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的臨終關懷與牧養教會的臨終關懷與牧養

謝榮生牧師謝榮生牧師



壹、教會是什麼？壹、教會是什麼？

教會是全人關懷之所教會是全人關懷之所

教會關注會友身心靈的關懷牧養教會關注會友身心靈的關懷牧養

教會是一生關懷之所教會是一生關懷之所

從受孕、出生直到回天家從受孕、出生直到回天家

教會是全家關懷之所教會是全家關懷之所

從基督徒到非基督徒，從長輩到晚輩。從基督徒到非基督徒，從長輩到晚輩。



貳、教會做什麼？貳、教會做什麼？

一、會友及家人臨終關懷與牧養一、會友及家人臨終關懷與牧養

二、協助喪葬事宜及追思禮拜安排二、協助喪葬事宜及追思禮拜安排

三、喪家牧養與關懷三、喪家牧養與關懷



一、會友及家人臨終關懷與牧養一、會友及家人臨終關懷與牧養

（一）教導生命的真理（聖經生死學）（一）教導生命的真理（聖經生死學）

1.1. 得救、天國與永生、基督再來、身體復得救、天國與永生、基督再來、身體復
 活、審判等真理的教導。活、審判等真理的教導。

2.2. 分享天家再相會的祝福，使人清楚靈魂歸分享天家再相會的祝福，使人清楚靈魂歸
 宿。宿。

3.3. 透過教會前往醫院及家裡的探訪，堅固病透過教會前往醫院及家裡的探訪，堅固病
 人及家人的靈性，顯明基督的愛。人及家人的靈性，顯明基督的愛。

4.4. 幫助家人確立安寧療護的選擇。幫助家人確立安寧療護的選擇。



（二）確認臨終者的得救（二）確認臨終者的得救

1.1. 目的：對臨終者及其家人，在信心、在基目的：對臨終者及其家人，在信心、在基
 督的救恩裡有得救的確據，使之心靈有盼督的救恩裡有得救的確據，使之心靈有盼
 望與安慰。望與安慰。

