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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探討台灣殯葬教育的定位問題。照理來講，今天台灣的殯葬
教育不是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我們還要探討這個問題？其
中，最主要的理由是一般人在探討這個問題時通常都喜歡採用美國的殯葬教育作為
主要的參考對象。問題是，美國的殯葬教育有其適用的背景。如果我們不考慮背景
的差異，只是貿然的使用，那麼這樣使用的結果當然就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可是，
殯葬教育所培養出來的殯葬人員是要滿足我們的需要。因此，我們必須尋找出適合
我們的殯葬教育。這麼一來，我們有關死亡方面的需求才能得到滿足。經過我們探
討的結果，我們發現傳統殯葬禮俗所含藏的道德方向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殯葬教育方
向。唯有這個方向，才能讓我們與美國殯葬教育的科學與管理方向有所區別。
一、前言
對一般人而言，我們現在還在談論殯葬教育的定位問題似乎有點奇怪。他們之
所以會覺得奇怪，是因為在他們的印象當中殯葬教育不是已經行之有年了嗎？對於
行之有年的事情，我們通常是不會再去討論定位的問題。如果我們真的想要討論定
位的問題，那麼這種討論的時機也不應該是在行之有年以後，而應該是在正式推動
之初。因此，當我們現在提出這樣的問題出來，一般人會覺得奇怪也是理所當然的
事情。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在此時提出這樣的問題呢？對我們而言，我們之所以要在
這個時候提出定位的問題，並不是我們想要標新立異，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不是
我們不了解台灣的殯葬教育，所以提出不相應的問題。實際上，我們不僅非常了解
台灣的殯葬教育，也非常清楚問題所在。就是根據這樣的了解，我們才會在這個階
段提出台灣殯葬教育定位的問題1。
既然如此，我們提出問題的理由為何？對我們而言，我們之所以在這個階段提
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過去我們從來就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我們這麼說的意
思並不是說過去的人對於這個問題都沒有表達過什麼樣的意見，而是說過去的人雖
然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有過一些看法，但是卻沒有人自覺地討論過這個問題。對他們
而言，這個問題是一個不辯自明的問題，凡事只要受過教育有知識的人都會很清楚
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有人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那麼這個人一定有問題。
這麼說來，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已經達成高度共識。那麼，我們對於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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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不應該再有問題。可是，為什麼我們還會產生問題呢？其中，我們主要依憑的
理由是他們曾經自覺地討論過嗎？如果他們曾經自覺地討論過，那麼我們任意地提
出這樣的問題就不對。但是，如果他們根本就不曾對於這樣的問題做過反省，只是
想當然爾的認定，那麼這樣的認定當然就有問題。在這種缺乏自覺討論的情況下，
我們對於這樣的認定提出質疑自然也是合理的。
問題是，不管他們的認定到底有沒有經過自覺地討論，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什
麼會有這樣的認定？這樣的認定究竟根據什麼樣的理由？就我們的了解，他們根據
的理由就是西方的標準。那麼，為什麼他們用西方作為標準我們就要聽從呢？對他
