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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兩岸由於歷史因素而阻隔，在處理殯葬事宜亦產生一定變化，雖然兩岸政治

上處於對立狀態，然而經濟上的交流已無法避免，經濟實力的厚實往往又是政治

實力的後盾，因此在殯葬方面如何利用台灣擁有先進技術、優秀人才與龐大資金

之優勢，與大陸在國際化、全球化的架構下既競爭又合作，此有待對兩岸殯葬法

規進行比較研究。本研究目的旨在促進兩岸人民對雙方殯葬管理法制有所瞭解與

完整認識，使法學界注意到此一法學的邊陲，並提供台灣人民於大陸處理殯葬事

宜或有意進行大陸投資殯葬事業者參考。 

本研究採取比較法，就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之實體內容進行逐條比較，並就行

政爭訟之救濟程序加以介紹比較。 

本研究結果如下： 

兩岸殯葬管理法規條文規範力度不同，台灣通常於〔殯葬管理條例〕中列舉

細節；大陸【殯葬管理條例】通常僅具原則性規定。兩岸對節約土地都相當重視。

兩岸皆禁止公墓外之埋葬。兩岸火化的推動方面，台灣以政府鼓勵方式進行，大

陸火葬區強制火化。大陸禁止家族、宗族墓（塔位）、活人墳之興建，以及墓穴、

塔位之生前預售；台灣並不禁止。 

台灣殯葬設施開放民間設置經營，殯葬禮儀服務業以私營為主，殯葬設備、

殯葬用品並不限制私人間買賣。大陸則以公營為主，未來醞釀擴大民間參與。在

殯葬設施管理權與經營權方面，台灣殯葬設施管理權與經營權基本上相分離，大

陸常將管理權與經營權混為一體。大陸明確規範對於少數民族殯葬習俗之尊重，

台灣無此規定。 

台灣對於殯葬服務業的設立、登記與開業期限直接於〔殯葬管理條例〕明文

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大陸則將該等事項授權各地方主管機關，

根據不同性質的殯葬設施經營單位，其審批層級有所差別。殯葬禮儀服務業方

面，大陸通常依附在殯儀館。對於殯葬禮儀服務人員之規範，台灣僅具備一定規

模者才須強制設置殯葬禮儀師；大陸並無強制專任殯儀服務員之規定，至於殯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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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員之證照規範，有民政行業工人技術等級標準可依循。大陸對運輸屍體必須

進行必要的技術處理，台灣並無強制規範。兩岸執法力度也有所不同，台灣往往

透過行政罰之處罰；大陸卻有以強烈手段。兩岸在殯葬行政爭訟方面，對於合法

性與適當性之審查通常是行政訴訟先行程序審查之範疇。至於兩岸行政訴訟皆僅

對違法之行政處分方得提起。 

 

 

 

 

 

 

關鍵字：殯葬、殯葬管理、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殯葬行為、公墓、殯儀館、

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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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ere differentiated in managing funeral and interment 

service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segregation. Although both parties are opposed to each 

other politically, the economical trading has been unable to avoid; besides, the economic 

trading power is usually the resource to sustain a country’s political power. Therefore, 

how to utilize Taiwan’s advantages in funeral and interment service, such as advanced 

techniques, human elite and extensive capital, to compete and also cooperate with China 

under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depends on the comparison and 

research of both parties’ regulations in funeral and interment service area.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thesis is to provide the mutual understand in regulations for people of the 

other party, to prompt the attention for law legislation of this minor area, and be the 

reference for Taiwanese people in regards of handling funeral and interment service in 

China or maybe the potential investment in this industry in China.  

This thesis uses comparative method, compares the physical content of both parties’ 

funeral regulations clause by clause and also gives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arison of 

practicing right in lawsuit and litigation.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is as follows: 

The funeral and interment service management law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regulate in different levels. Taiwan always lists details, but China only gives general 

principles. However, both parties take land saving into great consideration; hence, both 

parties forbid private personal burial unless it is in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movement of 

cremation; Taiwan government encourages people to do so, but China request everyone to 

be cremated. China does not allow private family or clan burial ground/bone ash tower, the 

building of pre-death grave, and the selling of cemetery space and bone ash tower before 

death; but Taiwan does not limit people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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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burial facilities are open to personal business operation, the funeral and 

interment service are mostly operated by private business entity; the facilities and 

commodities are not limited for personal trading. China in the other hand is operated by 

government, and will open to private business in the future. In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facilities, Taiwan basically separates the duty, but China combines these two 

areas. China regulates clearly about respects to minority races’ funeral and interment 

customs, but Taiwan does not list this type of rule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validity of funeral and 

interment service, Taiwan states clearly in the Funeral Management Law that it needs to be 

authorized by municipal city or local county(city) government bureau; China turns it to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examination is different by the type of service management unit. 

About funeral and interment service providers(mortician), in China, they usually affiliated 

with the funeral and interment facilities. As to the regulation of service staff, Taiwan has 

rules for setting a funeral director position when business entity gets to a certain size; 

China however does not require setting a responsible service staff. And China’s 

certification process of service staff adhere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orker’s technique level and standard. China requests a certain technical process when 

moving the dead body, but Taiwan does not have mandatory rules. The degree of law 

enforcement is also different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Taiwan usually penalizes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ve rulings, but China in stead takes severe actions. When it comes to 

funeral and interment arguments or lawsuits, both parties often examine in advance 

through administrative ruling procedures in their legitimacy or adequac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ruling procedures only apply when there is illegal practice. 

 

 

 



 5

Keywords: Funeral and interment, Funeral and interment Management, Funeral and 

interment facility, Funeral and interment service, Funeral and interment acts, Burial 

ground/Cemetary, Funeral home/Funeral Parlour, Cremation facility, Bone ash/skeleton 

storage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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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歷史因素使然，兩岸自從 1949 年分離阻隔後，歷經軍事衝突、對峙互

不往來及民間交流協商等時期。隨著兩岸交流的日益頻繁，無論是透過合法或非

法的探親、經商、觀光、求學、通婚‧‧‧等，台灣人民客死大陸或大陸人民來

台死亡的情形，皆時有所聞。台灣與大陸抱持政治理念上的差異，對法律的認知

也產生一定的差距，雙方若有事故發生，常因認知上的不同而使信任關係更為淡

薄。例如1994年3月31日千島湖事件發生後，大陸隨即火化屍體，台灣指其刻

意湮滅證據，大陸反稱其一切依法辦理，由此可見雙方意見分歧之情形1。這是

否意味著兩岸雖是同文同種，但因為長期的隔閡，而演變出對於屍體火化處理上

的認知差異？或者是對殯葬管理法制有根本上的不同所導致？台灣人民若以台

灣之經驗理解大陸殯葬管理法規之相關規定，則意見衝突恐難避免，進而殯葬權

益也難以確保。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台灣老年人口逐年不斷增加，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推測，到2051年65歲以上老年人數將達695萬人（圖1-1）。另根據中國

國家人口計生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也推估，大陸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於2003年約9600萬人，至2050年將增為3億3600萬人（圖

1-2）。  

                                                 
1
 有關兩岸死亡事件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對台灣的觀點，可參看，「涉台突發事件處理」

http://www.gwytb.gov.cn/tfsj.asp，200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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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0-1 台灣未來老年人口 結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

民國93年至140年人口推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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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0-2 大陸2001-2050年老年人口推估值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人口資訊研究中心，〈2001-2050 年 65 歲及以上老年

人口和老齡化程度預測〉3。 

 

                                                 
2
 http://www.cepd.gov.tw/manpower/Population/main.htm，2004年9月18日。 
3
 65歲以上人口數(1)為按TFR=1.7計算，65歲以上人口數(2)為按TFR=1.8計算。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421，2004年9月17日。TFR當指Total Fertility Rate

（總生育率），在中國人口信息網TFR＝1.7或TFR＝1.8所呈現的人口數據完全相同，故直接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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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台灣衛生署死亡統計人數結果，可發現歷年死亡人數逐年攀升4。

並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口推計統計資料，得知台灣至 2051 年的年死亡

人數將可能達到 35.6 萬人5（圖 1-3）。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究指出，若以平

均每人喪葬費用 37 萬元（年成長率 3％）計算，台灣殯葬業年營業額將由 2002

年之480億元，增為2021年之1,180億元，2031年的2,145億元6。又阮俊中分別

以台灣省社會處價格調查中位數為計算基礎、或以消費傾向為計算基礎，或以價

格調查平均數為基礎等三種不同的價格出發，推估台灣殯葬業收入情景，認為台

灣殯葬業收入將從2000年的400億左右，至2050年將成長到1300億左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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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死亡人數共計

 

圖0-3 台灣自1993-2051年死亡人數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死 因 統 計 結 結 果

http://www.doh.gov.tw/statistic/index.htm，2004年9月16日。及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民國

93 年 至 140 年 人 口 推 計 」 ，

http://www.cepd.gov.tw/manpower/Population/main.htm，2004年9

月18日8。 

 

                                                 
4
 http://www.doh.gov.tw/statistic/index.htm，2004年9月16日。 
5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民國93年至140年人口推計」， 

http://www.cepd.gov.tw/manpower/Population/main.htm，2004年9月18日。 
6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臺灣銀髮產業之展望」， 2002年8月13日，

http://www.cepd.gov.tw/upload/news/2002/台灣銀髮產業之展望.doc，2004年9月18日。 
7
 阮俊中，《台灣殯葬產業動態研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70-71頁，2003年。 
8
 由行政院衛生署死因統計結果摘要中擷取1993~2003年所有「死亡原因」之人數，加上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的人口推計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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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人口計生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資料也

顯示，至少自 1996 年起，大陸每年死亡人數已超過 800 萬人（圖 0-4），雖然大

陸長期以來實施一胎化政策，使人口增加速度趨緩，但推估至 2050 年，總人口

數也將介於13億7600萬到14億4000萬左右（圖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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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0-4 大陸自1993-2003年死亡人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人口資訊研究中心9。自1996年死亡人數超過800萬，

是以該年總人口數×該年死亡率所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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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0-5 大陸2001-2050年人口推估數 

                                                 
9
 〈1949-2001年全國主要人口數據〉，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304，2004年9

月17日。及〈部分年份人口基本情況〉，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083，2004

年9月17日。將各該年總人口數×死亡率所得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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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人口資訊研究中心10。總人口(1)為按TFR=1.7計算，

總人口(2)為按TFR=1.8計算。 

 

大陸過去雖然較封閉與保守，然而隨著改革開放以後，逐漸走向具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消費能力也正大幅提昇。根據非正式的估算，大陸殯

葬行業每年有184億人民幣（約合新台幣700多億）的市場，若再加上骨灰存放、

購買墓地等費用，殯葬行業每年的銷售總額將超過 2000 億元人民幣（約合新台

幣8000多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公眾對殯葬消費的提高，預計大陸殯葬用品市

場，將以每年 10%的速度遞增11。因此，從兩岸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兩岸未來殯

葬消費將持續呈現正成長，兩岸殯葬市場未來潛力實不容忽視。這也隱含著殯葬

管理法規的是否完善，連帶地會影響眾多殯葬消費權益，然而有關兩岸殯葬法規

卻少有專人研究。 

雖然大陸長期以來在產權公有制的情況下，有關殯葬產業皆在國家掌控下經

營管理，即便殯葬禮儀服務部分、殯葬用品之買賣亦不許民間任意私下經營。然

而自 1978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鄧小平先生的領導下致力建設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以「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為號召，進行

改革開放，大量吸收外商資金以厚實其自身之經濟實力，表現在殯葬產業上， 

1997 年的【殯葬管理條例】明文允許利用外資建設殯葬設施。近來各界也不斷

地呼籲應對殯葬產業作更大幅度的開放
12。加上兩岸業已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WTO），根據 WTO 對成員國的規定，強調成員國必須堅持貿易自由化，

並擴大自由貿易領域。就「服務貿易總協定」對成員國服務貿易上的具體承諾包

                                                 
10
 〈2001-2050年全國總人口變動情況〉。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422，2004

年9月17日。TFR當指Total Fertility Rate（總生育率）。 
11
〈 殯 葬 改 革 ： 向 死 而 生 〉，《 南 風 窗 》， 2005 年 7 月 下 ，

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2630，2006年3月2日。 
12
 大陸《第三次全國殯葬理論研討會議》中即有中國殯葬協會會長范兆岐〈論我國殯儀館的發展

趨勢〉提到殯儀館的開放、中國殯葬協會殯儀導報社楊景安〈淺談殯葬服務業的發展〉認為可以

逐步開放資本市場、天津市殯葬事業管理處李榮安〈我國入世後對殯葬業的衝擊和對策〉提到如

何吸收國內外更多資金的開放方式。http://www.chinafi-web.com/disanciyantaohui/index.htm，2004年

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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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市場准入、國民待遇和附加承諾以及逐步自由化13。因此，大陸殯葬服務業的

開放已難以避免。兩岸過去在儒家禮儀教化框架下有一定的殯葬傳統基礎，在歷

經政治上重大轉變後，殯葬發展也有所差異，兩岸政治上雖處於對立狀態，然而

經濟上的交流已無法避免，經濟實力的厚實往往又是政治實力的後盾，因此如何

利用台灣擁有先進技術、優秀人才與龐大資金之優勢，與大陸在國際化、全球化

的架構下既競爭又合作，此有待對兩岸殯葬法規進行比較研究，方能確知兩岸雙

方殯葬管理模式的異同，並充分掌握兩岸法律在處理殯葬問題的方向，以確保台

灣人民於大陸從事殯葬投資以及處理殯葬事宜之權益。 

基於上述因素，引發本文以台灣與大陸殯葬管理法規作為比較課題，為使比

較焦點凝聚，而以台灣與大陸之殯葬管理條例為比較研究之重心。從縱剖面的時

間沿革，探究兩岸殯葬立法的過程以及影響殯葬立法的因素，從橫切面的殯葬管

理條例所規範之內容，探究兩岸在解決殯葬問題的對策，佐以殯葬相關法規、行

政函釋及法院之判決以驗證。進而瞭解兩岸對殯葬管理之規範體系，並從法律保

障之觀點，對台灣人民於大陸處理殯葬問題，或殯葬服務業者於投資前可能遭遇

之法律問題於以說明並尋求解決，希望對兩岸殯葬法律規範加以剖析，探其究

竟，以作為兩岸比較法研究之範疇，乃為本研究之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乃以台灣〔殯葬管理條例〕與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為比較研究中心對

象。首先，藉著對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之比較研究，來促進兩岸人民對雙方殯葬的

管理法制有所瞭解，確保台灣人民到大陸的死亡處理權益，避免因制度的差異產

生隔閡，甚至造成敵視。其次，目前台灣對於殯葬法規作專門研究的文獻，少有

純就法律面的角度觀察者，以比較法方式對兩岸殯葬管理條例做比較研究者亦不

多見，尤其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係2002年7月17日公布不久，大陸【殯葬管

理條例】則於1997年7月21日國務院發布施行，就二部法典進行比較者更是少

                                                 
13
 岳彩申，《WTO法律制度》，第338-341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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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因此藉著本文的研究，促使法學界注意到此一法學的邊陲，讓更多法學者投

入心力於殯葬管理法規之研究上。再其次，兩岸政治上雖處於對立狀態，但經濟

上的往來已無法避免，同時兩岸業已是WTO的成員國，在全球化與世界化框架

下，未來兩岸互為影響已為必然，因此藉著本研究將可讓有意拓展大陸殯葬市場

的相關人員妥善利用，能對雙方的殯葬管理法規有完整認識，在作投資前能有效

進行風險之評估，同時對糾紛也能加以合理解決。法學是一門著重實際運用之學

科，研究法學當以理論出發，以實踐為最終目的。本文以法學之角度比較台灣與

大陸之殯葬管理法規，希望有意開拓大陸殯葬市場者，於投資前做有效風險評

估，對糾紛也能有管道合理解決，若由糾紛預防與確知管道合理解決之法學目的

觀察，而不單從殯葬市場開拓之角度出發，適足以符合法學對權利保障之要求及

具體實踐之最終目的。最後，分析比較兩岸殯葬法規，以確實掌握兩岸殯葬法規

的異同處，對可能的缺失或者疑慮，提出適當之建議，此將可供台灣政府對兩岸

殯葬政策形成之參考，進而使台灣擁有殯葬產業競爭優勢。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承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界定研究之範圍如下： 

一、 在時間的縱剖面 

1949年為兩岸分治之關鍵點，大陸依據馬列毛思想建立共產政權，在共產

公有制的指導下推動殯葬改革。台灣則在民生主義理論下推展殯葬管理制度。在

殯葬管理制度發展過程中，兩岸對殯葬管理制度的演變做了些許修正。本文將就

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作縱向考察，以探求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之立法沿革，從兩岸殯

葬管理制度的發展脈絡中，瞭解兩岸殯葬管理條例歷次變遷之原因與過程及各階

段之成效。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之立法沿革依照下列順序，搭配研究之主題，闡述

其於各個時代的觀點以及進展，進而加以比較。 

（一） 台灣方面 

就台灣在殯葬管理法制方面而言，〔殯葬管理條例〕立法沿革上，可以溯至

1928年10月20日內政部公布施行的〔公墓條例〕，因此本文就台灣殯葬管理法

規之時間縱剖面，由該〔公墓條例〕為起點，並以法典歷史沿革分階段論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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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就〔公墓條例〕(1928年10月20日內政部公布施行∼1936年10月1日) 施行

階段；〔公墓暫行條例〕（1936年10月2日行政院公布∼1983年11月10日）施

行階段；〔墳墓設置管理條例〕（1983年11月11日總統公布∼2002年7月18日）

施行階段；以及〔殯葬管理條例〕（2002年7月19日總統公布）施行階段進行分

析。 

（二） 大陸方面 

就大陸在殯葬管理法制方面而言，由於早期缺乏法規的訂定，重要領導人的

言談常能左右殯葬政策發展方向，因此本文就大陸殯葬管理法規之時間縱剖面，

由 1949 年重要領導人倡導推動為起點，並以歷史沿革分階段論述，分別就重要

領導人倡導推動階段（1949 年起∼1985 年 2 月 7 日）；【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

暫行規定】（1985年2月8日國務院發布∼1997年7月20日）施行階段；以及【殯

葬管理條例】（1997年7月21日國務院發布∼至今）施行階段進行分析。 

二、空間的橫切面 

在空間的橫切面，本文將著重於台灣與大陸殯葬管理條例，做全面性比較研

究，然對殯葬管理法規所涉及之「地域」、「法規」、以及「內容」範圍須先界定

之如下： 

（一）就「地域」方面 

本文不包含香港、澳門兩地區。雖然香港於1997年、澳門於1999年已分別

回歸大陸，然其有關殯葬管理仍適用個別法規，故本文之範圍排除該二地區。 

（二） 就「法規」方面 

本文以台灣〔殯葬管理條例〕與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為主要研究範圍，然

而除了殯葬管理條例外，大陸因人治色彩尚濃，重要領導人的談話常能左右政策

方向，因此有關其重要領導人之言談亦應一併注意。而法律重在應用，要見一國

法規具體適用情形如何，則需由該國司法機關判決以及行政機關解釋看出，因此

本文對有關雙方法院的判決與行政機關之函釋命令亦應一併觀察，以佐證說明

之。 

（三） 就「內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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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題乃以法典分析為導向，對立法背景、理由加以說明，並對實務上可

能面臨的殯葬法律問題於以分析，以發掘現今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不足或缺失之

處，並尋求合理之解決。 

（四）本文除緒論外共分九章，分述之如下：  

首先，第一章對殯葬法規做歷史沿革之探討，以瞭解兩岸殯葬管理法制之發

展脈絡。其次，總則為一部法典適用之原理原則，對原理原則的掌握有助於對法

典的貫通，因此，第二章乃對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總則章」進行比較分析。再其

次，兩岸殯葬管理條例規範之範圍不外乎殯葬設施之設置、殯葬設施之經營、殯

葬服務業、屍體處理、殯葬行為、殯葬設備及殯葬用品等，故從第三章至第七章

分別對兩岸現行殯葬管理條例具體條文內容及各內容可能引發之殯葬問題加以

論述，並比較分析兩岸殯葬管理之異同。接著，殯葬若有爭訟必須依程序法加以

解決，故第八章就兩岸程序法之行政爭訟制度加以介紹比較，使殯葬權利得以獲

得圓滿解決。最後做出結論。各章討論之範疇分述之如下： 

第一章兩岸殯葬管理之意義、立法沿革與法規：分別就台灣〔殯葬管理條例〕及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的管理法制做歷史性的回顧比較，並對殯葬管理條例

之基本理念、立法過程、立法說明作分析，以瞭解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發展之

脈絡。而殯葬管理條例乃將殯葬政策透過立法過程於以明文，因此藉由歷史

沿革之探討，一方面瞭解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發展之過程，另一方面探求各該

殯葬法規變遷之因素，以掌握兩岸殯葬管理政策之異同。 

第二章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總則章」之比較：總則乃是一部法典所共同適用之原

理原則，若對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之原理原則清楚掌握，則可收到提綱挈領之

效，因此本章分別對兩岸殯葬管理條例所明定內容加以比較。包括立法目的

及法律適用順序；殯葬管理的方針；用詞定義；主管機關及其權責劃分；殯

葬設施設置與經營之審議單位；火葬區與土葬區之劃分；骨灰處理方式及督

促殯葬設施列入當地規劃；尊重少數民族的殯葬改革等加以比較分析。 

第三章兩岸殯葬設施「設置管理」之比較：兩岸殯葬管理條例對殯葬設施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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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所規範，本章乃分別就殯葬設施整體規劃、殯葬設施設置主體、殯葬設

施設置與變動之應備文件及施工期限、殯葬設施選址、私有土地之徵收、殯

葬設施之應有設施、殯葬設施環保原則、殯葬設施之啟用及販售等規範加以

比較分析，以掌握殯葬設施設置管理之異同。 

第四章兩岸殯葬設施「經營管理」之比較：本章分別對公立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

移動式火化設施經營之申請與限制；屍體埋葬及骨灰（骸）之處理；公墓、

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之相關限制；殯葬設施之維護；管理費專戶與公益

信託之設立；殯葬設施之查核及評鑑獎勵；墳墓之遷葬等進行比較分析。以

掌握兩岸對殯葬設施經營管理方式之異同。 

第五章兩岸殯葬服務業之管理與輔導：本章具體之內容包括殯葬服務業之分類；

經營殯葬服務業設立、登記與開始營業；專任殯葬禮儀服務人員與其證照制

度之規範；消極資格之限制；殯葬服務業資訊公開化；殯葬服務契約；殯葬

自主；殯葬服務業之評鑑與教育訓練；殯葬服務業之暫停營業等部分進行比

較分析。 

第六章兩岸「屍體處理和殯葬行為」管理之比較：本章乃就大陸【殯葬管理條例】

第三章遺體處理和喪事活動處理，以及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五章殯葬行

為之條文進行比較分析。具體內容包括屍體運輸；火化屍體必須檢附相關文

件；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他人權益之保障；道路搭棚之限制；殯葬服務業

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之禁止；就醫環境安全之保障；出殯行經路線之報

備；妨礙公眾安寧、善良風俗之禁止；憲警人員處理意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

亡之屍體轉介承攬服務之禁止等進行比較分析。 

第七章兩岸「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管理之比較：就兩岸殯葬設備及殯葬用品管

理進行比較分析。 

第八章兩岸殯葬行政爭訟制度：探討完上述第三章至第七章有關殯葬管理的實體

法規定內容後，即就程序法之規定，分別對兩岸行政爭訟相關程序比較分

析，以瞭解現行兩岸在殯葬爭訟時之救濟程序，以期殯葬問題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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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總結論：綜合上述八章之研究最後歸納整理並做結論。 

第四節 研究方法、研究流程、研究限制 

本文先就研究動機、目的加以說明，並就研究範圍加以界定。繼而提出研究

方法、繪製研究流程圖及研究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邏輯分析及經驗事實的驗證方法對兩岸殯葬管理法規進行比較分