2.2. 方式：在臨終者意識清楚時，見證其對耶方式：在臨終者意識清楚時，見證其對耶
 穌基督的信心，並宣告得救與永生的應穌基督的信心，並宣告得救與永生的應

 許。許。



（三）心靈的預備（三）心靈的預備

1.1. 牧師傳道人帶領臨終者認罪、潔淨禱告，牧師傳道人帶領臨終者認罪、潔淨禱告，
 帶領其頌讀「主禱文」及其他經文。帶領其頌讀「主禱文」及其他經文。

2.2. 由牧師傳道施行抹油祝福祈禱，邀請家屬由牧師傳道施行抹油祝福祈禱，邀請家屬
 及弟兄姊妹一同參與唱詩、禱告。及弟兄姊妹一同參與唱詩、禱告。

3.3. 若臨終者身體狀況許可，可舉行聖餐禮若臨終者身體狀況許可，可舉行聖餐禮
 拜。拜。



（四）對未信主臨終之家人（四）對未信主臨終之家人

1.1. 與會友聯繫，多次前往家中或病院表達教與會友聯繫，多次前往家中或病院表達教
 會關心，並為其祝福禱告。會關心，並為其祝福禱告。

2.2. 向未信家人傳講福音，分享神的愛、神的向未信家人傳講福音，分享神的愛、神的
 救贖、罪的赦免、永生神的祝福。救贖、罪的赦免、永生神的祝福。

3.3. 若被拒絕，仍繼續關懷。若決志信主，則若被拒絕，仍繼續關懷。若決志信主，則
 招聚家人，立即為其施洗。招聚家人，立即為其施洗。

4.4. 告知臨終者及家人教會可服事之事項。告知臨終者及家人教會可服事之事項。



（一）安息時的處置（一）安息時的處置

1.1. 家屬立即通知教會傳道人前往協助。家屬立即通知教會傳道人前往協助。

2.2. 為安息者淨身（在醫院或在家裡）更衣。為安息者淨身（在醫院或在家裡）更衣。

3.3. 將安息者移至殯儀館冰存（一或二殯）。將安息者移至殯儀館冰存（一或二殯）。

4.4. 結清醫院費用。結清醫院費用。

5.5. 開立正式死亡證明（醫院、檢察官），若開立正式死亡證明（醫院、檢察官），若
 因意外死亡子必須經過檢察官。因意外死亡子必須經過檢察官。

二、協助喪葬事宜及追思禮拜安排二、協助喪葬事宜及追思禮拜安排



（二）喪葬事宜的安排（二）喪葬事宜的安排

1.1. 約定時間舉行喪葬會議，由傳道人、喪約定時間舉行喪葬會議，由傳道人、喪
 家、禮儀公司代表、關心的會友等參加。家、禮儀公司代表、關心的會友等參加。

2.2. 決定入殮及安息禮拜時間、地點。決定入殮及安息禮拜時間、地點。

3.3. 追思禮拜場地，會友及其信主之直系血親追思禮拜場地，會友及其信主之直系血親
 以教會禮堂為優先，非會友以殯儀館禮堂以教會禮堂為優先，非會友以殯儀館禮堂
 為之。為之。

4.4. 決定安葬方式：土葬、火化、海葬、樹決定安葬方式：土葬、火化、海葬、樹
 葬、灑葬。葬、灑葬。



（三）喪葬庶務（三）喪葬庶務

1.1. 訃文內容與印製。（可以電話通知取代）訃文內容與印製。（可以電話通知取代）

2.2. 紀念文集的印製。（家人及會友）紀念文集的印製。（家人及會友）

3.3. 生平投影片製作。（自行製作或委外）生平投影片製作。（自行製作或委外）

4.4. 各種程序單製作（入殮、追思、安葬由教各種程序單製作（入殮、追思、安葬由教
 會負責）會負責）

5.5. 追思禮拜詩班，牧養部邀請、團契邀請。追思禮拜詩班，牧養部邀請、團契邀請。



（四）家庭禮拜（四）家庭禮拜

1.1. 安息者家人若均為基督徒，可視家人的需安息者家人若均為基督徒，可視家人的需
 要，安排家庭追思禮拜。要，安排家庭追思禮拜。

2.2. 安息者家人若多數為非基督徒，則教會會安息者家人若多數為非基督徒，則教會會
 主動安排家庭追思禮拜，時間以安息七主動安排家庭追思禮拜，時間以安息七

 日，或是追思禮拜前合適的時間。日，或是追思禮拜前合適的時間。

3.3. 追思禮拜除詩歌、讀經、信息，尚包括家追思禮拜除詩歌、讀經、信息，尚包括家
 人見證、分享與故人追憶。人見證、分享與故人追憶。



（五）生活作息（五）生活作息

1.1. 一切作息如常，無須過渡調整。一切作息如常，無須過渡調整。

2.2. 減少應酬活動。減少應酬活動。

3.3. 教會各樣聚會不應停止。教會各樣聚會不應停止。

4.4. 將代禱需要告知教會或團契，繼續請肢體將代禱需要告知教會或團契，繼續請肢體
 代禱之。代禱之。



（六）入殮與追思禮拜（六）入殮與追思禮拜

1.1. 所有程序由主禮傳道人主持與負責。所有程序由主禮傳道人主持與負責。

2.2. 傳道人與配搭服事人員於入殮前抵達殯儀傳道人與配搭服事人員於入殮前抵達殯儀
 館與家屬會合。館與家屬會合。

3.3. 入殮後舉行簡短家庭禮拜。入殮後舉行簡短家庭禮拜。

4.4. 禮拜後火化，將骨灰罐攜回教會追思禮禮拜後火化，將骨灰罐攜回教會追思禮
 拜，或棺木移至教會追思禮拜。拜，或棺木移至教會追思禮拜。

5.5. 禮拜後前往墓園安葬。禮拜後前往墓園安葬。



（七）安葬方式的選擇（七）安葬方式的選擇

1.1. 土葬土葬——既有墓穴（價格高、撿骨）既有墓穴（價格高、撿骨）

2.2. 火葬（骨灰罐）火葬（骨灰罐）---- 公有或私人經營之靈骨公有或私人經營之靈骨
 塔。塔。

3.3. 樹葬樹葬——骨灰埋入土地，種一小株花木。骨灰埋入土地，種一小株花木。

4.4. 灑葬灑葬——骨灰灑於花園花木之間。骨灰灑於花園花木之間。

5.5. 海葬海葬——自行或聯合海葬（每年五月）自行或聯合海葬（每年五月）



參、自己（臨終者）做什麼？參、自己（臨終者）做什麼？

1.1. 個人心理的預備：人有知道死亡的權力。個人心理的預備：人有知道死亡的權力。

2.2. 一般財務狀況和約定事項之告知（每年說一般財務狀況和約定事項之告知（每年說
 明；出遊、出差前的交代）明；出遊、出差前的交代）

3.3. 規劃自己的葬禮（葬禮為活人預備）規劃自己的葬禮（葬禮為活人預備）

4.4. 立遺囑：民法有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立遺囑：民法有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
 封遺囑、代筆遺囑、口授遺囑等五種。封遺囑、代筆遺囑、口授遺囑等五種。