們而言，他們認為我們之所以要聽從的理由主要不在於西方，而在於西方所代表的
2
真理性 。換句話說，西方人的所作所為代表的是真理。既然西方代表真理，而服從
真理才是一個理性的人應有的作為，那麼我們自然只有服從的份。倘若我們沒有服
從，那就表示我們是非理性的。所以，為了表示我們是有理性的，我們只能接受這
樣的答案。
可是，答案是否真的只能這樣？根據我們的了解，答案未必如此。答案之所以
不見得如此，其中最大的理由是殯葬教育不是一般的科學教育。如果殯葬教育是一
般的科學教育，那麼這樣的教育的確沒有東西方之分。因為，對科學教育而言，它
所研究的對象並沒有東西方之分，所用的方法也沒有東西方之分。因此，在研究的
結果上自然也不會有東西方之分。在沒有東西方之分的情況下，我們想要在教育上
做出東西方之分的區隔根本就不可能。我們唯一能夠做的事就是完全承認這樣教育
的普遍性，而不能有別的想法。但是，殯葬教育是屬於這種形態的教育嗎？如果殯
葬教育真的是屬於這種形態的教育，那麼殯葬教育當然只能像科學教育那樣沒有東
西之分。可是，如果殯葬教育不像科學教育那樣，那麼我們就不能用這樣的看法，
而只能尋找其他的答案。
根據我們的了解，殯葬教育雖然面對的都是人，但是這樣的人並非都是一樣的。
相反地，這樣的人是會隨著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成為不同的存在。就是這種存在的差
異性，讓這些人成為具有不同死亡需求的人。由於這些人對於死亡需求的不同，所
以相對而言殯葬教育就要針對這樣的需求加以滿足。如果殯葬教育不能針對這些不
同的需求加以滿足，那麼這樣的殯葬教育就不是一個合適的殯葬教育。倘若我們的
殯葬教育真的要成為一個合適的殯葬教育，那麼這樣的教育就只能針對我們的需求
而設，而不能針對所有人而設。
經由上述的反省，我們清楚知道殯葬教育是針對不同需求的人給予不同滿足的
教育。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在討論殯葬教育時就不能單純地以西方的殯葬教育為師，
認為只有西方的殯葬教育才代表真正合適的殯葬教育。相反地，我們必須從我們自
己的需求出發，重新尋找屬於我們自己的殯葬教育。對我們而言，就是基於這樣的
考量，我們才會在這個時刻提出台灣殯葬教育定位的問題。
二、台灣殯葬教育的現況與問題
如果台灣殯葬教育確實需要重新探討有關定位的問題，那麼我們要如何開始這
樣的探討？就我們的理解而言，要重新探討這樣的定位問題，最好的作法就是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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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殯葬教育發展的過程來看。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從這個問題的探討開始呢？這是
因為有關這個問題的探討可以讓我們確實了解台灣殯葬教育的現況與問題。倘若我
們對於台灣殯葬教育現況不了解的話，那麼就沒有辦法掌握台灣殯葬教育應有的方
向。同樣地，如果我們不了解台灣殯葬教育問題的話，那麼就不會了解為什麼到現
在我們還要重新探討有關定位的問題。
那麼，台灣殯葬教育的現況為何呢？根據我們的了解，台灣有殯葬教育的時間
並沒有很久。如果沒有很久，那麼在殯葬教育出現之前台灣是否就沒有殯葬教育了
呢？對我們而言，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只要是人都需要殯葬教育。如
果沒有殯葬教育，那麼我們就沒有辦法處理亡者的後事。所以，在殯葬教育出現之
前台灣應該還是有殯葬教育的。這麼說來，在殯葬教育出現之前的台灣殯葬教育又
是什麼？就我們的了解，這種殯葬教育就是家庭與社會共同教育的潛在教育。換句
話說，在正式教育出現之前台灣對於殯葬早就已經有了潛在的教育。
問題是，這樣的潛在教育雖然也是一種殯葬教育，但是由於這種教育基本上只
是一種傳承過去既有經驗的教育，所以只能傳承既有的內容而沒有辦法因應時代的
變遷。可是，對我們而言，因應時代的變遷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我們
如果沒有辦法因應時代變遷的要求，那麼就會在時代的變遷中淘汰。因此，為了滿
足時代變遷的要求，我們只能跟隨時代的腳步而改變。就是這種滿足時代變遷的要
求，使得傳統殯葬教育不得不從潛在教育的階段進入正式教育的階段。