析，根據驗證的測試作用，觀察兩岸現行殯葬管理法規之規定是否合乎社會需

要。基此，本文當求理論與實務二方面並重，針對兩岸殯葬管理法律制度規範及

行政、司法實務見解，就理論與實務於以比較分析，並輔以兩岸殯葬管理法律制

度之發展與變遷之觀察，探求事件之脈絡，以使兩岸殯葬管理法制與解釋適用更

為完善。職是之故，本文廣泛收集兩岸相關殯葬書籍、期刊、論文、行政公文‧‧‧

等資料加以整理閱讀，並分析歸納兩岸殯葬管理法規之同異處以為比較之基礎。

本文各章具體採行之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 歷史方法 

任何法律現象的研究要注意發覺該法律現象歷史的影響因素，並考慮過去對

現在的潛在影響
14。本文於第一章海峽兩岸殯葬管理之意義、立法沿革與法規，

分別對台灣〔殯葬管理條例〕與大陸【殯葬管理條例】，運用歷史研究法依照時

間的先後次序，對殯葬管理條例之發展脈絡進行動態掌握，以發覺影響殯葬管理

條例變遷之原因及過程。 

（二） 比較法學方法 

比較法學之研究方法是本文重心所在，比較方法就理論上而言，有助於深化

法律的認識與擴大法學視野、確認法的發展趨勢、認識各法律秩序的共同基礎與

確定理想類型；就實踐上而言，其可為立法提供資料，並具有促進法的統一功能

                                                 
14
 黃竹勝，《法學論文寫作》，第13-14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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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將兩岸殯葬管理法規做相互比較與研究分析，能釐清殯葬管理法規異同之所

在，並進而促進殯葬管理法制之進化。然要對法律條文進行比較之前，須先對條

文本身含義作準確之詮釋，以免誤解條文意旨，故本文第二章至第七章係先針對

兩岸現行殯葬管理條例之具體條文內容作分析，再以法學比較法貫串其中。具體

而言，「總則」乃是一部法典所共同適用之原理原則，若將殯葬法規之原理原則

清楚掌握，則可收到提綱挈領之效，因此第二章乃以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總則章為

研究主題，並以法學比較方法分別對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總則章所規範之條文內

容，諸如殯葬管理條例之立法目的與法律適用、殯葬管理方針、殯葬用詞定義、

主管機關及其權責劃分、殯葬主管機關與殯葬設置設施與經營審議單位、火葬區

與土葬區之劃分、殯葬設施宏觀調控、少數民族殯葬之尊重等加以比較分析，以

掌握兩岸殯葬管理大方向之異同。而兩岸現行殯葬管理條例之規範內容，不外乎

係「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屍體處理、殯葬行為、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等六

大規範，因此本文由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別對該等實體法範圍，參酌兩岸實務見解

進行比較分析，內容包括第三章兩岸殯葬設施「設置管理」之比較、第四章兩岸

殯葬設施「經營管理」之比較、第五章兩岸殯葬服務業之管理與輔導、第六章兩

岸「屍體處理和殯葬行為」管理之比較、第七章兩岸「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管

理之比較。以釐清兩岸殯葬管理法規具體規範之異同。 

對於實體法發生爭訟時，有賴程序法之實踐，因此，於第二章至第七章有關

殯葬管理的實體法規定比較後，即就殯葬行政爭訟程序之規定加以比較，故第八

章兩岸殯葬行政爭訟制度，使殯葬爭議問題獲得解決，並與第二章至第七章相互

呼應，使權利獲得伸張。 

（三） 功能法學方法 

法律學乃是實用科學，研究最終目的乃在於解決現實的問題，並促進社會之

改良與國家之發展。因此，本文最後於第九章提出以綜合分析的方式，整合前幾

章的討論做出總結論，並試圖採功能法學之研究方法，亦即秉持將法律視為社會

                                                 
15
 大木雅夫，范愉譯，《比較法》，第68-80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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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工具之觀點，透過利益衡量之價值判斷，從而觀察兩岸殯葬法規具體實踐之

效果，相互比較後提出本文之觀點及適當建議，以供台灣政府對殯葬管理政策形

成之參考。 

二、研究流程 

本文首先確認研究動機，由動機引發研究目的，再界定研究範圍，並就研究

範圍提出研究方法、研究流程等研究設計與相關符號與用詞說明問題，並說明本

研究之限制。其次，第一章探討兩岸殯葬管理制度之意義、立法沿革與法規，以

瞭解殯葬管理法規變遷之過程及其因素。因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屍體處理、

殯葬行為、殯葬設備及殯葬用品乃是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之具體規範內容，缺一不

可，本文為了對殯葬管理條例進行全面性比較，因此從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別比較

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之實體內容。再就實體內容之行政爭訟程序於第八章分析比

較。最後做出總結論。茲將本文研究流程圖示如下： 

 

緒  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研究流程、研究限制、符

號及用語說明 

 

兩岸殯葬管理之意義、立法沿革與法規 

殯葬管理之意義、兩岸殯葬管理立法沿革、兩岸殯葬管理法規 

 

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總則章之比較 

殯葬管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及法律適用順序、殯葬管理的方針、用詞定義、主管

機關及其權責劃分、殯葬設施設置與經營之審議單位、火葬區與土葬區之劃分、

骨灰處理方式及督促殯葬設施列入當地規劃、尊重少數民族的殯葬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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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殯葬設施「設

置管理」之比較 

兩岸殯葬設施

「經營管理」之

比較 

兩岸殯葬服務業之管

理與輔導 

兩岸「屍體處

理 和 殯 葬 行

為」之比較 

兩岸「殯葬設備

和殯葬用品」之

比較 

殯葬設施整體規劃；殯

葬設施設置主體；殯葬

設施設置與變動之應

備文件及施工期限、殯

葬設施選址；私有土地

之徵收；殯葬設施之應

有設施；殯葬設施環保

規劃原則；殯葬設施之

啟用及販售條件 

 

公立殯葬設施之經

營管理；移動式火化

設施經營之申請與

限制；屍體埋葬及骨

灰（骸）之處理；公

墓、骨灰（骸）存放

設施使用之相關限

制；殯葬設施之維

護；管理費專戶與公

益信託之設立；殯葬

設施之查核及評鑑

獎勵；墳墓之遷葬 

 

殯葬服務業之分類；經營

殯葬服務業之設立、登記

與開始營業；專任殯葬禮

儀服務人員與其證照制度

之規範；殯葬服務業消極

資格之限制；殯葬服務業

資訊公開化；殯葬服務契

約之規範；殯葬自主 ；殯

葬服務業之評鑑與教育訓

練 ；殯葬服務業之暫停營

業 

 

屍體處理；殯葬行

為 

 

殯葬設備；殯葬用

品 

 

兩岸殯葬行政爭訟制度 

台灣訴願與大陸行政復議；兩岸行政訴訟制度 

 

   總結論 

兩岸殯葬管理法規比較之回顧、對於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之建議、未來兩岸

殯葬交流 

圖0-6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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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 

殯葬管理法規之研究在兩岸法學界研究為數不多，而大陸對殯葬管理法規的

研究散見於個別著作，因此直接可引用的文獻較欠缺，加上大陸資訊的缺乏，筆

者所蒐集的大陸文獻，只能透過相關研究機構、台灣圖書館藏書、書商、網路書

店查詢、訂購，最後則是商請師長好友提供相關資訊，資料中能否充分反映大陸

情況是本文的限制之一。另外，因本文受時間、經濟因素限制，無法就殯葬管理

條例所可能引發的問題作兩岸實證之比較研究，以更具體呈現相關數據，此為本

文另一限制。因此，在研究大陸文獻過程中，筆者須隨時注意兩岸制度之差異、

差異之原因及維持制度的立法根據，以避免對大陸殯葬管理法規的誤判。 

第五節 符號及用語說明 

一、本文研究對象為台灣與大陸殯葬管理法規之比較研究，為避免法規名稱相同

而混淆之問題，談及大陸法規、政府文件以【】為標誌，台灣法規、政府文

件則以〔〕為標誌。 

二、本文對於兩岸之個別名稱，分別稱呼為台灣與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

此係站在較為客觀且明確之立場所用之名稱。若同時提及「台灣」與「大陸」

者，則以「兩岸」稱呼之。 

三、就法規條文之書寫名稱兩岸有些差異，依台灣〔中央法規標準法〕第8條，

法規條文於條以下得分為「項、款、目」；依大陸【立法法】第 54 條：「法

律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編、章、節、條、款、項、目」。可見大陸對於條

文款項之稱謂與台灣相反，本文統一採用台灣〔中央法規標準法〕第8條之

分類規定，依序稱「條、項、款、目」。 

四、就法律用語，台灣與大陸在殯葬管理條例中，用語不一部分，原則上全採台

灣用語。例如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之「遺體」本文以「屍體」代之；「墓

穴」本文以「墓基」代之；「骨灰格位」本文以「骨灰（骸）櫃」代之。但

對法條或文件的全文引用部分，為求不失原義，其引用文字盡量避免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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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兩岸殯葬管理之意義、立法沿革與法規 

第一節 殯葬管理之意義 

死，作為人生的一種自然歸宿或終結，是人類無法迴避、無法解脫、無法超

越的現實問題16。因此，死亡具有必然性，在這必然的人生終點，不可避免地，

將涉及如何對待死者的問題，此即為殯葬的範疇。在傳統中國殯葬居於重要地

位，甚至在中國法上，若說要知中國法須先對中國殯葬制度有所認識亦不為過。

例如殯葬中的喪服制度過去即為斷獄重要標準。雖然喪服制度最初發端於人們對

死去親人的哀痛與敬畏，周朝統治者把它與宗法制度聯繫，春秋戰國時期喪服制

度導入禮制層面，自漢以迄清末，喪服制度一直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關注和重視，

極力使之法律化，喪服制度遂進入法制層面，尤其《唐律》中達到最高水平17。

可見殯葬制度在傳統中國法所扮演的重要地位。 

殯葬制度是歷經長時間推演的過程。人類殯葬活動並非固定不變的，時空的

不同殯葬活動有異。就時間方面來看，《孟子‧滕文公上》：「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

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

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18。」乃言人類之初，死後暴屍荒野，任憑禽

獸螻蟻噬食，尚無喪葬可言，後來隨著靈魂觀念的出現，便開始重視對人死後的

安排，認為棄屍荒野，於情不忍，故有埋葬19。《周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

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20」。

此乃殯葬草眛時期之情況，人死後埋藏在叢草中，此種對死者屍體做簡單的掩埋

處理，可謂為殯葬之開端。就空間方面來看，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有不同殯葬方

                                                 
16
 徐吉軍，《中國喪葬史》，第1頁，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17
 馬建興，《喪服制度與傳統法律文化》，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史學博士論文，第193-194頁，2003

年。 
18
《孟子‧滕文公上》。 
19
 張捷夫，《中國喪葬史》，第1頁，台北，文津，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20
《周易‧繫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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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例如漢人以土葬為主，西藏有天葬。就殯葬二字之字義來看，說文解字歹部

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21。」王筠句讀：「死當作屍。」玉篇歹部：

「殯，殯殮也22。」殯也就是屍體入殮到埋葬之前階段，其含義即為停柩待葬。

今引申為人們對死者的哀悼和舉喪過程。「葬」字說文解字云：「葬，藏也。」

《禮記‧檀弓上》亦云：「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23。」也就是

指處理和掩埋死者的屍體。今引申為人們對死者屍體的掩藏方式。殯葬主要是對

「人」而言，今日殯葬二字連用，當泛指處理人的屍體之方式與儀式。因此，殯

葬可說是從人的死亡到掩藏屍體的全過程。 

何謂管理？主其事為「管」，依照〔殯葬管理條例〕第3條第1項之規定，

台灣中央之內政部，地方之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負

責管殯葬事務。【殯葬管理條例】第 3 條規定，大陸中央之民政部，地方之省、

直轄市、自治區、地、縣、市、鄉、鎮政府的民政部門負責管殯葬事務。治其事

為「理」，就是說要對主管的事務進行規範，並將規範變為公眾的自覺行動。因

此，殯葬管理可以說是一種政府行為，主管機關運用行政、法律的手段，來對人

民的殯葬行為進行指導、監督和規範
24。殯葬管理通過對人民的殯葬行為、殯葬

服務單位的經營服務活動及與兩者相關事務的管理，來規範他們的殯葬行為和殯

葬活動，體現國家的意志和要求，以保證殯葬改革工作能夠正常進行和深入發展

25。 

殯葬係以自然人成為屍體開始並加以處理，屍體的處理是一連續的過程，在

這過程中主要牽涉到人、物、以及行為三要素。因此，殯葬管理的工作離不開人、

物及行為三者。就人的管理方面，例如對殯葬服務業之管理。就物的管理方面，

例如對屍體、殯葬設施、殯葬設備、殯葬用品之管理。就殯葬行為之管理方面，

例如對辦喪事不得妨礙公共秩序。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所管理的內容包括對殯

                                                 
21
《說文解字‧歹部》。 
22
《玉篇‧歹部》。 
23
 《禮記‧檀弓上》。 
24
 黃雨三編，《最新殯葬管理規章制度全集》(1)，第4頁，不詳，銀聲音像出版社，不詳。 
25
 左永仁，《殯葬系統論》，第29頁，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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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設施之設置與經營的管理、殯葬服務業的管理及輔導、殯葬行為的管理等三大

部分。大陸【殯葬管理條例】則以殯葬設施；屍體處理和殯葬活動之管理；殯葬

設備和殯葬用品之管理為主。無論如何，兩岸殯葬管理同樣離不開對人、物及行

為等三大範疇之管理。 

第二節 兩岸殯葬管理立法沿革 

一、 台灣方面 

本文係以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為比較中心，而〔殯葬管理條例〕之前身為〔墳

墓設置管理條例〕，〔墳墓設置管理條例〕之前身為〔公墓暫行條例〕，〔公墓暫行

條例〕之前身為〔公墓條例〕，無論是〔公墓暫行條例〕或〔公墓條例〕皆係國

民政府遷台以前所訂定，從〔殯葬管理條例〕歷史沿革來看，由於台灣在 1945

年以後所使用的殯葬管理法規〔公墓暫行條例〕，係國民政府早在大陸時期1936

年10月2日行政院公布
26，並觀諸上述殯葬管理法典上的延續性，為求法規之歷

史脈絡完整銜接，故對台灣 1945 年以前之法規探討，係應追溯在大陸時期所訂

定之法規脈絡，而非對日據時期在台有關殯葬法規，例如日本國頒布之墓地火葬

場及埋火葬取締規則，做為台灣殯葬管理法規之沿革。雖然日據時期殯葬管理制

度對台灣造成不小影響，例如台灣人民之屍體土葬，集中在「公共墓地」或者「亂

葬崗子」。人民講求風水，選擇利向，都在公葬地範圍內去斟酌，在公墓外零星

埋葬的比較少27。由於本章重點放在法規的歷史沿革，以便看出〔殯葬管理條例〕

之脈絡並加以分析，因此，日據時期殯葬管理法規非本文探討之內容，故須先說

明。 

民國肇造後對於殯葬管理著重在墓園方面。早在1924年3月14日即有〔墳

山特別登記章程〕共35條文公布施行28。所謂的墳山是指埋葬死體或為其準備者

皆屬之，該登記章程以省設立墳山登記總局來保障人民私有墳山之權利，登記章

程中明定申請墳山之程序，對完成登記程序之墳山，若所有權人受有侵害，則有

以刑律保護所有權人之規定，此對私有墳山所有權人之保護可謂極致，該登記章

                                                 
26
 此時台灣正處於日據時期。 
27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編，《台灣省改善公墓火葬場殯儀館實況》，第11頁，南投縣，台灣省政府

社會處，1960年。 
28
 蔡鴻源編，《民國法規集成》（第3冊），第273-279頁合肥，黃山書社，1999年2月第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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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係為保護私人擁有墳山而設，還不具現代意義提供公眾使用的公墓性質。從〔殯

葬管理條例〕歷史沿革，吾人可追溯至〔公墓條例〕，故以此為法規沿革之開端。 

（一）〔公墓條例〕施行階段(1928年10月20日內政部公布施行∼1936年10月

1日)  

當時有鑑於人民埋葬辦法向來採取放任主義，或鄰近河井污染飲水，或佔地

過廣消耗地利，影響國民健康及社會生計至為重大，那時各省因改良市政，多自

行訂定公墓辦法，民眾方面亦紛紛請求制定公墓規則，內政部為因應社會需要而

擬定〔公墓條例〕草案
29。1928年9月5日內政部擬訂〔公墓條例〕草案交法制

局審查，法制局認為公墓之設，在限制自由埋葬，以免消耗地利，妨礙公共衛生，

若事涉瑣細無關重要者，則可由地方行政官署斟酌情形來規定
30。〔公墓條例〕共

16條文做為公墓管理上之依據，並於1928年10月20日由內政部公布施行。內

容蓋可分為公墓設置管理與經營管理二部分來看： 

就公共墓地設置管理而言，其規範內容包括(1)明文要求各市縣政府應選擇適

宜地點設立公共墓地；(2)私人或私人團體設立公共墓地須經市縣政府許可；(3)

公墓須設於土性高燥地方，並須與工廠、學校、公共處所、住戶、飲水井、上下

水道、鐵路大道及河塘溝渠保持相當距離；(4)公共墓地須劃分地段建公路、植花

木、築圍牆；(5)規定墓地之圖案及墓與碑碣之式樣。 

就公共墓地經營管理而言，其規範內容包括(1)限制墓基之面積、深度、墓與

墓之距離；(2)公共墓地得劃分收費區及免費區，公共墓地之收費區面積不得超過

全墓地三分之一，對收費區徵收31地價應按面積計算其價額；(3)公共墓地須按墓

編號派員管理；(4)葬者姓名、籍貫及歿葬年月日須刊載於墓碑，墓碑有損壞墓主

須於通知後一年內修理；(5)墓之掃除規定；(6)墓及墓碑並墓地所植花木不得踐

踏拆毀，並禁止在公墓地內狩獵及放牧牲畜；(7)公墓起掘之程序。 

〔公墓條例〕之特色包括公共墓地，依所有權人是否為私人可分為公立與私

立（第 1、2 條），依是否收費可分為收費區與免費區（第8條）；對於公墓地點

                                                 
29
 公墓條例案卷，台北，國史館館藏。

http://linux201.drnh.gov.tw/~textdb/ggfShowImage/image.php?imgNum=001012111011062...，2005年12

月4日 
30
 公墓條例案卷，台北，國史館館藏。

http://linux201.drnh.gov.tw/~textdb/ggfShowImage/image.php?imgNum=001012111011070...，2005年12

月4日 
31
 此處所謂徵收，應指收取費用而言，與今日法條「公用徵收」係以公權力徵用人民土地之文義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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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選擇進行規範，以免妨礙公共衛生（第3條）；對綠美化有所要求（第4條）；

避免墓基占地過廣消耗地利，而限制墓基面積使〔公墓條例〕發揮作用，以導正

人民浪費土地建豪華大墳之風；對公墓之保護包括墓、墓碑、花木不得踐踏拆毀，

公墓地內不得狩獵、放牧牲畜（第 12 條）及不得任意起掘（第 13 條）。當時雖

然有〔公墓條例〕之規範，但一般民眾濫葬行為仍很普遍，為了倡導民眾使用公

墓埋葬，1935年3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特別針對公墓之提倡，以電文方式

發布兩則〔提倡公墓辦法〕，希望改善長久以來人民濫葬之習。 

在〔公墓條例〕施行階段，除了對公墓之管理外，另有其他與殯葬相關之法

規的訂定，舉其要者，例如基於衛生因素，衛生部於1929年4月19日公布施行

〔取締停柩暫行章程〕以革除傳統棺柩久停不葬之弊，明定停柩最長期間及相關

處理方式。另外，由於國人對婚喪慶吊事宜，有鋪張情形，內政部於 1933 年推

行節約運動以來，婚喪吉慶，鬥豔競麗，侈封雜陳者，已有為世人所厭惡之情形，

取得初步成果
32。針對公務人員則訂定〔公務人員革除婚喪壽宴浪費暫行規程〕，

要求公務人員不得使用無用之儀仗，送致賻儀須有所限制。另外，對有特殊勳勞

或偉大貢獻，足以增進國家地位，民族光榮或人類福利者，身故後得依〔國葬法〕

（1930年10月7日國民政府公布施行）舉行國葬。當時根據〔國葬法〕另訂有

〔國葬儀式〕（1930年10月15日國民政府公布施行）及〔國葬墓園條例〕（1937

年4月23日）等配套法規，以使殯葬管理制度更為完善。值得注意者，〔公墓條

例〕雖以「條例」為名，然其公布層級為內政部，故非屬法律之位階，應行說明。 

（二）〔公墓暫行條例〕實施階段（1936年10月2日行政院公布∼1983年11月

10日） 

〔公墓條例〕中並無罰則之規定，實難收到嚇阻之效。1936年10月2日行

政院公布施行〔公墓暫行條例〕分七章36條文，第一章總則、第二章設置公墓、

第三章營葬、第四章公墓管理、第五章舊墓處理、第六章罰則、第七章附則等。

以期落實公墓之管理。〔公墓暫行條例〕具體規範內容包括： 

第一章總則：明定設置公墓應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二章設置公墓33：包括 1.各市政府應選擇適宜地點設置公墓，各縣政府應就所

                                                 
32
 秦孝儀編，〈抗戰前國家建設史料-內政方面〉，《革命文獻》（第71輯），第169頁，台北，中

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7年3月出版。 
33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章次安排，將殯葬設施之管理分為「設置管理」與「經營管理」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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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各區鄉鎮分設公墓；2.許可個人、團體或一姓宗族設置公墓；3.設置公墓

應備相關文件申請；4.設置公墓，應於不妨礙耕作之山野地，並應不妨礙軍

事建築及公共衛生或利益。與學校、工廠、醫院、戶口繁盛區或其他公共處

所、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鐵路大道、要塞或堡壘地帶、河川、貯藏爆

炸物品之倉庫保持相當距離；5.公墓之用地，得依法徵收；6.各市縣應行設

置公墓之數目，及每一公墓之面積，依轄境人口數量，酌定比例，分期分地

完成之；7.公墓內應栽植花木、建築道路，及洩水設備，並得設置牆籬；8.

公墓內應劃分區段，段內劃分墓基，墓基面積不得超過 200 平方市尺
34，兩

棺以上合葬得酌量放寬，墓穴高度、深度及碑碣式樣受限制；9.公墓地區內，

得建祭堂及停柩處；10.公墓地區內，得附設火化場；10.設置公墓，收取租

金之方式、租金數額核准程序，及免費墓基地段皆有所規範。 

第三章營葬：除法令別有規定或未設置公墓之情形外，營葬原則上應於公墓內為

之。 

第四章公墓管理
35：1.公墓內棺柩或屍體，不得任意起掘；2.公墓不得收葬未經官

署發給抬埋許可證之棺柩或屍體；3.無主墓之處理；4.公墓遷移之核准；5.

