，望不是望現在而是展望未來，

（羅8：24）。望是我們的終極追求；天
上的家鄉，天國的榮耀。這三達德有如三

股合成的繩子，缺一不可。現在我們的

「望」已經弱如游絲。三股幾乎剩下兩

股，在這末世驚濤駭浪的瘋狂打擊下。我

們怎能過得勝的生活，活出基督的榮美？

　　聖經要我們思念上面的事，追求上面

的事；心所想，目所注視，我們的腳步才

能全力的向前跑。

　　我是神的僕人。近來我十分體會保羅

的心。他對腓立比教會說；「我正在兩難

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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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比的。」因在天上無憂無懼，無病無

痛。人間一切的爭戰、重擔、磨難、罪

苦都會成為過去，實在太好了。可是保羅

說：「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

緊的‥‥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

喜樂，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

再到你們那裹去就越發加增」（腓一：

23~25）。

　　保羅所說：「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

在」，可是有一件事，基督救人救世的使

命仍等我完成，地上的工作，就是建立教

會的工作要我去擔負。在「人」「我」兩

者之間。保羅體貼基督的心腸，情願捨棄

個人的選擇。背起十字架，與主分擔憂患

痛苦。再活下去。

　　這是何等偉大的犧牲。可以生，可以

死；生不是為著自己，自己已一無掛戀。

世事於我如浮雲。只是為著別人的好處，

願意堅強活下去。這也是我的學習功課，

所以我選擇退而不休，我現在為泰山教會

建堂募款，在社子主理門徒培訓班，也在

總會客宣做義工，順服主的差派。

　　我也可以死，「因為這是好得無比

的」，死是一種解脫。從地上進入永生。

經過死這一扇門，跨進一大步就進入榮耀

裏"與基督永遠同住。

　　親愛的兄姊們。保羅給我們是何等美

好的榜樣，我們活下去。乃是為主而活，

為完成主託付的使命而活，為贖回過去虛

度的光陰而活，爭取機會，倍加警惕，準

備好自己。隨時可以離世安然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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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考察墓園分享 廖正行

　　平安園委員及員工一行13名於2017年10月
10日到日本考察墓園，這是每三年一次的例行
參訪考察活動，一來感謝委員付出時間及智

慧，將園區塑造更美的環境，二來能把國外墓

園的特色帶回來作為參考。

　　此次到日本的關東地區，總共參觀三個墓

園，有較傳統的墓園，就是設置在社區旁，雖

然墓園的區域不大，但是規劃得很整齊，真是

小而美、每一個墓位各有特色，有個人墓穴、

有夫妻墓穴、也有家族墓穴，在外觀上來看真

是有不同的造型。不像平安園全部客制式，大

小統一，墓碑大小都一樣。日本的墓園重視個

人的喜好，如墓基的花崗石有人採用白漢玉、

也有人採用黑花崗石、紅花崗石、甚至綠色的

花崗石，墓碑的大小型式都隨個人的意願來設

計。在造型上也有大型、有中型、有小型、有

圓型、有方型、有半圓型，甚至各種變化的圖

型都有，只要花在自己的墓園範圍內都可以自

由設計。剩下的空間就由管理墓園的工人種植

小花、小草、小樹。唯這些小花小樹均需統一

栽植，不能有不同的花、或樹。況且在人行道

上的兩旁都有種植很美的花木，整齊美觀。

　　其次較新潮流的墓園，比較有人工化的設

計，例如樓梯上有扶手、空間有寬廣些，人行

道上有小水溝流水、甚至有養小魚、小噴水

池。有接待室，販賣小花或紀念品，有事務所

及小禮儀廳，備有桌椅，及墓園所需用的石材

樣品提供給家屬選擇，也備有輪椅供給訪客借

用。

　　現代化的墓園提供了許多樣品給家屬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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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選擇，並訂各不同的費用印在廣告