不過，根據我們的了解，這種正式教育階段的開始也沒有太久。之所以沒有很
久，是因為這樣的教育覺醒需要時代條件的配合。在時代條件還沒有辦法配合的情
況下，就算我們想要從潛在教育的階段進入正式教育的階段也是不可能的。那麼，
這樣的時代條件指的是什麼呢？按照我們的了解，這樣的時代條件主要有兩個：一
個是生活水準的提升；一個是死亡禁忌的突破。如果沒有生活水準的提升，那麼我
們對於死亡也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要求。如果沒有死亡禁忌的突破，那麼我們也不
敢對死亡有什麼不同的要求。所以，在這兩個時代條件的配合下，台灣的殯葬教育
進入覺醒的階段。以下，我們提供進一步的說明。
就第一個時代條件而言，台灣生活水準的提升是在 1981 年以後的事情。在此之
前，我們對於台灣的殯葬服務不敢有太多的要求。雖然對於這樣的服務不滿意，但
是也只有接受的份。不過，在進入 1991 年代以後，情況就有所不同。當國寶北海福
座從日本引進現代化精緻的殯葬服務時，這樣的服務最初固然備受傳統殯葬業者的
嘲弄，可是最後還是深受社會大眾的接受與肯定。由此可見，生活水準的提升對於
社會大眾的殯葬要求是有很大作用的。
就第二個時代條件而言，如果台灣的死亡禁忌沒有得到某種程度的突破，那麼
就算我們的生活水準已經獲得相當大程度的提升，對於殯葬的改革也不敢有太多的
要求。因為，所有的改革要求一定會受挫於死亡禁忌本身。不過，在經過癌症死亡
率的洗禮以後，台灣人對於死亡就不敢再掉以輕心，認為死亡只是老年人的事情，
而開始有了及早面對的覺醒。就是這種及早面對死亡的需求，當傅偉勳在 1993 年出
版「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一書以後，台灣
大學的楊國樞跟著在通識教育中開設生死學相關課程，讓台灣的死亡禁忌得到了相

當大的突破3。
經過上述兩個時代條件的說明，我們知道台灣殯葬教育是在 1991 年以後才從潛
在教育的階段進入正式教育的階段。不過，這種正式教育階段進入的時間正確來說
應該是在 1999 年。在這一年中，南華管理學院（即今南華大學）正式開設了殯葬管
理的課程。這個課程的開設，象徵台灣的殯葬教育正式進入學術教育的殿堂。之前，
政府雖然也曾經開設過公設司儀的研習課程，但是這種開設基本上仍然屬於政府開
設而不是學術教育界的開設。因此，對於台灣殯葬教育的發展而言，南華管理學院
有關殯葬管理的開設是很重要的里程碑，正式標榜台灣的殯葬教育從潛在教育的階
段進入正式教育的階段。
雖然如此，這樣的進入並不代表台灣的殯葬教育從此一帆風順。實際上，這樣
的進入只是課程的進入。對學術教育界而言，如果台灣殯葬教育只是課程地進入，
那麼這種進入是沒有太大作用的。因為，課程的進入只是表示這樣的課程可以被開
設，並不表示這樣的領域已經得到正式的承認。如果我們希望台灣殯葬教育能夠得
到學術教育界的正式承認，那麼就不能只停留在課程的開設上，而必須進入科系設
立的階段。唯有在科系正式設立之後，我們才能確切地說台灣的殯葬教育已經得到
正式的承認。
在這樣的認知下，南華大學在 2000 年提出設系的計畫，希望藉著這樣的設系計
畫讓台灣的殯葬教育能夠正式進入學術教育的殿堂。不過，在這計畫提出的過程中
卻出現了一些波折。首先，校內有人反對使用殯葬管理的名稱，認為直接使用這個
名稱的結果可能導致設系計畫胎死腹中。因此，為了避免這個計畫胎死腹中，只好
改變名稱為生死管理學系。雖然這個名稱的改變讓殯葬管理隱藏在生死管理的背
後，但是這種隱藏的結果是讓殯葬管理的設系成為可能。其次，在審查過程中，教
育部的審查委員對於課程內容有意見，認為課程內容太過偏向死亡的一面而缺乏生
命的一面。所以，經過部分課程調整之後，最後終於獲得教育部的通過，於 2001
年正式招生。
照理來講，生死管理學系既然已經設系成功，那就表示台灣的殯葬教育正式進
入成熟的階段。可是，這種看法只是一種主觀的想像。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其
中，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生死管理學系的變化。最初，生死管理學系確實存在過一
年。但是，在一年之後，這個學系的名稱就遭遇修正的命運。不僅如此，有關殯葬
管理的課程也遭遇大幅度的修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該系正式併入生死學研究所
變成生死學系。同時，殯葬不再做為該系發展的重點。就是這樣的改變，讓台灣的