公墓應設置管理人，管理人有通知墓主或有關係之營葬人修繕墳墓及碑碣之

義務，並應於每年春秋二季，將公墓辦理情形，呈報市縣政府查核；6.公墓

應備簿冊；7.公墓應隨時掃除，保持整潔；8.市縣政府每年年終，應將轄境

內公墓辦理情形，呈報省政府查核，轉咨內政部備案，院轄市政府逕咨內政

部。 

第五章舊墓處理：1.舊墓地點足以妨礙軍事建築及公共衛生或利益，田畝中之墳

墓足以妨礙耕作，以及浮厝或露棺，強制遷葬於公墓；2.明定強制遷葬之期

間及逾期不遷葬之處理；3.強制遷葬之墳墓，聲請特別登記之程序及費用；

4.名勝古蹟之墳墓得不遷葬。 

第六章罰則：不於公墓內埋葬之濫葬者，市縣政府除處 30 元以下罰鍰外，並得

勒令遷葬於公墓內。 

第七章附則：授權各省政府、院轄市政府訂定補充辦法。 

                                                                                                                                            
觀看〔公墓暫行條例〕第二章之內容，實係有關公墓之「設置管理」。 
34
 約22.22平方公尺。 
35
 〔公墓暫行條例〕第四章公墓管理，從內容觀察，實屬公墓「經營管理」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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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暫行條例〕雖仍以公墓作為主要規範對象，但已出現「公墓地區內，

得建築祭堂、停柩處及附設火化場」（第12條、第13條第1項）之規定，如此

則公墓內也稍微附帶有殯儀館、火化場之功能，略有殯葬一元化之特色。其所規

範內容也較〔公墓條例〕為細，例如〔公墓暫行條例〕明文設置公墓應備文件及

申請程序（第4條）；設置公墓，應不妨礙耕作地（第5條）；公墓之用地，得依

法徵收（第7 條）；明確規範墓基面積（第10 條）；第三章對人民營葬進行規範

等皆為〔公墓條例〕中所無。〔公墓暫行條例〕法規公布之層級也已由內政部提

高為行政院，因此對行政各部門之協調更能發揮作用，畢竟公墓管理所涉及的並

非單純內政事務，其可能牽涉衛生、環保其他問題，由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統籌，

更能發揮管理作用。〔公墓暫行條例〕同時具有宏觀整體規劃公墓布局之特色，

第8條規定各市縣應行設置公墓之數目，依轄境人口數量，酌定比例，分期分地

完成之，如此正可避免公墓過剩與不足之情形，對土地資源的分配，可以有效利

用。本暫行條例另一特色在於對舊墓的處理，〔公墓暫行條例〕第五章舊墓處置，

特別對於有礙軍事建築、公共衛生、耕作，以及浮厝、露棺等舊墓擬定處理方式，

以期解決舊墓長久以來無法處理之問題。為了落實本條例規範，本條例明文處罰

之規定，以達嚇阻之效。 

1953年11月14日蔣中正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

議中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對於喪葬問題提到，公墓的設立，應該是

每市每鄉建設計畫中的項目。公墓要適於保持公共衛生、節約土地利用、並對死

者的永久紀念
36。蔣中正先生認為解決喪葬問題，包括要建設公眾的喪葬設備，

用建設公墓來解決葬的問題；要全過程的解決，則應該是由喪到葬整個過程的解

決；葬的解決，除建設公墓外，宜由公家供應火化設備提倡火化，因為火化，不

僅適於保持公共衛生、節約土地，更可以永久保持紀念37。蔣中正先生歷次對喪

葬所提出的看法，也成為當時改善公墓火化場殯儀館的指導原則。 

過去火化場由於缺乏妥善管理，每多形同破窰，環境蕪穢，屋舍破損，甚或

焚爐無門，煙囪梗塞，臭氣四溢，令人厭惡，居民當然裹足不前。公墓多為荒涼

處所，密埋叢葬，荒塚縱橫，蓁莽襍陳，淒涼滿目，行人視為畏途，居民目為亂

                                                 
36
 蔣中正，〈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國父遺教》（上），第18-19頁，台北，海國書局，1988

年。 
37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編，《台灣省改善公墓火葬場殯儀館實況》，第6頁，南投縣，台灣省政府社

會處，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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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崗子38。由於當時火化以材爐焚燒，每具最少需時24小時以上，技術較落後，

而且以當時平均每日 160 餘人死亡，台灣僅 71 個爐子，火化資源也明顯不足，

加上傳統入土為安之文化價值系統影響，一般民眾火化意願還不高。對此，台灣

為落實〔公墓暫行條例〕相關政策，從1955年起，陸續頒訂改善喪葬設施計畫、

公墓公園化、幾項重要措施
39。1955年6月台灣公布〔台灣省各縣市改善公墓火

葬場殯儀館實施步驟〕，明定分兩期完成公墓之改善工作，此後亦訂頒〔台灣省

改善公墓火葬場殯儀館實施計畫〕以期改善各項喪葬設施。藉由資源的投入與技

術的改善，以增加民眾火化接受度。執政者認為火化比屍體土葬衛生、更節約土

地、可以減除迷信風水之苦、更合於永久紀念，以及較屍體土葬經濟等因素，因

此火化在解決台灣喪葬問題，佔著重要的一環，改善火化場即為重要工作之一，

但當時民眾受傳統屍體土葬觀念影響，對火化接受度仍不高，火化仍佔少數，因

此僅要求每一縣市最少先有一個火化場，爐數則由各縣市斟酌當地情形決定，然

後再行逐漸擴及於需要地區40。 

由於台灣地狹人稠，以往各地公墓因設置年代久遠，缺乏專人管理，以致密

埋疊葬，雜亂荒蕪，民眾辦理喪葬時常有墓地難尋之苦。為解決此一問題，謝東

閔先生乃提出「公墓公園化」之構想，1976年遂有〔台灣省公墓公園化十年計

畫〕以期逐年更新公墓，謀求循環利用，並改善墓地景觀，加強環境綠美化41。 

過去民眾價值觀未改，認為人已死入土為安，何堪再起出靈柩遷葬，深恐其

祖先不高興而帶來其子孫日後不平安之困惑42。因此要更新公墓很困難，但當實

施〔台灣省公墓公園化十年計畫〕，有成功案例後，卻影響到民眾公墓更新之意

願。例如彰化二水鄉第二、三公墓，由於第二公墓的成功使第三公墓公園化工程

能順利進行，並使該鄉民眾認為有專人管理公墓，經常維護墓區環境衛生，加強

環境美化，不僅用地經濟，且可便利墓主祭祀，節省人力時間43。二水鄉成功案

例影響到民眾的遷葬接受度。雖然當時名為公墓公園化，實施公墓公園化，必須

先起掘舊墓，始能重劃更新，繼之在墓區內興建納骨堂（塔），以安置骨骸或骨

                                                 
38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編，前揭書，第7頁。 
39
 殷章甫，《殯葬管理及相關法規之研究》，內政部民政司委託研究專題報告，第6-7頁，1990年

9月。 
40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編，前揭書，第69-72頁。 
41
 趙守博編，《台灣省改善喪葬設施實錄》，第2頁，南投，台灣省政府社會處，1986年。 
42
 趙守博編，前揭書，第36頁。 
43
 趙守博編，前揭書，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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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必節省土葬用地，進而使墓地得以循環使用44。又如南投縣鹿谷鄉公所為根

本解決地方墓葬設施問題，並為鹿谷鄉之觀光資源增添另一特色為例，其於1983

年編列預算對該鄉第三公墓進行公墓公園化10年計畫，分為4期推動
45。 

在此階段中，台灣省於1961年9月16日將〔台灣省墓地及火葬場管理規則〕

改為〔台灣省公墓火葬場殯儀館納骨堂（塔）管理規則〕分為六章 36 條文對公

墓、火化場、殯儀館，及納骨堂（塔）之設置、設備、使用與管理進行規範
46。

該管理規則於1992年2月8日修正為〔台灣省喪葬設施設置管理辦法〕。經過政

府的努力，台灣殯葬設施改善不少，公墓公園化也有一些成功案例，但墓地改善

工作的進度卻相當落後，原訂完成 350 處公園化公墓的目標，截至 1987 年，僅

完成 43 處。公墓外的濫葬，並未因公墓的改善而有所稍減，故有另立修法的提

議。 

（三）〔墳墓設置管理條例〕階段（1983年11月11日總統公布∼2002年7月18

日前） 

〔公墓暫行條例〕施行40餘年後，有鑑於台灣公墓，「大多設置年代久遠，

密埋疊葬，荒塚縱橫，雜亂荒蕪，且大部分公墳業經葬滿，新葬無地，民眾埋葬

已面臨嚴重困難，解決之道，除增闢公墓並倡導火葬及興建靈（納）骨堂（塔）

之外，極需清理舊墓，重劃更新，美化環境，充實設備，加強管理
47。」因此，

擬具〔墳墓設置管理條例〕草案，期能對墳墓用地問題加以解決。除此之外，〔墳

墓設置管理條例〕草案在政策及公益上有其需要。台灣地狹人稠，不能放任人民

亂葬，否則將妨礙耕作與計畫建設，進而影響公益與民生。而台灣舊有公墓葬滿

且荒蕪，新設公墓嚴重不足，濫葬、偷葬應運而生須遏止。又因除少數農民等尚

有可供安葬之私有土地外，多數民眾都須藉公墓安葬。基於公共衛生與觀瞻、節

省土地使用、以及人民福祉之考量，必須制定〔墳墓設置管理條例〕48。由於〔公

墓暫行條例〕與 1980 年代法制不合，且不能適應實際需要，於是在〔墳墓設置

管理條例〕公布後，即於以廢止。 

                                                 
44
 趙守博編，前揭書，第9頁 
45
 吳介英，《我國公墓公園化之研究與規劃-以鹿谷鄉第三公墓為例》，第2、74頁，台中，東海

大學出版社，1986年1月。 
46
 《臺灣省政府公報》，秋字，第69期，第794-796頁，1961年。 
47
 立法院秘書處，《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案》，法律按專輯第64輯內政(23)，第2頁，台北，立法院

秘書處，1984年6月初版。 
48
 立法院，《立法院公報》第72卷第1期，頁89-90，1983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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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11日總統以(72)臺統（一）義字第6259號令公布〔墳墓設置管

理條例〕並施行。〔墳墓設置管理條例〕計分六章32條，其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章總則：1.明定本條例設置管理墳墓之主要依據；2.明定墳墓、公墓及私人

墳墓之定義；3.明定主管機關，以明權責。 

第二章墳墓設置：1.責成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擇地設置公

墓；2.准許私人或團體設置私立公墓；3.設置公墓應備文件及申請程序；4.

明定公墓選擇地點之條件；5.私有土地徵收做公立墓地及其對外通道之規

範；6.公墓應有設施之規定；7.墓地面積之限制；8.明定埋葬之深度及墓頂

之高度；9.公墓費用收取標準及方式；10.明定公墓之名稱、地點、所屬區域

暨設置者之名稱、或姓名於以公告；11.私人墳墓之設置，應報請當地主管

機關核准。 

第三章墳墓管理：1.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設公墓管理機構，公墓應置管理員

（人）；2.埋（火）葬許可證之核發及申請規定；3.墳墓內棺柩或屍體，非經

當地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起掘；4.無主墳墓之處理；5.鼓勵骨灰或骨骸安置於

靈（納）骨堂（塔）；6.公墓更新之程序；7.明定公墓管理員（人）管理公墓

應遵行之事項、維護環境衛生之義務、公墓管理情形報主管機關查核。 

第四章墓棺遷葬：1.墳墓地點足以妨礙公共利益或耕作者強制遷葬，但名勝古

墓，不在此限；2.強制遷葬之處理程序。 

第五章罰則：對違法濫設私人墳墓或公墓，及違法濫設公墓營利，破壞自然環境，

明定其處罰方式及逾期之處理。  

第六章附則：1.殯儀館、火化場、靈（納）骨堂（塔）及其他喪葬設施之設置，

授權省（市）政府管理；2.本條例施行前已設立之公墓，應於本條例施行後

1年內依本條例補行申請。 

〔墳墓設置管理條例〕之特色包括，將墳墓分公墓及私人墳墓（第 2 條），

私人得依法申請設置私人墳墓；明文規定中央、地方各級主管機關（第3條）及

公墓管理機構（第15條），如此對墓地管理更能發揮執法作用；公墓地點距離之

限制從過去「相當距離」之不確定概念，明定為特定距離（第 7 條）；對公墓內

之應有設施，做出具體規定，注意到公墓使用者之基本需求（第 9 條）；在節約

土地利用方面，縮減墓基面積，從過去20餘平方公尺限縮為16平方公尺（第10

條），並鼓勵塔葬（第 19 條），使土地利用從平面向立體空間發展，同樣空間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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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之土地，所能容納之數量相對增加；對無主墳墓之處理有明確辦理程序（第

18條），使長久以來荒廢無人祭掃之無主墳墓問題，獲得解決方法；提高處罰金

額，隨著經濟發展與時代轉變，從過去30元大為提高，以應時達到嚇阻效果（第

五章罰則）；殯葬設施規範種類也相對地增加，殯儀館、火化場、靈（納）骨堂

（塔）都在規範中，其管理辦法授權省（市）政府訂定。 

為更有效節約土地，〔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0 條明文：「骨灰

或骨骸應盡量安置於靈（納）骨堂（塔）或其他專門藏放骨灰或骨骸之設施內。」

1986年4月17日，行政院前院長俞國華於第1979次院會提示「鼓勵火葬及循環

使用墓地」之墓地管理原則
49。為達節約土地資源之政策，藉著鼓勵方式，使埋

葬用地由平面埋葬朝立體進靈（納）骨堂（塔）存放發展。雖然無禁止火化土葬，

但從條文中可以發現，當時政策方向並不鼓勵火化土葬。 

另由於台灣佛教信仰相當普及，因此，政府希望藉由佛教之火葬因勢利導，

以有效改善民眾過去土葬習俗。當時內政部為節省墓地，提倡火化塔葬政策，研

議鼓勵寺廟興建納骨堂（塔）設施之可行性，1989年9月30日以台（７８）內

民字第 734648 號函致台灣省及台北市、高雄市政府「請研議鼓勵寺廟興建納骨

堂（塔）設施之可行性」，各地方政府乃依此行文各寺廟鼓勵興建納骨設施。1992

年內政部特舉行改善民俗工作會報會議，要地方政府依此訂定獎勵火葬補助實施

計劃。在此階段中，為鼓勵火化進塔，台北市於1989年8月18日起，凡申請使

用火化爐者皆免費
50。對於火化或撿骨後之骨灰（骸），台北市業於1993年1月

4日〔臺北市殯葬管理辦法〕第9條明文：「火化或撿骨後之骨灰（骸）應安置

於靈（納）骨堂（塔）內，不得再行土葬。」限制火化或撿骨後再行土葬，以節

省土地資源。 

另外，此時也出現海葬，例如高雄市於 1997 年 10 月 24 日發布高雄市海葬

實施要點〕為節省土葬用地開闢另一葬法之選擇。由於海葬還必須租船出海等繁

複程序，又受制於天候、海向，且出海身份及人數受有限制，民眾的接受度較低，

                                                 
49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改善喪葬設施實地查證報告》，第1頁，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2003年。 
50
 耀興輝，《台北市殯葬管理處業務簡報》，台北，1990年。 



 28

根據高雄市民政局截至2005年的統計，高雄市海葬的案例僅60餘位。本階段中

可以發現，此時並無火化土葬之設，而以火化進塔為主要目標，並已有地方出現

不占土地面積的海葬方式。 

此一時期，台灣相關配套措施，主要者有以下幾種： 

1. 〔台灣省改善喪葬設施十年計畫〕：1985年1月31日府社三字第140820號函，

將〔台灣省公墓公園化十年計畫〕改善之設施由過去的公墓，擴大到殯儀館、

火化場等設施的興建。預計10 年內公園化公墓完成160 處，殯儀館20 處，

火化場 10 處。截至 1992 年計核定辦理公墓公園化 241 處，興（修）建殯儀

館17處，火化場14處
51。行政院1991年12月22日台80內字第33500號函

核定〔台灣省基層建設第二期四年計畫（1992年至1995年度）改善喪葬設施

實施計畫〕，以改善公墓環境，及興（修）建殯儀館及火化場，以節省土葬用

地，提高民眾生活品質並改善民眾生活環境。 

2. 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端正社會風俗-改善喪葬設施及葬儀計畫」：鑑於喪葬問

題，對區域發展所造成之負面影響，當時台灣省並配合內政部研訂之國家建

設六年計畫「端正社會風俗-改善喪葬設施及葬儀計畫」自 1991 年度至 1996

年度，分六年加強辦理舊墓更新，實施公墓公園化，興（修）建納骨（堂）

塔、殯儀館及火化場，以根本解決本省喪葬問題52。行政院1991年5月15日

台80內字第15584號函核定，對於改善喪葬設施部分，該計畫重點在於辦理

舊墓更新、推動實施公墓公園化、改善殯儀館、火化場、納骨堂（塔）等設

施。 

3. 濫葬處理協調組織之設置：自1986年12月1日起，設置濫葬處理執行小組，

負責處理公墓外之濫葬墳墓，並防止新濫葬之發生。1992年8月18日台灣省

政府以81府社三字第169982號函發布〔台灣省處理濫葬實施要點〕，目的在

於健全墓政管理，有效遏止濫葬，並維護自然景觀，促進土地資源合理利用。 

4. 台灣北部區域喪葬設施綱要計畫：內政部經研究規劃「台灣北部區域喪葬設

施綱要計畫」。針對台灣北部區域之喪葬問題通盤檢討。 

5. 殯葬管理專責機構之設立：高雄市、台北市，分別於1982年、1989年成立「高

                                                 
51
 馬興德、黃松林、張勝堯、葉耿誠、蔡素豬、簡淳如編，《台灣省改善喪葬設施實錄》，第4

頁，南投，台灣省政府社會處，1992年。 
52
 馬興德、黃松林、張勝堯、葉耿誠、蔡素豬、簡淳如編，《台灣省改善喪葬設施實錄》，第4

頁，南投，台灣省政府社會處，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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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殯葬管理所」及「台北市殯葬管理處」將殯葬業務統一規劃管理。 

（四）〔殯葬管理條例〕階段（2002年7月19日施行至今） 

由於〔墳墓設置管理條例〕係1983年11月11日公布施行，條文過於簡略，

難以達成制定之效果，且僅以公墓及私人墳墓之設置及管理為主要規範對象，難

以符合社會實際需要。而殯葬設施除了公墓設置應予管理之外，殯儀館、火化場、

納骨灰（骸）設施之設置管理，原授權由省（市）政府核准設置，並訂定管理辦

法進行規範，因其設置及管理涉及人民權益甚钜，應提升其法之位階，故將殯儀

館、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等之設置及管理，納入〔殯葬管理條例〕規範，

並與公墓合併統稱為殯葬設施。另外，有鑑於過去殯葬服務業之缺失，為能使殯

葬服務業創新升級以提供優質服務及殯葬行為切合現代需求，兼顧個人尊嚴及公

眾利益，於新成立之〔殯葬管理條例〕即就此三大範疇進行規範。〔殯葬管理條

例〕在殯葬設施部分，考量了公共衛生、永續經營、殯葬方式多元化及規劃人性

化、綠美化；殯葬服務業部分，除建立經營許可及一定規模以上置專任殯葬禮儀

師等制度之外，並要求收費標準等消費資訊透明、生前殯葬服務契約預收費用之

一定比例應交付信託；至於殯葬行為之規範，則包括禁止巧立名目，強索增加費

用，禁止擅自轉介承攬意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亡屍體之殯葬服務，以及辦理殯

葬事宜妨礙公共通行、公共安寧等之規範
53

。 

為配合建設台灣為綠色矽島之願景，須在人文生態、知識經濟發展及社會公

義之架構理念下，規範殯葬設施、殯葬服務及殯葬行為。〔殯葬管理條例〕草案

即根據上述原則而來訂定，因為本草案之法案精神、架構或條文內容，均已作巨

幅變革，非〔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所能涵蓋，因此〔殯葬管理條例〕草案採制定

新法方式，同時在公布施行之同時，廢止〔墳墓設置管理條例〕
54

。本條例雖然

於2002年7月17日總統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10013949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76

條。由於〔殯葬管理條例〕第76條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53
 內政部編印，殯葬管理條例總說明，《殯葬管理條例》，第1頁，台北，內政部，2003年2月。 
54
 內政部編印，《殯葬管理條例》，第1頁，台北，內政部，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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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以2002年7月29日院臺內字第0910038417號令公布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考量本條例內容諸多係屬新設之規範，故公布殯葬管理條例第1條至第20條、

第22條至第31條、第34條至第36條、第55條至第60條、第69條至第73條、

第75條及第76條，定自2002年7月19日施行；其餘條文（亦即第21條、第

32條、第33條、第37條至第54條、第61條至第68條及第74條），定於2003

年7月1日施行。 

其他如考量因地制宜部分，授予地方政府更多殯葬管理之自治權限，及彰顯

死者在世時對殯葬儀式有自主權等皆以法律予以明文。〔殯葬管理條例〕共分七

章，計76條，其要點如次
55

： 

第一章總則：揭示立法目的、標舉用詞定義、各級主管機關及殯葬業務之權限。

（第1條至第4條） 

第二章殯葬設施之設置管理：規範殯儀館、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等之

設置主體、面積限制、施工期限、地點距離限制、應有設施、啟用及販售

條件及自然葬之實施。（第5條至第19條） 

第三章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規範移動式火化設施之經營；屍體埋葬、骨骸起

掘及骨灰之處理方式；火化屍體應檢附之文件及處理期限；公墓內墓基面

積、棺柩埋葬深度及墓頂高度、使用年限之限制；墳墓起掘許可之要件；

殯葬設施更新、維護、遷移、管理之查核與評鑑獎勵；管理費專戶之設置；

墳墓遷葬之處理。（第20條至第36條） 

第四章殯葬服務業之管理及輔導：明定殯葬服務業之分類、經營之許可、登記

與開始營業期限；具一定規模之殯葬服務業應聘僱專任「禮儀師」及「禮

儀師」得執行之業務項目；殯葬服務業者應將服務資訊公開、承攬業務應

簽訂書面契約；「生前殯葬服務契約」預先收取之費用百分之七十五應交

付信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殯葬服務業應定期實施評鑑與獎

勵，其公會應舉辦業務觀摩交流及教育訓練，殯葬服務業得派員接受講習

                                                 
55
 內政部編印，《殯葬管理條例》，第2-3頁，台北，內政部，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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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訓練及殯葬業自行停止營業之處置。（第37條至第49條） 

第五章殯葬行為之管理：將道路搭棚治喪納入管理；殯葬服務業禁止提供或媒

介非法殯葬設施、應於出殯前將出殯行經路線報請備查，於提供服務時，

禁止妨礙公眾安寧、善良風俗，規範不得使用擴音設備之時段；禁止憲警

人員轉介承攬服務。（第50條至第54條） 

第六章罰則：對於違反第二章至第五章有關之規定者，分別依其情節明定其處

罰之方式。（第55條至第69條） 

第七章附則：為落實殯葬設施管理，主管機關應擬訂計畫及編列預算；本條例施

行前依法設置之私人墳墓，僅得依原規模修繕；明定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條例施行日。（第70條至第76條） 

〔殯葬管理條例〕因是以新法方式制定，有許多新創特色，例如：大為擴大

管理的範疇，從過去僅偏向殯葬設施之管理，大幅擴大為對殯葬設施、殯葬服務

業、殯葬行為之管理；明確劃分各級主管機關的權責；開放多元葬法，從過去土

葬、火化，開放植樹葬、骨灰拋灑
56與植存‧‧‧等；就殯葬設施方面：明定殯

儀館、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應有設施（第 13~15 條），以符合實際需

要；火化設施的多元開放，允許移動式火化設施之申請設置；為利用民間資金、

人才與技術，公立殯葬設施得委託民間經營（第20條第2項）；殯葬服務業方面，

對生前殯葬服務契約的經營進行規範，殯葬禮儀師之證照規劃；第五章殯葬行

為；第六章罰則方面設有連續罰之規定，更增加嚇阻之效果。 

公墓、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等殯葬設施雖開放民間經營，

但由於設置殯葬設施之過程牽涉到錯綜複雜的相關法規限制，以殯葬設施用地而

言，除須合乎殯葬管理法規之規定外，尚須符合其他相關法規之要求，例如用地

本身可能涉及到〔土地法〕、〔區域計畫法〕、都市土地必須受〔都市計畫法〕限

制、非都市土地必須合乎〔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山坡地必須合乎〔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限制‧‧‧等。加上殯葬設施本屬於一種高鄰

避(Not-In-My-Back-Yard)設施，居民常群起抗爭。設置殯葬設施有其實質上的困

難，〔殯葬管理條例〕實施後未來成效如何仍有待觀察。 

                                                 
56
 骨灰拋灑可包括骨灰於公園、綠地、森林或其他適當場所陸灑、亦有海灑、河灑、湖灑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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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陸方面 

大陸人治色彩濃厚，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統治權之初，廢除國民政府時期之

法規，〔公墓暫行條例〕亦當然被廢止，但適用全大陸的新法，卻遲至1985年2

月8日才產生，在這之前有關適用全大陸的殯葬管理，常常是以重要領導人的言

論為指導方向，因此，對大陸之殯葬管理立法沿革，當須注意重要領導人之言論。

在探討大陸殯葬管理立法之沿革，由於共產黨統治大陸開始，雖尚無形成法制規

範，但對大陸殯葬管理制度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以下分三期探討： 

（一）重要領導人倡導推動階段（1949年起∼1985年2月7日） 

1949年9月大陸頒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7條規定廢止

舊法令制度，國民政府時期的〔公墓暫行條例〕當然隨之失效。各地民政部門開

始接管公墓，並進行統一管理經營，加上火葬興起及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全國公

墓一律封閉，不准經營，有些公墓被平毀改作他用，直到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

全會後，少數地方才再興辦公墓
57。在1949年中共取得大陸地區之統治權後，至

【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這一階段中，殯葬管理方面欠缺法律規範，

往往透過重要領導人之言談左右殯葬發展方向。 

1956年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帶頭簽署「自願死後遺體火葬」的倡議書後，

揭開大陸殯葬改革的序幕。倡議書中提到由於土葬占用耕地，浪費木材，加上歷

代把厚葬久喪定做禮法，常使許多家庭陷於破產；實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

要棺木，可以節省裝殮和埋葬的費用，也無礙於對死者的紀念
58。但當時受傳統

屍體土葬觀念影響，並認為「把親人火化，於心不忍」，怕親友說「不孝順」，懷

疑火化「剝光衣服燒」，怕把骨灰「搞亂」等等，而使火化推行困難。於是展開

廣泛階級教育、無神論、火葬好處之宣傳，在政策上，對貧困者減免火化費用，

積極鼓勵民眾實行火化，儘管當時火化場條件較差，在受此一大環境的影響下，

火化率也逐年提升，但是由於入土為安觀念深入人心，加上當時火化資源欠缺及

技術落後，火化仍不能全面地推行，於是在屍體土葬改革進行嘗試，希望改變民

                                                 
57
 王計生，《事死如生-殯葬倫理與中國文化》，第314頁，上海，百家出版社，2002年。但根據

筆者參與國科會《海峽兩岸殯葬制度變遷之比較研究-以葬俗改革為例》計畫案，到大陸訪談殯

葬問題時，有認為文革只在城市造成影響，鄉下影響不大，因此，並非全面影響。 
58
 轉引自聶嫄媛，〈50年風雨歷程鑄就輝煌今朝-全國推行火化情況概述〉，《殯葬文化研究》（第

2期），第15頁，上海，殯葬文化研究編輯部，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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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傳統觀念59。此後火葬比例往往成為大陸衡量殯葬改革成敗的重要指標。到1965

年7月22日內務部
60頒發【內務部關於殯葬改革工作的意見61】，此文件更是大陸

全面推動殯葬改革及火葬政策的開始。該文件分 4 點意見：1.大力推行火葬；2.

