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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　潘美惠牧師　

一、生命總有傷痛的時刻

※ 對於『失落』的經驗：回憶生命中分離

或失去的感受和想法？

回首二十一年來的悲傷歷程，只有感恩

再感恩，若不是上主的帶領和保守，如今的我

不知在哪裡？信仰是支撐我繼續活下去，在生

命旅途克服的重要力量。面對配偶意外身亡，

需面對種種留下難題…這一切都成為恩典的記

悲傷歷程～恩典的記號

號。「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主的人得益

處。」(羅馬書 8章 28 節 )

『失落與分離』是人生的創痛，過世的人

已經走了，可是留下來的遺族，要如何承擔死

別的痛苦？『失落與分離』～是一種被忽略的

成長過程。

要如何在痛苦掙扎中站立起來？重新面對

生存的勇氣和生活的力量。藉由悲傷來哀悼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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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宣告分離，將所失落的，在內心重新定位，

繼續人生信心的旅途。如何正視並接納悲傷的

情緒，讓悲傷得到出口，遺憾得以釋懷。

二、當你思想上主為何創造了痛苦

※喪夫之痛的心路歷程

震驚、麻木―面對非預期的悲傷，「其實都

沒有任何準備，當時可以說是麻木、震驚，

根本沒有作最壞的打算，而且他的身體一直

很好，直到醫生說要轉院時，我才發覺情況

不對了…」

失落―到了入斂那一天，面對棺木要被送

進去火化時，我抓狂的大喊：『陳仁濟你給

我起來！不要一走了之！』我好想把他「抓

回來」，我真得不要！我已經扛不了…。「出

事之後的五個月非常非常的不好過，在工作

方面。嘉基在我最低潮時完全接納我，此恩

情終身難忘。

悲傷―「以前我在陪伴家屬，我無法真的體

會那「緊緊的痛」，當時想要把他抓住，跟

他一起死…」。「胸悶、心痛、食不知味。」

遺憾―面對非預期的悲傷，他都沒有做任

何的交代。「我有很深的遺憾，與他沒有好

好說再見。從他進醫院到他生命結束，是那

麼倉卒、突然，沒有機會，當我想說時，已

經沒有機會了！」

討價還價―事件後，曾輔導一位悲傷個案

時，再次觸景傷情：「她臥床雖然沒有說

話，但她媽媽及我們還可以跟她說話，看著

她的臉，浮現出我先生的面孔，我很傷心和

難過，我怨上帝與上帝討價還價，為什麼連

一天照顧他的機會都沒有給我…」。

三、當你懷疑上主的能力

◎上主真的能夠勝任嗎？◎上主真的大有能力

嗎？◎上主真的公平嗎？◎上主為什麼對痛苦

似乎漠不關心？◎我最需要時，上主祢在哪裡

呢？

※心理調適的助力或阻力？

角色期待―身為神職人員有許多被期待的

反應與表現，我也有『人』的需求與情緒在，

可是礙於牧師顯明的角色，必須表現出好榜

樣、好示範，因此有好多的『不能』，我曾

戴上面具偽裝自己：「我好像不要去相信這

個事實！發生意外後，我才知道有好多的事

要做。

角色期待―「好像自己不想去碰這些問題，

這些事好像是心理衝突的點，自己應該是被

期待的角色，我應該比別人更應該…原來是

有一些應該的感覺，而我也有很多實在的感

覺，我就是人，我同樣會有相同的喜、怒、

哀、樂，這些應該讓我有了心理的衝突」。 

支持系統―在生活中有良好的支持系統者

比較少產生沮喪與焦慮，也較能度過難關，

但有時支持系統卻不一定是助力，可能是一

種壓力：「在我先生意外後，同工有人協助

我，也有同工讓我不舒服，尤其我先生的好

多事，同工陸續讓它曝光，都讓我好痛」。

四、當你思想上主是否關心～進入恩典

的門戶

※ 信仰的力量、仰望十字架―看見耶穌心

痛。

人生是甘抑苦？生命是否有意義？

唯有上主才能教導我們以智慧來面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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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營人生。

