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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生教會 羅龍斌牧師

平安園管理委員會三年一次的國外參訪、今年選擇了前

往澳洲。選澳洲、是因為我們平安園的景觀設計是採西式墓

園的設計。而這一次選定去參訪的三個墓園分別分布在澳洲

的三大城市 - 雪梨、墨爾本和布里斯本，都相當有特色、讓我

們大開眼界，也帶來許多啟發。

在經過將近九個小時的長途飛行、第一站抵達雪梨，吃

完中餐後、我們立刻馬不停蹄的奔往韋弗利墓園 (Waverley 

Cemetery)。這座墓園占地約 41 英畝，建於 1877 年、它雖是

公墓，但目前已經列為世界遺產，它是世界最出名的十大墓

澳洲三大墓園參訪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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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之一，更曾高居世界第一名；這座墓園所以

出名，首先是景觀美麗、整個墓園座坐落在懸

崖邊緣，讓每一位前來掃墓的人士皆能盡情享

受極目的海灣景色、和我們的平安園類似。其

次，它雖是公墓、但卻以古建築風格聞名，公

墓內的各種雕塑都帶著古時的藝術風格、讓人

看了讚嘆不已。不只如此，在墓園中更是埋了

許多澳洲的名人，例如出名的詩人詩人亨利·

勞森、Dorothea Mackellar，但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他們開闢了一個專區，做為 200 名為國捐

軀的士兵的安息之地。

這座墓園因為是公墓，也就是土地所有

權屬於政府，但卻交由民間管理、每人入園參

觀要付澳幣 25 元；這樣的費用對我們來說或

許不容易接受，但因為他的風景和建築深具特

色，每年仍吸引將近 70 萬人前往參觀，這是

這個墓園可以自給自足之原因。而這一次去參

觀最高興的是他鄉遇故知，有一位台灣去、已

經在當地居住 20 多年的姊妹、她在墓園當義

工，當天特別請假，為我們做詳細的介紹，特

別是對每一個出名的埋葬者的故事更是如數家

珍。她和園區主任 - 也是義工 - 的熱城接待，

讓我們留下印象深刻；而最值得記念的是，在

墓園主任的特別安排之下，我們的主委兵政隆

牧師、特別在該墓園的第一位埋葬者的墓前獻

花致意，也為第一站的參觀劃下完美的句點。

第二站，我們參觀的是位於墨爾本的

Springvale 墓園：這座位於墨爾本斯普林韋爾

的公墓歷史悠久、是維洲最大的公墓、占地約

360 甲，型態從最古老的到最摩登的都有、價

格從最便宜的到最貴的也都有 - 但在 2019 年

5 月 19 日正式開放一個新的區叫松鶴新園，

這個區屬於 Southern Metropolitan Cemeteries 

Trust （SMCT）所有，這座墓園經營的特色

是愛與尊重，特別是對不同族群的包容，它是

特別為亞洲風格的祭奠儀式提供服務。這座墓

園也是特別用來紀念維州華人而設，是南半球

最大的華人園林公墓，所以這座墓園也特別注

重風水、在在都可以看到在設計上所付出的用

心。這座墓園實在太大，所以我們必須坐交通

車才能作大致上的參觀；但印像深刻的是、他

們對不同階層的人都提供一樣的服務，特別是

對不同種族的人的尊重，誠如松鶴新園開幕

時、他們的執行總裁格羅弗女士在致辭中說

的：「生活中，個人認同往往受到（社會）質

疑。當你進入我們的園區，這是一個安全的天

堂。我們會包容你、關心你，我們相信友誼會

長存，我們將永遠在你的生命中，我們是你的

社區和家庭的一部分。」他們多元化的服務和

愛人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第三站，我們參觀的是位於布里斯本的

Centenary Memorial Garden：這個墓園位於布

里斯本的西區，中文叫做薩姆納百年紀念花園

墓園，成立於 2001 年，占地也是很大、有差

不多 40 甲，是我在澳洲牧會時曾在那裡為會

友主持過告別式的墓園；當時，它剛啟用不久、

很新；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墓園禮拜堂舉

行告別式之後，馬上可以把遺體推到隔壁的焚

化爐火化，然後緊跟著就在那裏等候撿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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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可以在墓園安葬，也就是說，所有

