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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議紀錄預備會議紀錄預備會議紀錄預備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Ｏ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四十

分起至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李錫欽   邱文生   黃泰坤   林聰文   何建東   莊漢源 

張榮華   張蕙蘭   林意評   陳震宇  劉承賓   林美滿 

游本全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朱昭安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課長曾晨翔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洪儷陵            主計室主任謝懿真 

政風室主任張以立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林麗華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所長林美悅 

本會秘書宋靜子 

五、主席姓名：李錫欽 

六、記錄姓名：游政軒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秘書宣讀預備會議紀錄。 

八、預備會議決定事項： 

  (一)有關內政部專款補助「羅東鎮公所廳舍興建工程規劃案」，於

審議第一次追加預算前，請建築師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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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議進行中，得視需要增列其他考察議程。 

  (三)本次議程及議案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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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紀錄第一次會議紀錄第一次會議紀錄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Ｏ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四十

五分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李錫欽   邱文生   黃泰坤   林聰文   何建東   莊漢源 

張榮華   張蕙蘭   林意評   陳震宇  劉承賓   林美滿 

游本全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朱昭安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課長曾晨翔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洪儷陵            主計室主任謝懿真 

政風室主任張以立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林麗華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所長林美悅 

本會秘書宋靜子 

五、主席姓名：李錫欽 

六、記錄姓名：游政軒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審議公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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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錄第二次會議紀錄第二次會議紀錄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Ｏ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三十

分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李錫欽   邱文生   黃泰坤   林聰文   何建東   莊漢源 

張榮華   張蕙蘭   林意評   陳震宇  劉承賓   林美滿 

游本全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請假) 

民政課長朱昭安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課長曾晨翔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洪儷陵            主計室主任謝懿真 

政風室主任張以立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林麗華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所長林美悅 

本會秘書宋靜子 

五、主席姓名：李錫欽 

六、記錄姓名：游政軒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 

（一）審議公所提案。 

  （二）辦公廳舍興建工程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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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錄第三次會議紀錄第三次會議紀錄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Ｏ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三十

五分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李錫欽   邱文生   黃泰坤   林聰文   何建東   莊漢源 

張榮華   張蕙蘭   林意評   陳震宇  劉承賓   林美滿 

游本全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朱昭安      財政課長葉啟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課長曾晨翔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洪儷陵            主計室主任謝懿真 

政風室主任張以立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林麗華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所長林美悅 

本會秘書宋靜子 

五、主席姓名：李錫欽 

六、記錄姓名：游政軒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審議公所提案。 



 7 

開幕詞開幕詞開幕詞開幕詞    

吳鎮長，蔡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 

今天是本會第 21屆第 12 次臨時會，感謝各位代表同仁及吳鎮

長率領公所各課室主管準時出、列席，謝謝。 

本次公所提案有 3件，請代表同仁討論並提出寶貴意見及建

言。 

最後敬祝各位與會人員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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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公所提案公所提案公所提案    

    

第 一 號：觀光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宜蘭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2021 羅東藝穗節～藝穗

20FUN 世界」新臺幣 85萬元整，為利業務推展，敬請  貴

會惠予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宜蘭縣政府 110年 4月 1日府旅觀字第1100034762

號函辦理。 

二、 檢附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歲出計畫說明提

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各乙份。 

辦  法：敬請  貴會審議同意先行墊付後，納入 110 年度第 2 次

追加減預算轉正。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一人贊成（黃泰坤、何建東、陳震宇、張榮

華、張蕙蘭、林美滿、游本全、劉承賓、莊漢源、林意

評、邱文生），在場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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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號：殯葬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為修正「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乙案，提請貴會審議。 