※ 感恩的眼淚―「流淚撒種，必歡呼收

割。」

「面對人生的苦難和挫折，經過這些事以

後，我開始去面對自己的問題，當時沒有答

案，但上帝已經給我蠻合理的答案。現在我

也很感恩，如果我只看到這些痛苦的點，我

就沒有勇氣走下去，神在這個過程中，預備

一群天使陪伴在我身邊。好像很多事都很巧

合的碰在一起，似乎都在神的安排中，為什

麼不換個角度去看神所安排的苦難。」

◎父母、親人、牧長、師長們的陪伴與支持

是走過悲傷的最大力量。

◎ C.P.E. 的教學與學員陪伴也是支持系統。

◎下放安寧病房―因禍得福，感謝安寧團隊

的關心與陪伴。

◎越南宣教―成為療傷者；前往泰國宣教—

遇上九二一地震。

五、當你需要感受上主的愛    

回首這二十一年來的心路歷程，只有感

恩再感恩，若不是上帝的帶領和保守，如今的

我不知在哪裡？信仰是支撐我繼續活下去，以

及面對配偶意外身亡留下難題…，人生的『苦

難』何嘗不是上帝化妝的祝福？

※進入恩典的門戶

在我們的各種患難中，他安慰我們，使我

們能夠用他所賜給我們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種

患難的人。正像我們跟基督同受許多苦難，我

們也藉著基督得到許多安慰。 （哥林多後書 1
章 4-5 節）

※生命與人生的省思（杏林子＜生命之歌＞）

要經過多少風霜，才能真正長大？要承受多

少心碎，才能找到真愛？

要擦乾多少眼淚，才能學會溫柔？要歷經多

少失敗，才能學到經驗？

要經過多少痛苦，才能懂得悲憫？要嘗試多

少失去，才能懂得珍惜？

要經歷多少滄桑，才能惜福感恩？要迷失多

少路程，才能找到方向？

啊！生命，啊！生命，生命是首無言的歌，

亙古唱到今，

誰能識透？誰能看穿？誰能說盡？這種心

情，千般滋味，

不要問我生命是什麼？生命自己會告訴你答

案。

你的生命曾否經歷生離死別，對你有何省

思？

面對人生的苦難與挫折，你會如何運用信仰

來面對它？

人生像時序的四季，春、夏、秋、冬，都可

以各展其美。

成長藍圖人生賞味期：人生如美食，切勿錯

過賞味的有效期限。

把每一個今天，都當作生命中的最後一天，

好好享受愛與被愛。     
『要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感恩。』（帖

前 5：16）

『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乃在乎內容活

得精采！

面對『生命』的無常與不可預料，妳的感

受如何？

烏雲之上總有一輪明亮的太陽—雲上太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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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康健轉為軟弱，由都市走向原鄉