單上公開取閱。在墓園中也提供小小的環

境在樹下有休息的圓桌椅，也規劃出有樹

葬、花葬、草皮植存的小空間，將安息者

的姓名用小小的石材刻上名字，貼在路旁

供追思或紀念。

　　另外我們參觀一個真光寺，這是綜合

型的墓園，有室內納骨室及神祉牌位、也

有傳統的土葬用墓區。並開發寬大的山坡

地作為花葬、樹葬的墓區。

　　在室內的納骨室或放置神祉牌的建築

物很特別，全部建材均採用木材質料、非

常古典的造型，外觀看起來很典雅，很有

價值感，一進到室內就感覺非常擁擠，但

算是整齊一排一排，有十層的或更高層

的。傳統的墓區很像我們台灣的公墓，有

大有小、有高有低，隨家屬的喜好自由設

置，石材和墓碑也是各自發揮，無限制的

造型。

　　在花葬和樹葬的墓區裡，看起來很環

保且自然，一大片的山坡地，只區隔車

道、人行道劃分出來，其他就利用種植樹

木、花卉、及草皮。然後再規劃出一小塊

一小塊的園地，當然也有較大塊的空間作

為家族用。埋葬的方式：是由陶瓷罐將骨

灰取出，並用布包起來後，放置於土中，

然後靠自然分解，對樹木和森林都有很大

的貢獻。可以用小小的石材雕刻安息者的

姓名放在上面作紀念。

　　其實我們管理委員最想參觀是環保自

然葬，就樹葬、花葬、草皮植存這些較新

潮的方式，這些是未來墓園不可少的趨

勢。台灣最近也漸漸在推廣環保自然葬，

如台北市政府在福德坑公墓已有樹葬墓

區，已在逐年增加中，在陽明山第一公墓

的花葬區也漸漸成長中。

　　根據內政部的資料顯示，前年即民

國104年國人民採用火化已達百分之96，
65。採用棺木土葬只有百分之4，35。另
外採用環保自然葬的人也漸漸增加，民國

104年統計已有9，136人選擇樹葬或花葬
或海葬。

平安園在第二期的墓穴規劃設計也考慮，

花葬及樹葬區，提供新觀念者採用，才能

給新一代的觀念得到認同，也是跟上時代

趨勢的墓園，使整個墓園有傳統、有現代

的綜合園區，我們在二年前有購買一塊山

坡地，約有3，516坪未來會規畫為樹葬或
花葬墓區，我們也正在申請服務中心及禮

拜堂，若能順利取得建照，我們照樣有規

劃在建築物的週邊種植樹木及花草，也可

以提供作為樹葬或花葬，另外規畫一層樓

作為紀念室，提供空間給有需要的家屬設

立親人紀念室，將其祖先所遺留下來的豐

功偉績，例如：勳章、獎牌、著作、藝術

雕刻品、繪畫作品、生平愛好的紀念品、

陳列在紀念室，供大家追思或紀念。

　　感謝欣秀旅行社鄭彩珠執事為我們協

助參訪，除了參訪三個墓園之外，也為我

們安排一個老人安養中心，使得考察的行

程感到很豐富，又增加許多智識，看到許

多不同文化的觀念，也改變了我們在規劃

未來的墓區做為很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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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開始建造方舟了嗎？

　　台灣社會面對的高齡危機，已經可以用

「挪亞方舟」的警訊來比喻了。台灣今年高齡

人口已超越0至14歲的幼年人口，2018年將超
過總人口的14%，進入高齡社會，2026則超越
20%，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雖然，日本與歐
美先進國家目前都已經是超高齡社會（日本，

今年65歲以上人口逼近28%，預計2050年會上
升到37.7%，其他國家像是荷蘭、法國、葡萄
牙等也會在2020年前進入超高齡社會），但
是，這些國家從高齡社會到超高齡社會，通常

都經過了超過20年，他們有20年的時間可以做
政策規劃與調適，而台灣卻只有短短八年，高

齡社會的洪水就會漲到山頂，我們的保健、照

護、安養等高齡政策方舟，準備好了嗎？教會

面對愈來愈多的瑪土撒拉長輩們，一方面感恩

上帝的長壽祝福，另一方面如何調整我們的社

區宣教與社福資源，使得瑪土撒拉的世代真的

成為祝福而非負擔？

　　政府雖然從2007年起開始積極推動「長照
十年計畫」，並於2016年又加碼延長長照十年
計畫2.0，但是，照護制度、經費、人力資源
等等都仍在口號階段，尚無可見之成效。安養