殯葬教育又重新退回過去課程進入的階段。不過，到了 2004 年，情況又有一些轉變。
此時，南華大學又重新意識到殯葬的重要性。於是在生死學系當中，另行開設進修
學士班，設法將殯葬課程重新納入。可是，這樣的納入基本上只是一種輔助性的納
入，並沒有將殯葬課程當作整個學系的主要課程。因此，台灣殯葬教育仍然沒有辦
法得到學術教育界的正式承認4。
到了民國 2007 年，國立空中大學也設立了生命事業管理科。其中，除了包含家
庭慶典規劃組之外，還包含了殯葬管理組。雖然殯葬管理組只有二十個學分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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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但是其中所含藏的專業度卻要勝過南華大學的生死學系進修學士班。對台
灣殯葬教育而言，這種專業性的出現表示學術教育界對於殯葬已經開始有了專業的
認識。到了 2009 年，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更進一步設立生命關懷事業科，把殯葬
視為這個科的唯一發展方向。固然這個科只有專科的層級，但是卻是唯一一個能夠
按照殯葬課程要求開設的科系。所以，就這點而言，我們終於可以說台灣的殯葬教
育正式進入成熟的階段。
問題是，台灣殯葬教育進入成熟階段的說法到底代表什麼？是代表殯葬教育的
學制已經成熟了？還是代表殯葬教育的課程設計已經成熟了？從上述的敘述來看，
我們發現台灣殯葬教育的學制幾乎是成熟了。因為，在這些殯葬科系設立的過程中，
我們不僅看到專科學制的設立，也看到了大學學制的設立。經由這些學制的設立，
表示台灣的殯葬教育在學制上已經沒有太多的欠缺。如果要說還有什麼欠缺，那就
是缺少研究所的層級。不過，對一般殯葬教育而言，台灣的殯葬教育這樣的設置已
經很足夠了。
那麼，除了學制的成熟之外，台灣殯葬教育在課程的設計上是否一樣成熟呢？
對我們而言，這就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我們之所這麼說，是因為台灣殯
葬教育過去發展的重點是放在科系的設立上，而不是放在課程的設計上。因此，有
關課程要如何設計的問題就被忽略了。但是，我們這麼說的意思並不是說過去對於
殯葬課程的設計都沒有任何的想法。實際上，過去對於殯葬課程的設計還是有一定
想法的。只是這樣的想法並沒有完全集中在殯葬本身，而是參雜著其他想法在內。
例如 2001 年成立的南華大學生死管理學系，雖說是以殯葬管理為主所設立的科系，
可是在課程的設計上依舊夾雜著許多生死學的痕跡。
除了這種獨立設計上的不成熟以外，有關課程設計的部分還有更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台灣殯葬教育的課程到底要往哪一個方向走？究竟是要往美國的方向走呢？
還是要繼續保有自己傳統的特色？如果要往美國的方向走，那麼我們就必須仿效美
國的課程設計。如果要保有自己傳統的特色，那麼我們又要如何設計自己的課程才
算是恰當。關於這個問題，一直是台灣殯葬教育課程設計最大的爭論點。因為，這
個課程設計方向的決定就會決定台灣殯葬教育未來發展的方向。
三、美國殯葬教育的參考
對台灣而言，為什麼殯葬教育課程的設計會成為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這是
因為台灣本身並沒有所謂正式的殯葬教育。如果台灣原先就有所謂的殯葬教育，那
麼有關課程設計的問題自然就不會成為爭議的話題。可惜的是，台灣本來就沒有所
謂的殯葬教育。那麼，在自身沒有殯葬教育的情況下，我們要如何設計自己的殯葬
課程呢？一般而言，最好的作法就是參考有殯葬教育的國家。只要我們參考這些國
家的課程設計，那麼就可以形成自己的殯葬課程。
表面看來，這樣的看法並沒有錯。因為，在自己沒有殯葬課程的情況下，如果
我們不借鏡於他人，那麼就很難設計出屬於自己的殯葬課程。因此，為了要有自己
的殯葬課程，我們除了借鏡於他人之外就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問題是，我們要借
鏡的對象有沒有任何的限制？是否只要對方有殯葬教育我們就可以借鏡？還是說對
方的殯葬教育要符合什麼標準才可以？就我們的了解，殯葬教育並不是一般的科學
教育。所以，不是任何對象都可以適用的。相反地，殯葬教育一定要找到適合的人