說  明： 

一、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35 條規定「骨灰（骸）存放設施經

營者向墓主及存放者收取之費用，應明定管理費，並以

管理費設立專戶，專款專用。」本所規劃收取骨灰（骸）

存放設施每位一次性管理費 1 萬 5,000 元，家族式每位

一次性管理費 1萬元，臨時寄骨者另案簽核定時間內晉

塔免收管理費。 

二、 因壽園第二座納骨塔(福恩塔)規劃 8 人家族式納骨位，

擬制定收費標準 1式 43萬 4,400 元。 

三、 調整本所塔位收費標準，壽園寶塔一樓佛祖區第一、二

層每組收費 15萬元，第三層起每組收費 20 萬元。其餘

骨甕位第一、二層每位置收費 3萬 6,000 元，第三層起

每位置收費 4萬 8,000 元。骨罈調整每位 8萬元。 

四、 因應福恩塔地下室設立法事區清潔費收費 500 元，訂定

法事區冷氣費 1500 元，另對目前開放業者進行法事的

臨時法事區(寶塔旁、非禮廳使用日禮廳前後)收費 300

元清潔費。 

五、 非火化日減少收費之相關規定廢除。 

六、 依宜蘭縣政府建議修正第四條阿拉伯數字應修正為中

文小寫數字。 

七、 第六條第一項修正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各

款、各類之低收入戶使用本鎮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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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免收使用費，安奉位置由本所提供，不得異議。 

八、 第十五條第三項「設藉本縣縣民」修正為「設籍本縣縣

民」。 

九、 檢附「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

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並函報宜蘭縣政府備查。 

大會議決： 

一、 同意公所自行修正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第三條，刪除本所骨灰(骸)存放設施，收取每位一次

性管理費一萬五仟元，家族式每位一次性管理費一萬，

存放至該設備不堪使用。 

二、 其餘照原案通過。 

第一讀會：無異議，在場人數十三人。 

第二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九人贊成（黃泰坤、何建東、陳震

宇、張榮華、游本全、劉承賓、莊漢源、林意評、邱文

生），在場十三人。 

第三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人贊成（黃泰坤、何建東、陳震

宇、張榮華、林聰文、游本全、劉承賓、莊漢源、林意

評、邱文生），在場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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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總說明    

  宜蘭縣羅東鎮公所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羅鎮秘字第 0940022971 號令公布施行，中華

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十二日羅鎮秘字第0950016563號令修正條例名稱、第一條、

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條文及收費標準表，中華民國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羅鎮秘字第

1000054435 號令修正第二、三、五、六、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七條條文增訂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條

條文，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羅鎮秘字第 1010221500 號令增訂第二

十之一條條文，中華民國一○四年九月十日羅鎮行字第 1040016247 號令修正

第三條條文，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羅鎮殯字第 1070010101 號令增

訂第三條之一及修正第六條條文，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5 日羅鎮殯字第

10800015633 號函修正第三條第一項之收費標準、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十五條第

三項條文施行迄今，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6 日羅鎮行字第 1090001148 號令

修訂第三條收費標準表。 

修正本自治條例第三、四、六、十五條及收費標準表其理由及說明： 

一、 第三條第一項增列：本所骨灰(骸）存放設施，收取每位一次性管理

費 1萬 5,000 元，家族式每位一次性管理費 1萬元，存放至該設備不

堪使用。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35 條規定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向墓

主及存放者收取之費用，應明定管理費，並以管理費設立專戶，專款

專用。專戶之支出用途，以下列各款為限：一、維護設施安全、整潔。

二、舉辦祭祀活動。三、內部行政管理。四、定型化契約所載明由管

理費支應之費用。經本所規劃收取骨灰(骸）存放設施每位一次性管

理費 1萬 5,000 元，家族式每位一次性管理費 1萬元。考量目前本所

臨時寄骨者眾（塔位放置一塔最下層且切結將購買第二座納骨塔塔位

者），為免於有對其強迫漲價之嫌，本管理費通過後生效，原臨時寄

骨者另案簽核定時間內晉塔免收管理費。 

二、 因壽園第二座納骨塔（福恩塔）規劃 8人家族式納骨位，擬制定收費

標準 1式 43 萬 4,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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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因應福恩塔設立及骨灰(骸）存放設施收取管理費，本所納骨設施