5.5. 將靈魂交給上帝、將疾病交給醫生、將遺將靈魂交給上帝、將疾病交給醫生、將遺
 體交給教會。體交給教會。



6.6. 向神表達感恩，向家人表達感謝，實際擁向神表達感恩，向家人表達感謝，實際擁
 抱每一個家人、親友、教會弟兄姊妹。抱每一個家人、親友、教會弟兄姊妹。

7.7. 若有想見的人，告知家人聯絡安排。若有想見的人，告知家人聯絡安排。

8.8. 若有想完成的事，告知家人代為實現，或若有想完成的事，告知家人代為實現，或
 安息後由家人繼續完成。安息後由家人繼續完成。



肆、家人做什麼？肆、家人做什麼？

（一）臨終前（住院）（一）臨終前（住院）

1.1. 個人經常性的探望，即或有外傭或看護。個人經常性的探望，即或有外傭或看護。

2.2. 全家性的探望，家人相約一同探視，一同全家性的探望，家人相約一同探視，一同
 唱詩歌、讀聖經、禱告。唱詩歌、讀聖經、禱告。

3.3. 家人分別向臨終者表達感謝、表達愛意、家人分別向臨終者表達感謝、表達愛意、
 表達饒恕。（可由牧師主持感恩見證會）表達饒恕。（可由牧師主持感恩見證會）

4.4. 詢問臨終者的意願，代其完成心願。詢問臨終者的意願，代其完成心願。

5.5. 預備一套安息後換穿的衣物。預備一套安息後換穿的衣物。



（二）安息後（二）安息後

1.1. 立即與教會牧師、傳道人聯繫。立即與教會牧師、傳道人聯繫。

2.2. 禮儀公司之選擇。禮儀公司之選擇。

3.3. 安葬儀式中需使用之物品。（衣物安葬儀式中需使用之物品。（衣物
 以安息者平日喜愛之）以安息者平日喜愛之）

4.4. 安息者之遺照。安息者之遺照。

5.5. 禮堂布置之樣式。禮堂布置之樣式。

6.6. 火化或土葬之棺木。火化或土葬之棺木。

7.7. 骨灰罐之選擇。骨灰罐之選擇。



伍、哀傷輔導伍、哀傷輔導

1.1. 因親人安息，長時間無法走出哀傷、憂因親人安息，長時間無法走出哀傷、憂
 鬱，教會應介入輔導。鬱，教會應介入輔導。

2.2. 病態哀傷需要適時轉介醫院治療。病態哀傷需要適時轉介醫院治療。

3.3. 對正常哀傷者，可定期與輔導或傳道人談對正常哀傷者，可定期與輔導或傳道人談
 話，把哀傷與情緒表達出來。話，把哀傷與情緒表達出來。

4.4. 釐清哀傷的原由，可適時得醫治、安慰與釐清哀傷的原由，可適時得醫治、安慰與
 幫助。幫助。

5.5. 每日穩定靈修、禱告。每日穩定靈修、禱告。

6.6. 鼓勵自己積極參與教會各樣聚會。鼓勵自己積極參與教會各樣聚會。



陸、安寧療護與喪葬資訊參考陸、安寧療護與喪葬資訊參考

一、台北市安寧療護醫院：馬偕、和信、耕一、台北市安寧療護醫院：馬偕、和信、耕
 莘、台大、榮總、三總、仁愛、陽明、莘、台大、榮總、三總、仁愛、陽明、
 忠孝、北醫、國泰、（林口長庚、基隆忠孝、北醫、國泰、（林口長庚、基隆
 長庚）長庚）

病人對安寧療護的權益？病人對安寧療護的權益？

家人對安寧療護的決定？家人對安寧療護的決定？



二、台北市民喪葬優惠（依戶籍）二、台北市民喪葬優惠（依戶籍）

中山區中山區行政里、行孝里、行仁里、松江行政里、行孝里、行仁里、松江
里、江寧里、新生里、新福里、新喜里、里、江寧里、新生里、新福里、新喜里、
大佳里、新庄里大佳里、新庄里