才能產生效用。基於這樣的考量，我們不能選擇任意的對象，而只能根據我們的特
殊需求選擇。那麼，我們要選擇哪一個國家的殯葬教育作為參考的對象呢？
根據我們的了解，現在的台灣人一般在選擇參考的對象時常常是以現代化作為
選擇的標準。他們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標準，是因為他們認為現代化代表這個時代的
精神與特色。如果我們沒有選擇這樣的標準，那麼我們就不配當一個現代人。所以，
基於符合時代精神與特色的要求，我們只能選擇現代化作為我們選擇的標準。既然
如此，當我們在選擇殯葬教育方面的參考時，我們當然也只有選擇能夠滿足現代化
的殯葬教育作為我們參考的對象。對我們而言，能夠真正滿足這樣標準的殯葬教育，
除了美國之外我們再也找不到其他了5。
那麼，美國殯葬教育的內容為何？我們可以在什麼地方看到現代化的精神與特
色？根據邱麗芬的研究，美國的殯葬教育課程和我們的不一樣，他們的課程不是由
各校自行編定的，而是由美國殯葬服務教育委員會統一規劃的。雖然各校可以根據
這樣的規劃內容進行調整，但是基本上不能違反這樣的規劃精神。因此，我們根據
美國殯葬服務教育委員會的規劃內容說明相關課程。就美國殯葬服務委員會的課程
規劃而言，美國殯葬教育的課程主要包括下述幾類課程：第一類就是與公共衛生相
關的課程；第二類就是與企業管理相關的課程；第三類就是與社會科學相關的課程；
第四類就是與法律倫理相關的課程。以下，我們分別簡單說明。
就第一類課程而言，這一類課程包含化學、微生物、公共衛生、解剖學、病理
學、防腐及修補技術等等課程。就第二類課程而言，這一類課程包含會計、禮儀公
司的經營及商品、電腦應用、殯葬指導、小型企業經營等等課程。就第三類課程而
言，這一類課程包含悲傷動力學、諮商、殯葬服務的社會學、殯葬服務的歷史、溝
通技巧（含語言及書面溝通）等等課程。就第四類課程而言，這一類課程包含殯葬
法律、商業法律、倫理等等課程6。
通過對這四類課程的了解，我們初步知道美國殯葬教育主要包括哪些內容。不
過，只有知道這些內容還不夠，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知道美國殯葬教育的課程配重問
題。因為，唯有通過課程配重的了解，我們才能清楚知道美國殯葬教育的重點與特
色。換句話說，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實掌握美國殯葬教育的現代化精神與特色所
在。
那麼，美國殯葬教育對於殯葬課程的配重情形為何？根據邱麗芬的研究，對於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分從規定與實際兩個部份來看。就規定的部份來看，依據美國殯
葬服務教育委員會的規定，有關課程的配重可以分學期學分與季期學分兩種。首先，
就學期學分而言，第一類課程的學分分配從 14 到 22 學分，第二類課程的學分分配
從 14 到 22 學分，第三類課程的學分分配從 8 到 12 學分，第四類課程的學分分配從
3 到 6 學分。其次，就季期學分而言，第一類課程的學分分配從 21 到 33 學分，第
二類課程的學分分配從 21 到 33 學分，第三類課程的學分分配從 12 到 18 學分，第
四類課程的學分分配從 4 到 9 學分7。整體而言，無論是學期學分或季期學分，其中
第一類課程與第二類課程所分配到的學分數最多，兩者各佔總學分數的三分之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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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威仕曼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1 月）
，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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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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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示在美國殯葬服務教育委員會的規定中，公共衛生與企業管理的相關課程是