筆者成長於台南府城，大學離開甘甜之鄉

負笈台北，就此旅居大台北十多載。正以為就

要在都市落地生根之時，上帝奇妙的呼召使我

成為泰雅媳婦，落戶台中松鶴部落 ( 夫家 )，

並隨夫至苗栗司馬限教會牧會，這期間發現罹

癌病請假接受化療。由於夫家有年事已高的婆

婆和咖啡農園在谷關，因此每週牧會之餘都會

抽空回婆家，就此展開遊走於台中谷關與苗栗

泰安鄉之間的原鄉生活，感受境界不斷被上帝

擴張與調整。

鬆開掌控

首先被改變的時間和空間感。與認識外子

之前，幾乎全時間投入在熱愛的大專工作裡，

每日往返住家、總會辦公室和台北市各大專院

校，偶爾因中會事務和大專特殊活動會跨到更

遠的區域，但總交通時數單趟通常不超過 1.5

小時，兩小時以上就感覺有隔日往返的必要。

與外子在日本相識是因參加了日本長崎與五島

的遠藤周作旅程，台灣與長崎的飛行時數約兩

個多小時，返台後雖分隔城山兩地，但總車程

時數仍在二 ~ 三小時左右。相戀之時當然不覺

得遠，甚至分不清這是捷運與高鐵的轉換，感

覺搭高鐵去苗栗彷彿搭捷運到淡水。婚後正式

移居苗栗司馬限部落，要特別強調不是司馬庫

移民原鄉，反璞歸真

司馬限教會 張主憫牧師

斯部落！司馬限位在苗栗泰安鄉，從大湖鄉走

山路上去約 40 分鐘左右，從部落到最近的郵

局、市場、早餐店、瓦斯行和便利商店都要這

個時間。另一方面，從七星中會轉到泰雅爾中

會服事，以往從台北市到基隆和宜蘭就感到翻

山越嶺之奔波，而今在幅員橫跨宜蘭到台中的

泰雅爾中會，不知不覺間交通時數一兩個小時

都算近。

由大專宣教師變為教會駐堂牧師，中間發

現罹癌接受化療，生活型態的改變使得空間感

也漸漸被改變。原本需要往來奔波校園、穿梭

都市之間，現在機駐點部落往來城市山野間。

在台北都會區內移動，沿途的景致總是城市風

貌，並在車廂和建築物間移動，大多待在人為

控制得好好的環境中，四季遞移和自然環境的

變化影響不大。到了陌生的地方總有熟悉的便

利商店，或是有插座、Wi-Fi、可以久待的咖

啡店，就算穿梭往來，只要帶著錢、背著 3C

產品，隨處可以是辦公室和自家客廳，因此大

部分時間可以自己調配充分運用。相較之下，

原鄉常是偏鄉農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正午

烈日當頭也必然會休息。離開城市第一次知道

原來郵局和電信局中午也會休息。由於一個聚

落通常只有一兩間商店，為觀光客而設的咖啡

廳只有假日營業，穿梭往來部落間常需要配合

他人的時間。海拔高度與地勢，影響著氣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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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致的變化，天氣則影響人的作息和一日的產