改革土葬；3.改革舊的殯葬習俗以及4.把殯葬事宜統一管理起來等。而以推行火

葬，改革土葬為殯葬政策方針。此種以「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為主要內容的殯

葬改革，於文革時中斷
62。1966年至1976年文革時期經歷「破四舊、立四新」運

動，內容之一就是破除封建迷信，墳頭即屬於「舊事務、封建迷信」被取締而被

平掉
63。以上海為例，1966年8月22日，上海的「紅衛兵」在棺柩外運站開棺取

屍，就地火化，上海隨著公墓的全部被毀，除長興、橫沙兩島外，火化成為上海

市民處理屍體的唯一葬式
64。文革中，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搞開棺火化，全大陸的

年火化屍具數由 1965 年的幾萬具迅速提高到百萬具，文革中一味強迫命令推行

火化，隨著 10 年動亂的結束，有些人把火化也說成是極左的產物想加以否定，

火化率急遽下降，1981年僅火化85萬具屍體，比1978年的116萬具下降近30%65。

為此，1981年12月18日至28日召開全國殯葬改革工作會議，才又更廣泛地討

論殯葬改革的方向。民政部副部長張邦英在全國殯葬改革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指

出，從1950年代中期到1980年，殯葬改革取得很大的成績66。就推行火葬方面，

50年代中期開始在城市提倡火葬以來，截至1980年底，全國已建成火葬場1183

個，共有殯葬職工18,000多人，有火化爐2508台，殯葬汽車2173輛，而且85%

以上的城市和30%以上的縣推行了火葬。就改革土葬方面，有的實行平地深埋、

不留墳頭；有的利用荒山荒地建立集體公墓；有的平毀大量舊墳墓，擴大耕地面

積，例如河北、山東、黑龍江累計平毀舊墳墓5900多萬個，擴大耕地面積約200

萬畝。就改革舊的喪葬習俗方面，提倡簡樸、節約辦喪事，用開追悼會代替發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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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嫄媛，〈50年風雨歷程鑄就輝煌今朝-全國推行火化情況概述〉，《殯葬文化研究》（第2期），

第17頁，上海，殯葬文化研究編輯部，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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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務部係今大陸地區民政部之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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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部101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殯葬工作文件匯編》，第1-4頁，北京，民政部101研

究所，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62
 王夫子，《殯葬文化學》（下），第598頁，北京，中國社會，1997年。 
63
 韓恒，《規則的演變-對豫南G村喪葬改革的實證研究》，第9頁，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 
64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5977/node66002/index.html，2005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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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嫄媛，〈50年風雨歷程鑄就輝煌今朝-全國推行火化情況概述〉，《殯葬文化研究》，第2期，

第19頁，上海，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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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101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殯葬工作文件匯編》，第14-22頁，北京，民政部101

研究所，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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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葬，用獻花圈代替焚香擺供，用戴黑紗、白花代替披麻帶孝，來對死者進行悼

念，寄託哀思。就殯葬管理和服務機構的建設方面，建立了殯葬管理所、火葬場、

殯葬服務站、殯儀館和公墓。但殯葬改革仍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推行火葬的地區，

很多地方出現土葬回升，火葬下降的情形，尤其在縣以下農村尤為嚴重；許多城

市，特別是農村，舊的喪葬習俗抬頭；火葬場經營管理不善，常有虧損甚至貪汙

竊盜現象。因此，為了進一步搞好殯葬改革工作，須根據中國共產黨六中全會，

要建設成為現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以及五屆人大四次會

議精神，以提高殯葬改革的認識。對此，民政部副部長張邦英在全國殯葬改革工

作會議上的報告，特別針對殯葬改革提出以下意見
67： 

就提高認識，堅持殯葬改革工作的方向方面，殯葬改革工作的方針是，堅決

依靠群眾，積極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破除舊的喪葬習俗，節儉辦喪事，建設社

會主義精神文明。在人口稠密、交通方便的地區，原則上都應該推行火葬。其中

已建有火葬場、實行火葬的地方，要提高火化率，限制土葬，尚未建立火葬場的

地方，要逐步為實行火葬創造條件，同時抓好土葬改革。在地廣人稀，交通不便

等不適宜實行火葬的地方，要切實搞好土葬改革。 

就認真整頓火葬場，改善經營管理方面，要搞好火葬場的管理，必須做到搞

好領導班子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建立班組或個人岡位責任制；實行經費包

幹制；不斷提高技術水準；實行民主管理；搞好火葬場的綠化、美化。建設新場，

要制定規劃、合理佈局、經濟實用、方便群眾，防止貪大求全。有條件的地方，

可以實行社辦公助或由社舉辦的辦法建場。凡是國家投資建設新場，一定要報經

省、市、自治區民政廳（局）批准，並納入地方基建計畫。 

就改革土葬，破除舊的喪葬習俗方面，透過會同有關部門協助社隊，以自然

村為單位，或在一個公社範圍內規劃幾處集體公墓。墓址要盡可能設在荒山瘠

地，並植樹綠化。在耕地很少或平原地區，要教育群眾實行平地深埋、不留墳頭。

生產隊集體耕種的土地、社員承包的耕地和分配給社員的自留地，不准隨便葬

墳，嚴禁出售墓基。少數離火葬場很遠、交通不便的山區、海島、河澤等地方，

確實沒有實行火葬條件的，可以土葬，但要統一規劃，不准亂埋亂葬。要大力提

倡文明、簡樸、節約辦喪事，反對搞封建迷信和鋪張浪費。要會同有關部門，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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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部101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殯葬工作文件彙編》，第18-22頁，北京，民政部101

研究所，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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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製作和出售用於喪葬的迷信用品。關於少數民族的喪葬問題，要尊重其風俗習

慣。對於有些少數民族，願意進行改革、實行火葬的，亦應於以尊重和支持。 

就大力進行宣傳教育，鼓勵群眾進行改革方面，會同各級宣傳、文化等有關

部門，宣傳殯葬改革的重大意義。要教育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在殯葬

改革中以身作則。就加強領導，切實做好殯葬改革工作方面，必須與有關部門及

群眾團體密切配合，共同搞好殯葬改革工作。對於殯葬職工，要從政治上、思想

上和生活上經常關心他們，支援他們做好工作，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 

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楊靜仁，於 1981 年 12 月 24 日同樣在全國殯葬改革工作

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殯葬改革四點看法，補充張邦英的意見
68：一、必須堅持

殯葬改革的方向：也就是不僅要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外，還要建設高度的精神文

明。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包括社會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風俗習慣、文化教育、

科學等等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水準。二、要走群眾路線；三、在黨的領導下，各級

人民政府要加強對殯葬改革工作的領導；四、廣大幹部、共產黨員要在殯葬改革

工作中起到模範帶頭作用，關於此點，中共中央於1983年12月9日由其辦公廳

轉發民政部黨組【關於共產黨員應簡辦喪事、帶頭實行火葬的報告】的通知，更

具體要求黨員起模範帶頭作用。 

民政部副部長張邦英在全國殯葬改革工作會議上，所提出殯葬改革工作的意

見，對往後大陸地區殯葬改革影響深遠，甚至影響往後的殯葬管理立法工作。1982

年2月23日大陸國務院批轉民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殯葬改革工作的報告】的通

知，其具體內容也不出大陸民政部副部長張邦英在全國殯葬改革工作會議上的講

話。民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殯葬改革工作的報告】，許多內容後來都在大陸殯

葬管理法規條文中具體展現，因此，該報告對大陸殯葬管理立法有相當重要影

響。在此一階段中，大陸殯葬設施之發展，可分四個階段來看：1.公墓公葬階段，

1949年起各地民政部門延續過去的公墓，管理方式與過去並無太大轉變；2.興辦

火葬場（現有殯儀館的前身）階段，1956年毛澤東等老一代重要領導人宣導火葬

起，拉開了大陸殯葬改革和殯葬事業發展的序幕，國家根據推行火葬的需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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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興辦火葬場，先從大、中城市做起，進而到小城市和縣城紛紛建立火葬場。截

至1966年，全國共建立火葬場87個。同時改造舊的杠業，吸收其中一部分人為火

葬場職工。3.超常發展時期，從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間殯儀館（火葬場）建

設得到了超常規發展，數量增加得很快，但是也帶來建設品質不高，改革超前的

問題。4.新的發展時期。從1978年到現在。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陸也

制定了殯葬管理法規，保證改革的持續發展，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確立，給殯葬事業注入了極大的活力69。至於大陸火化發展，同樣從1956

年到1965年，受革命精神的鼓舞，重要領導人的帶頭示範，火化屍體數目呈增長

趨勢；1966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火化事業出現超正常發展；1978年到1981年，

火化呈現下降趨勢；1982年至今，火化再次穩定上升70。 

對於殯葬事業單位的管理規範方面，大陸於1983 年6 月4 日，有民政部關

於頒布試行【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之出台，進一步對殯葬事業單

位進行規範，該暫行辦法共分五章19條，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章總則：明定制訂本辦法之目的；定義殯葬事業單位及管理機關；明定殯葬

管理所和殯葬事業單位的任務；殯葬事業單位的編制定員。 

第二章經營管理：殯葬事業單位應逐步做到自負盈虧，盈餘分成制；積極推行經

營承包責任制；收費標準之訂定；建立崗位責任制；應健全技術管理制度。 

第三章基本建設：明定新建、遷建、擴建、改建火葬場之程序；新建殯葬事業單

位之選址；殯葬事業單位之規模。 

第四章隊伍建設：提升領導班子與殯葬職工的水準；應制定工作人員守則；殯葬

事業單位應關心職工生活、民主管理；縣以上民政部門應加強對殯葬事業單

位領導。 

第五章附則：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廳（局）制定實施細則。 

為了提高殯葬職工隊伍的素質，適應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建設發展的需

要，民政部於1984年6月21日發布關於頒發【殯葬職工守則】的通知，作為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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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具體規範。 

大陸從1949年起∼1985年2月7日，雖然殯葬管理工作尚未邁入法制階段，

但從民政部所發布的許多通知，可以看出大陸對殯葬管理也有所重視，除了「推

行火葬，改革土葬」為其重要方針外，也已注意到殯葬事業單位以及殯葬職工在

殯葬改革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實施階段（1985年2月8日∼1997年

7月20日） 

1985年2月8日大陸國務院以國發(1985)18號文件發布實施【國務院關於殯

葬管理的暫行規定】共 14 條文，此係大陸所發布的第一個關於殯葬管理方面，

適用全國的最高行政法規。本暫行規定是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展發民政部黨組

「關於共產黨員應簡辦喪事、帶頭實行火葬的報告」的通知】，在總結各地經驗

的基礎上起草制定的
71。其具體規範內容包括： 

就立法目的而言：係為了進一步加強殯葬管理工作，改革舊的喪葬陋俗，樹

立文明節儉、健康科學的新習俗，解決亂埋、亂葬問題，破除封建迷信活動，建

立適合中國國情之新的殯葬制度，實現殯葬管理法制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和物質文明建設72。因此於第 1 條即明文「為了加強殯葬管理，促進社會主義物

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制定本規定。」 

就殯葬管理方針而言：積極地、有步驟地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破除封建迷

信的喪葬習俗，提倡節儉、文明辦喪事。 

就主管機關而言：民政部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因地制宜，制

定實施辦法。 

就火葬政策而言：區分火葬地區與土葬用地。火葬地區，市縣人民政府應制

定推行火葬的具體規劃，國家職工不實行火葬之處理。不宜推行或尚不具備推行

火葬條件的區域，可以利用荒山瘠地建立公墓，並提倡平地深埋、不留墳頭的葬

法。 

就墓地或墓基之限制而言：禁止佔用耕地作墓地；禁止出租、轉讓、買賣墓

地或墓基；禁止恢復或建立宗族墓地；因國家基本建設或農田基本建設而遷移或

                                                 
71
 多吉才讓編，《民政專業法規條文釋義》，第302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3年2月第1

次印刷。 
72
 多吉才讓編，前揭書，第3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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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毀的墳墓，禁止返遷或重建。 

就殯葬設備之限制而言：禁止生產、出售和使用殯葬迷信用品；經營棺木和

土葬用品受有限制。 

並給予少數民族、華僑、港澳台同胞之殯葬特殊待遇。 

【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可說是民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殯葬改

革工作的報告】的條文化。為了有效貫徹【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

民政部於1985年2月26日發布關於貫徹執行【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

的通知，該文件內容包括：組織殯葬幹部和殯葬職工認真學習、大力宣傳國務院

的規定；積極進行改革，努力搞好殯葬服務；加強領導，切實做好殯葬管理的工

作，望各有關單位，隨時將貫徹執行情況報民政部。民政部又於1992年8月25

日根據【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發布【公墓管理暫行辦法】分總則、

公墓的建立、公墓的管理及附則等四章 24 條，該暫行辦法將公墓分為公益性公

墓及經營性公墓，為落實【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對公墓申請程序及

公墓內部管理有嚴格規定。此時大陸的殯葬管理由人治漸漸邁入法制階段，在此

之前雖然大陸推行一連串火葬、平毀公墓做它用等殯葬改革，取得一定成績。「推

行火葬，改革土葬」有所進展，1996年大陸的火化率達到36%，殯葬改革不斷深

化，文明節儉辦喪事在城市形成社會風尚；殯葬事業蓬勃發展，管理和服務水準

顯著提高。但在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殯葬管理工

作也遇到一些新問題，例如一些單位和個人擅自興建公墓、仍有亂埋亂葬、喪事

大操大辦、殯葬市場混亂等現象
73。 

（三） 【殯葬管理條例】實施階段（國務院1997 年7 月21 日發布施行∼至

今） 

為適應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強化殯葬管理，全

面推進殯葬改革，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74。大陸民政部在【國

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的基礎上，起草了【殯葬管理條例】，1997 年 7

月11日經國務院第60次常務會議討論，1997年7月21日發布施行。【殯葬管理

                                                 
73
 參見民政部副部長楊衍銀關於殯葬管理條例的說明，1997年8月5日。在民政部101研究所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殯葬工作文件彙編》，第284頁，北京，民政部101研究所，2001年10月第1

次印刷。 
74
 參見民政部副部長楊衍銀關於殯葬管理條例的說明，1997年8月5日。在民政部101研究所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殯葬工作文件彙編》，第284頁，北京，民政部101研究所，2001年10月第1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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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其內容分總則、殯葬設施管理、遺體處理和喪事活動管理、殯葬設備和

殯葬用品管理、罰則以及附則等六章 24 條，又為大陸另一波的殯葬改革依據。

其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章總則：明定立法目的；殯葬管理的方針；主管機關；區分應當實行火葬及

允許土葬地區；火葬地區節約土地資源政策及其配套措施，土葬公墓建設應

納入城鄉建設規劃；少數民族殯葬習俗之尊重。 

第二章殯葬設施管理：宏觀規劃殯葬設施之數量、佈局；殯葬設施之審批；禁止

擅自興建殯葬設施、公益性墓地不得提供村外人使用、宗族墓地之禁止；耕

地、林地、城市公園、風景名勝區、文物保護區、水庫、河流堤壩附近、水

源保護區、鐵路、公路主幹線兩側，除具特殊價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禁止

建造墳墓；墓基占地面積、使用年限之限制；殯葬設施之管理及殯葬服務人

員之規範。 

第三章遺體處理和喪事活動之管理：遺體處理之原則；辦理殯葬活動之原則；遺

體土葬之規定。 

第四章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管理：殯葬設備必須合乎國家技術標準；禁止封建迷

信用品，禁止火葬區出售土葬用品。 

第五章罰則：明定處罰期達遏阻作用，例如責令恢復原狀、限期改正、沒收、罰

款等方式。 

第六章附則：發布本條例施行日期。 

【殯葬管理條例】發布施行後，1997年8月5日大陸民政部副部長楊衍銀對

【殯葬管理條例】特別做以下說明
75： 

就制定【殯葬管理條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方面而言：在改革開放和建立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一些單位和個人受利益驅動，擅自興建公墓；

一些地方亂埋亂葬、喪事大操大辦、封建迷信回潮、殯葬市場混亂相當嚴重，由

於殯葬管理的規定力度不夠，難以適應新形勢下依法強化殯葬管理的需要。為了

大力推進殯葬改革，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為了依法強化殯葬管

理；並大力發展殯葬事業，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殯儀服務需求的需要。因

                                                 
75
 參見民政部副部長楊衍銀關於殯葬管理條例的說明，1997年8月5日。在民政部101研究所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殯葬工作文件彙編》，第284-290頁，北京，民政部101研究所，2001年10月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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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制定新的殯葬管理法規十分必要。 

就【殯葬管理條例】的主要內容方面而言：【殯葬管理條例】明確了新時期

殯葬管理的方針，突出了促進兩個文明建設尤其是節約殯葬用地的規定，增加殯

葬設施、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的規定，設定了殯葬行政處罰及行政強制性措施。

其主要內容包括強化各級政府殯葬管理的職責；增加科學、文明、節儉辦喪事的

具體規定；增加對節約殯葬用地，保護環境的規定；對殯葬設施的管理和殯葬設

備、殯葬用品的管理明確規定：增加對違反殯葬管理行為法律責任的規定。 

就關於【殯葬管理條例】宣傳貫徹問題方面而言：透過媒體大力宣傳；並爭

取當地政府和人大的重視和支持，結合當地實際，修訂或制定地方性殯葬管理法

規和規章；以及充分發揮紅白事理事會等移風易俗群眾性組織在殯葬改革中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作用，使文明節儉辦喪事成為群眾自覺行動；並切

實加強殯葬管理機構的建設。 

三、 比較分析 

台灣歷次殯葬管理制度變遷之主要理由，不外乎是為了節省地利，並避免造

成公共衛生之危害。由於土地資源係固定有限，但人口卻不斷增加，相對地使得

人地比例密度更高，若再不對土地利用加以節制，則可能造成共有地的悲劇

（commons tragedy）產生。因此，對殯葬設施用地加以限制有其必要。以墓基占

地面積來看，台灣埋葬屍體墓基占地，從過去22.22平方公尺左右，不斷限縮為

16 平方公尺及到今日的 8 平方公尺，甚至從平面發展為立體，並開放多元的環

保自然葬法。而人死亡即成為屍體，連帶地也將快速腐化，滋生細菌，產生有害

物質，基於現實面的公共衛生考量，在兼顧死者尊嚴的同時，妥善處理屍體，並

與活人加以區隔，對殯葬用地的區位選擇就須加以設限，避免妨礙公共衛生，因

此歷次法規對設置地點可能妨礙公共衛生，要求必須保持一定距離。又由於時代

的不斷進步，人民的要求也不斷提升，因此，殯葬管理的標的也不斷增加，從過

去僅對公墓的管理，擴大對殯葬設施的管理，進而到今日對殯葬設施、殯葬服務

業、殯葬行為的管理。殯葬管理為能有效落實，處罰即是嚇阻作用的重要手段，

台灣殯葬管理法制也從過去法規中無設處罰規定，到處以 30 元罰鍰，而至今日

已不只單純處以一次罰鍰，還設有連續罰的規定，使嚇阻作用不斷加強。 

早期大陸並無適用全大陸的殯葬管理法規的出現，重要領導人的言論往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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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殯葬政策的方向，也具有類似法規的指導效果。大陸歷次殯葬管理立法沿革的

主要理由，也不外乎是為了節省地利，避免造成公共衛生的危害，但其著眼點與

台灣不盡相同，大陸特別強調火化率的提升，火化比例往往被大陸當作殯葬改革

成效的重要指標。大陸殯葬改革以火化為主要政策，其埋葬方式，從早期對屍體

的保留，到大中城市及一部份城鎮實行火化後，對骨灰的保留，所表露的是，人

們對象徵祖先靈魂的屍骨執著，幾種葬法形式的變換，都未能更改人們執著地對

屍骨的保護
76。以強制作法硬性改變人民既有的殯葬觀念，並非絕對有效，例如

大陸在文革曾經強制干預民眾的殯葬方式與儀式，但並沒有就此使人民與傳統殯

葬斷絕。改革開放後官方對意識型態領域控制的放鬆，過去其所謂的陋俗又再泛

起
77。因此單靠強制干預並非有效。大陸殯葬管理的內容，從法制化後即呈現多

種現象，除了對墓地的管理外，還對殯葬用品加以限制。由於共產黨取得大陸統

治權後，將生產資料一切收歸國有，因此，殯葬設施甚至殯葬用品全歸國家經營，

隨著改革的開放，大陸才對人民釋出部分私有權限，與台灣以私有制為主並不相

同。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內部包含許多不同民族，因此，在立法中，即注意到不

同民族在殯葬過程中可能產生很大差異，因此，在條文中明白規定對於少數民族

的殯葬習俗應該加以尊重，此點剖具特色。 

第三節 兩岸殯葬管理法規 

  殯葬管理是一種政府行為，主管機關透過行政、法律的手段，來對人民的殯

葬行為加以指導、監督和規範。因此，殯葬管理條例性質上屬於行政法規，而行

政法規為能合乎實際可操作性，其特色之一是，常常設有委任授權另定法規之條

文，以為配套措施。故在討論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之同時，對於委任授權之法規應

該一併注意。另外，有些法規雖然從法規名稱外觀上與殯葬無直接關係，但其條

文實質內容中，卻有與殯葬相關者，為求更為完整掌握，在討論兩岸殯葬管理條

例之同時，亦需一併注意。由於大陸立法體制與台灣有所差異，對法位階的看法

也不盡相同，因而在討論兩岸殯葬管理法規之前，有必要分別先對兩岸立法體制

                                                 
76
 何彬，《江浙漢族葬俗研究-民俗文化地域性的一種實證探討》，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民間文學博