收費標準調整單人式骨甕第一、二層 3萬 6,000 元；單人式骨甕第三

層以上 4萬 8,000 元；雙人式骨甕第一、二層 1組 7萬 2,000 元；雙

人式骨甕第三層以上9萬6,000元；壽園寶塔一樓佛祖區雙人位第一、

二層 1組 15 萬元；壽園寶塔一樓佛祖區雙人位第三層以上 1組 20 萬

元；單人式骨罈 8萬元；10 人家族式納骨位 53 萬 400 元。 

四、 因應福恩塔地下室設立法事區（含 10 號停柩室旁空地）收費 500 元，

訂定法事區冷氣費 1500 元，針對目前開放業者進行法事的臨時法事

區（寶塔旁小拜堂、寶塔下方地下室、非禮廳使用日禮廳前後）收費

300 元。 

五、 非火化日減少收費之規定廢除，因非火化日的日期無法明確界定，故

非火化日減少收費規定廢除。  

六、 依宜蘭縣政府建議修正第四條阿拉伯數字應修正為中文小寫數字。 

七、 第六條第一項修正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各款、各類之低

收入戶使用本鎮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免收使用費，安奉位置

由本所指定，不得異議。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21-1 條「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入戶，使用直轄市、縣（市）或鄉

（鎮、市）所經營或委託民間經營、代理、代管之下列公立殯葬設施，

免收使用管理相關費用：一、火化場。二、骨灰（骸）存放設施。」 

第六條原規定本縣內冊列低收入戶資格應擴大至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入戶；原未規定低收入戶選骨灰（骸）存

放設施，為增加壽園寶塔內較難銷售位置之使用率，擬增加條文「安

奉位置由本所提供，不得異議。」 

八、 第十五條第三項「設藉本縣縣民…標準計價」宜修正為「設籍本縣縣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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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增增增增（（（（修修修修））））        正正正正        條條條條        文文文文    現現現現        行行行行        條條條條        文文文文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第三條  使用鎮有殯葬設

施，應繳納保證金及使

用費，其保證金及使用

費之收費標準表如附

表（如附表一）。本所

骨灰(骸）存放設施，

收取每位一次性管理

費一萬五仟元，家族式

每位一次性管理費一

萬元，存放至該設備不

堪使用。 

 曾設籍本鎮籍十年

以上之民眾比照本鎮籍

民眾收費標準計，非設

籍宜蘭縣十年以上之民

眾，且未在宜蘭縣內除

戶、埋葬者，依非宜蘭

縣籍民眾標準收費標準

計收。 

     前項使用費應於申

請時繳清，未於申請使

用時間內使用者，視為

放棄使用權，如需再使

用，應重新申請並繳

費，已繳納之使用費，

應於登記使用日前由

申請人檢具申請書，經

本所同意後始得辦理

退費。 

    本殯葬設施保證  

金及使用費之收、退費

第三條  使用鎮有殯葬設

施，應繳納保證金及使

用費，其保證金及使用

費之收費標準表如附

表（如附表一）。 

 曾設籍本鎮籍十年

以上之民眾比照本鎮籍

民眾收費標準計，非設

籍宜蘭縣十年以上之民

眾，且未在宜蘭縣內除

戶、埋葬者，依非宜蘭

縣籍民眾標準收費標準

計收。 

       前項使用費應於申

請時繳清，未於申請使

用時間內使用者，視為

放棄使用權，如需再使

用，應重新申請並繳

費，已繳納之使用費，

應於登記使用日前由

申請人檢具申請書，經

本所同意後始得辦理

退費。 

    本殯葬設施保證  

金及使用費之收、退費

標準表如附表。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35

條規定須收管理費。本

所規劃收取骨灰(骸）

存放設施每位一次性

管理費 1萬 5,000 元。

考量目前本所臨時寄

骨者眾（塔位放置一塔

最下層且切結將購買

第 二 座 納 骨 塔 塔 位

者），為免於有對其強

迫漲價之嫌，本管理費

通過後生效，原臨時寄

骨者另案簽核定時間

內晉塔免收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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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表如附表。 

第四條     設籍於鎮有殯葬

設施設置所在地冬山

鄉大進村第十五、十六

鄰及三星鄉大隱村第

十、十一、十二、十四、

十六、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鄰之村民，使用

鎮有殯葬設施時，其使

用費比照本鎮籍民眾

收費標準計收。 

 

第六條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列冊各款、各類之

低收入戶使用本鎮火

化場及骨灰（骸）存放

設施免收使用費，安奉

位置由本所提供，不得

異議。 

 

 

 

 

 

 

