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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亞洲殯儀博覽
組團訪問台灣

2011亞洲殯儀博覽「AFE(Asia Funeral 
EXPO)」於5月19日至21日，在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舉辦了亞洲殯儀博覽暨國際會議之

後，組團26人由主辦單位縱延展業有限公
司行政總裁老旭華先生領隊來台訪問，團

員中有美國殯儀總監協會會長Patrick Lynch
先生夫婦及星加坡、澳門、香港、印尼、

等五個國家或地區的殯葬界人士，於5月23
日中午搭機來台，本會副理事長許正治、

周後基、副秘書長宋亞芬、金寶山總經理

劉正安等人在桃園機場接機，讓來訪者感

受到我們的熱誠接待與歡迎。

來訪的一行人在桃園匆匆用過午餐，

即趕往台北市殯葬管理處訪問，由吳坤宏

處長親自接待，王文秀課長全程英文簡報

並答覆提問，隨後參觀殯二館殯儀及火化

設施，詢問、解說甚詳。迄至下午四時

四十分始合影留念盡歡離去，完成來台的

第一項訪問。

晚間18:30本會在台北市典華旗艦三
樓「金枝玉葉」廳舉辦歡迎晚宴酒會，我

方到有殯葬界的產、官、學重量級貴賓24
人，齊聚共襄盛舉。學界如徐福全教授、

鄭志明教授、尉遲淦教授、楊荊生教授、

曾煥棠教授、李日斌秘書長、阮俊中秘書

長等；業界金寶山曹光澯董事長、劉正

安、紀孟平總經理、國寶福座開發蔡宏岳

總經理、執行副總吳良正、龍嚴鈕安澤協

理、萬安生命蘇家興經理等；官方殯葬管

理處王文秀課長等，都能蒞臨，甚至有從

高雄、台中趕來參加者，至為感謝。

本會理事長吳國龍先生接待來訪團員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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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會在本會理事長吳國龍先生致歡

迎詞，舉杯敬酒後開始，席間雙方互贈禮

物，鄭志明教授與楊荊生教授，曾煥棠教

授與蘇家興經理等報告了台灣的殯葬文

化，殯葬管理、殯葬教育等殯葬學術研究

現況，香港老旭華總裁，美國Patrick Lynch
會長，也都講話感謝，大家相互敬酒交

流，甚為歡洽熱烈，咸認過了一個愉快的

晚上。

5月24日早上八時三十分，本會副理事
長吳麗芬女士陪同來訪貴賓們前往金寶山

參觀訪問，本日天雨，上午十時抵達時，

曹光澯董事長，劉正安總經理、林鬆泉

總監等在日光苑迎接，曹董事長主持簡報

後，並親自全程陪同來賓參觀介紹金寶山

設施與解說，日光苑、萬佛寺、玫瑰園、

筠園（鄧麗君紀念園）等，讓老旭華總

裁、Patrick會長等貴賓對園區美景如畫，布
滿藝術雕塑品、使園區藝術化、人性化、

留下深刻印象，感嘆其為最美的墓園。有

美國來賓在日光苑見有管風琴，筠園有地

琴，大顯身手現場各彈奏一曲美妙的音

樂，大家齊聲唱彩，留下一遍歡笑。

中午曹董事長招待豐盛的美食，深

為感謝盛情，大家乘車返回台北，繼續訪

問參觀萬安生命三軍總醫院區殯儀設施，

由蕭壽顯總經理主持接待及簡報，來賓們

參觀服務設施，詢問甚詳，均獲得圓滿解

答，對儀容整齊年輕煥發的禮儀服務人員

最為欣賞，合影留念。

5月25日由本會副理事長許正治陪同，
上午參觀國寶福座，下午參觀龍嚴墓園，

均受到熱誠歡迎和接待，盡興的詳細參觀

了兩處寶塔墓園對各項設施均極稱讚，表

示出乎他們想像的好、那麼完善，以致留

戀參觀，很晚才回到台北旅館休息。

參訪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ρ

參訪金寶山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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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晨本會副秘書長宋亞芬、萬安
副總經理吳寶兒均到旅館為來訪貴賓送行,
適「中華禮儀」第24期出刊，每人各贈乙
本，是他們在台灣訪問最後的一項驚喜，

均滿懷高興的離去，相約再見。

綜合他們在台灣訪問所留下的印象，

表示台灣朋友們都很熱情，殯葬事業規劃

專業、領先；對亡者服務貼心；各單位組

織健全，功能完全發揮；墓園設計、經

營、管理創新，人員的專業訓練認真。多

表示值得他們學習、仿效參考，頗獲得好

評的這次活動，NFDA總裁Christine表示 協
會組織的工作艱辛 不同的地區還有文化的
差異 地球村的流動 及國際化，大中國地區
台灣是領先者 美國大融合的族群裡對華人
地區移民如何服務多不了解，這次的參訪