士論文，第92頁，2004年。 
77
 孫文福，《喪葬禁忌論析-以北方漢族為例》，中國遼寧大學民俗學碩士論文，第42頁，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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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介紹。 

一、台灣方面 

（一） 台灣立法體制 

一個國家立法之主體，大別可分為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二者，台灣〔憲法〕

第十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中，規範中央與地方立法及執行事項之權限。〔憲法〕

第108條中明文規定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該條第1項第7款

公用事業，乃政府為適應人民生活需要而經營設置，由於殯葬設施具有此一性

質，因此，係屬於本款規範內容公用事業之一種。在民生主義社會建設上，必須

藉助完善之殯葬設施，以滿足公眾對殯葬需求。由於殯葬設施屬於公用事業，由

上述推論，並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6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不得以命令定之觀察，〔殯葬管理條例〕應由中央立法規範。此乃法律保留原則，

其主要強調應屬立法規範之事項，不得由國家其他機關代為規定。另根據〔憲法〕

第十一章地方制度，及〔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第1項，授權省（直轄市）、縣

（市）自治權限規定。關於地方立法在〔地方制度法〕明確規定地方自治範圍內

之立法權限。根據〔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3款第5目直轄市殯葬設施之設置

及管理；同法第19條第3款第5目縣（市）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理；同法第20

條第3款第3目鄉（鎮、市）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理，分別規定殯葬設施之設置

及管理為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之自治事項。因此，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得訂定自治法規對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理進行規範。 

在中央立法方面，依〔憲法〕第 62 條規定，立法院係台灣最高立法機關。

又〔憲法〕第 170 條規定，〔憲法〕所稱之法律，必須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的程序。根據上開法律保留之推論，得知〔殯葬管理條例〕須經立法院通過，總

統依法定程序公布，因此，〔殯葬管理條例〕係屬於法律。然而，由於國家職掌

日益複雜龐大，許多細節事務非單靠法律即能充分規範，而且法律制定程序往往

相當耗時，為能反應現實需要，往往授權行政機關以制定行政命令之方式，以因



 43

應實際需要。廣義的行政命令包括緊急命令、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職務命令及

行政規則，其具有減輕國會負擔、適應社會進步、並具有因地制宜之功用78。因

此，在〔殯葬管理條例〕中即有許多委任授權之規定，例如〔殯葬管理條例〕第

4條第2項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之組織及審議程序；同條例第10條第3項公共性

紀念墓園之申請辦法及審議應備之條件；第 12 條至第 15 條殯葬設施之設置標

準‧‧‧等等。 

在地方立法方面，地方組織體系可以分為省、直轄市；省以下分為縣、市（以

下稱為縣（市））；縣以下再分為鄉、鎮、縣轄市（以下稱鄉（鎮、市））。直

轄市及市以下分區。又依〔地方制度法〕第5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設直轄市議

會、直轄市政府；縣 (市) 設縣 (市) 議會、縣 (市)政府；鄉 (鎮、市) 設鄉 (鎮、

市) 民代表會、鄉 (鎮、市) 公所，該等機關分別為直轄市、縣 (市) 、鄉 (鎮、

市) 之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另外，有關殯葬設施地方自治事項分別規定於〔地

方制度法〕第18條至第20條。而地方行政規則之效力根據〔地方制度法〕第30

條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

例牴觸者，無效。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

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

令牴觸者，無效。第1項及第2項發生牴觸無效者，分別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

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第3項發生牴觸無效者，由委辦機關予以函告無效。

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

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綜上所述，就法律位階而言，依據〔憲法〕第171條第1項、第172條之規

定，憲法最高、法律次之、法規命令再次。以下依序為行政規則、規章、長官指

令。另自治條例之法位階低於法規命令。因此，關於台灣殯葬管理法規之衝突問

題，當依上述原則處理。以下羅列之殯葬管理法規除中央法規外，因地方性法規

                                                 
78
 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第199-200頁，台北，自刊，1995年4月修訂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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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中央法規之具體落實，因此有必要羅列部分地方性殯葬管理法規，基於筆

者地緣方便考量，對高雄市之殯葬管理法規較為詳細列出，以瞭解具體成效。 

（二） 台灣殯葬管理法規 

台灣殯葬管理相關法規，分就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方面，列舉之如下： 

1. 中央立法 

（1） 法律 

A. 〔殯葬管理條例〕（2002年7月17日總統制定公佈）。 

B. 〔都市計畫法〕第47條。 

C. 〔土地法〕第2條、第19條、第192條、第246條。 

D. 〔土地法施行法〕第61條。 

E. 〔土地徵收條例〕第5條、第29條。 

F.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9條、第32條之1。 

G.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13條。 

H. 〔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第62條之1。 

I. 〔農地重劃條例〕第17條、第22條。 

J. 〔水土保持法〕第8條、第12條。 

K.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5條第2款、第72條第3款、第73條第4款、

第74條第5、6款等。 

L. 〔刑法〕第2編第 18 章 褻瀆祀典及侵害墳墓屍體罪。 

M. 〔民法〕第192條第1項。 

N. 〔國葬法〕（1948年11月26日總統修正公布施行）。 

O. 〔公葬條例〕（1957年6月12日總統修正公布全文14條）。 

（2） 行政法規 

A. 〔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2003年7月31日內政部發布同日施行）。 

B. 〔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專戶管理辦法〕（2003年6月30日

內政部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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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移動式火化設施設置及管理辦法〕（2003年7月31日內政部發布同日

施）。 

D. 〔殯葬服務業申請許可（備查）事項及應備文件〕（2003年7月1日內政部

發布）。 

E. 〔殯葬服務業申請許可〕（2003年7月1日內政部發布）。 

F. 〔殯葬管理條例第44條第2項之一定規模〕（2003年7月1日內政部發布

同日生效）。 

G. 〔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不得記載事項〕（2006年6月29日台

內民字第0950104921號令，並自2007年1月1日生效。） 

H.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自用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內政部

2006年6月29日台內民字第0950104920號令，並自2007年1月1日生效） 

I.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家用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內政部

2006年6月29日台內民字第0950104920號令，並自2007年1月1日生效。） 

J. 〔內政業務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2000年12月30日內政部發布）。 

K. 〔內政業務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第4條第2項之一定金額〕（2003年

10月29日內政部發布）。 

L. 〔醫院附設殮殯奠祭設施管理辦法〕（2003年3月27日行政院衛生署發布

同日施行）。 

M.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33條。 

N. 〔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第3條。 

O.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8條。 

P.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 

Q.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法〕第3條、第10條、第29條、

第31條。 

R.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78條之1、第82條。 

S.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第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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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6條、第12條、第29條、第

31條。 

U.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條、第9條、第11條、第43條。 

V. 〔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第26條。 

W.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5條。 

X.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47條。 

Y. 〔軍人公墓管理規則〕（1983年6月10日內政部發布同日施行）。 

2. 地方立法 

(1) 〔台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2002年7月23日發布）。 

(2) 〔台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2004年5月27日發布)。 

(3) 〔嘉義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2006年1月24日發布)。 

(4) 〔苗栗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2005年12月29日發布） 

(5) 〔高雄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2005年2月3日高市府民三字第0940002939

號令發布)。 

(6) 〔高雄市海葬實施要點〕（1997年10月24日86高市府社一字第26606號函

施行）。 

(7) 〔高雄市墳墓遷葬查估補償標準表〕 

(8) 〔高雄市政府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2004年4月22日高市府人

一字第0930021555號函發布〕 

(9) 〔高雄市殯葬設施與殯葬服務業查核評鑑及獎勵辦法〕（2005年6月2日高

市府民殯字第0940025709號令發布） 

二、大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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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陸立法體制 

大陸立法權限可分三個時期觀察，第一期屬於分散立法模式(1949 年~1954

年憲法的頒布)，從中央到地方的多級主體享有立法職權，中央一級立法權掌握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政務院手中，在地方

一級立法權主體包括大行政區的人民政府；第二期屬於中央集權的立法模式

(1954 年∼1979 年)，除了民族自治地方外，其他地方權力機關均不享有立法職

權，國家行政機關亦無立法方面的職權；第三期屬於集權的分權立法模式(1979

年至今∼)，1979 年 7 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明確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

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可以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法規。1982 年【憲法】的

頒行，更奠定大陸中央與地方分享立法職權體制的憲法基礎
79。 

在中央立法方面：根據【憲法】第58條、第62條、第67條、第89條、第

90 條規定，在國家權力機關中的立法主體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

員會。至於國家行政機關中的立法主體，有國務院，及其各部、委員會、中國人

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殯葬管理條例】係由國務院

立法制定。 

在地方立法方面：根據【憲法】第 100 條、第 116 條，及【立法法】第 63

條、第 66 條規定，在國家權力機關中的立法主體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

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民族

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國家行政機關中的立法主體，有省、自治區、直轄市

的人民政府、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例如【上海市殯葬管理條例】即上海市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8次會議通過之地方性法規。 

就大陸法之位階觀察，依據【立法法】第78條：「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

抵觸。」因此，憲法為大陸最高法位階。又【立法法】第79條：「法律的效力高

                                                 
79
 李林，《立法理論與制度》，第305-313頁，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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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規章。」因

此，法律之效力高於行政法規。行政法規之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就地方性法規

之效力，依【立法法】第80條規定：「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本級和下級地方政

府規章。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的效力高於本行政區域內的較大的市

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地方性法規之效力高於本級以下規章。因此大陸法之

位階排列次序，分別是憲法高於法律（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高於人大常委會制定

的法律），法律高於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高於國務院

各部門規章及地方法規，國務院各部門規章及地方法規高於地方政府規章。 

【殯葬管理條例】係國務院所頒布，屬於行政法規，效力低於法律，因此，

其內容不得與法律抵觸。但【殯葬管理條例】仍為現今大陸中央對殯葬事務管理

之最高指導規範。由於大陸重要領導人之言論，對於政策之推動具有舉足輕重之

地位，因此有必要列出，以下茲就較重要的中央殯葬管理法規、函釋及重要領導

人之講話羅列之。至於地方殯葬管理法規以北京及上海為代表。 

（二） 大陸殯葬管理法規  

１．中央立法 

（１）法律 

A.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02條（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中華人民共

和國主席令第83號公布，自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B.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36條第2項、第74條（2004年8月

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八號公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C.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 27 條第 1 款、第 46 條、第 58

條、第65 條（2005 年8 月28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38 號公布，

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２）行政法規 

A. 【殯葬管理條例】(1997年7月21日國務院公布)。 

B. 【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第29條第2款（1991年3月22日國務院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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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號）。 

C. 【中華人民共和國河道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第44條第2款（國務

院1988年6月10日頒布實施）。 

D. 【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3條（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４

日國務院第１２次常務會議通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７日發布，自１９

９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３）部門規章及其他 

A. 【民政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關於不要強迫回族實行火葬問題的通

知】(1979年2月10日)。 

B. 【民政部關於頒布試行「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1983

年6月4日)。 

C. 【民政部關於台灣同胞回大陸辦理喪葬問題的通知】(1988年3月16)。 

D. 【民政部關於印發「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1992年8月25日)。 

E. 【民政部關於印發國務委員李貴顯和多吉才讓部長、楊衍銀副部長在第

三次全國殯葬工作會議上講話的通知】(1997年7月3日)。 

F. 【民政部副部長楊衍銀關於「殯葬管理條例」的說明】(1997 年 8 月 5

日)。 

G. 【民政部關於宣傳貫徹「殯葬管理條例」的通知】(1997年8月20日)。 

H. 【民政部關於禁止利用骨灰存放設施進行不正當營銷活動的通知】(1997

年12月21日)。 

I. 【民政部關於進一步查禁利用骨灰存放設施進行不正當營銷活動的通

知】（1998年5月12日）。 

J.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公墓管理意見的通知】(1998

年5月19日)。 

K. 【民政部關於對「殯葬管理條例」有關條款解釋的函】(1998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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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民政部關於貫徹落實進一步加強公墓管理的通知】(1998年6月18日)。 

M. 【民政部對「殯葬管理條例」有關條款解釋的函】(1998年6月18日)。 

N. 【民政部辦公廳關於衡陽市南天陵塔園性質問題的覆函】(1998 年 7 月

23日)。 

O. 【民政部辦公廳關於回民公墓選址問題的覆函】(1998年8月3日)。 

P. 【民政部辦公廳、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辦公廳關於信仰伊斯蘭教少數民

族逝世人員遺體運送有關問題的覆函】(1998年8月10日)。 

Q. 【民政部關於貫徹執行「殯葬管理條例」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解釋】(1998

年9月16日)。 

R. 【民政部、海關總署、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關於遺體運輸入出境事宜

有關問題的通知】(1998年9月22日)。 

S. 【民政部、國家民委、衛生部關於國務院「殯葬管理條例」中尊重少數

民族的喪葬習俗規定的解釋】(1999年6月10日)。 

T. 【建設部、民政部關於發布行業標準「殯儀館建築設計規範」的通知】

(1999年10月28日)。 

U. 【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批准發布「火葬場衛生防護距離標準」】(2000年

4月10日)。 

V. 【民政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

公室、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家文物局「關於特殊墳墓處理問題的通

知】(2000年4月17日)。 

2.地方立法 

(1) 【北京市殯葬管理條例】（根據2001年8月3日北京市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北京市殯葬管理暫行條例】的決定修正）。 

(2) 【上海市殯葬管理條例】（1997年8月20日上海市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第38次會議通過）。 

(3) 【上海市公墓管理辦法】（1994年11月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80號令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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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舉辦骨灰灑海活動問題的通知】（滬府辦

1991，26號）。 

(5) 【上海市民政局關於轉發上海市舉辦骨灰灑海活動試行意見的請示】（滬民

殯91第1號）。 

(6) 【國家海洋局上海海洋管區關於實施「長江口區骨灰灑海管理暫行辦法」的

通知】（東上管1991，005號）。 

三、比較分析 

台灣法的位階由上而下，大別依序是憲法、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內

部規章到長官指令。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法律得定名為法、律、

條例或通則。」且〔殯葬管理條例〕係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於 2002 年 7 月

17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100139490號令制定公佈，故屬於法律位階。大陸地

區法的位階由上而下，依序為憲法、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依據【立法法】

第61條：「行政法規由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公佈。」而【殯葬管理條例】係於1997

年7月11日國務院第60次常務會議通過，1997年7月21日發布施行，係屬於

行政法規之位階，依【立法法】第 79 條規定，其效力低於法律。因此若【殯葬

管理條例】適用上有與法律抵觸者，應適用法位階較高的法律，處理大陸殯葬問

題亦需遵循此一原則。由此可見，雖然台灣〔殯葬管理條例〕與大陸【殯葬管理

條例】，同樣是以「條例」命名，但二者法的位階並不相同，效力有別。 

大陸地區國務院依【憲法】第 85 條，係大陸最高行政機關，與台灣行政院

相當，都有發布行政法規之權限，但大陸國務院發布法規之權限，係根據【憲法】

第89 條第1 項所直接賦予制定，與台灣行政院發布法規必須有法律授權，方能

為之，稍有差異。 

就兩岸地方立法模式而言，台灣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市) 民

代表會，分別為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之立法機關。而地方性法規之

效力低於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且下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與上級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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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者，無效。自治規則又低於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委

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因此，台灣法律位階，憲法最高、

法律次之、法規命令再次。以下依序為行政規則、規章、長官指令。另自治條例

法之位階低於法規命令。大陸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

會，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皆

有立法權。地方性法規之效力，高於本級和下級地方政府規章。省、自治區的人

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的效力高於本行政區域內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

章。因此，大陸法律位階排列次序，分別是憲法高於法律（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

高於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法律高於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國務院制定的

行政法規高於國務院各部門規章及地方法規，國務院各部門規章及地方法規高於

地方政府規章，與台灣立法稍有不同。 

第四節 結語 

從本章的論述中，可發現兩岸在殯葬管理法制方面，存在許多異同點，在不

同時期的法規也各自發揮不同作用。以下就兩岸殯葬管理法規的沿革，就其重要

異同處比較分析如下： 

（一） 就相同處而言 

首先，兩岸都對節約土地相當重視，台灣由於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有限，因

此對於墓基面積直接明確規範使用範圍；大陸也由於人口眾多，以推行火葬、改

革土葬為政策目標，而規定節約土地資源。其次，兩岸殯葬管理之標的，有朝多

元發展之現象，台灣從原先對公墓的管理，擴大到對殯葬設施的管理，今日則進

而對殯葬服務業、殯葬行為諸方面的管理；大陸則從對殯葬設施、殯葬設備與殯

葬用品的管理，擴展到包括屍體處理及殯葬活動的管理。再其次，兩岸葬法越來

越多元，台灣從過去的土葬、火化土葬或塔葬，到今日植樹葬、骨灰拋灑等自然

葬方式；大陸則由原先的土葬、火化土葬或塔葬，到「其他不占或少占土地的方

式處理骨灰」。 

（二） 就相異處而言 

兩岸殯葬法規發展相異處，包括兩岸殯葬立法所關切角度不盡相同，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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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殯葬管理法規沿革，可以發現台灣重在土地資源以及地點距離的維護，以民

眾公共利益為考量；大陸則重在「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甚至到【殯葬管理條

例】對火葬用語更強烈，規定「實行火葬、允許土葬」。無論如何火葬仍為現階

段大陸殯葬政策的重要目標，以達成此一任務性考量為主。就重要領導示範作用

方面，大陸人治色彩較濃，過去常由重要領導幹部帶頭起示範作用；台灣則是透

過立法來進行約束。由於公私有制的不同，衍申出兩岸對殯葬開放力道之差異，

台灣雖然火化場基於安全考量較晚實質開放，但對公墓的設置，除了公有者外，

亦允許私人設置經營，對於殯葬用品，也並不限制私人間買賣；大陸改革開放以

前，在公有制的框架下，公墓歸國家所有，禁止私人設置，就連殯葬設備也掌控

在國家手中，隨著改革開放，才部分允許私人資金投入殯葬設施的建設。兩岸殯

葬管理法規條文規範彈性力度不同，台灣殯葬管理法規偏向中央統一規範，地方

政府的解釋權限相對較小；大陸殯葬管理法規在中央訂立原則性規定後，往往地

方有很大空間可因地制宜訂定執行細節部分。兩岸對於少數民族殯葬習俗之尊重

方面，台灣沒有此類規定；大陸於法條中有明文，如此有助於不同族群的融合，

避免造成不同民族間的對立。兩岸執法力度也有所不同，對違法者，台灣往往透

過行政罰之處罰；大陸卻有以強烈手段強制拆墓，在火葬區進行屍體土葬，甚至

有就地開棺火化之情形。兩岸雖然同樣名為殯葬管理條例，但台灣屬於法律位

階，大陸僅屬於行政法規，其法位階低於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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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總則章之比較 

法律條文繁多者，台灣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9條：「得劃分為第某編、

第某章、第某節、第某款、第某目。」大陸依據【立法法】第54條第1項：「法

律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編、章、節、條、款、項、目。」兩岸在殯葬管理條例

立法體例編制上不盡相同，台灣〔殯葬管理條例〕共分七章 76 條，分別是第一

章總則、第二章殯葬設施之設置管理、第三章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第四章殯葬

服務業之管理及輔導、第五章殯葬行為之管理、第六章罰則、第七章附則。大陸

【殯葬管理條例】則分六章 24 條，分別是第一章總則、第二章殯葬設施管理、

第三章遺體處理和喪事活動管理、第四章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管理、第五章罰

則、第六章附則。然於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第一章，皆同樣名之為「總則」。所謂

總則者，係規範法規之共通法則，對規範性法律文件具有統領地位，是整個規範

性法律文件的綱領和事關該文件全局的內容之綜合80。其可避免法條因過於繁

多，而使條文多所重複之現象產生。故總則所規範之內容，具有同部法典以下各

章共通適用之性質。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一章總則共有4條，第1條明定立法目的及法律適

用順序；第2條用詞定義；第3條明定殯葬管理主管機關及其權責之劃分；第4

條明定殯葬設施設置與經營之審議單位。以上條文皆適用於〔殯葬管理條例〕其

他各章之規定。至於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一章總則共有6條，其第1條明定

立法目的；第2條明定殯葬管理的方針；第3條明定殯葬管理主管機關；第4條

明定火葬區與土葬區劃分原則，及其實行劃定之機關；第5條明定火葬之骨灰處

理方式、實行火葬的具體規劃及興建殯葬設施之整體規劃，以及土葬區公墓納入

城鄉建設規劃；第6條明定對少數民族喪葬習俗之尊重。以上條文皆適用於【殯

葬管理條例】其他各章之規定。對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總則章進行比較，有助於對

兩岸殯葬管理中心內容之掌握，並可收提綱挈領之效。以下茲就兩岸殯葬管理條

                                                 
80
 朱力宇、張曙光編，《立法學》，第233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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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一章之內容，逐條進行比較。 

第一節 殯葬管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及法律適用順序 

一、立法目的 

（一） 台灣方面 

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只見經濟上的利益，卻忽略環境所受到的公害，造成人

們生活品質下降。到 20 世紀科技的快速發展，其所帶來公害更形嚴重，隨著人

們對生活品質要求的不斷提升，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也隨之升高，於是更深層地

反省生存環境的問題。國際上為此則召開多次永續發展之重要會議與宣言81。例

如 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UN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使環境議題為各國所關切，彰顯環境保護之重

要。到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更對環境保護與代際間的生存取得連結，將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定義為：「發展是要滿足現在的需求，但不危及下一代的需求。」必

須注意下一代的需要。需要(needs)與限制(limitations)成為永續發展的重要意涵
82。

因此，永續發展可說是建立在確保生存環境不受威脅，並兼顧經濟發展，其永續

包括經濟上的、環境維護上的、以及生態平衡上的永續83。今日對環境保護的態

度和永續發展的觀念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地區、民族、個人、現代化程度的

標準之一84。 

台灣於2002年12月11日也公布了〔環境基本法〕，該法第1條中明定，「為

提升環境品質，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維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以推動環

境保護。」做為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之總結。但在此之前，台灣早已有許多跟環

                                                 
81
 王冠瑩，《永續發展理念演進與展望之研究》，南華大學亞太所碩士論文，第25-47頁，2004年。 
82
 李永展、李欽漢，〈都市中的淨土-都市殯葬設施的永續規劃觀點〉，收於，《殯葬文化與設施用

地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初稿）》，台北，財團法人佛香書苑文教基金會、中國土地經濟學

會，1999年4月。 
83
 王冠瑩，《永續發展理念演進與展望之研究》，南華大學亞太所碩士論文，第22頁，2004年。 
84
 王業湧，〈我國殯葬環保立法的幾點思考〉，收於，《殯葬與環保-2004年上海第2屆國際殯葬論

談論文集》，第584頁，上海，上海殯葬文化研究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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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護相關的法律，例如〔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水污染防治