業計畫。漸漸的我在都市的步調逐漸被放慢調

整，學習配合環境、配合他人也要配合自己的

身體狀況，不在任意調配自己的時間，也不在

壓榨自己的體力。

簡單農活中與神相遇

外子所服事的司馬限部落，舊部落在 921

之後開始地層滑動，被判定為土石流警戒區因

此不能居住，部落族人一度離散至附近鄉鎮租

屋，每日仍回到司馬限的田地耕作。之後因

八八風災有多一批中國捐贈的組合屋，於是形

成目前全台唯一的組合屋部落。聚落房舍緊

密、壁板纖薄，住戶間形成緊密的群體生活，

門口的空間除了當停車場、晒衣場或曬穀場

外，天氣好的時候就是客廳和餐廳，傍晚或是

節日便會在門口聊天分享食物，在對街屋內也

能清楚聽見大伙聊天的內容。婚喪喜慶全體動

員更是常態，特別是喪事，原鄉多數習慣在告

別式出殯以前，日日舉行安慰禮拜，部落親友

會組織起來輪流為喪家打理餐食，或是致贈食

材，大伙共餐分享，與喪家同度這段悲傷過渡

期。比起平地傳統視死亡如禁忌惡疾，生怕犯

沖中煞而走避，原鄉的傳統有溫度多了。

當中也有充足的獨處時間。原住民牧者

的謝禮普遍不高，有時還無法定時發給牧者。

因此牧者與會友一般從事農活或打零工甚為普

遍，也因此讓筆者有機會參與農事。農事操作

需要熟練的技術、深厚的經驗與智慧的累積，

但也常有簡單而重複之時，可以讓人一次只專

注一件事，然後讓整個心靈安靜下來。筆者婆

家從事咖啡種植，有許多挑豆活需要勞力。婆

婆年事已高眼力不如以往，筆者所幸招攬在台

北認識的青年們前來「打工換宿」。未料許多

人在參與農事體驗中，獲得不同以往的安息。

相對城市生活，農家步調明顯緩慢，雖然得在

太陽灼人前早起工作，但中間有充分時間休

息。身體的疲憊被舒緩，步調慢了下來，內心

似乎有些東西也鬆開了。筆者相信這也正是慣

常焦慮的都市青年人來打工換宿感受到的療癒

力。來換宿的其中幾位，平日都需要藉助藥物

才能入眠，卻在從事農活的午後沉睡不起，調

了貪睡鬧鐘反覆的打擾自己的睡眠，掙扎著卻

也爬不起來。乾脆睡到飽吧 !! 其實也沒有多

睡多久，也沒有影響到晚上的好眠，通常住個

兩晚就可調為健康作息。

由原鄉回想都市

看著這些青年，想著在未發現生病以前，

筆者自己總追著一個不知何時建構起的理想標

準，不斷鞭策自己努力，也深怕怠惰讓自己落

於人後。於是乎焦慮成了一種基底情緒，在自

己的專業領域總不斷想著還有哪些可以努力的

點；一心多用成了令人羨慕的恩賜，專注只限

於短暫的時空；專心仰望神、活在神聖臨在的

平靜，只能在每日短暫靈修或教會禮拜等特定

時空場域才能得。但神不臨在我們生活的每

個時刻嗎？這場病痛讓筆者不得不落在「一般

人」的時間軸外，停下腳步接受治療，感受身

體在時間中的改變，也思索著死亡突然臨到的

真實性。同時間，外在生活型態由都市轉為農

村，由高度人為控制的繁華台北轉到須與自然

協力謀生的農村。才驚覺過去是如何的想要掌

控安排一切，而今認清自己的有限而歸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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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面