第十五條第三項                 

    設籍本縣縣民或

曾設籍宜蘭縣十年以

上之民眾得預購寶塔

各樓最上層與最下層

之骨灰存放設施，收

費標準依縣民標準計

價。    

    

第四條     設籍於鎮有殯葬

設施設置所在地冬山

鄉大進村第 15、16 鄰

及 三星鄉大隱村第

10、11、12、14、16、

20、21、22鄰之村民，

使 用 鎮 有 殯 葬 設 施

時，其使用費比照本鎮

籍民眾收費標準計收。 

    

    

第六條  本縣內冊列之各

款低收入戶使用本鎮

火化場及骨灰（骸）存

放設施免收使用費。 

 

  

 

 

  

 

 

  

 

 

  

 

 

  

 

 

  

 

 

  

 

 

  

 

 

  

 

第十五條第三項                 

    設藉本縣縣民

或曾設籍宜蘭縣十

年以上之民眾得預

購寶塔各樓最上層

與最下層之骨灰存

放設施，收費標準依

縣民標準計價。    

 

依宜蘭縣政府建議修

正第四條阿拉伯數字

應修正為中文小寫數

字。 

 

 

 

 

 

 

 

依 殯 葬 管 理 條 例 第

21-1 條規定低收入戶

資格應擴大至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列冊

各款、各類之低收入

戶；原未規定低收入戶

選骨灰（骸）存放設施

位置，為增加壽園寶塔

內較難銷售位置之使

用率，擬增加條文「安

奉位置由本所提供，不

得異議。」 

 

 

修正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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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例例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羅鎮秘字第 0940022971號令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十二日羅鎮秘字第 0950016563號令修正條例名稱、第一條、

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

五條條文及收費標準表 

中華民國一 0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羅鎮秘字第 1000054435號令修正第二、三、五、

六、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條條文增訂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

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條條文及收費標準表 

中華民國一 0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羅鎮秘字第 1010021500號令增訂第二十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一 0四年九月十日羅鎮行字第 1040016247號令修正第三條文 

中華民國一 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羅鎮殯字第 1070010101號令增訂第三條之一及修正

第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 0八年九月五日羅鎮殯字第 1080015633號令修訂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

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 0九年一月十六日羅鎮行字第 1090001148號令修訂第三條收費標準表 

中華民國一 0九年九月七日羅鎮行字第 1090016146號令修正第三條收費標準表附表

一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一條    宜蘭縣羅東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加強本鎮鎮有殯葬設施管

理與維護，改善民間殯葬風俗，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殯葬設施，係指鎮有公墓、火化場、骨灰（骸）

存放設施、殯儀館設施、牌位設施及其他供營葬之殯葬設施。 

凡使用本鎮所屬鎮有殯葬設施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自

治條 例規定辦理。 

第三條    使用鎮有殯葬設施，應繳納保證金及使用費，其保證金及使用費

之收費標準表如附表（如附表一）。本所骨灰(骸）存放設施，收

取每位一次性管理費一萬五仟元，家族式每位一次性管理費一萬

元，存放至該設備不堪使用。 

曾設籍本鎮籍十年以上之民眾比照本鎮籍民眾收費標準計，非設

籍宜蘭縣十年以上之民眾，且未在宜蘭縣內除戶、埋葬者，依非

宜蘭縣籍 民眾標準收費標準計收。 

前項使用費應於申請時繳清，未於申請使用時間內使用者，視為

放棄使用權，如需再使用，應重新申請並繳費，已繳納之使用費，

應於登記使用日前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經本所同意後始得辦理

退費。 

本殯葬設施保證金及使用費之收、退費標準表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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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之一本鎮立殯葬管理所臨時暫厝納骨（灰）位收費標準比照第三條收

費標準計收。相關入厝及移厝晉塔之使用管理作業由鎮立殯葬管

理所另行規定之。 

第四條 設籍於鎮有殯葬設施設置所在地冬山鄉大進村第十五、十六鄰及

三星鄉大隱村第十、十一、十二、十四、十六、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鄰之村民，使用鎮有殯葬設施時，其使用費比照本鎮籍民