殯葬課程中最重要的課程。
就實際的部份來看，美國各校的課程配重並非一成不變。相反地，各校會隨著
實際需求的改變而改變。例如在 1990 年，各校對於殯葬課程的配重比例就接近美國
殯葬服務教育委員會的規定。不過，到了 1998 年，各校的殯葬課程配重比例就有明
顯的改變。其中，第一類課程的學分數從原先的 35％變成 48％；第二類課程的學分
數從原先的 36％降為 23％；第三類課程的學分數從原先的 20％略降為 19％；第四
類課程的學分數從原先的 9％略升為 10％8。從這樣的變化當中，我們發現美國殯葬
教育更加重視公共衛生的部份。由此可見，與公共衛生有關的科學部分是整個美國
殯葬教育最重視的部份，也是最足以代表美國殯葬教育特色的部份。至於管理的部
分雖然也是美國殯葬教育的特色之一，不過在整個比例上就顯得沒有像以前那麼地
被重視。
經過上述的課程配重比例分析，我們發現美國殯葬教育的精神與特色就在於公
共衛生的科學強調與企業管理的管理強調。雖然美國殯葬教育越來越強調公共衛生
的重要性，但是對於管理的強調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無論是公共衛生的科
學強調與企業管理的管理強調，我們都可以認為這兩者的強調正足以代表美國殯葬
教育的現代化精神與特色所在。
如果科學與管理的強調正足以代表美國殯葬教育的現代化精神與特色所在，那
麼我們進一步要問的是，為什麼美國殯葬教育要以科學與管理作為強調的重點？對
我們而言，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溯到美國南北戰爭的時期。在那個時期，由於
戰爭的影響，每個在戰場戰死的軍人都有死後歸鄉的需求。可是，受到當時交通不
便的影響，歸鄉的戰死軍人在回到家鄉時通常都不能保持屍體的完整。對於家鄉期
盼見故人最後一面（瞻仰遺容）的家屬，這種情景實在叫人難以忍受。為了讓他們
可以見到較為完整的親人，於是殯葬業者開發出可以保存遺體的防腐液，讓屍體不
至於腐爛。就是這種見最後一面的要求，使得美國的殯葬業者不得不往防腐的方向
走，最後終於成就了強調公共衛生科學精神與特色的殯葬教育9。
除了對公共衛生的科學強調以外，美國殯葬教育還強調管理的部份。那麼，美
國殯葬教育為什麼要強調管理的部份？根據我們的了解，美國殯葬教育之所以要強
調管理部份的理由，除了要強化殯葬業者的競爭力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提升殯葬業
者的服務能力。因為，美國是一個很講究服務效率的國家。如果他們培養出來的殯
葬業者不具有管理的效率，那麼這樣的殯葬業者就沒有辦法提供好的服務。因此，
為了讓這些殯葬業者的服務可以滿足消費者的要求，所以美國殯葬教育特別強調管
理的部份。
經由上述的探討，我們清楚知道美國殯葬教育的重點在於公共衛生的科學強調
與企業管理的管理強調。因此，如果我們要仿效美國的殯葬教育，那麼我們就必須
從這兩個部份加以仿效起。因為，只有透過這兩個部份的仿效，美國殯葬教育的現
代化精神與特色才能為我們所吸收。倘若我們沒有吸收到這兩個部份，那麼這樣的
仿效注定是要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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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6，頁 57。
同註 5，頁 7-8。

四、台灣殯葬教育應有的方向
這麼說來，我們如果想要仿效美國的殯葬教育，那麼只能從公共衛生的科學與
企業管理的管理仿效起。表面看來，這樣的想法似乎沒有錯。因為，對我們而言，
公共衛生的科學與企業管理的管理正是我們認為美國殯葬教育之所以值得學習的地
方。可是，值得學習是一回事，能不能直接學習則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們採取直
接學習的作法，那麼這種直接仿效的結果就會讓我們的殯葬教育變成美國式的殯葬
教育。問題是，美國式的殯葬教育適合我們嗎？
如果單純從我們所受的教育與生活來看，美國式的殯葬教育代表的是一種現代
化的殯葬教育，應該可以適合我們的需要。可是，這樣的想法太過單純。雖然我們
在教育與生活上已經逐漸現代化，但是在面對死亡時真正能夠安頓我們的卻不是美
國式的殯葬教育。因為，美國式的殯葬教育其實是有其自身的宗教預設。如果我們
不清楚這樣的宗教預設，那麼這種直接移植的結果是很難成功的。所以，我們如果