儀式一次就可以完成，相當省時力省、

真是名符其實的一條龍的服務，這樣的

經營方式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事隔 10 多

年之後再次造訪，也再次讓我看到這個

墓園的經營者的企圖心。當我們依所約

的時間一抵達，只見他們的執行長和職

員已經預備好茶點在簡報室等候我們，

稍做簡報之後，每人立即獲贈一份精美

的墓園簡介，之後用三輛高爾夫球車載

我們去繞園參觀，親切的為我們解答各

項問題；在繞園當中發現，從 10 多年

前剛啟用時、只有稀稀疏疏的埋葬者、

到現今幾乎快要人滿為患，不得不佩服

他們的用心經營。其實，這一次最大的

收穫是獲准進入他們的焚化爐參觀，當

時焚化爐正在運轉，但是整個環境幾乎一塵不

染，實在是令人欽佩。

綜觀這次澳洲墓園之參訪，看見他們土地

大、給經營者有很大的可以發揮的空間，這固

然是他們的強項，但是、每個墓園就當地人士

不同人士的需求所做的各項努力，以及多元化

的經營，在在都可以成為我們的他山之石；我

們的平安園雖然不大，但是可以繼續發展的空

間仍然很大，例如，如何讓墓園可以變成人平

常喜歡來觀光的地方，或是如何提供更多的硬

體和軟體設施、讓人來參觀時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或是針對不同使用者之需要，可以再怎麼

增加、提升怎樣的服務…等，希望可以繼續不

斷努力、讓平安園真的能成為、不論是安息者

或是親人的一塊最美麗的園地。 



江萬里牧師 /教授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祂就定意向耶

路撒冷去。（路加福音九：51）耶穌告訴我們

祂要被接上升天，也知道日子將到！因此祂就

定意向耶路撒冷去接受死亡的挑戰，在這過程

中他生前交代了很多事情。主耶穌對彼得說：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

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在

天上也要釋放。（馬太福音十六：19）這句話

建立了彼得的領導地位。耶穌回答說：我的國

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

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

國不屬這世界。（約翰福音十八：36）這句話

粉碎了約翰和雅各的夢想：當主的國來臨時，

一個要做左丞相，另一個要做右丞相。祂定意

向耶路撒冷去。1、祂勇敢地面對死亡。祂對

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給人，釘在十字架上。

（馬可福音十四：1-2）2、有一個女人用香膏

膏主。（馬可福音十四：3-9）3、猶大出賣耶

穌。（馬可福音十四：10-11）4、最後的晚餐。

（馬可福音十四：12-26）

耶穌準備離世歸父的過程成為我學習的榜

樣。耶穌一生過著簡樸的生活，他連睡覺的枕

頭都沒有。我的好友中 65-90 歲的都歷經台灣

你準備好了嗎 ?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

候到了。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

到底。（約翰福音十三：1）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祂就定意向耶

路撒冷去。（路加福音九：51）

這次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傳染擴散到世界各

地，引起全球人類的恐慌。特別是在武漢的台

商和居住在台灣的人。台灣人常被批評說：怕

死、愛錢、愛做官。這次的疫情似乎讓台灣人

嚇到了！死亡的陰影隨著我們生活。三月的瘋

媽祖、雙連教會的主日禮拜也改成視訊了。

我身為一位基督徒在大學教授生死學、人

生哲學、宗教哲學二十多年的經驗告訴我：人

生的價值與結局是什麼？今早在吉星港式飲茶

享受上帝所賜的豐富早餐時，再一次思考學習

我主耶穌在逾越節以前預備去見天父上帝的過

程。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

候到了。（約翰福音十三：1）佛教的高僧中

一味追求自己離世往生的時間，也就是往生的

日子。耶穌在聖經中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祂要

離世歸天的日子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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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起飛的年代，他們多少都有一些退休的養

老金，退休的日子都過得很愜意，我在此建議

各位好友，提早準備規劃，否則離世的日子已

到，你所擁有的一切，將成為你的苦難。敬請

把下列事項書寫清楚 ! 

1、 財產物件  2、 財產處理

3、 文物留證  4、 指定監護

5、 遺願執行  6、 身心療護

7、 最後捨獻  8、 摯愛告別

9、 一生回顧  10、親密心語

11、了願無憾  12、年度檢修

我的信仰之所以寶貴，是因為我清楚明

白，將來離世的時候，有主耶穌來接我到天父

那裏去，我在這世界所擁有的財富，沒有一樣

可以帶到上帝那裏去。只有一樣是確定的，那

就是你在世上為祂所做的工。你準備好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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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是台灣人追思過往親人的月份。面