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等。 

在殯葬管理方面，〔殯葬管理條例〕立法總說明揭示，為建設台灣地區為綠

色矽島這一願景下，擷取以人文為中心，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為上層，知識經濟

發展及社會公義為支撐之架構理念，以期對殯葬設施、殯葬服務及殯葬行為進行

規範。過去由於台灣殯葬習慣深受風水學說之影響，雖然風水學中蘊藏著諸多先

民有關人與自然如何調和的智慧，但無可諱言地，後人在尋龍點穴過程中，為求

吉地而葬，卻對土地進行人為干擾甚至破壞，加上土地資源有限，人口的不斷增

加，台灣人地比例相對狹小。有鑑於此，立法者希望在處理屍體的過程中，能顧

及環保與永續的理念，於是在〔殯葬管理條例〕第1條中即將此一理念加以明文。

〔殯葬管理條例〕第1條第1項明定：「為促進殯葬設施符合環保並永續經營；

殯葬服務業創新升級，提供優質服務；殯葬行為切合現代需求，兼顧個人尊嚴及

公眾利益，以提升國民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條例。」 

首先，就促進殯葬設施符合環保並永續經營而言，本條所謂「殯葬設施」依

第2條第1款規定，係指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環保通

常係指環境保護。永續經營(Sustainable Management)從文義解釋，則是追求殯葬

設施之經營具有持續性而能行之久遠。因此，殯葬設施的設置與經營，必須符合

環境保護相關法規範，並且在經營上能持續久遠。至於永續經營(Sustainable 

Management)與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上仍應有所區別。永續經營

應係從微觀角度觀察企業本身經營之持續性；永續發展則係從宏觀角度來談代際

間的公平性，亦即如何在滿足當代生活所需下，不危及後代發展福祉，主要針對

自然、生態之保育而論。殯葬主管機關對永續經營至今尚無做出明確函示，例如

內政部1997年9月10日台（86）內民字第8685238號函，針對公墓設置者與經

營者分割另行設置問題，內政部僅以維護消費者權益及確保公墓「整體永續經營」

等理由，不同意新經營體分割另行設置，並無進一步解釋其所持「公墓整體永續

經營」之內涵為何？從〔殯葬管理條例〕第1條立法理由觀察，係為配合倡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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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台灣地區為綠色矽島之願景，擷取以人文為中心，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為上

層，在殯葬設施方面希望符合環保並永續經營為目的。從條文看來似乎對永續經

營與永續發展之概念並無加以區分。 

其次，就殯葬服務業創新升級，提供優質服務而言，過去由於殯葬為一般人

所忌諱，在資訊不對稱下，造成殯葬服務消費缺乏透明度，連帶地產生許多為人

詬病的一些問題。例如任意喊價、紅包文化造成喪家過於沈重的殯葬負擔85。更

有甚者，在殯葬服務流程有從事犯罪行為之情形，例如違法開立死亡證明書、收

受賄賂、二手花詐欺等現象86。如此對消費者權益實在難以得到保障，因此，政

府於〔殯葬管理條例〕中，將殯葬服務業管理與輔導列入規範，以期提供消費者

更優質的殯葬服務環境。 

最後，就殯葬行為切合現代需求，兼顧個人尊嚴及公眾利益而言，所謂殯葬

行為，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五章來看，其主要是對道路搭棚治喪；提供或媒介

非法殯葬設施之禁止；出殯行經路線報請備查；禁止妨礙公眾安寧、善良風俗；

禁止憲警人員轉介承攬服務等進行規範，以合乎現代需求，同時兼顧私益與公益。 

從〔殯葬管理條例〕之立法目的來看，有關對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殯葬

行為的規範，其最終目的不外乎是為了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二） 大陸方面 

殯葬係指人處理屍體的方式和儀式。處理屍體的方式依是否保留屍體，可以

分為保留屍體的方式，例如土葬、懸棺葬；與不保留屍體的方式，例如火葬、天

葬、骨灰拋灑。大陸認為在傳統的埋葬方法和殯葬習俗中，有許多不適宜的內容，

需要進行改革，例如土葬面積過大而占用耕地，破壞自然環境等。因此，中國共

產黨自取得大陸統治權後，在殯葬管理政策上，即大力倡導以火葬為主的政策方

向，並從事土葬的改革。在殯葬習俗改革方面，則要破除封建迷信的陋俗，並提

                                                 
85
 殯葬紅包文化從傳統銘謝性，到現代功利性，甚至被污名化。參見黃筱伶，《從社會變遷看殯

葬紅包文化之現代轉折-一個新制度主義的理論分析》，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第89-91頁，

2004年。 
86
 張祥儀，《殯儀服務流程犯罪型態之研究-以台北縣市為例》，台北大學犯罪學所碩士論文，第

92-96頁，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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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文明節儉辦喪事。到【殯葬管理條例】時，仍以上開基本原則進行殯葬改革。

根據大陸地區【殯葬管理條例】第 1 條明定：「為了加強殯葬管理，推進殯葬改

革，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制定本條例。」 

首先，就加強殯葬管理而言，殯葬管理可以說是一種政府行為，主管機關運

用行政、法律的手段，來對人民的殯葬活動進行指導、監督和規範。其主要內容

包括殯葬工作的行政管理，即落實殯葬政策；和殯葬事業單位的管理，即對公墓、

殯儀館、殯儀服務站、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的管理，而對於違法行為給

予一定的處罰87。管理工作主要是由各級人民政府，通過對殯葬活動進行管理，

使殯葬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群眾，以取得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

建設的雙豐收。過去殯葬管理的任務在於推行火葬、改革土葬、革除喪葬陋俗、

發展殯葬事業、以及加快殯葬設備與喪葬用品的科研與生產
88。現在則加大力度，

甚至出現「實行火葬、允許土葬」，而大陸大力進行殯葬改革，積極興辦殯葬事

業單位，乃實施殯葬管理的成果。 

其次，就推進殯葬改革而言，大陸認為殯葬作為一種社會和傳統文化的重要

組成部分，必然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當處理屍體的方式和儀式同社會發

展和社會需求產生矛盾時，就會出現變革或者改革。殯葬改革是一項移風易俗的

社會改革，是社會改革和政府對社會事務實施管理的組成部分，關係到社會進步

和人類發展的事業，又是殯葬管理的主要內容。大陸認為殯葬改革通常是指對舊

的殯葬制度進行的改革，即對落後的屍體處理方式和對死者哀悼儀式中的鋪張浪

費、封建迷信等舊喪葬習俗加以革除，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制度和兩個文明建設

需要的科學葬法和殯葬儀式。亦即殯葬改革包括著「破」（破除屍體處理的落後

方式和對死者哀悼過程中的舊習俗）和「立」（建立起全新的科學葬法和文明、

節儉的喪葬禮俗）89。殯葬改革牽涉到思想觀念的改變。由於大陸幅員遼闊，各

                                                 
87
 多吉才讓編，《民政專業法規條文釋義》，第303-304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3年2月第

1次印刷。 
88
 黃雨三編，《最新殯葬管理規章制度全集》(1)，第4-6頁，不詳，銀聲音像出版社，不詳。 
89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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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殯葬習俗差異很大，因此，在殯葬改革時，保留給地方政府較大的解釋空間。

例如火葬區與土葬區如何劃分、對少數民族殯葬習俗的尊重即是因地制宜的權衡

方式，但大陸現階段最終所要達成的殯葬目標仍希望火葬的全面實行。 

最後，就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而言，所謂的精神文明是指從個人的文

化修養、精神生活到風俗習尚。為此，中國共產黨在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

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指出「在廣大城鄉要積極發

展移風易俗活動，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克服社會風俗中還存在的愚昧東

西，婚嫁喪葬中的陋習要改革，封建迷信要破除90」。因此，大陸認為，傳統殯

葬習俗中的披麻戴孝、揚幡招魂、燒紙化錢、看風水、紮紙活、請和尚道士念經，

以及講排場、擺闊氣、鋪張浪費大辦喪事之行徑都不文明，必須革除。故其殯葬

改革是希望破千年陋習，樹節儉、文明、科學殯葬新風的社會改革，這是社會主

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三） 比較分析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已明確指出本條例所要規範的具體內容，

即包括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與殯葬行為三大部分，並就這三部分所要達成的

願景於條文中說明，本條例立法目的，最終是要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大陸【殯葬

管理條例】並無直接將本條例所要規範的具體內容，於條文中展現，但從【殯葬

管理條例】六章內容中，也已不止包括上述三大部分。大陸主要是以促進社會主

義文明建設為立法目的。因此從立法目的中可以發現，台灣重在國民生活品質的

提升，是立於私益的尊重前提下，對公益也要有所兼顧；大陸則在促進社會主義

文明建設，較強調社會公益的重要性。 

二、法律適用順序 

（一） 台灣方面 

〔殯葬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第59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90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前揭書，第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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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本項之規定，則本條例未規定而與殯葬有關事項，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則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然此本為法律適用之當然結果，無待明文。條文做如此

規定，恐會徒增困擾。例如條文中「其他法律」是否包含法規在內，若不包含法

規，有關殯葬管理事務以其他命令方式發布者，是否即不予適用，此答案應該是

否定的。另外，本條例已有規定，其他法律亦有規定時，究竟如何適用法律？本

項僅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未規定條文競合問題，法

律之適用又必須回到適用之基本原則，例如後法優於前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例外法優於原則法等。因此，當〔社會秩序維護法〕與〔殯葬管理條例〕相競合

者，能否即認定應優先適用〔殯葬管理條例〕，例如〔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4條

第5款「婚喪喜慶、迎神賽會結眾而行，未將經過路線報告員警機關，致礙公眾

通行者。」處6000元以下罰鍰。與〔殯葬管理條例〕第52條殯葬服務業應將出

殯行經路線報請備查，違者處新台幣3 萬以上10 萬以下罰鍰。兩條文相競合之

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仍應依立法意旨與個別情形分別判斷。 

（二） 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雖無明文法律適用順序，但前已論及大陸法律位階依

次是憲法、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等，就法

律適用次序當然受到上述法律位階之拘束。至於對同位階之法規適用，則應依邏

輯方法而進行，並遵循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強行法優於任意法、從新從優原則以

適用之，此本屬法律適用之基本原則。所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係依法律適

用範圍而來區分，具體事項特別法有規定者，優先適用，特別法無規定，則適用

普通法。例如在公共場所停放屍體問題，【殯葬管理條例】無規定則需適用【治

安管理處罰條例】第65 條第2 款之規定。法律規定依其是否得由當事人自由意

志加以變更，可分為強行法和任意法。強行法不得由當事人任意變更，例如【殯

葬管理條例】第14條：「辦理喪事活動不得妨礙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

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此乃屬於強行法。從新從優原則，係各機關除適用行為

時之法規外，如案件終結前，法規有變更，則適用新法規，但舊法有利於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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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的聲請之事項，適用舊法規91。 

（三） 比較分析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將法律適用次序明文規定於第1條第2項，大陸條文

中則無類似規範。雖然台灣之立法例指明法律適用次序，但依法律適用原則，本

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無待明文，本屬當然之理。台灣條文做如此

規定，恐會徒增不便。例如條文中「其他法律」是否包含法規在內，若不包含法

規，有關殯葬事項以其他命令方式發布者，是否即不予適用？此當然否定。重點

在於，本條例已有規定，其他法律亦有規定時，究竟如何適用法律？台灣做如此

規定，將造成法律適用原則的限縮，卻可能反而造成適用法律上的困擾，因此，

建議刪除第1條第2項之規定。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將法律適用順序於以明文，但就法律之適用本有

諸多基本原則，例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強行法優於任意法、從新從優原則，此

為適用法律當遵循之理，不待明文本屬當然之結果。 

第二節 殯葬管理的方針 

殯葬管理的方針，由於台灣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本文僅就大陸【殯葬管理

條例】第2條之規定加以說明。 

大陸1981年12月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殯葬改革工作會議時，首次提出殯

葬改革工作的方針是：「堅決依靠群眾，積極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破除舊的喪

葬習俗，節儉辦喪事，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92。」到1985年2月8日大陸國務

院所發布的【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第2條中將「殯葬改革工作的方針」更

名成「殯葬管理方針」，其內容為：「積極地、有步驟地推行火葬，改革土葬，

破除封建迷信的喪葬習俗，提倡節儉、文明辦喪事」。但在1994年民政部在【關

                                                 
91
 梁宇賢，《法學緒論》，第117頁，台北，自版，1993年9月修訂4版。 
92
 全國殯葬改革工作會議上，民政部副部長張邦英、國務院副總理楊靜仁、民政部副部長李金德

分別在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或報告，提到殯葬改革的方針，並認為這是該次會議的一個重要收

穫。見民政部101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殯葬工作文件匯編》，分別在第19頁、第26頁、

第29頁，北京，民政部101研究所，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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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殯葬管理條例（草案）】中，則把殯葬管理方針的內

容修訂為：「國家積極推行火葬，改革土葬，革除喪葬陋習，宣導文明、節約、

科學的殯葬方式」。最後，到1997 年7 月11日大陸地區國務院第60 次常務會

議通過，並於同年7 月21 日以國務院令第225 號發布施行的【殯葬管理條例】

第2條明確規定殯葬管理的方針為：「積極地、有步驟地實行火葬，改革土葬，

節約殯葬用地，革除喪葬陋習，提倡節儉文明辦喪事」。從上述殯葬管理的方針

歷次轉變，可以看出，對火葬的推動與屍體土葬的限縮、革除喪葬陋習，這一方

針始終不變，而將「推行火葬」改為「實行火葬」，對火葬的要求更為嚴厲。另

外，原本舊的喪葬習俗改為封建迷信的喪葬習俗，再修訂為喪葬陋習，似乎不強

調「封建迷信」之字眼。因此，殯葬管理的方針，其主要任務是葬法的改變及陋

習的破除。本條具體規範內容包括： 

（一） 葬法的改變： 

大陸自1956年毛澤東等國家重要領導人倡導火葬以來，火葬政策即為殯葬改

革的重點，1965年大陸內務部在【關於殯葬改革工作的意見】中指出：「火葬是

最科學、最經濟、最衛生的殯葬方法，實行火葬是殯葬改革的方向
93」更是確立

以火葬為主的殯葬改革。1983年民政部黨組【關於共產黨員應簡辦喪事、帶頭實

行火葬的報告】以黨的力量來推動火葬，對於大辦喪事，搞封建迷信活動，在群

眾中造成很壞影響的，則給予紀律處分94。因此，在【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

行規定】施行階段，以「實行火葬，改革土葬」節約殯葬用地為其殯葬管理的方

針。由於大陸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殯葬習慣多所差異，在推動火葬政策時，自

必須考慮各地方間的差異，以因地制宜。因此，對於還不具備火葬條件的地方，

允許土葬，但必須要進行改革，其推動方式包括屍體埋葬公墓化，並提倡平地深

埋不留墳頭的葬法，以利用荒山瘠地建公墓，限制傳統的土葬方式。對於具備火

葬條件的地方，則要積極地推行火葬。現階段【殯葬管理條例】則以積極地、有

                                                 
93
 民政部101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殯葬工作文件匯編》，第1頁，北京，民政部101研究

所，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94
 民政部101研究所編，前揭書，第48-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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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地實行火葬為大陸殯葬政策的目標，最終希望全面實行火化。 

火葬的推動過程，火化率又是其判斷成效的重要指標，因此，要求推行火葬

較好的地區，必須保持穩定的火化率。火化率較低的地方，則要努力提升，以達

到全國平均水準。對火化後的骨灰處理方面，則推行少占或不占土地的骨灰處理

方式，例如骨灰（骸）存放設施的多樣化或進行骨灰拋撒、骨灰植樹葬等不保留

骨灰的葬法，以節約土地面積。 

（二）陋習的破除： 

陋俗的破除即必須「革除喪葬陋習、提倡節儉文明辦喪事」。大陸所謂的喪

葬陋習過去是指封建迷信的殯葬活動。其早期認為殯葬習俗中打醮念經、焚香百

供、披麻帶孝、請客送禮，不僅在經濟上造成浪費，而且腐蝕人們的思想，必須

革除。推行以開追悼會代替發喪送葬，以花圈代替焚香擺供，以帶黑紗或白紙花

代替披麻戴孝，同時還要限制和取締杠房、和尚、道士以及搞紙紮等迷信行業
95。

希望藉著此一殯葬管理方針的提出，遏止大操大辦封建迷信的殯葬活動，對浪費

社會資源之歪風也能給予導正，以鞏固社會主義之建設。雖然過去其所謂的封建

迷信陋俗較以往消退，但在民眾互相攀比的心態下，卻造成追悼會越開越大，花

圈越送越多，以示隆重的現象，雖然如此可能使封建迷信的殯葬活動不再，但這

種現象卻也有違當初節約的想法。因此，革除喪葬陋俗，已不僅是針對所謂的封

建迷信，尚包括殯葬中的浪費現象。故今日宣導文明、節儉、科學的殯葬方式則

成為大陸地區殯葬管理方針中的一重要內涵。 

綜上所述，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特別明定管理方針，但從第1條立法

目的來看，也含有殯葬管理政策指導的作用，只是兩岸所重視的面向不同。大陸

更明確指出殯葬管理工作的指導原則，使殯葬管理工作有所遵循，從而有利於殯

葬改革的推動，進而能全面落實本條例之相關規定。該方針中，主要可從三方面

闡述：其一要漸進，殯葬習俗所牽涉到的是根深蒂固傳統觀念的影響，而且大陸

幅員遼闊，為顧及各地實際現況，無法一夕之間即全面改變，因此改革必須要積

                                                 
95
 民政部101研究所編，前揭書，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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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有步驟地實行。其二要破，要革除喪葬陋俗。其三要立，要提倡文明節儉

辦喪事96。 

雖然【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明定了殯葬管理的方針，其要革除「喪葬陋俗」

及提倡「文明的喪事」。而何謂喪葬陋俗、文明的喪事常造成見仁見智的看法，

例如佛教徒請和尚誦經，有助於信徒坦然面對死亡的過程，對喪家也有撫慰悲傷

情緒的作用，能否單純地以無神論的看法，否定宗教在死亡處理上的作用，簡單

地以其為喪葬陋俗，不文明即加以排斥，這仍值得商榷。但整體而言，大陸於【殯

葬管理條例】中確立殯葬管理的正面目標，有助於對殯葬改革的推動，其所做的

努力，仍值得肯定。 

第三節 用詞定義 

一、 台灣方面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明文對殯葬設施、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

灰（骸）存放設施、骨灰再處理設備、擴充、增建、改建、樹葬、移動式火化設

施，及生前殯葬服務契約等12個用詞加以定義。分述之如下： 

（一）殯葬設施：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殯葬設施包括公墓、殯儀館、火

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等四種。所謂公墓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2款

規定，是指供公眾營葬屍體、埋藏骨灰或供樹葬之設施。公眾應指不特定人，若

墓園使用對象僅供特定人埋葬，則屬私人墳墓，非本條例所稱之公墓。過去〔墳

墓設置管理條例〕時期允許私人墳墓之設置，但由於合乎法定條件的地點不易尋

得、管理上的不便、行政手續與實際需要難配合，以及大部分縣市少有民眾有按

規定申請設置私人墳墓97。因此在〔殯葬管理條例〕中已刪除私人墳墓之設置。

至於本條例施行前依法設置之私人墳墓，於本條例施行後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96
 多吉才讓編，前揭書，第306頁。 
97
 楊國柱，《殯葬政策與法規》，第35-37頁，台北，志遠，2003年11月1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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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殯葬管理條例〕第73 條第1 項前段明定：「僅得依原墳墓形式修繕，不

得增加高度及擴大面積。」關於私人墳墓之使用年限問題，依〔殯葬管理條例〕

第73條第1項後段：「經依第25條規定公墓墓基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

年限者，其轄區內私人墳墓之使用年限及使用年限屆滿之處理，準用同條規定。」

若再有新設墳墓僅供特定人營葬，則為法所不許，不論其墳墓占地面積之大小皆

然。另外，公墓的作用在於營葬屍體、埋藏骨灰或供樹葬，從文義上來看，並無

包括「骨骸」之埋藏。台北市早在〔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時期，即在〔台北市殯

葬管理辦法〕第9條明定「火葬或檢骨後之骨灰（骸）應安置於靈（納）骨堂（塔）

內，不得再行土葬98」，禁止拾骨再行土葬之規定。台灣向來就有拾骨重葬之俗，

拾骨再葬名為吉葬或做金、作風水，以別於初終之凶葬（棺葬）99。撿骨師可依

骨之顏色，斷定所葬墓穴之吉凶，若原墓穴為吉穴，則將骨再葬回原處，凶者另

擇地葬之或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今日對於拾骨再行土葬問題，從第 22

條第1項後段「骨骸起掘後，應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來看，

已明文禁止公墓再供骨骸埋藏。而所謂的樹葬，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2 條第

10 款規定，指於公墓內將骨灰藏納土中，再植花樹於上，或於樹木根部周圍埋

藏骨灰之安葬方式。此樹葬與過去將屍體置於深山或野外之大樹上任其腐化之樹

葬方式有別100。為使法律用詞精確，並避免用詞混淆，本文建議將樹葬改為「植

樹葬」。 

殯儀館，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3款規定，指醫院以外，供屍體處理

及舉行殮、殯、奠、祭儀式之設施。殯儀館之作用在於供屍體處理，例如提供法

醫解剖屍體或者提供屍體的清洗、穿衣、化妝之用。而殮、殯、奠、祭儀式係從

屍體的入殮到埋葬之前的一連串殯葬儀式的過程。醫院內雖設有供屍體處理及舉

行殮、殯、奠、祭儀式之空間，本法排除其為殯儀館之定義，因為若將醫院納入

                                                 
98
http://www.law.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jsp?LawID=P08I1001-19970124&RealID=08-09

-1001，2006年4月13日。 
99
 徐福全，《台灣民間傳統喪葬儀節研究》，第484頁，台北，自版，2003年9月。 
100
 夏之乾，〈從樹葬看樹居〉，《民族研究》，第4期，第65頁，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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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儀館之範疇，則以現有組織編制來看，殯葬主管機關將難以應付增加之業務，

而醫院原主管機關為衛生部門，將可能與內政部門產生權責混淆現象101。因此，

殯儀館不包括醫院在內。醫院附設殮、殯、奠、祭設施，其管理辦法，依〔殯葬

管理條例〕第71條：「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2003年3月27日行政院衛

生署業已發布〔醫院附設殮殯奠祭設施管理辦法〕共13條文。附設殮、殯、奠、

祭設施之醫院，依〔醫院附設殮殯奠祭設施管理辦法〕第2條：「係指區域級以

上醫院之太平間，具有辦理奠祭之禮堂或化妝殯殮室之設施功能者」。從林龍溢

《喪葬儀式在太平間之實踐-某醫院的個案研究》一文針對個案禮儀公司管理太

平間的方式，與實際的喪葬儀式實踐過程，認為醫院太平間能提供一般民眾不會

感到恐懼的喪葬儀式空間，禮儀人員提供 24 小時全方位服務，建立系統性的禮

儀問答資料庫，建立每件工作事項的流程，甚至有朝區域型之獨立殯葬設施發展

趨勢
102。可見目前部分醫院太平間所提供全方位的殯葬服務功能，已不亞於殯儀

館。所謂火化場，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4款規定，指供火化屍體或骨骸

之場所。由於立法者認為過去「火葬場」用語不夠精確，因火化場僅提供火化，

並無埋葬，因此本條例將之名為「火化場」。若從風水學的角度來看，火化場即

是屍體的葬身處所，火化後的拾骨則已是屬於二次葬。但從屍體變成骨灰的火化

過程之角度觀察，以火化場稱呼之仍較貼切。骨灰（骸）存放設施，依〔殯葬管

理條例〕第2條第5款規定，指供存放骨灰（骸）之納骨堂（塔）、納骨牆或其

他形式之存放設施。除過去民眾熟知的納骨（堂）塔外，為利未來推動其他更具

環保意義，貼近家屬感情或特殊之存放方式，爰將其存放設施統稱為骨灰（骸）

存放設施。 

有從文義解釋，認為殯葬設施中的公墓有「供公眾」之字眼，而殯儀館、火

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則無如此規範，會讓人誤解道路搭棚停靈，從事殮殯

奠祭儀式，則棚子即是殯儀館，需依照〔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至第9條申請，

                                                 
101
 楊國柱，《殯葬政策與法規》，第84-85頁，台北，志遠，2003年11月1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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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龍溢，《喪葬儀式在太平間之實踐-某醫院的個案研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126-128頁，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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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應依規定處以罰則；骨灰罐存放家中，則家就成為骨灰（骸）存放設施，若