大安區大安區青峰里、黎元里、芳和里、農場青峰里、黎元里、芳和里、農場
里、臥龍里里、臥龍里

文山區文山區興泰里、博嘉里興泰里、博嘉里

北投區北投區林泉里、永和里等地之死亡者，林泉里、永和里等地之死亡者，

1515日內，除公墓及骨灰罐寄存按表收費日內，除公墓及骨灰罐寄存按表收費
外，其餘免費。超過外，其餘免費。超過1515日出殯者，自第日出殯者，自第1616
日起依規定繳費。日起依規定繳費。



三、三、
 

選擇殯儀館選擇殯儀館

戶籍為台北縣者，也建議使用第二殯儀館戶籍為台北縣者，也建議使用第二殯儀館
冰存及火化，方便。冰存及火化，方便。

四、台北市殯葬管理處網站四、台北市殯葬管理處網站

www.mso.taipei.gov.twwww.mso.taipei.gov.tw
禮堂、冰櫃、火化爐、靈骨樓等查詢。禮堂、冰櫃、火化爐、靈骨樓等查詢。

殯儀館各項費用查詢。殯儀館各項費用查詢。

http://www.mso.taipei.gov.tw/


五五. . 信友堂網站信友堂網站

www.hfpchurch.org.twwww.hfpchurch.org.tw
在教會事工欄路徑中，在教會事工欄路徑中，

行政事工欄下，行政事工欄下，

「會友葬禮及注意事項」「會友葬禮及注意事項」

http://www.hfpchurch.org.tw/


柒、教會緊急聯絡方式柒、教會緊急聯絡方式

1.1. 上班時間，教會電話上班時間，教會電話23632363--10351035。。
2.2. 各團契傳道人或輔導之緊急聯繫電話。各團契傳道人或輔導之緊急聯繫電話。

3.3. 教會牧養部同工，分機教會牧養部同工，分機251251。。
4.4. 教會牧養部喪葬關懷傳道，謝榮生牧師，教會牧養部喪葬關懷傳道，謝榮生牧師，

 分機分機213213，手機，手機09370937--853853--704704。。
5.5. 教會嵩年團契部芬蘭傳道教會嵩年團契部芬蘭傳道215215、炳宏傳道、炳宏傳道

 219219。。
6.6. 教會沈牧師教會沈牧師210210。。



見證見證

1.1. 傳福音給一位臨終的父親，他悔改、信主傳福音給一位臨終的父親，他悔改、信主
 受洗，與妻子家人和好，妻子也進入教會受洗，與妻子家人和好，妻子也進入教會
 得救。得救。

2.2. 子女對父親有許多怨尤，父親臨終前，子子女對父親有許多怨尤，父親臨終前，子
 女願意饒恕，使心靈得醫治和自由。女願意饒恕，使心靈得醫治和自由。

3.3. 教會臨終關懷與喪葬事宜的安排，感動未教會臨終關懷與喪葬事宜的安排，感動未
 信主的家人，走進教會受洗歸主。信主的家人，走進教會受洗歸主。



4.4. 教會臨終關懷與喪葬事宜的協助，使弟兄教會臨終關懷與喪葬事宜的協助，使弟兄
 姊妹信心堅固，更愛主的教會。姊妹信心堅固，更愛主的教會。

5.5. 教會臨終關懷與喪葬事宜的協助，使人更教會臨終關懷與喪葬事宜的協助，使人更
 瞭解教會事奉的深度與廣度。對屬靈的家瞭解教會事奉的深度與廣度。對屬靈的家
 是一個極美的見證。是一個極美的見證。

6.6. 臨終關懷與喪葬關懷，見證神的慈愛與信臨終關懷與喪葬關懷，見證神的慈愛與信
 實。實。



書籍推薦書籍推薦

趙可式，安寧伴行，天下文化。趙可式，安寧伴行，天下文化。

珍珍‧‧艾特雷艾特雷----康頓（康頓（JannJann AldredgeAldredge--
ClantonClanton），癌病中的盼望），癌病中的盼望——怎樣幫助癌症怎樣幫助癌症
患者，基道。患者，基道。

葛培理，如何面對死亡，浸信會出版社。葛培理，如何面對死亡，浸信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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