眾收費標準計收。 

為回饋地方及敦親睦鄰，相關回饋金由本所另訂辦法實施之。 

第五條  非本鎮鎮民埋葬於本鎮公墓內，洗骨後申請安置於本鎮骨灰(骸)

存放設施，其使用費比照本鎮籍民眾收費標準計收。 

第六條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入戶使用本鎮火

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免收使用費，安奉位置由本所提供，

不得異議。 

本鎮內冊列第一款低收入戶使用本鎮殯儀館設施免收使用費，第

二、三款低收入戶使用本鎮殯儀館設施依鎮民收費標準減半計

收。 

第七條    使用鎮有殯葬設施或依據第三、四、五、六條規定申請減免使用

費者，應填具申請書、切結書並應於申請時檢具有關證件，向本

所提出申請。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墓墓墓墓地設施地設施地設施地設施    

第八條  公墓內營葬，埋葬棺柩時，其棺面應深入地面七十公分以下，傳

染病死亡者，應在地面一公尺二十公分以下，墓頂至高不得超過

地面一公尺五十公分，墓穴應嚴密封固。 

第九條  公墓內之墳墓棺柩或屍體，非經本所之核准不得起掘。 

第十條    使用墓地，應自申請核准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逾期依本自治條

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供埋葬棺木（屍體）墓基之使用以十年為限，原申請人或其家屬

應於期限屆滿前，向本所申請起掘同意書後自行起掘，原墓基無

條件歸還，原申請人或墓主不得異議。如屍體尚未腐盡者，得申

請延後一年再洗骨。 

逾前項期限未歸還，經通知三次或公告仍不處理者，由本所代為

處理，原申請人或家屬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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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公告遷葬期間內墳墓所有人、關係人請攜帶身分證、印章、全戶

戶籍謄本正本或可供證明與亡者關係之文件及亡者除戶謄本（或

死亡證明文件）向本所申請自行遷葬及請領遷葬補償費。 

本所依宜蘭縣墳墓遷葬補償費查估自治條例，核實發給墓主具領。

逾公告期限未遷之墳墓，除有特殊情形提出書面申請，經本所核

准延期外，均視為無主墳墓，由本所依法代為起掘並為必要處理

安置，不得異議。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火化場火化場火化場火化場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第十三條  經核准使用火化場者，應於排定之日期、時間前將火化棺木（屍

體）送達火化場，逾排定時間本所得拒絕其申請及使用，申請人

不得異議，逾日則依本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屍體火化後，骨灰由本所工作人員處理妥適後由申請人或家屬當

日簽收取回，未於當日領回，需臨時寄放骨灰者，應向殯葬所申

請並繳納費用，未領回之骨灰，由本所暫時安置寄骨室，於領回

時，需補繳納費用，家屬不得異議。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骨灰骨灰骨灰骨灰（（（（骸骸骸骸））））存放設施存放設施存放設施存放設施    

第十五條        經核准使用骨灰(骸)或牌位存放設施，中途退出者，已繳納費用

不予退還。 

現籍本鎮三年以上之鎮民或配偶之一方已安奉晉塔者，使用骨灰

(骸)存放設施，得預先訂購為長生位，但不包括牌位設施，預購

長生位不適用本自治條例第三、四、五、六條所定各項使用費優

惠及減免之規定。 

設籍本縣縣民或曾設籍宜蘭縣十年以上之民眾得預購寶塔各樓最

上層與最下層之骨灰存放設施，收費標準依縣民標準計價。 

第十六條  使用骨灰（骸）或牌位存放設施，應檢具申請人身分證、火化許

可證、起掘許可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並填具申請書，向本

所申請，經選位、編號、登記，並繳清使用費，領取進塔許可證

後，始得進塔。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殯儀館殯儀館殯儀館殯儀館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第十七條  租用禮廳應遵守許可時間，在使用時段內移柩至祭堂，不得藉故

拖延，違反規定者，本所得終止其使用；禮廳之佈置，應莊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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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喪家不得擅自改變本所設施，如有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申請人應接受本所管理人員指導存放靈柩、屍體、及使用禮廳，