要清楚判斷美國式的殯葬教育是否適合我們，那麼我們就必須進一步了解其背後所
隱藏的宗教預設。
那麼，這個宗教預設是什麼呢？就我們的了解，這個宗教預設就是基督教的預
設。所謂基督教的預設指的是基督教對於人死亡的看法。根據基督教的看法，人的
生命是由上帝創造的，而人的死亡則是由上帝懲罰的。因此，人的生死不是人能控
制的，也不是人能介入的。基於這樣的看法，當人死的時候，人的靈魂就交給上帝，
由上帝處理，人對於靈魂的處理是完全無能為力的10。人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有
關亡者遺體的處理。
根據這樣的看法，美國殯葬業者在提供服務時當然就只能服務亡者的遺體，而
不能服務亡者的靈魂。同樣地，在教育上美國殯葬教育也只能提供服務亡者遺體的
教育，而不能提供服務亡者靈魂的教育。如果美國殯葬教育不能配合這樣的宗教需
求，那麼這樣的殯葬教育就不會受到一般人的接納，自然也就培養不出能夠滿足一
般人需求的殯葬業者。這就是為什麼在美國殯葬教育上會往科學與管理的方向走而
不往宗教方向走的最大理由？
可是，這樣的看法是否真的適合台灣呢？雖然台灣的確有一些人是信奉基督教
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信奉基督宗，甚至於可以說大多數人都不信奉基督教。既
然大多數人都不信奉基督教，而我們卻要用一個從基督教背景中發展出來的美國殯
葬教育作為仿效的對象，那麼這種選擇會不會不合適？對有些人而言，他們的回答
可能是不會不合適。因為，就他們的選擇而言，他們認為他們所選取的不是宗教的
部份，而是科學與管理的部份。就這兩部份而言，這些都是超越國界的，屬於普世
價值的。問題是，對於台灣人而言，只有這兩個部份是否足以安頓台灣的亡者？如
果可以，那麼當然就沒有問題。如果不可以，那麼我們就必須另外尋找答案。根據
我們的了解，公共衛生的科學與企業管理的管理雖然有助於我們提升殯葬服務的效
能，但是卻不足以安頓亡者與家屬。所以，我們不能只靠公共衛生的科學與企業管
理的管理來支撐台灣的殯葬教育，而必須從傳統的文化背景中找尋足以安頓亡者與
家屬的殯葬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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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師與生死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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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10-212。

那麼，傳統文化中有什麼殯葬成分是足以支撐台灣的殯葬教育呢？就我們的了
解，傳統的殯葬禮俗就是這樣的支撐成份。不過，根據我們前面的反省，我們知道
傳統殯葬禮俗雖然足以安頓過去人的死亡，但是卻沒有能力安頓現代人的死亡。如
果傳統殯葬禮俗就足以安頓現代人的死亡，那麼我們就不需要仿效美國的殯葬教育
了。換句話說，我們只要繼續停留在過去的潛在教育就可以了。由此可見，傳統殯
葬禮俗不可能就是我們所要的殯葬成分。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強調傳統殯葬禮俗就是我們所要的殯葬成
分呢？對我們而言，我們之所以這麼說當然有我們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在
於每一個地方的人若要安頓他們的死亡，那麼就要從他們的傳統中找出他們認為可
以安頓的因素。如果沒有辦法找出這樣的因素，那麼他們的死亡就沒有辦法得到真
正的安頓。何況，有關死亡的安頓和一般的安頓不一樣，死亡的安頓是不能驗證的。
因此，我們除了傳統以外就很難找到可以充分信任的作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
好繼續在傳統的殯葬禮俗中找尋可以安頓現代人死亡的成分。
經過上述的反省，我們知道傳統殯葬禮俗中確實有一些成分可以作為我們安頓
現代人死亡的因素。問題是，這些成分指的是什麼？如果這些成分指的是一般的繁
文縟節與執行方式，那麼這樣的成分絕對不可能成為安頓現代人的因素。可是，如
果這樣的成分指的不是這一些，而是更根本的一些想法，那麼這樣的成分是否還是