對親人的死亡，我們內心有許多不捨，對生命

更充滿了許多疑惑。但是，基督的信仰給我們

肯定的答案，相信耶穌，我們已經出死入生。

有一天，我們脫離會腐朽肉體的牽絆，與耶穌

一起復活，相聚在上帝的國度裏，享受永恒生

命的美好。因此，不管是蒙主恩召的親人，或

是還活的人，我們都心存盼望，在等待那上帝

國度自天上降臨那一刻，我們再度相聚的喜

樂。我們也可以從約瑟的故事學習這人生的盼

望與智慧。

一、約瑟戲劇性的一生

聖經創世記記載約瑟的故事（創世記

37,39-50 章），約瑟故事如同但以理和以斯帖

的故事受以色列人的重視。因為他們的故事都

是在描述，以色列人生活在異邦時代，他們持

守信仰傳統，不只自己生命得上帝的祝福，整

個民族也因為他們的敬虔得到拯救。以色列人

視他們為生命的典範，因為以色列人一直面對

亡國被擄的挑戰。

約瑟一生活到一百一十歲，當他在世的

時候，他看見他的兒子以法蓮第三代的孫子，

這在埃及是一個完整的數字，代表約瑟的一生

在埃及的生活得到很完美結局。當我們回顧約

瑟的一生，他雖然得到父親的疼愛，但是卻被

哥哥們視為異類，更因為約瑟愛打小報告又自

大，所以哥哥都恨怨他。約瑟在愛與恨當中，

成為一位受害者被賣到埃及當奴隷。到了埃及

我心仰望應許之地
經文：創世記 50 章 22-26 節

尊賢教會牧師　康進順

一開始他也受到他的主人波提乏的妻子的陷

害，被關在監裏面。最後他有機會為法老解

夢，受到法老的重用，成為埃及的宰相。以我

們台灣的傳統來說，他總算是「出頭天了」。

另一個角色來看，約瑟是一位勇於追夢

的人。雖然上面有十位兄長，但是他夢想有一

天能位居兄長之上，受他們朝拜，甚至父母也

不例外。按照家庭的倫理來說，這是不可能的

事，但是他勇於追夢，最後成為埃及的宰相，

他的哥哥們來到埃及買糧食，在他的面前向他

下拜。所以約瑟不只一位擁抱夢想的人，更是

一位實現夢想的人。他不僅實現夢想，更因此

使整個家族脫離災難，住在埃及最好的土地。

按照世俗的標準來看，他的人生應該沒有任何

缺憾了。

二、約瑟面對死亡成為世人的典範

或許約瑟的人生是許多人所期待的人生

成功的典範。但是，約瑟的人生值得我們學習

的不只是人生結局的圓滿，更重要的是他也知

道人生的有限，有限的人所要依靠不是眼前的

財富，他心所期待的是上帝應許之地（參創

50:25-26）。約瑟臨終之前，對他的兄弟和子

孫所講的這些話，可以幫助我們如何對面人生

命的終點。

第一、人必須面對有限的生命

約瑟身為埃及的宰相，這成為以色列人能

夠安穩住在埃及的重要因素。但是人都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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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的生命雖然蒙福，長壽活到 110 歲，但是