並應具結保證靈柩內確係裝放埋葬、火化許可證、死亡診斷書、

驗屍文件內所載死亡人之屍體，且不得有置放爆炸物情事，違者

將依法究責。 

第十九條  土葬墓位設施、骨灰(骸)存放設施、屍體冷凍、停棺、禮廳使用

或火化期間，如因天然災害或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以致屍體發

生異狀者，本所不負法律責任。 

第二十條  屍體安置應在停柩室或冷凍室為之；冷藏（凍）期限不得超過三

十日，其情況特殊經本所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之ㄧ 本鎮轄區內發現無親屬請領之屍體，應檢附檢察官或警察機關

之證明文件始准使用殯儀館，免收殯儀館及火化使用費。 

檢察官刑事偵查中之屍體，於相驗屍體證明書未開立前，免收

遺體冷凍費。 

領用無親屬請領之屍體供醫學研究解剖之用者，應檢附檢察官

同意書，向本所申請核准，始得領屍。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二十一條 鎮有各項殯葬設施應置管理人員，並備具簿冊豋記下列事項： 

一、墓基、骨灰（骸）編號。 

二、營葬或存放日期。 

三、受葬者之姓名、性別、出生地及生死年、月、日。 

四、墓主或存放者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地、住址、

通訊處及其與受葬者之關係。 

五、其他應記載事項。 

第二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規定之申請書、切結書等相關書表及管理規則，由本

所另訂之。 

第二十三條 違反本自治條例之規定者，本所得拒絕其使用。 

第二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事項，得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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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宜蘭縣羅東鎮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例例例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羅鎮秘字第 0940022971號令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十二日羅鎮秘字第 0950016563號令修正條例名稱、第一條、

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

五條條文及收費標準表 

中華民國一 0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羅鎮秘字第 1000054435號令修正第二、三、五、

六、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條條文增訂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

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條條文及收費標準表 

中華民國一 0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羅鎮秘字第 1010021500號令增訂第二十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一 0四年九月十日羅鎮行字第 1040016247號令修正第三條文 

中華民國一 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羅鎮殯字第 1070010101號令增訂第三條之一及修正

第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 0八年九月五日羅鎮殯字第 1080015633號令修訂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

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 0九年一月十六日羅鎮行字第 1090001148號令修訂第三條收費標準表 

中華民國一 0九年九月七日羅鎮行字第 1090016146號令修正第三條收費標準表附表

一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一條    宜蘭縣羅東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加強本鎮鎮有殯葬設施管

理與維護，改善民間殯葬風俗，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殯葬設施，係指鎮有公墓、火化場、骨灰（骸）

存放設施、殯儀館設施、牌位設施及其他供營葬之殯葬設施。 

凡使用本鎮所屬鎮有殯葬設施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自

治條 例規定辦理。 

第三條    使用鎮有殯葬設施，應繳納保證金及使用費，其保證金及使用費

之收費標準表如附表（如附表一）。 

曾設籍本鎮籍十年以上之民眾比照本鎮籍民眾收費標準計，非設

籍宜蘭縣十年以上之民眾，且未在宜蘭縣內除戶、埋葬者，依非

宜蘭縣籍 民眾標準收費標準計收。 

前項使用費應於申請時繳清，未於申請使用時間內使用者，視為

放棄使用權，如需再使用，應重新申請並繳費，已繳納之使用費，

應於登記使用日前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經本所同意後始得辦理

退費。 

本殯葬設施保證金及使用費之收、退費標準表如附表。 

第三條之一本鎮立殯葬管理所臨時暫厝納骨（灰）位收費標準比照第三條收

費標準計收。相關入厝及移厝晉塔之使用管理作業由鎮立殯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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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另行規定之。 

第五條 設籍於鎮有殯葬設施設置所在地冬山鄉大進村第 15、16鄰及三星

鄉大隱村第 10、11、12、14、16、20、21、22鄰之村民，使用鎮

有殯葬設施時，其使用費比照本鎮籍民眾收費標準計收。 

為回饋地方及敦親睦鄰，相關回饋金由本所另訂辦法實施之。 

第五條  非本鎮鎮民埋葬於本鎮公墓內，洗骨後申請安置於本鎮骨灰(骸)