不足以安頓現代人的死亡呢？根據我們的了解，如果這一些成分指的是有關道德生
命的完成與傳承，那麼這樣的成分是足以安頓現代人的死亡11。雖然現代人不一定都
會選擇道德生命的完成與傳承作為個人的終極價值，但是對現在的台灣人而言，這
樣的選擇基本上還是一個主要的選擇。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認為道德生命的完成與傳承就足以安頓現代人的死亡？這
是因為我們知道家庭的價值對於大多數的台灣人還是很重要的。對他們而言，一個
人一生的主要任務就是讓這個家庭可以順利地傳承下去。只要這個家庭的傳承順利
了，那麼當他們有一天要回去時，他們會認為自己可以問心無愧地回去。換句話說，
也就是他們認為自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去面見祖先。經由這種道德的認定，他們認
為只要完成這樣的使命，自己的死亡就可以得到道德的安頓。
雖然有人會說只有上述傳統殯葬禮俗的處理還不夠，我們還需要一些宗教上作
為，例如像作七、作旬的宗教作為。可是，這樣的作為原則上只是一種輔助性的作
為。因為，採取這些作為的人認為只有傳統殯葬禮俗的道德安頓還不夠，他們認為
還需要其他的宗教安頓，像是淨土的安頓或仙界的安頓。不過，即使是這樣，這樣
的安頓方式也不同於基督教的安頓。對基督教而言，人死後人是不能介入的。但是，
佛教與道教就不同，他們認為人是可以介入人死後的狀況。只要我們適得其法，就
可以幫助亡者得到超渡。由此可見，台灣人對於死亡的安頓方式是不同於美國的。
既然不同於美國，那麼我們在殯葬教育上自然也就會形成不同於美國的設計。如果
說美國是強調科學與管理的殯葬教育，那麼台灣就是強調道德的殯葬教育。
五、結語
經過上述的探討，我們現在可以總結如下：首先，我們發現台灣的殯葬教育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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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經經過多年的發展，但是對於定位的問題卻一直沒有很明確的探討。問題是，
對於一個想要安頓我們死亡問題的教育系統，我們是需要探討定位的問題。只有通
過定位問題的探討，我們才能明確地規範出台灣殯葬教育應該有的方向。如果我們
沒有做這樣的工作，那麼要規劃出一個適合我們需要的殯葬教育是很困難的。其次，
為了探討上述定位的問題，我們需要先回顧台灣殯葬教育的發展，看這樣的發展有
何成果，出現什麼樣的問題？根據我們的探討，我們發現台灣殯葬教育的發展過程
是很崎嶇的，可謂是一波三折。在發展的過程中，雖然相關學者的確投入不少的心
血，但是成果卻是相對的少。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台灣的殯葬教育最後還是順利完
成。只是這樣的完成讓我們想到台灣殯葬教育方向的問題，到底我們是要師法美國
的殯葬教育還是台灣的殯葬教育應該走自己的路？第三、為了清楚美國殯葬教育的
內容，我們接著探討美國殯葬教育。經過我們的探討，我們發現美國殯葬教育的特
點在於科學與管理的強調。其中，尤其是科學的強調。那麼，美國殯葬教育為什麼
會特別強調科學呢？就我們的了解，這其中除了歷史的機緣以外，就是宗教的因素。
根據基督教的看法，人死之後靈魂是由上帝處理的，人只能處理人的遺體。在這種
只能處理遺體的認知下，美國的殯葬服務只提供遺體處理的服務。至於靈魂的部份，
只有上帝可以處理。所以，美國的殯葬教育只好教育殯葬人員如何處理遺體。最後，
在了解美國的殯葬教育之後，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教育方式適合我們嗎？如果我們
的文化背景和美國一致，那麼這樣的仿效就沒有問題。可惜的是，我們的文化背景
和美國不一樣，因此我們必須從我們自己的傳統尋找答案。對我們而言，傳統的殯
葬禮俗就是一個很好的參考資源。雖傳統殯葬禮俗有其不合時宜的地方，但是對於
道德的強調卻是我們一直認為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這種主流價值的強調，讓傳統
殯葬禮俗成為我們現代人安頓自己死亡的憑據。也因為如此，台灣的殯葬教育才能
在道德的強調下與美國殯葬教育對科學和管理的強調有所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