與照護機構的建立不斷擴張，收費也在20000
到40000元不等，但大部分的設備與環境都普
遍低落，特別是在大都市寸土寸金的結構裡，

只求安全評鑑過關，更遑論居住品質與生活尊

嚴了。

　　社會形態的轉變，少子化，兒女因為工作

之故無法照顧老人家，因此委託外勞或送到安

養中心，特別是那些重病、行動不變或喪失

生活自主能力的老人家。一旦送入安養機構之

後，由於空間、照護比與活動內容的限制，老

人家的生活能力就會逐漸退化，很容易成為

「三等老人」：等吃、等睡、等死。這的確是

非常淒涼的人生晚景，但是，如上所述，在人

口結構失調、社會政策失衡的情況下，又面對

高齡洪水的快速上漲，短期內似乎也只能受限

於如此單一的照護選項，這已成為世代間的無

奈衝突。尤其目前這些已經面臨需要安養、照

護的老年人，他們在退休之前幾乎沒有任何長

照保險或福利規劃，而社會的安養體系也不夠

健全，家庭結構也快速從大家庭的互助型態轉

變成小家庭的獨立單位，因此，當前的照護缺

口實屬困境。但是，如果現在不重視照護與高

齡政策的全面發展與年齡推移效果，趕緊建造

高齡照護的挪亞方舟，十年之後，照護缺口就

不只如此了，甚至可能造成社會安全體系的全

面潰堤。

高齡關懷與照護的多元性與全面性

　　首先，我們可以從高齡結構的分類與特質

來探討各種不同階段高齡政策的主軸：

　　1. 針對初老階段的「退休新鮮人」：許多
屆臨65歲的長者，其實在身心靈方面都還維持
活力健康的發展，這時，如何維持健康、提

升自主力與延緩老化，就是未來高齡照護政策

壓力大小的關鍵。根據國民健康局統計，台灣

老人平均臥床年數是七年三個月，也就是，平

均有七年半的時間完全喪失行動能力，這段時

間，也就是最密集需要長照服務資源的時候，

同時也是身心靈的尊嚴與自由逐漸喪失的階

段。因此，國際間的高齡政策發展，都正朝向

提升各年齡層銀髮族的自主力、延緩病痛失能

的出現，延長活躍老化的時間，以縮短失能的

時段。這樣一來，一方面可以提升老年人的生

命品質，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長照服務資源的

需求。這個「活躍老化、健康老化」的階段，

正是教會最容易投入的高齡關懷領域。德國聯

邦政府的家庭、高齡、婦女與青少年部，從

2016到2019年特別以聯邦政府的資源，在全德
國推動「銀髮自主力」方案，透過德國15個
「銀髮自主力」辦公室，提供實際促進老人身

心靈自主力的課程與訓練給地方機構與銀髮團

體，或協助社區建立自主照顧網絡，目標就在

於促進「活力老化、在地老化、互助老化」的

目標。

　　我們長老會的地方教會都有松年團契，也

有許多松年大學或老人活動據點，這都是我們

可以拓展高齡事工的禾場，特別是靈性與心

靈關懷的領域，更是其他據點所缺乏的。除了

在教會內開闢銀髮關懷事工之外，將來勢必有

愈來愈多基督徒的長者必須住進一般的安養機

構，在這些機構中，很難有單一宗教的靈性關

懷或禮拜，如果小型地方教會不方便在教會中

現代瑪土撒拉的挑戰：

台灣老年安養與照護的方舟警訊
吳信如(平安基金會社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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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銀髮據點，不如結合幾個附近教會，發展