無按規定申請骨灰（骸）存放設施之設置，也要受罰。另有學者依體系解釋，從

〔殯葬管理條例〕第12至第15條殯葬設施之應有設施來看，路邊搭棚停靈與家

中存放骨灰（骸），並不符合上述條件，根本不可能被認定為是殯儀館或骨灰（骸）

存放設施103。雖然法律解釋以文義出發，但也不能拘泥於文字用語，尚須考量立

法時空背景與法律之體系精神，若從體系解釋道路搭棚不至於被解釋為殯儀館，

畢竟道路搭棚乃臨時性之棚子，不能稱之為「館」。但從〔殯葬管理條例〕第

12至第15條反推到第2條用詞定義也不甚妥當，畢竟條文在先者較具原則性規

範，再者，所謂用詞定義是確立該法律用語之準確性，不能反以排序在後之條文

反推用詞定義。另外，對於違反第7條第1項未經核准或未依核准之內容設置、

擴充、增建、改建殯葬設施，依第55條而加以處罰，若說殯葬設施必須符合〔殯

葬管理條例〕第12至第15條才算，否則不是該等殯葬設施，則問題反而更大。

例如寄棺所若僅提供寄棺之用，只要不完全舉行殮殯奠祭儀式，則不必依殯儀館

程序申請，此並不妥當。然為避免無謂之爭，於修法時或可考慮將第2條第1款

改為「殯葬設施：指供公眾使用之公墓、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

同條第2款「公眾」二字刪除。 

台灣殯葬設施從條文層次的編排來看，第1條第2款到第5款公墓、殯儀館、

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等四種皆為第1款殯葬設施所含括之標的，因此，

為求法條層次分明計，建議將本條第2款至第5款，調整為第1款第1至4目。

同條原第6款至第12款調整為第2款至第8款。 

（二）骨灰再處理設備 

骨灰再處理設備，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6款規定，「指加工處理火

化後之骨灰，使成更細小之顆粒或縮小體積之設備」。將骨灰再處理成更細小之

顆粒或縮小體積，此可方便骨灰之拋灑或植存，該設備通常是骨灰之碾磨機，可

將骨灰碾磨成砂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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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殯葬設施之變更 

包括殯葬設施之擴充、增建、改建。擴充，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7

款規定，指增加殯葬設施土地面積。例如原殯葬設施土地面積5公頃，增加為6

公頃。此係指土地面積之平面增加，不涉及樓地板面積的增加。增建，依〔殯葬

管理條例〕第2條第8款規定，指增加殯葬設施原建築物之面積或高度。包括原

建築物平面的面積或立體高度增加，但原有土地面積不變。改建，依〔殯葬管理

條例〕第2條第9款規定，指拆除殯葬設施原建築物之一部分，於原建築基地範

圍內改建，原建築物之面積或高度不增加。 

（四）移動式火化設施 

為解決火化場供給不足之問題，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11款規定，

指組裝於車、船等交通工具，用於火化屍體、骨骸之火化設施，為妥適管理，

爰予明確規範。 

（五）生前殯葬服務契約： 

國內業者自 1994 年，從國外引進非現貨交易方式的殯葬禮儀服務制度後，

國內對該制度即出現許多不同的稱呼，有謂「喜福契約
104

」、「生前契約
105

」、

「往生契約
106

」、「殯葬契約
107

」等等。但在〔殯葬管理條例〕制定之後，為求

法律用語之精確，應依〔殯葬管理條例〕之稱呼為「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方屬妥

當。過去此種契約屬於無名契約性質，當事人間若有爭執，僅能依民事法律關係

處理，行政機關尚無法介入。〔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後，「生前殯葬服務契約」

已成為有名契約，其定義為：「當事人約定於一方或其約定之人死亡後，由他方

提供殯葬服務之契約」。從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定義觀之，其含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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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學生死所，第11頁，2002年。 
106
 黃有志、鄧文龍，《往生契約概論》，第9頁，高雄，自版，2001年12月。 

107
 徐明裕，《高屏地區生前契約消費者滿意度研究》，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碩士

論文，第7頁，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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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是一種契約 

契約者，係指當事人以發生債之關係為目的，相互為對立之意思表示，而趨

於一致之法律行為108。因此，契約係屬雙方行為，與遺囑屬於單獨行為不同。若

當事人於生前以遺囑方式，指定於其死後由某經營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業者，提

供其殯葬服務，此並非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應認定此僅屬於遺囑內容之一部，其

效力應依遺囑之相關規定，而非依契約之請求。 

2. 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本約與預約問題 

契約之成立，或因是否直接訂立一定契約可分為本約與預約。約定將來訂立

一定契約之契約，稱為預約；因履行預約而訂立之契約，則為本約109。由此可知，

從學理來看，依契約自由原則，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預約不排除其發生之可能

性。當事人雙方自可約定以將來訂立生前殯葬服務契約為標的而先行訂立契約，

但從目前實務上來看，尚無出現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預約。一般坊間有將生前殯

葬服務契約稱為生前預約者，此與法律上所稱的預約係屬不同概念，前者強調生

前事先預定死後的儀式內容；後者強調契約本身之訂定。預約重在當事人間之信

用，預約之債權債務不得讓與或繼承
110。因此，若有某甲與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

業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預約，未簽本約之前甲死亡，則生前殯葬服務契約

之業者，不能以此預約要求甲之繼承人履行。 

3.生前殯葬服務契約通常係以「殯葬禮儀服務」為主要標的之契約 

殯葬服務係指從人死亡到埋葬這一處理屍體的方式和儀式的全過程之服

務。從殯葬服務內容來看，應包括殯葬禮儀服務與殯葬設施服務二者。觀諸〔殯

葬管理條例〕第37條：「殯葬服務業分殯葬設施經營業及殯葬禮儀服務業」自明。

雖然從理論上來看，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內容除殯葬禮儀服務之承攬，尚可包括殯

葬設施之提供，若單純以提供殯葬設施服務亦不無可能，例如某甲與業者某乙簽

訂於某甲或其約定之人死後，再由某乙提供殯葬設施服務之契約。但從實務上觀

                                                 
108
 邱聰智，民法債偏通則，第26-27頁，台北，自版，1993年8月修訂6版。 

109
 邱聰智，前揭書，第32頁。 

110
 邱聰智，前揭書，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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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所銷售之標的皆不涵蓋殯葬設施，而殯葬設施皆以現

貨之提供為常態。另從〔殯葬管理條例〕對殯葬禮儀服務與殯葬設施服務所做保

護消費者之方式不同來看，殯葬設施經營業依本條例第32條、第33條，管理費

必須設立專戶，專款專用，並將其中 2%依信託本旨設立公益信託。而生前殯葬

禮儀服務業，則依第 44 條須具備一定規模，有預收費用，則將該費用 75%依信

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理。又根據內政部所發布〔殯葬管理條例第44 條第2 項之

一定規模〕中提到必須具備殯葬禮儀服務能力之殯葬服務業。由此可知殯葬禮儀

與殯葬設施係屬不同的殯葬服務。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以殯葬禮儀服務為主要標

的，若有業者在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中含括殯葬設施使用部分，若該設施亦為生前

殯葬服務契約之標的且尚無交付，則依條文觀之，該殯葬設施部分若有預收費用

仍應交付信託，若該設施已交付則需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2條、第33條處理。 

4. 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於定約時，將來之屍體仍生存 

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於定約時，將來之屍體仍生存，此與一般的殯葬服務契約

最大差異即在此。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是當事人約定於一方或其約定之人死亡

後，才提供殯葬服務。故在當事人約定之時，將來被處理之屍體（本人或其約定

之人）仍是生存的自然人。若當事人約定之時，人已成為屍體，即使是與生前殯

葬服務契約之業者訂立契約，則該契約並非本款所稱之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

應屬於一般的殯葬服務契約。 

5. 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是生前契約 

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是生前契約，此與遺囑須於死後方發生效力有別。一般之

契約本為生前所訂立，故本為生前契約，人死本無法再訂立契約。有疑問者是，

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是生前契約或死因契約？死因契約係以死亡為停止條件之契

約，須待死亡之事實發生，契約始生效力。例如死因贈與即屬死因契約，須待贈

與人死亡，贈與行為才發生效力。因生前殯葬服務契約簽約時，此契約即已成立

且生效，並不待死亡之事實發生或提供殯葬服務時方生效，因此，生前殯葬服務

契約屬於生前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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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不以雙務、有償為必要 

有研究者認為，殯葬禮儀服務實務上，並未聽聞他方提供殯葬服務而無對價

之情形，因此認為殯葬服務契約屬於雙務契約，亦為有償契約111。雖然，殯葬服

務契約以雙務契約、有償契約之形式為通例，但坊間也有許多殯葬業者，標榜家

庭貧困者免費提供殯葬服務，因此，實務上殯葬服務契約並非皆以雙務契約和有

償契約為當然，仍應就具體案例來論，難以直接斷定殯葬服務契約即屬有償契

約。但在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就實務上來看，確實亦僅有雙務有償為通例，並無

生前即贈與「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情形，即使業者是經營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

業者，但贈與時服務之屍體已存在，仍屬於一般殯葬服務契約之範疇，非生前殯

葬服務契約，自不待言。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其所強調重心在於契約標的「不屬

於現貨」交易，不在於強調契約之「生前」。亦即，購買時契約雖然已經發生效

力，但與提供服務時機具有時間上的落差。本條例定義為「生前」殯葬服務契約，

應屬便宜作法。根據楊國柱教授之見解，或可考慮從非現貨交易之角度，另外擬

定專法於以規範，畢竟坊間「非現貨」交易之情事良多，例如會員卡制度、禮券

發行，並不只有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一種。 

二、 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雖無明文針對重要用詞做定義，但從相關法規文件，

亦可整理出相關名詞以與台灣進行比較分析。大陸殯葬設施依【殯葬管理條例】

第 7 條來看，有「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堂、殯儀服務站」。並根據【殯

葬管理條例】第 5 條觀察：「國家提倡以骨灰寄存的方式以及其他不占或者少占

土地的方式處理骨灰。」來看，大陸對於骨灰的處理方式，仍相當多樣。 

從大陸殯葬設施發展觀察，可以發現大陸從原有公墓擴大到其他殯葬設施推

廣，從領導人推動到法制的建立，從被動的上下級管理到經營承包制主動的出

                                                 
111
 王上維，《殯葬管理法令之研究-兼論德國、日本、中國大陸制度之比較》，台灣師範大學三民

主義所碩士論文，第32-34頁，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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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提供更大的誘因。早期大陸對殯儀館與火葬場名稱常有混用情形，這應與大

陸無神論和火葬政策有密切相關，在無神論底下，一切殯葬儀式能省則省，更有

所謂「十分鐘追悼會」之口號。任何人去世，統統享受一次十分鐘的追悼會，家

屬還未回過神來，追悼會就完了，不管子女孫侄、同事街鄰，統統是三鞠躬禮，

可謂無親無疏、無父無母，一視同仁，血緣之親之恩蕩然無存112。關維常認為，

追悼會成為一種新式的弔唁殯殮形式，儘管儀式文明了，但幾乎照抄西方的做

法，其中的中國傳統元素已經很少了113。由於殯儀相對省略很多，此時或許不需

要殯儀館，屍體往火化爐一送就可以，故稱為火葬場，不叫殯儀館。關於大陸幾

個重要名詞定義說明如下： 

（一） 公墓 

大陸在【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 3 條明定：「公墓是為城鄉居民提供安葬骨

灰和遺體的公共設施。公墓分為公益性公墓和經營性公墓。公益性公墓是為農村

村民提供遺體或骨灰安葬服務的公共墓地。經營性公墓是為城鎮居民提供骨灰或

遺體安葬實行有償服務的公共墓地，屬於第三產業」。由於大陸的殯葬改革是以

火化為目標，公墓的設置僅僅只是暫時性過渡性措施。因此，無論是公益性公墓

或經營性公墓，也不論是屍體公墓還是骨灰公墓，都只是暫時性措施，最終希望

能達到不保留骨灰的處理方式。從上面條文中可以看出，大陸所稱的公墓，是為

城鄉居民提供安葬骨灰和屍體的公共設施。公墓分為公益性公墓和經營性公墓。 

就農村公益性墓地而言，其最早由傳統的「義地」，俗稱「亂墳崗」演變而

來。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統治權後，大力提倡「墓葬改革」，號召遷移、清理、

平毀一家一戶亂埋亂葬的墳墓，劃定墓地，建立鄉村公墓。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殯

葬工作的深入，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鄉村公益性公墓有了較大發展，其

中，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山西省部分地區的鄉村公墓發展很快並形成一定規模，出

                                                 
112 王夫子，〈殯葬文化與精神文明建設〉，《上海國際殯葬服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179頁，
上海殯葬文化研究所，上海，2003年。 
113 方虹整理，〈那時，我們如此推行火化〉，第 34頁，《殯葬文化研究》，第 2期，第 34頁，上
海，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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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一批果園公墓、園林公墓，被大陸民政部認定為鄉村公益墓地的發展方向

114。公益性公墓是為解決農村村民亂埋亂葬而設置的，它無償為村民提供屍體或

骨灰安葬服務的公共墓地，具有社會公益的性質，多以村（或鄉）為單位建立，

由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根據【殯葬管理條例】第9條規定，農村公益性墓

地不得對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員提供墓基用地。農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設，有助於解

決農村埋葬用地取得的問題，對殯葬改革也起到正面的作用。 

就城鎮經營性公墓而言。經營性公墓是為城鎮居民提供骨灰或屍體安葬實行

有償服務的公共墓地，屬於第三產業，其特點是屬於營利性質。經營性公墓對於

亂埋亂葬問題，能適切給予解決，同時對屍體和骨灰的安葬也能加以管理。興建

經營性公墓，必須由設置單位向縣級民政部門申請，經同級人民政府審核同意，

報省級民政部門批准，才可以設置。原則上經營性公墓應由民政部門興辦，也可

以由殯葬管理部門與有條件的單位、部門聯合興辦，其他任何單位、部門和個人

未經民政部門批准，均不得建立經營性公墓
115。 

（二） 殯儀館 

殯儀館是人們辦理喪事的場所，是大陸殯葬服務事業單位之一。大陸條文中

並無對殯儀館給予定義。1985 年以前，大陸殯儀館稱為火葬場，1985 年才更名

為殯儀館。另外，又由於大陸殯儀館可分為兩類，一類僅提供殮殯奠祭服務，例

如替屍體洗、穿、化、殮。另一類殯儀館服務項目除了殮殯奠祭以外，還提供火

化服務、骨灰處理服務，包括接運屍體、屍體防腐、整形整容、悼念服務、屍體

火化、骨灰寄存都在服務之內。而且後者之殯儀館在大陸較為普遍。因此，從名

稱上不易辨別其殯儀館與台灣所稱之殯儀館含義是否相同。對於殯儀館的建設，

大陸民政部於1990年【殯儀館等級標準】中提出了「景觀環境園林化」的要求，

成為大陸評定殯儀館等級的指導性規範。於1999年10月，建設部、民政部聯合

                                                 
114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中冊），

第743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115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中冊），

第743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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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了【殯儀館建築設計規範】，更對殯儀館的具體建設，提出技術上的要求。 

（三） 殯儀服務站 

殯儀服務站，所提供的功能與殯儀館相當，包括屍體存放、悼念活動和運送

屍體火化等項目，它承擔了殯儀館的部分工作，是殯儀館服務向基層社區的延

伸。此與殯儀館功能相當。 

（四） 火葬場 

1985年以前大陸殯儀館通稱為火葬場。所謂火葬場，實際上是指焚化屍體

場所內的設備之總稱，其中包括火化車間、火化爐、運屍車以即與其相配套的附

屬設備116。 

（五） 骨灰存放設施 

【殯葬管理條例】中所稱的「骨灰堂」，根據民政部1998年9月16日民事

發〔1998〕10號【民政部關於貫徹執行殯葬管理條例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解釋】，

認為「是指鄉村公益性骨灰存放設施」，而骨灰塔陵園等設施屬公墓範疇，應納

入公墓的管理，嚴格控制其發展。從【殯葬管理條例】第5條觀察：「國家提倡

以骨灰寄存的方式以及其他不占或者少占土地的方式處理骨灰」。如此保留對骨

灰存放相當彈性空間，不只是骨灰堂才可存放骨灰。其所謂骨灰存放處，主要是

提供骨灰的寄存以供祭祀服務之用，包括骨灰堂、室、廊、塔、牆、樓、亭等皆

可
117

。 

三、 比較分析： 

法規之用詞，雖未必均具有專門性、技術性，但法規用詞必須簡潔明確。因

此，為使立法之本旨、真義充分表現，法規中常有用詞定義之設
118。台灣〔殯葬

管理條例〕即本於此，而於第2 條中分別對12 個名詞先行做明確之定義。大陸

【殯葬管理條例】中並無如此立法例。 

                                                 
116
 多吉才讓編，前揭書，第308頁。 

117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上冊），

第106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118
 黃守高，《我國現行法制用字用語及格式之研究》，第39頁，台北，法務部，1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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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殯葬設施，包括公墓、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四種。

殯葬設施依其所有權主體可以分為公立與私立二者。但大陸所稱的殯葬設施，從

【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觀察，則包括「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堂、殯儀

服務站」等5種。其公墓可分為公益性公墓和經營性公墓。與台灣有所差異。但

對公墓的定義中可看出，公墓內允許埋葬屍體或骨灰，與台灣規範相當。雖然大

陸存放骨灰（骸）之設施，僅於條例中列出「骨灰堂」一種，但實際上從【殯葬

管理條例】第2條殯葬管理的方針來看，為節約殯葬用地，大陸地區也同樣允許

骨灰塔、骨灰牆、骨灰廊等多樣化的存放骨灰（骸）之設施。 

對於火化場、殯儀館的稱呼，大陸並無嚴格就法律用詞加以界定。因此，從

殯儀館、火化場的名稱上還很難認定其具有台灣用詞上的「殯儀館」或「火化場」。

用詞不清與大陸早期殯葬改革，與無神論當有密切關連。大陸有所謂的殯儀服務

站，承擔殯儀館部分功能，對還無能力建設殯儀館的地區來說提供方便，但若依

台灣殯儀館之定義來觀察，殯儀服務站應屬於殯儀館之範疇。可見大陸對於殯葬

設施之用詞分類尚不精確。 

台灣允許生前殯葬服務契約的經營，大陸則未允許此種制度，甚至就連現貨

買賣的墓基、骨灰（骸）櫃之預售也被禁止。根據民政部【關於進一步查禁利用

骨灰存放設施進行不正當營銷活動的通知】提到，1997年6月多吉才讓部長在第

三次全國殯葬工作會議上提出「嚴禁預售、傳銷墓穴（塔位）和利用墓穴（塔位）

炒買炒賣，保護群眾的正當權益」。同年12月民政部又發出【關於禁止利用骨灰

存放設施進行不正當營銷活動的通知】（民電「97」231號）加急傳真電報。國務

院對此也下發了【關於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必須對於傳銷活動堅決禁止

119。因此，對非現貨買賣的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大陸地區尚無允許經營。但有從保

險角度，以規避現有政策法規方式，將殯葬與保險作結合120。 

                                                 
119
 民政部101研究所編，〈民政部關於進一步查禁利用骨灰存放設施進行不正當營銷活動的通

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殯葬工作文件匯編》，第298頁，北京，民政部101研究所，2001年10月

第1次印刷。 
120 漆雲慶、羅龍、郭佳勇、楊精章、石揚志，〈殯葬生前計畫模式初探〉，收於，《上海國際殯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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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主管機關及其權責劃分 

一、台灣方面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3條關於殯葬主管機關及其權責劃分之規定，係根

據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3款第5目直轄市自治事項包括直轄市殯葬設施之設置

及管理；同法第19條第3款第5目縣（市）自治事項包括縣（市）殯葬設施之

設置及管理；以及同法第20條第3款第3目鄉 (鎮、市) 自治事項包括鄉 (鎮、

市) 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理等所授權之規定。為釐清內政部、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政府權責之劃分，爰明定〔殯葬管理條例〕各級主管機關及殯葬業

務之權限。 

台灣過去〔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時期，墓地管理組織體系可分成兩大系統
121： 

就各級政府墓政組織方面，中央政府部分，內政部為全國最高墓政管理機

關，該部民政司其下設有禮俗科，掌理全國墓政管理業務。地方政府部分，台灣

省政府社會處主管全省墓政管理業務，該項業務係隸屬於該處第三科；縣(市)政

府社會局（科）主管全縣（市）之墓政管理業務，（未設有社會局（科）之縣市，

如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等則由民政局社會課主管）；鄉鎮市公所民政課管理

轄內墓政業務；台北市部分，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業務，原由社會局殯儀服務股

掌理，殯儀館僅負責殯儀、火化等經營管理業務，1989年4月成立「台北市殯葬

管理處」，直屬於社會局，將第一、二殯儀館合併，成立專責單位。高雄市政府

殯葬管理所於 1982 年成立，直屬於高雄市政府社會局（2003 年已歸民政局管

理），為墓政管理之專責機構。 

就濫葬取締執行組織方面，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分別自1986年12月1

日起成立「濫葬取締執行小組」，小組中包括社政、建設、工務、地政、衛生、

景物、環保等單位。從墓政組織系統來看，各級政府的墓政負責單位職掌不一致，

                                                                                                                                            
服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59-71頁，上海殯葬文化研究所，上海，2003年。 
121
 殷章甫，〈我國墓政管理制度與喪葬問題〉，《墓政管理論述專輯》，第2-25頁，台北，內政部，

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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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係歸內政部民政司主管，於省（市）及縣市政府，則改由社會處（局）及

社會局（科）負責，及至鄉鎮又改由民政課負責。故於業務的聯繫及指揮管理，

難免不夠密切及效率不顯著。 

現今〔殯葬管理條例〕第 3 條明定各級殯葬主管機關之權責：「在中央為內

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在鄉（鎮、市）為

鄉（鎮、市）公所。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機關：（一）殯葬

管理制度之規劃設計、相關法令之研擬及禮儀規範之訂定。（二）對地方主管機

關殯葬業務之監督。（三）殯葬服務業證照制度之規劃。（四）殯葬服務定型化契

約之擬定。（五）全國性殯葬統計及政策研究。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直轄市、縣（市）公立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及管理。（二）殯葬設施專

區之規劃及設置。（三）對轄內私立殯葬設施之設置核准、監督、管理、評鑑及

獎勵。（四）對轄內鄉（鎮、市）公立殯葬設施設置、更新、遷移之核准。（五）

對轄內鄉（鎮、市）公立殯葬設施之監督、評鑑及獎勵。（六）殯葬服務業之設

立許可、經營許可、輔導、管理、評鑑及獎勵。（七）違法設置、擴充、增建、

改建或經營殯葬設施之取締及處理。（八）違法從事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

之處理。（九）殯葬消費資訊之提供及消費者申訴之處理。（十）殯葬自治法規之

擬（制）定。三、鄉（鎮、市）主管機關：（一）鄉（鎮、市）公立殯葬設施之

設置、經營及管理。（二）埋葬、火化及起掘許可證明之核發。（三）違法設置、

擴建、增建、改建殯葬設施、違法從事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之查報。前項

第3款第1目之設置，須經縣（市）主管機關之核准；第2目、第3目之業務，

於直轄市或市，由直轄市或市主管機關辦理之。」有鑑於〔墳墓設置管理條例〕

墓政組織指揮管理不一致之問題，現行殯葬管理組織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實

際業務由民政司負責，為求殯葬管理行政體系之一致性，縣市政府殯葬管理業務

可視情況統一規劃由民政單位負責。但於部分鄉鎮仍有由社會課負責之情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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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嘉義縣水上鄉有關公墓仍歸社會課管理而非民政課122。〔殯葬管理條例〕第 3

條第1項第3款第3目「違法設置、擴建、增建‧‧‧。」其中「擴建」一詞為

求與第2條第7款配合與一致，建議修改為「擴充」。 

二、 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3條明定：「國務院民政部門負責全國的殯葬管理工

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殯葬管理工作。」本條

規定大陸殯葬管理工作，是由民政部門負責。其殯葬主管機關，同樣可以分為中

央及地方兩部分，中央以國務院民政部為最高主管機關，縣以上各級人民政府為

加強殯葬管理，推進殯葬改革，以民政部門為監督、管理單位。例如在公墓方面，

【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6條：「民政部是全國公墓的主管部門，負責制定公墓建

設的政策法規和總體規劃，進行宏觀指導。縣級以上各級民政部門是本行政區域

內的公墓主管部門。負責貫徹執行國家公墓政策法規，對本行政區域內的公墓建

設和發展進行具體指導。」由於大陸將殯葬事務當作是一種社會性事務，因此，

縣以上各級主管部門多以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單位為主。茲就【殯葬管理條例】

第3條，各級殯葬主管機關之權責分述之： 

（一）中央殯葬管理機構及權責 

國務院民政部是管理全國殯葬工作的最高主管機關，實際業務交由民政部

「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負責。在殯葬管理工作上，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負