通常會去病房探訪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醫

院開放系統裡出現醫生的會診命令，另一種就是

護理站的通報。而來自花蓮的她便是護理站轉介

通報的病人。

對於病人的狀況一開始都是護理師電話裡簡

單的描述，但病人的特質和個性幾乎沒有太多的

形容，多半描述的都是照顧時病人的態度以及反

應，而關懷師僅僅著憑著簡短又倉促的轉介就進

入病房裡探訪。

「你好，我是醫院的關懷師，來探望你 ~」，

我掀開床簾前聲音稍微上揚得問道，然後通常病

人不太會有回應，我停一會兒就自己掀開床簾。

掀開了床簾後，看見一位包著頭巾蓋著一條

hello kitty 毯子的年輕妹妹表情似乎有些痛苦，露

在毯子外的半個臉也有些慘白我靠近她一點，蹲

下在她的床邊輕聲對她說 「妳還好嗎 ? 感覺妳似

乎很不舒服 ?」 ； 她微微睜開眼睛看了我一眼，

說「我很累」然後又閉上眼睛……

這就是我和她第一次的會面

就這樣被拒絕

因為第一次的會面很短暫，更別說有談到話

了所以我找了主要照顧這位病人的護理師，希望

可以從護理師口中更多一點點的認識病人原來這

位年輕的女病人原本在花蓮慈濟醫院就醫時確診

子宮頸癌 2 期，但開刀切除後一個月後腹部脹痛

無法解便，因此緊急北上轉院到馬偕就診，沒想

到竟然癌細胞沒切除乾淨而轉移至大腸部分造成

腸堵塞，馬偕立刻安排手術切除被癌細胞侵蝕的

大腸段並在左上腹開了一個人工造口，讓病人可

以從造口順利排便。

大致上了解狀況之後，又在一次進入病房探

訪病人她將床背挺直，讓自己可以正正的盤腳坐

在床上。我向她打聲招呼後，自己就拉了家屬椅

坐在她的床邊，但她依舊沒有任何的反應也沒有

任何的話語，我們兩個就靜靜的約有 5 分鐘的時

間她終於開口 :「 妳有什麼事嗎 ? 如果沒有重要的

事，我想休息了」……. 說這話的她連看都不看我

我的花蓮妹妹
蔡汶峰姊妹 竹圍馬偕醫院關懷師

一眼，說完就立刻閉目養神的盤腿休息了。而我

就這樣被拒絕了。

高牆倒下

前兩次的探訪讓我感到有些挫折，但也更加

感受到病人的心理有一堵看不見的高牆；讓我想

起前陣子在電影《逆轉人生》中看到一段話說：

「或許我們在心中築起的高牆，不是為了要把誰

擋在外面，而是想知道誰會想盡辦法把牆敲下。」

而我不知道能否成為那個敲下高牆一塊磚的人 ? 但
我願意成為在高牆外一直守候並耐心等待有一天

能陪伴病人自己拆下高牆的人。

這次我帶了一瓶味道清新的按摩精油去看

她，為她臥床已久的身體按摩能夠稍稍放鬆一下，

果然這個想法奏效！ 真開心她願意多一點和我互

動她邊接受我幫她按摩肩膀 , 邊淡漠的向我說道 : 
妳能明白自己看著大便從肚子邊溢出來的感覺 ? 每
天 24 小時掛著一袋便便在肚子上比罹患癌症更讓

我難以接受。

而我只是繼續手上的按摩然後默默的聽著她

說沒有答話，此時空氣中瀰漫著舒緩精油飄出來

的柑橘清香味原來蔻荳年華的年輕女病人對於器

官功能及身體外觀改變的恐懼排斥不低於癌症治

療的難受及害怕；也因為不知道如何將內心的拒

絕感排除而鬱鬱寡歡且對任何事物都產生抗拒和

無感。

運用清香的味道和舒緩的身體按摩剛好在此

時此刻柔軟了她的心房，更讓她願意敲下高牆上

的一塊磚，讓關心的愛可以流進她的裡面是病房

服事其中一項小技巧。

原生家庭的悲哀

病人應該喜歡按摩的放鬆感，會主動請護理

站打電話給我，而我就帶著精油到病房幫她按摩

順便更深建立關係。

好奇為什麼總是看她一個人住院？就在按摩

的時候開始聊起家人的話題，她輕描淡寫的說：

我爸媽離婚，從小我跟我爸和阿公阿嬤住一起，

後來我爸再娶，和後媽生了我弟，我弟小學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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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爸和後媽也離婚了。反正基本上我爸他從