對華人這樣的服務很有創意， 可以回去在
服務華人的過程裡跟他們分享。這次本會

要非常感謝支持讚助本次活動的業界，我

們共同圓滿完成。

參訪龍巖真龍殿 ρ

參訪北海福座 ρ

參訪萬安生命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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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泰

殯葬新文化論壇

意收受紅包，須負貪污治罪條例規定

之處罰應從法規制訂著手，訂辦法嚴

格執行，收受紅包應何種處罰，詳細

規定。

三、 收受紅包之貪污認定，因蒐證不易，
法院見解判罪成立者極少（不易）。

從疏通管道之建立與暢通著眼，防患

未然。

四、 民眾治喪為感恩而送紅色，不妨另類
思考「設之基金」，不送給個人設基

金管理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此次北市政府召開殯葬新文化論壇，

是值得稱許肯定的事。以往殯葬文化的推

動多是民間業者與學者走在政府前面，顯

得政府對殯葬事務關心不夠，而施政總是

單方面思考決定（常是想當然耳），缺乏

溝通，引導與教導民眾的功能，如今台北

市政府能對為人詬病而易生弊端的殯葬紅

包舉行論壇，公開討論徵詢意見，值得肯

定讚許，給予正面評價。固然殯葬文化非

僅紅包一項，但有討論總比沒討論有進步

要好，因此，我們呼籲政府多舉辦類似論

壇。把忽略已久的殯葬文化重視起來，推

動起來，主動宣導是重要的工作。

台北市民政局携同殯葬管理處，於民

國100年6月21日下午假台北市圖書館國際
會議廳，召開「殯葬新文化論壇」，邀請

學者與禮俗專家“法律學界” 殯葬業者熱
心民眾“媒體”以及台北市府與新北市殯

葬相關部門的代表，參予討論，到有數十

人參加。

論壇開幕由民政局許副局長主持，

致詞後，首先由殯葬管理處楊薏霖副處長

「專題報告」，將台北市殯葬服務的源

起、變革、發生的現象和陋習－紅包等，

期望改革的用心作了簡明概述，由於經濟

發展、時代進步，對不適宜的陋習－紅包

文化勢須改革杜絕，推動公務員優質化－

不能貪、不敢貪、不願貪；民眾優質化－

不必給、不能給、期能弊絕風清。

與談的學者專家有：輔仁大學鄭志明

教授、南華大學楊國柱教授、警察大學孟

維德教授、沈政雄律師、以及行政院消保

會、市府政風處官員、龍巖人本代表等，

大家的發言意見歸納為：

一、 將殯葬文化推廣，並非僅是紅包文化
的根絕，諸如政府倡導民眾改變習

俗；三日而殮（先火化再擇期舉辦告

別儀式祭禮；政府能提供

禮堂）推行殮、殯葬一體

化，一天完成（亡後遺體

冷藏二星期以上，全世界

少有只在台灣，對殯葬綠

化、節能阻礙很大）。

二、 員工在行為上有主觀之故
民政局許副局長主持開幕 ρ 部份學會學者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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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安徽省殯葬協會程昌富會長等13人來訪   ρ

6月28日大陸殯葬網鮑元總編 史寶勇先生      ρ

一百年十一月號 第二十五期 ρ

大陸殯葬界人士訪問台灣（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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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河南省民政局 張宏局長等16人 ρ

9月1日南京市殯葬協會裴云峰書記等11人   ρ

10月24日安徽省殯葬協會 余朝永秘書長等25人    ρ

一百年十一月號 第二十五期 ρ





李日斌

第七屆的承擔與座標

立發展網絡，向中國大陸華人地區拓展有

機系統，漸次跨越國際時空，將「中華生

死學會」的教育主體意識，如同江海不

擇細流般地形成海綿吸附及潮汐順勢的巨

流，開展出生命豐華的願景。

一、 理念的確認：在生、死兩岸間掌握住
兩相彌合與共生相應的主體性。

二、 短、中、長程規劃：

（一） 短程：繼續優質成果、延伸、擴大
有效機制（例如：和各文教、環

保、殯葬企業機構取得聯盟、互

動、默契與資源。

（二） 中程：在既有基礎上，和國內、國
外、中國大陸或國際機構建立策略

聯盟平台及據點，發展生命教育、

生死教育的健全統整進路，並且有

計劃培養師資，行政管理，資源整

合人才。

（三） 長程：充分統整運用教育、媒體、
科技、經濟資源，從台灣各縣市建

生死學會第七屆理事長劉易齋先生在2011.9.27當選當天提出

(第七屆的承擔與座標） 

新任理事長劉易齋發表學會的新紀元與新願景：





《中華禮儀》讀者意見調查表

個人資料填寫

姓名：   性別：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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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懇的邀請您提供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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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禮儀》編輯部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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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實用殯葬禮俗系列一口含飯、腳尾飯、拜飯、求飯 / 王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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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談悲傷輔導與臨終關懷 / 王別玄

服務體驗
67 人生舞台的新「思」路 / 吳麗芬
70 台灣殯葬亮點‧閃爍國際舞台 / 吳寶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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