「銀髮靈性關懷」的外展事工，到這些安養中

心提供活動，這時候，或許老人家無法來到教

會，但是他們的家屬卻可以感受與接觸到基督

宗教的生命價值觀。

　　另一個讓長輩維持生命活力與自我價值感

的，就是透過積極的社會參與，也就是各類志

工服務，讓少老者服務更需要幫助的弱勢者。

德國的志工當中，、有70�都是超過65歲以上
的少老者。勞動與服務，是維持長者生命動能

的不二法門。因此，現代「孝子」，應該是

那些願意訓練長輩學習新的生活科技，提升長

輩生活自主力的子女，而不是只讓長輩「享清

福」，最後長輩反而容易失智與退化。

　　此外，長老教會過去一向以兒童事工見

長。但是面對少子化的問題，許多教會的幼兒

園已經閒置，這也可以成為銀髮事工的基礎。

其實，許多主日學或兒童事工的模式與教材發

展模式都可以毫無障礙的轉型為銀髮教材與事

工，這也是總會可以整合發展的一個面向，進

一步以這些教材做為地方教會推動銀髮關懷事

工的基礎，減少地方教會的構思壓力。

　　2. 針對亞健康的輕微失能者或病痛者：儘
量可以透過訓練與陪伴，提升其行動能力，延

緩失能的速度。或者可以在此階段提供間歇

性的居家服務，讓長者儘量還是在家中自行行

動、自理生活，中大型教會則可以成立日托據

點，引導長者在此階段儘量自我訓練。這時候

便可以與本宗三大醫療院所體系配合，以健康

站的方式訓練陪伴亞健康者。此外，也可以在

醫院與教會間建立「出院銜接服務」，讓教會

成為醫院的延伸靈性與健康守護者。

　　亞健康的輕微失能者，最需要心靈與靈性

的激勵與鬥志，因為他們剛失去部分的自主能

力與行動能力，在心靈上必然會受到極大的

打擊，難以適應，這個階段很容易就陷入自暴

自棄或沮喪憂鬱，變成「宅老族」。此外，剛

因病失去部分行動力時，通常也是復健的黃金

期，但是，許多老年人會因為復健的疼痛與孤

單而中途放棄，導致其失能狀況迅速惡化，可

能短短兩三年間，就會從亞健康變成完全失

能。這時期就需要家人或教會提供的陪伴與鼓

勵，甚至以靈性的力量增強其鬥志，一旦自主

力下降，就是一條邁向臥床的不歸路。

　　克服病痛與輕微失能絕對需要靈性的鬥志

與力量，老年人很容易在這個轉捩點因為意志

軟弱或為了獲得親人的陪伴而養成依賴性，這

時候若無靈性的關懷與激勵，再先進的復健技

術與資源都沒有施力點。

因此，德國

的「銀髮自主力計畫」，

就特別在這個階段提供更多的靈性支持

與互助方案，讓初期失能的長輩可以克服身心

失調的瓶頸。

　　3. 針對真正的失能者：這就是醫療體系、
照護機構或居家照顧必須協力服務的階段，建

立在宅醫療制度，定期訪視。此外，政府在公

共政策方面，應該發揮各種創意，提供更多元

的可能性供民眾選擇，例如「以防養老」、

「多代混合住宅」、「老年照護公寓」等等，

都是可行的規劃方向。

方舟的挑戰與試探

　　然而，高齡者並非全然是社會的弱勢者，

因此，面對迅速增加的銀髮族群，必然存在著

銀髮族的商業利益，因為銀髮族群的經濟能力

差異、城鄉照護資源的落差，都是應該從社會

正義考慮的方向。特別是從教會與社福領域來

看，更應該去平衡市場運作所產生的剝削與不

公。因此，從教會與社福的角度來說，這就是

一個非常具有「試探性質」的事工領域，教會

與社福領域，該從這些服務中獲得多少收益？

它應該成為教會「收益」的一部分嗎？教會的

高齡事工是否看到了有些弱勢的長輩，連走進

方舟的機會與力量都沒有？你的方舟上，都載

著「富健福」的老人家嗎？

　　畢竟，人類是第一次面對如此迅速與嚴重

的高齡洪水，但是，危機也是轉機，因為是第

一次，所以沒有任何國家的作法是所謂的「標

準方向」，每個國家都在發揮政策創意，從在

地化、文化倫理的各個不同條件，發展適合本

地高齡者的活化與照護政策。高齡族群具有相

當程度的多樣性，並且與各國的文化、社會情

境有非常高的連結性，可以牽涉到十分多元的

各個社會與經濟領域，唯有能夠從本地化的思

維出發，勇敢地發揮思考創意、整合資源，不

受限於過去的年齡或分工領域，我們的政府高

齡政策與教會高齡事工政策才能真的符合台灣

長者的需要，並且進一步整合更多社會與教會

資源，增加方舟的承載力與社會性，讓高齡關

懷同時也成為台灣社會與教會發展的另一次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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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自104.07.01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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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00

$10,000

第一次
$10,000

第二次以上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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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0,000

骨灰區(第九區) 1～8人 $ 600,000

棺木區(單  號) 1～16人 $ 900,000
$10,000 $20,000

棺木區(雙  號) 1～16人 $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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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20,000

棺木區 無 $50,000 $50,000

一、主的恩典何等浩大，再過幾天我們即將迎接2018年，預祝大家聖誕節及新年快樂。願大家以
信心和盼望來等候新的一年。

二、新年開始平安園將有新的氣象，廖正行牧師將會離開辦公室，以後的服事由：方東三牧師來

接任，期望主的帶領一切順利。

三、新的一年請大家配合，本季刊將由電腦取閱，不再用信件寄出、只要打開電腦從平安園網站

(http://www.peacegarden.org.tw)即可取閱。若想要維持原來的印刷刊物，請先來電告知，若
未來電我們就不寄出，免得浪費資源。來電登記到2018年2月底止。

四、新的2018年追思專車日期已排定，並且公告在網址，請大家查閱，要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提早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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