存放設施，其使用費比照本鎮籍民眾收費標準計收。 

第六條  本縣內冊列之各款低收入戶使用本鎮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

施免收使用費。 

本鎮內冊列第一款低收入戶使用本鎮殯儀館設施免收使用費，第

二、三款低收入戶使用本鎮殯儀館設施依鎮民收費標準減半計

收。 

第七條    使用鎮有殯葬設施或依據第三、四、五、六條規定申請減免使用

費者，應填具申請書、切結書並應於申請時檢具有關證件，向本

所提出申請。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墓墓墓墓地設施地設施地設施地設施    

第八條  公墓內營葬，埋葬棺柩時，其棺面應深入地面七十公分以下，傳

染病死亡者，應在地面一公尺二十公分以下，墓頂至高不得超過

地面一公尺五十公分，墓穴應嚴密封固。 

第九條  公墓內之墳墓棺柩或屍體，非經本所之核准不得起掘。 

第十條    使用墓地，應自申請核准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逾期依本自治條

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供埋葬棺木（屍體）墓基之使用以十年為限，原申請人或其家屬

應於期限屆滿前，向本所申請起掘同意書後自行起掘，原墓基無

條件歸還，原申請人或墓主不得異議。如屍體尚未腐盡者，得申

請延後一年再洗骨。 

逾前項期限未歸還，經通知三次或公告仍不處理者，由本所代為

處理，原申請人或家屬不得異議。 

第十二條  公告遷葬期間內墳墓所有人、關係人請攜帶身分證、印章、全戶

戶籍謄本正本或可供證明與亡者關係之文件及亡者除戶謄本（或

死亡證明文件）向本所申請自行遷葬及請領遷葬補償費。 

本所依宜蘭縣墳墓遷葬補償費查估自治條例，核實發給墓主具領。

逾公告期限未遷之墳墓，除有特殊情形提出書面申請，經本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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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延期外，均視為無主墳墓，由本所依法代為起掘並為必要處理

安置，不得異議。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火化場火化場火化場火化場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第十三條  經核准使用火化場者，應於排定之日期、時間前將火化棺木（屍

體）送達火化場，逾排定時間本所得拒絕其申請及使用，申請人

不得異議，逾日則依本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屍體火化後，骨灰由本所工作人員處理妥適後由申請人或家屬當

日簽收取回，未於當日領回，需臨時寄放骨灰者，應向殯葬所申

請並繳納費用，未領回之骨灰，由本所暫時安置寄骨室，於領回

時，需補繳納費用，家屬不得異議。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骨灰骨灰骨灰骨灰（（（（骸骸骸骸））））存放設施存放設施存放設施存放設施    

第十五條        經核准使用骨灰(骸)或牌位存放設施，中途退出者，已繳納費用

不予退還。 

現籍本鎮三年以上之鎮民或配偶之一方已安奉晉塔者，使用骨灰

(骸)存放設施，得預先訂購為長生位，但不包括牌位設施，預購

長生位不適用本自治條例第三、四、五、六條所定各項使用費優

惠及減免之規定。 

設藉本縣縣民或曾設籍宜蘭縣十年以上之民眾得預購寶塔各樓最

上層與最下層之骨灰存放設施，收費標準依縣民標準計價。 

第十六條  使用骨灰（骸）或牌位存放設施，應檢具申請人身分證、火化許

可證、起掘許可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並填具申請書，向本

所申請，經選位、編號、登記，並繳清使用費，領取進塔許可證

後，始得進塔。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殯儀館殯儀館殯儀館殯儀館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第十七條  租用禮廳應遵守許可時間，在使用時段內移柩至祭堂，不得藉故

拖延，違反規定者，本所得終止其使用；禮廳之佈置，應莊嚴肅

穆，喪家不得擅自改變本所設施，如有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申請人應接受本所管理人員指導存放靈柩、屍體、及使用禮廳，

並應具結保證靈柩內確係裝放埋葬、火化許可證、死亡診斷書、

驗屍文件內所載死亡人之屍體，且不得有置放爆炸物情事，違者

將依法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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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土葬墓位設施、骨灰(骸)存放設施、屍體冷凍、停棺、禮廳使用

或火化期間，如因天然災害或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以致屍體發

生異狀者，本所不負法律責任。 

第二十條  屍體安置應在停柩室或冷凍室為之；冷藏（凍）期限不得超過三

十日，其情況特殊經本所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之ㄧ 本鎮轄區內發現無親屬請領之屍體，應檢附檢察官或警察機關