來也沒怎麼管過我，照理說我應該是阿公阿嬤帶

大的小孩。後來我爸在我專科的時候過世了，前

兩年阿公也不在，現在只有阿嬤和那個同父異母

的弟弟在花蓮。

唯一像親人的就是從學生時期就開始交往的

男朋友，他們倆總是計劃著未來的打算，努力工

作存款為的就是買房結婚，就在計畫進行的這個

時候她卻罹癌，心裏有很多矛盾，生病軟弱時很

想有人陪伴卻又捨不得怕耽誤未婚男友的將來而

故作堅強的自己住院治療，很多的情緒只能自己

承受。

另類的姊妹關係

聽她一連串的家庭介紹後，有一種想要吞口

口水的感覺，突然從心底湧出一陣陣酸楚，更對

於她蠻不在意的陳述感到悲傷，年紀輕輕的她是

要經歷多麼深的傷痛後才有的領悟，同時也明白

了她築起高牆的理由和不得以的原因。

就在結束此次的探訪時，我心中湧出一股力

量，想都沒想的把她緊緊抱著；在她的耳朵旁說

道 ：「oo，我允許妳對我賴皮，就像妹妹對姐姐

撒嬌耍賴那種！」說這話的時候我是哽咽的，而

她較多的是驚訝不已。

也許是我的熱情融化了原本冰冷的她，她嘗

試用不太熟悉的方式練習當我的妹妹，32 年只有

一個人的她真的不太習慣但另一方面也享受在當

妹妹的幸福中。

病情惡化

原本她定期花蓮台北兩地來回的治療，隨著

一次一次的化療造成她身體日漸虛弱，這一年來

從 50 公斤直掉體重至 30 幾公斤的皮包骨，腹水

腫大更無法順利進食，24 小時不間斷輪番施打化

療藥物及營養點滴，有時因為免疫力下降而感染

發燒再加打整週的抗生素，然而腫瘤造成的疼痛

著實讓她整個人根本已經生不如死。

盼望的婚禮

某一天我到病房探訪竟發現她的病床沒有

人，急得我趕緊向護理站詢問，原來遠在東部的

男友得知她病情不樂觀，和公司請了長假到台北

陪伴照顧她，而就在這天上午向護理站請了 2 小

時推著輪椅帶著女友到醫院最近的大同區戶政事

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就是要讓女友明白他倆的愛

永不改變，也希望激起女友的生命意志得著盼望。

十字架的愛

因為臨時知道他們倆的結婚，一時沒能準備

祝福禮物，將自己一直戴在身上的十字架項鍊拆

下來戴在妹妹的脖子上，這條項鍊也是當初我受

洗時，母親送我的禮物，是一份祝福更是一種傳

承的愛，我將這一條看似不起眼的十字架鍊子送

給了她，代表一種家人的疼惜及超越的愛。

她在接受這份愛的禮物時，我明白也確信她

完全接受我是她姐姐的身份，不需要更多的言語

和說明，那份無法言喻的感動流竄在整個病房裡。

最終樂章

有一天下班前我去病房看看她，就在準備要

回家的時候她突然叫住了我，鮮少主動留住我的

她竟然開口向我討抱抱，那一抱實實在在的抱滿

三分鐘之久，我摸摸她的頭要她乖乖休息明天早

上再來看她，然後我們就說掰掰。

隔天上班進辦公室沒多久，行動電話突然大

響，趕緊接通，電話那頭一個男人的聲音，語氣

帶著哽咽的說：「她昨天半夜突然喘不過氣，走

了」！

雖然工作的關係，時常遇到病人離世的時候，

但這次真的很不一樣，腦袋有種頓時斷線的恍惚，

雞皮疙瘩霎那間長滿全身。和妹妹相處的點點滴

滴一幕幕冒出來，眼淚也不自覺得從眼眶中掉了

下來。

原來，親人的死亡是這麼很不真實卻是要不

得不接受的現實！

花蓮之約

每年的家庭小旅行最喜歡就是花東行程，手

機裡還存有許多妹妹傳給我的花蓮私人景點及美

食的訊息，今年的暑假和老公商量再去花蓮一趟，

除了喜歡海岸線的美麗更多了一份懷念妹妹的美

好。

妹夫在花蓮與我們一家會合，帶我們去每一

個有妹妹記憶的景點述說她的故事，有笑有淚更

有著那一份超越時空愛的關係。

『我們愛，是因為祂先愛了我們』約翰一書 4 章

1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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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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已漸漸轉向秋季型態，早晚上山追思的弟兄姊妹記得多帶一件長袖備用，也要準備一件雨具，因為下雨的機

會漸漸增加。同時也祝大家秋節愉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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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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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灣好行 -716 皇冠北海岸線】觀光巴士，已在本園入口處旁設站，自 109 年 6 月 22 日起班次時刻如下： 

    【淡水捷運站】09:00、11:00、、13:00、15:00 發車，有經過基督教平安園站

    【野柳地質公園站】11:00、13:00、15:00、17:00 發車，有經過基督教平安園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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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