他仍然無法擺脫死的限制。有一天，他會死，

會離開他的兄弟和親人。約瑟的離開，對以色

列人在埃及的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因為約瑟

對埃及的貢獻，會因為約瑟的死，而漸漸被埃

及人忘記。甚至會遭遇到埃及人的迫害。所以

約瑟清楚知道，雖然以世人的角度看來，他的

夢想實現，他的成功帶給家族極大的保護，但

是他更清楚知道，這一切將會過去，這些是靠

不住的，這些無法成為人永遠的依靠。在對我

們台灣人特別有意義，因為傳統的觀念，認為

我們要積聚許多財富留給我們的後代，認為這

才能帶給我們的後代不必像我們那麼辛苦過日

子。但是這些有形的東西不是絕對的，是有限

的。無法成為家族永遠的保護。

第二、唯有上帝才是人永遠的依靠

約瑟臨終前叮嚀以色列人，他要死了，但

是上帝一定會看顧以色列人，所以不要害怕。

因為上帝不會離開他們，上帝的確會看顧他們。

一生蒙上帝的看顧，這是約瑟的生命經

驗。約瑟人生經驗許多的危機。他經驗到被

兄弟出賣，年輕時就離開家失去父親對他的疼

愛。當他好不容易脫離奴隷的身份，受主人重

用，卻又遭到主母的陷害，被關入監獄。在

獄中他認真服事，得到好的機會可以被拯救

時，受到他幫助順利回到法老身邊服事的酒政

大臣卻忘了他。約瑟的一生充滿了許多不如意

的地方。但是在困境中，他卻經驗到上帝的同

在，上帝賜給他智慧，使他所做的都順利。約

瑟的人生經驗到許多人的傷害，但是他卻經驗

了上帝的保守看顧。他不因這些傷害而懷恨在

心，反而看見上帝美好的旨意（創 50 章 15-21

節）。

第三、渴慕上帝的應許

雖然，約瑟在埃及身為宰相，擁有受人尊

敬的地位和身份，家族也因此得到好的保護，

住在埃及最好的土地。但是，他知道埃及不是

上帝所應許的地方，有一天，上帝要帶領他們

出埃及，進入那應許之地。只有上帝所應許的

地，才是他人生最後的歸宿。所以，當約瑟要

死之前，他看得很清楚，哪裏才是他人生的歸

宿？不是目前所居住的埃及，而是上帝所應許

的迦南地；他心渴慕進入應許之地。最後約

瑟要以色列的子孫發誓，當上帝帶他們出埃及

時，要記得把他的骨頭也帶離開埃及，與他們

一同進入應許之地，見證上帝應許的實現。

三、生命的反省

四月份是台灣人追思日子，當我們來到

平安園追思已故親人時，應該心存感恩，感

謝已故親人一生的努力，才有今日的我們。雖

然，他們肉體先離開我們，但是，他們的一生

仍然對還活著的人講話—人生命是有限的。人

生有何成就，累積多少財富，有一天終將放手

離開。但是，我們不因這殘酷的事實而傷心失

望，因為我們深信與約瑟同在的上帝，不只與

以色列人同在，仍然與凡是信靠祂的人同在。

在生命危急中，上帝要成為我們急時的幫助；

在困境中經歷上帝的拯救；在短暫的生命中經

歷上帝賞賜生命的豐盛。有一天，我們也要走

親人所走過的路，安睡在親人身旁。但是，我

們的心安穩自在，因為我們相信，這不是結

束，而是一同進入那生命更美好福份的開始。

我們要進入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所建立的永恒國

度裏，與我們的親人一起享受永恒生命的福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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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
日   期：1月14日  2月11日  3月10日   4月14日   5月12日   5月30日   6月16日   7月14日

8月11日  8月29日  9月15日  10月13日  10月31日  11月10日  12月15日

集合時間：當日上午8:50前抵達集合地點，9:00準時開車。

集合地點：古亭國小側門(辛亥路上，近捷運台電大樓站2號出口)。

費    用：每位新台幣200元，請自備零錢於當日繳交。

報名方式：傳真(02-2369-5442)/電話(02-2369-5441)，報名表請於平安園網站下載。

注意事項：

1.每月固定發車一台，如車位登記額滿，則隨時截止報名，進入候補程序。若候補人數達一定數量，才會加開車次，並另行通知。

2.簡訊發送時間：

出發日期為星期二：於前一週的星期五發送。

出發日期為星期六：於當週的星期二發送。

3.若乘客報名後，無故未到或收到乘車簡訊後才取消車位，本園有權不受理之後三個月的報名，請乘客自行前往，敬請見諒。

1.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 武漢肺炎 ) 疫情，原定於 3/28( 六 ) 舉辦的清明掃墓專車及 4/14( 二 ) 每月固定追思專車
將取消辦理，至於五月份是否會恢復專車之行駛，會視疫情的狀況再行決定，並公告於本園網站。

2.	目前園區正進行換季種植、樹枝草坪修剪及白蟻、草蟲等病蟲防預工作。在用藥劑的期間，家屬若前往園區觸摸
花草後，務必清洗雙手。

3.	園區每年度都會進行免費棺木墓穴清洗。平日時，請家屬自行清洗，園區有提供清洗用具，可向管理員詢問。
4.	前往園區追思時，除了鮮花及小盆栽外，其他物品請勿放置。若發現有任意放置其他物品者，管理員將會定期清除，
敬請大家配合與諒解。

5.	為了環保的關係，加上園區處理保麗龍十字架不易，敬請生命禮儀公司及家屬留意，盡量不要將告別式會場使用
的保麗龍十字架帶上園區。謝謝配合。

6.	巴士『716 皇冠北海岸線』，已在本園入口處旁設站：
11-4	月
淡水捷運站發車時間：平日	09:00、11:00、13:00、15:00	例假日	10:00、12:00、14:00、	16:00
5-10	月
淡水捷運站發車時間：10:00、13:00、15:00、17:00
相關資訊、到站時間及票價，請上台灣好行官網查詢。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消息報告

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

區  別
安放
人數

總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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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墓碑
相片費

墓碑
刻字費

骨灰區 ( 第七區 ) 1~4 人 $ 200,000

$10,000 $15,000

$6,000
● 黑白：
$3,000 起

● 彩色：
$5,000 起

● 姓名 +生歿：
第一人 $3,500/ 組
第二人起 $5,000/ 組

● 經文：$150/ 字

骨灰區 ( 第八區 ) 1~4 人 $ 250,000 $8,000

骨灰區 ( 第九區 ) 1~8 人 $ 600,000 $10,000

棺木區 ( 單號 ) 1~16 人 $ 900,000
$10,000 $2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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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證明書補發及過戶手續費：$500/ 每件

骨灰區 $20,000 $20,000 $20,000

棺木區 $50,000 $5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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