之證明文件始准使用殯儀館，免收殯儀館及火化使用費。 

檢察官刑事偵查中之屍體，於相驗屍體證明書未開立前，免收

遺體冷凍費。 

領用無親屬請領之屍體供醫學研究解剖之用者，應檢附檢察官

同意書，向本所申請核准，始得領屍。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二十一條 鎮有各項殯葬設施應置管理人員，並備具簿冊豋記下列事項： 

一、墓基、骨灰（骸）編號。 

二、營葬或存放日期。 

三、受葬者之姓名、性別、出生地及生死年、月、日。 

四、墓主或存放者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地、住址、

通訊處及其與受葬者之關係。 

五、其他應記載事項。 

第二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規定之申請書、切結書等相關書表及管理規則，由本

所另訂之。 

第二十三條 違反本自治條例之規定者，本所得拒絕其使用。 

第二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事項，得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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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號：主計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羅東鎮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業已編製完

成，敬請貴會惠予審議。 

說  明： 

一、 本鎮 11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係依據預算法

及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編製 110 年度地方總預算應

行注意事項規定編製。 

二、 檢附是項預算書一份。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見復後，依規定函送宜蘭縣政府、審計部

台灣省宜蘭縣審計室備查。 

會議紀要：林意評代表提議「刪除辦理辦公廳舍興建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等費用 1,061 萬元」納入大會議決文，經大會舉手

表決。 

贊成：張蕙蘭、林美滿、林意評、邱文生 4位代表。 

表決結果：否決。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一讀會：無異議，在場人數十二人。 

第二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七人贊成（黃泰坤、何建東、陳震

宇、張榮華、游本全、劉承賓、莊漢源），在場八人。 

第三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七人贊成（黃泰坤、何建東、陳震

宇、張榮華、游本全、劉承賓、莊漢源），在場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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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 

第 21 屆第 12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期 星期 會次 

時  間  及  議  程 

上   午 下   午 

09:00～12:00 14:00～17:00 

110年 

4月27日 
二 

09:00 

報到 

開幕典禮 

主席報告 

預備會議 

第一次

會 議 

審議公 

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4月28日 三 
第二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4月29日 四 
第三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一、審議公所提案 

二、討論代表提案 

三、審議人民請願案 

四、臨時動議 

閉

會 

備 註 

一、鎮公所提案請於 110 年 4 月 20 日前各印製 40份送本

會彙整，逾期恕不排入議程。 

二、追加(減)預算案，請公所同時一併提供(歲出科目預算

100 萬元以上)計劃書等相關資料彙整 15份送本會。 

三、本會代表提案請於 110 年 4 月 20 日前逕送本會編印。 

四、本預定議事日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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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 

席 次 表 
／出席  △請假缺席 

出缺席一覽表 

席 

次 

     日 期 

 

代表姓名 

110年 

  4月 

  27日 

110年 

  4月 

  28日 

110年 

  4月 

 29日 

  
備註 

1 李錫欽 ／ ／ ／ 
   

13 邱文生 ／ ／ ／ 
   

2 黃泰坤 ／ ／ ／ 
   

6 林聰文 ／ ／ ／ 
   

3 何建東 ／ ／ ／ 
   

11 莊漢源 ／ ／ ／ 
   

5 張榮華 ／ ／ ／ 
   

7 張蕙蘭 ／ ／ ／ 
   

12 林意評 ／ ／ ／ 
   

4 陳震宇 ／ ／ ／ 
   

10 劉承賓 ／ ／ ／ 
   

8 林美滿 ／ ／ ／ 
   

9 游本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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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21 屆第 12 次臨時會議決案統計表 

 

公 所 提 案 代 表 提 案 人民請願案 合 計 

行 政 類     

民 政 類     

財 政 類     

經 建 類     

工 務 類     

社 會 類     

人 事 類     

主 計 類 1   1 

環 保 類     

圖 書 類     

教 保 類     

市場管理類     

殯 葬 類 1   1 

事業管理類     

觀 光 類 1   1 

合 計 3 0 0 3 

 

提
案

別
 

件數 

類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