責擬定殯葬工作方針政策，推行殯葬改革
123。具體而言，有關大陸殯葬管理和殯

葬改革總目標的訂定、殯葬政策的提出，以及對地方殯葬工作的監督、管理皆由

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負責。 

（二）地方殯葬管理機構及權責 

地方各級民政部門是同級政府殯葬管理的主管機關。地方殯葬主管部門的職

責主要包括：貫徹執行國家殯葬法規和當地人民政府制定的殯葬法規和規定；檢

                                                 
122
 見嘉義縣〔水上鄉公所組織自治條例〕第5條第5款。 

123
 大陸地區民政部網站，http://www.mca.gov.cn/aboutus/sjjs.asp，200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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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監督殯葬法規的執行情況，會同有關部門處理喪葬違法案件；管理本地區的

殯儀館、火葬場、經營性公墓、骨灰安放處、殯葬服務站；管理、監督本地區喪

葬用品的生產、經營；規劃和指導公益性公墓、骨灰安放處的建設；指導群眾組

織，搞好喪葬活動；做好殯葬的宣傳工作124。 

鄉鎮處於基層管理層，鄉鎮管理機構在絕大多數的鄉鎮是民政所或民政助理

員；基層殯葬管理機構很不統一，有的是民政所或民政助理員管理，有的則設置

殯葬管理站（所）或殯葬管理員管理，處於建設和有待完善的階段125。 

雖然大陸在【殯葬管理條例】中以民政部門統一管理殯葬事務，但在處理少

數民族的殯葬事務方面，民政部門往往不介入，而由民族事務管理部門負責。【殯

葬管理條例】第6條明定：「尊重少數民族的喪葬習俗；自願改革喪葬習俗的，他

人不得干涉」，據此民政部1998年8月3日廳辦函〔1998〕131號【民政部辦公廳關

於回民公墓選址問題的復函】對黑龍江省民政廳函覆時，認為：「回民公墓作為

一種專門為回族人民群眾服務的設施，因涉及到民族習俗等問題，目前尚未納入

民政部門管理，全國大部分地區是由民族事務管理部門負責建設和管理的。」因

此，大陸在殯葬管理尚可以分為民政部門及民族事務管理部門兩大系統分別管

理。 

三、 比較分析：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確將各級殯葬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有利於殯葬事

務之推動以及殯葬管理權限範圍之界定。大陸則於【殯葬管理條例】中，僅就殯

葬管理工作指示性的分出中央由民政部負責，縣級以上殯葬管理工作，由本行政

區人民政府民政單位負責。就具體殯葬事項並未於條文中呈現，如此則保有管理

上的彈性，對於幅員廣大的大陸，各地風俗民情差異也很大，這管理上的彈性或

可因地制宜。實際上縣級以上各地方殯葬管理工作，多有由社會事務單位負責執

                                                 
124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上冊），

第10-11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125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上冊），

第11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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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情形，但仍有例外，例如上海市有關殯葬活動之管理則由殯葬管理處負責，

北京市亦然。 

台灣殯葬管理，偏向由民政單位負責，少部分由社政單位負責。大陸殯葬管

理則有兩大不同管理路線，原則上直接劃歸民政單位負責，但由於大陸地區社會

福利和社會事務單位本為民政部門下屬機構，因此，實際上大陸地區有關殯葬管

理的事務，歸於社政單位負責，這應與大陸將殯葬事務看做是社會性事務有關。

另一殯葬管理路線，則是少數民族方面，由民族事務管理部門負責。兩岸殯葬管

理主管機關之權責，相較於大陸，台灣較為統一且各級主管機關之管理事項也較

明確。 

第五節 殯葬設施設置與經營之審議單位 

為使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經營更具因地制宜之彈性，凡面積規模、地點距離之

妥適性、公辦民營方式及合作對象之選擇，相關爭議之協處等，直轄市及縣（市）

主管機關藉由設置審議委員會，經專家學者及政府代表之合議制功能，將可提升

殯葬設施之設置品質及經營效率。因此於〔殯葬管理條例〕第4條明定：「為處

理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等相關事宜，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得設殯葬設施

審議委員會。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之組織及審議程式，由直轄市及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由於大陸並無「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之設置，本節僅就台灣條文

加以說明。 

台灣大多數縣市政府已相繼依〔殯葬管理條例〕第4條之授權，訂定設置辦

法。通常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是由許多不同領域的產官學界專門人員組合而成，

例如委員中政府部門可能包括社會、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工務、地政、環

保、衛生、消防、農業等等代表；並有邀集學者、專家參與；有些縣市甚至有殯

葬業公會代表聘為委員會成員之情形。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其主要任務，包括殯

葬設施專區之規劃及設置之諮詢；殯葬設施之規劃、設置之諮詢；殯葬管理及輔

導計畫之諮詢；公共性紀念墓園設置之審議；公墓內以公共藝術造型設計之非平

面式埋藏骨灰之審查等等，依各直轄市及縣（市）之具體需求而訂定。〔殯葬管

理條例〕對殯葬設施設置、經營相關事項，授權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訂

定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之組織及審議程式相關規定。殯葬設施之設置與經營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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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需求，殯葬設施所在地殯葬主管機關最為清楚，因此，授權由殯葬設施所在地

主管機關訂定，較能達到因地制宜之效果。 

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其組成人員，〔殯葬管理條例〕並無做特別規定，因

此，若委員全由政府相關人員組成，亦無不可，但就筆者觀察各地殯葬設施審議

委員會之成員，實際上多設有產官學界名額之最低限制。此正可避免僅由政府片

面進行審議，欠缺客觀之弊病產生。但條文中規定「得」設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

亦即若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不為設置，亦無不可。而且雖然委員會成員有

任期之規定，實際上該委員會之性質屬於臨時性設置，視業務之需要來召開會

議，對於會議之結果亦非具有絕對拘束力，僅供主管機關決策之參考。因此，委

員會實際上應僅具有諮詢性質。 

第六節 火葬區與土葬區之劃分 

台灣並無對埋葬土地區分為火葬區或土葬區，本節僅就大陸之條文加以分

析說明。 

雖然火化政策為大陸殯葬改革主要方向，但基於現實性考量，大陸幅員遼

闊，民族眾多，各地方的殯葬風俗習慣各有不同，目前難以直接全面要求整個大

陸一致推行火化，因而先讓火葬與土葬並行，為能因地制宜。故大陸根據人口密

度、耕地比例、交通方便度等實際條件，來劃分成火葬區與土葬區。並逐步推動

火化以達全面實施之目標。為保護耕地和自然環境，傳統的土葬佔用了耕地、林

地，並大量消耗木材，對空氣、水源也造成相當程度污染，必須改變傳統的土葬

方式。因此，對於土地、及環境的保護已然成為大陸殯葬改革重要目的之一。【殯

葬管理條例】第4條：「人口稠密、耕地較少、交通方便的地區，應當實行火葬；

暫不具備條件實行火葬的地區，允許土葬。實行火葬和允許土葬的地區，由省、

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劃定，並由本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報國務院民政部門備

案」。此係根據【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第 3 條修訂而來，茲就火葬

區與土葬改革區的基本原則分述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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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火葬區 

由於人多地少，則人地比例相對地密度較高，能夠提供屍體土葬的土地，其

取得也更為欠缺，因此火化土葬面積較小，相對來說，較為適合。耕地較少，人

民賴以農業生產的土地已較少，若再將良田做墓地用，對農業生產會造成一定程

度的妨礙。對於交通方便的地區，可免於因路程的不便，屍體接運的困難，其較

具備推行火葬的條件，也易於發揮效果。為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將具

備這些條件的地區明定為火葬區。【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第3條規

定，「凡人口稠密，耕地較少，交通方便的地區，應逐步推行火葬」。【殯葬管

理條例】則將應逐步推行火葬，修改為「應當實行火葬」，其用語比過去更強烈。 

（二） 土葬區 

對於人口較為稀少，交通又不便的地方，例如偏遠山區。這些地方荒山瘠地

較多，較可以利用這些地方來進行屍體埋葬。況且交通不便，對於屍體運輸也造

成一定的困難，推行火葬一時間也不易達成。因此，允許暫不具備條件實行火葬

的地區實行土葬。但就大陸殯葬改革方針來看，土葬區仍須進行改革。改革的原

則包括，平原地區土葬必須平地深埋不留墳頭；在山地地區則必須利用荒山瘠地

建立公墓，屍體埋葬盡量在公墓內，禁止亂埋亂葬。 

（三） 火葬區與土葬區劃定之機關 

大陸火葬區和土葬區的劃分，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

況劃定，不由國家統一規定。這對於幅員遼闊的大陸來說，較能因地制宜、實事

求是，不搞一刀切。畢竟不同地區的差異相當大，很難以統一的標準適用全大陸。

如此，以統一管理，分類指導方式推展，有助於推行火葬，改革土葬，促進殯葬

改革之目的。 

台灣並無類似大陸，劃分土葬區及火葬區的規定。雖然台灣殯葬習俗在不同

地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人地比例普遍上來說，除了山區、離島地區以外，

密度都相當高，平原面積也相當有限，交通也相當方便，這應該符合大陸地區火

葬區之條件。但台灣火化政策堆動，並非採用強制手段。除患有〔傳染病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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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第1項第1款：「第一類傳染病：霍亂、鼠疫、黃熱病、狂犬病、伊波拉

病毒出血熱、炭疽病、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而死亡之情形，死者家屬必須依

同法第48條第2項：「屍體應於24小時內、染患新感染症之屍體應於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期限內入殮並火化」者外，一般屍體之是否火化，台灣政府並不強制

干涉，通常係透過誘導措施推動火化。因此，無須做火化區、土葬區這樣劃分。 

大陸為適應其內部實際需要，而有火葬區及土葬改革區之劃定方式，這對幅

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大陸，確實在火葬政策的推動，起到一定作用。其將劃分火

葬區與土葬區的權限，下放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當地之實際需

要而來劃定，確實也較能達到因地制宜之效果。但也由於劃分土葬區與火葬區，

並無硬性規定，卻也可能造成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為圖火化率數據的

提升，將火葬區面積限縮之情形。例如將從前認為是火葬區的，改為土葬區，則

由於外圍火化率較低部分，已被排除在火葬區之外，火葬區範圍的縮小，相對地

火化率就因火化密度增加，計算上火葬區的火化率相對地也就提升了
126。對於被

埋入地下的屍體數並沒減少。因此，劃分火葬區與土葬區後，計算火化率也不是

很準確。地方政府也能以數字遊戲方式，層報上級主管機關。這應非本制度所能

預期的。 

再者，由於人口稠密、耕地較少、交通方便的地區，其並沒有一定客觀的標

準。人口密度到達什麼比例，才叫人口稠密？耕地的多少，如何界定呢？交通方

便與否，是用什麼標準來判斷呢？這些概念都相當地不明確，判斷也不易，因而

造成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美其名將有更大的彈性權限空間，更能因地

制宜。但也造成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玩弄數字遊戲更大的空間。 

第七節 骨灰處理方式及督促殯葬設施列入當地規劃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 5 條明定：「在實行火葬的地區，國家提倡以骨灰

寄存的方式以及其他不占或者少占土地的方式處理骨灰。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

                                                 
126
 王夫子，《湖南省殯葬改革的現狀與對策》，湖南省民政廳委託研究，第9頁，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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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應當制定實行火葬的具體規劃，將新建和改造殯儀館、火葬

場、骨灰堂納入城鄉建設規劃和基本建設計畫。在允許土葬的地區，縣級人民政

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應當將公墓建設納入城鄉建設規劃。」本條規範

火葬區骨灰處理之方式、及其列入當地具體建設規劃。並對土葬區公墓建設納入

城鄉建設規劃進行規範。由於台灣並無相同或類似規範，本節僅就大陸條文說明。 

（一）火葬區骨灰處理及其整體規劃 

就骨灰處理方式而言，兩岸傳統上強調入土為安，皆是以土葬為主要葬法，

因此，墳堆與墓碑必不可免，它象徵著祖先靈魂的歸所。大陸實行火葬以來，墳

堆已漸漸消失，但是仍保有入土為安的觀念。198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經濟的

快速發展，人民更為富裕，連帶地骨灰墓也漸漸加大，墳堆與墓碑再度出現，骨

灰墓甚至不亞於屍體土葬墓。保護土地資源是大陸殯葬改革重要項目之一，如何

以不占或少占土地的方式，保留亡者的骨灰，有其必要。於是出現了各式各樣的

骨灰寄存場所，以提供寄存死者骨灰的服務及其場所。例如骨灰堂、室、廊、塔、

牆、樓、亭等少占土地的方式處理骨灰。骨灰寄存通常在數十年後，亡者後繼無

人時，骨灰就會用深埋或植樹葬等方式把骨灰處理掉。其他不占土地的處理方

式，例如骨灰拋灑、植樹葬等方式來節約土地之利用。 

就實行火葬具體規劃而言，本條係根據【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

第4條修訂而來。本條規定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據本

條例制定本地區的火葬具體規劃，如此對火葬作全盤統一規劃，能就當地殯葬習

俗之實際殯葬需要，來因地制宜地規劃，從而確保火葬政策的推動。並將新建和

改造殯儀館、火化場、骨灰存放處納入城鄉建設規劃和基本建設計畫。例如將興

建殯儀館和火化設施的費用，列入當地城鄉建設規劃和基本建設計畫。過去由於

推行火葬之初，大陸建立火化場規模小、人員少、設備差，與日益發展的殯葬事

業很不對稱。1980 年代後，雖然已經有部分地方政府對火化設備老舊問題，投

入經費改造，但普遍度還不大。因此，本條即規定把新建和改造殯儀館、火化場、

骨灰存放處納入城鄉建設規劃和基本建設計畫，以引起各級政府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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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葬區之公墓納入城鄉建設規劃 

除了火葬區的殯葬設施納入本地城鄉建設規劃外。在土葬區，亦必須對土葬

進行改革，因此，有必要將公墓納入城鄉建設規劃，以引起各級政府的重視。 

綜上所述，由於台灣並無類似大陸本條之規定。但台灣對骨灰之處理，亦同

樣是以不占或少占土地的方式處理骨灰，從〔殯葬管理條例〕第17 條第4 項實

施植樹葬之骨灰，第 19 條拋灑或植存之骨灰，都應經骨灰再處理設備處理後，

使得為之。以及第23條第1項後段骨灰墓地面積不得超過0.36平方公尺來看，

皆是對骨灰以不占或少占土地的方式處理。 

大陸規定火葬區，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應當制定實行

火葬的具體規劃，將新建和改造殯儀館、火化場、骨灰堂納入城鄉建設規劃和基

本建設計畫。火化成效的好壞，不能僅靠規定骨灰的處理，對於相關配套設備也

應一併重視。因此，規定各地方政府將殯儀館、火化場、骨灰堂之建設納入建設

計畫，以引起各地方政府的重視。同樣地，在土葬區，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必須對土葬實施改革，因此，將公墓建設納入城鄉建設規劃，

同樣可以引起各地方政府對公墓建設之重視。 

第八節 尊重少數民族的喪葬改革 

大陸境內擁有許多不同的民族，雖然漢人占總人口數之大多數，但其境內存

在著許多少數民族，由於各民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自然地理條件的不同，各

有不同的殯葬方式與儀式。除了土葬、火葬外，還有崕洞葬、水葬、天葬等等不

同的葬法。即使同樣是土葬，也有一次葬與二次葬之別，儀式也有薄厚之分。因

此，很難以統一標準來對待少數民族。況且殯葬改革的內容，涉及根深蒂固的傳

統文化，需要時間的緩衝，很難以強硬作法來達成。例如清末邊務大臣趙爾豐曾

以大民族主義和倫理道德觀念看待藏族的天葬，以軟硬兼施，甚至淩遲處死相威

脅，但依然改變不了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127。這說明了對少數民族的殯葬習俗，

                                                 
127
 夏之乾，〈談談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喪葬習俗的改革〉，《民族研究》第3期，第44頁，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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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予以尊重，不能以大民族主義對待少數民族，對少數民族殯葬習俗之改革必

須漸進，充分尊重少數民族的意願。因此【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明定：「尊重少

數民族的喪葬習俗；自願改革喪葬習俗的，他人不得干涉。」在尊重少數民族的

殯葬習俗之餘，亦樂見其從事殯葬改革。 

大陸【憲法】第4條第4項規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

自由。這風俗習慣當然包括殯葬風俗在內。根據【憲法】這一基本原則，大陸在

有關殯葬方面許多文件，做出對少數民族殯葬習俗應予尊重之說明。早在1979

年2月10日【民政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關於不要強迫回族實行火葬問題的通

知】中，對於回族受到強迫火葬、一律火化、甚至把已經葬埋的屍體，扒出來重

新火化，對不接受火葬的進行批鬥、遊街、停職反省、擅自拘留，造成回民很大

反感，民政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進而要求各省、自治區民政局、民族事務委

員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宗教事務局，不得強迫回族群眾實行火葬。1981

年的全國殯葬改革工作會議上，民政部副部長張邦英，也提到要尊重少數民族的

風俗習慣，不能強求一律，願意實行火葬的，應予以尊重和支持。1982年2月23

日國務院批轉民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殯葬改革工作的報告】的通知，再次重申

對少數民族殯葬習俗之尊重。甚至在1983年10月22日民政部黨組【關於共產黨員

應簡辦喪事、帶頭實行火葬的報告】，就連少數民族共產黨員逝世後是否實行火

葬，仍尊重其民族習慣來看，對少數民族殯葬習慣的尊重是很顯然地。少數民族

殯葬習俗的尊重，在1985年【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將憲法「各民族

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於以明文落實。【殯葬管理條例】略

微修改。説明了大陸在殯葬改革上不搞一刀切的實事求是作風。民政部、國家民

族事務委員會、衛生部1999年6月10日民事發〔1999〕17號【民政部、國家民委、

衛生部關於國務院殯葬管理條例中尊重少數民族的喪葬習俗規定的解釋】，再度

重申「在殯葬管理中要尊重少數民族保持或者改革自己喪葬習俗的自由」。 

對於少數民族殯葬事務的管理機關方面，由於少數民族的殯葬事務，涉及到

民族習俗等問題，尚未納入民政部門管理，大陸大部分地區是由民族事務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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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負責。於1998年8月3日民政部辦公廳【關於回民公墓選址問題的覆函】對回民

公墓管理機關問題已有明確答覆。 

有疑問者是，本條與【殯葬管理條例】第4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

治法】產生衝突時，當如何處理？亦即在火葬區內之居民必須強制火葬，但少數

民族居住於火葬區，到底必須強制火葬？還是必須尊重少數民族的意願？又若少

數民族是特殊傳染病死亡者是否仍不許火化？從國務院發布的【城市民族工作條

例】第25條：「城市人民政府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具有特殊喪葬習俗的少

數民族妥善安排墓地，並採取措施加強少數民族的殯葬服務。城市人民政府對少

數民族人員自願實行喪葬改革的，應當給予支持。」來看，城市人民政府對少數

民族亦應給予尊重，城市通常又是火葬區，因此，即使對火葬區的少數民族殯葬，

同樣必須尊重之。因此，根據【立法法】第79條第1項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

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係屬於法律位階，【殯葬管理條例】屬於行

政法規，因此當優先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另根據民政部、國

家民族委員會、衛生部於1999年6月10日所發布的【關於國務院殯葬管理條例中

尊重少數民族的喪葬習俗規定的解釋】，做了如下說明：在殯葬管理中要尊重少

數民族保持或者改革自己喪葬習俗的自由；在火葬區，對回、維吾爾、哈薩克、

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撒拉、東鄉和保安等10個少數民族的土

葬習俗應予尊重，不要強迫他們實行火葬，自願實行火葬的他人不得干涉；患有

鼠疫、霍亂、碳疽死亡的病人屍體，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的規

定，必須立即消毒，就近火化。患其他傳染病死亡的上述10個少數民族，在其戶

口所在地死亡允許消毒後深埋土葬，不在戶口所在地死亡，消毒後就近深埋。可

見患特殊傳染病死亡一律火化處理，一般傳染病死亡者，允許消毒後深埋，最後

即使在火葬區內死亡的少數民族，仍允許其土葬。 

台灣【憲法】第7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種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對於原住民殯葬方式，並無類似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之規定。雖然台灣

漢人占絕大多數，仍然存在少數族群問題。當初〔殯葬管理條例〕立法之際，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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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住民委員，對於「埋葬屍體應於公墓內為之」提出質疑，認為如此規定與傳

統原住民室內葬之習俗不合，造成對原住民之歧視，故不應強迫他們一定要到公

墓埋葬。雖然事實證明原住民行室內葬是日據以前的事128，但對此也說明，不同

族群應相互尊重之重要，大陸本條之規定，或有值得台灣參考之處。但在立法參

考時，也應避免權利受到濫用，反而妨害族群間的融合。例如動不動即以少數族

群保護之理由，行鬥爭之實。 

由於大陸涵蓋許多少數民族，其自身有各自的殯葬習俗，本條之規定，對於

民族間的融合有其實益。但美中不足之處是【關於國務院殯葬管理條例中尊重少

數民族的喪葬習俗規定的解釋】，主要是針對回、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

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撒拉、東鄉和保安等 10 個少數民族所做的解釋。

這 10 個少數民族，主要是其信奉回教，而歷來有關尊重少數民族的通知，亦同

樣是針對信奉回教之少數民族來做的，似乎已限縮了本條適用範圍。雖然回教之

殯葬方式是實行土葬，但其他仍實行土葬或其他葬法之少數民族，亦應某種程度

的予以尊重才是。對於信奉回教以外的少數民族來說，依據【憲法】第4條第4

項，以及本條之規定，亦應尊重之。否則與本條規定相抵觸。 

第九節 結語 

兩岸殯葬管理條例從總則章之比較中，吾人可以發現兩岸殯葬管理體制上的

根本性差異。台灣直接將〔殯葬管理條例〕所要規範的具體內容，於立法目的就

直接說明，大陸則較強調殯葬改革的重要，因此，僅列出改革的大方向，並指出

殯葬管理的方針，至於細部內容如何操作，則留待各級政府，視具體需要情形來

因地制宜做規劃。但由於留給地方的權限，其彈性很大，造成地方主管機關有以

對自己最有利之方式，來解讀【殯葬管理條例】之內容。也由於大陸條文內容含

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在具體操作時，解釋上也有一定的困難，例如「喪葬

                                                 
128
 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歷次民俗座談會實錄〉，《台灣文獻》，第35卷，第

3期，第167頁，南投；第36卷第1期，第168頁；第37卷第4期，第184頁；第38卷第2期，

第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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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俗」之革除及「文明的喪事」之提倡，要如何界定？實屬不易。大陸強調因地

制宜，也可以從主管機關看出，其並無如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確將各級殯葬

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開，而僅是規定由各級民政單位負責殯葬管理。但整體而

言，大陸於【殯葬管理條例】中確立殯葬管理的正面目標，有助於對殯葬改革的

推動，其所做的努力，仍值得肯定。 

台灣若以台灣既有之觀念，來解讀大陸殯葬管理法規之文義恐會造成相當程

度的誤解。例如同樣稱殯葬設施，大陸的殯葬設施有「殯儀服務站」，此為台灣

地區所無；大陸火葬場、殯儀館的含義，除了 1985 年前後有所不同外，其內容

與台灣也不盡相同，不能僅由外在文字即認定其含義；另外，公墓，台灣可分公、

私立二種，大陸卻有農村公益性公墓和經營性公墓之分，這都與台灣有所差異。 

從台灣允許非現貨買賣的生前殯葬服務契約的經營，與大陸禁止預售墓基、

骨灰（骸）櫃來看，大陸對市場的開放程度仍比台灣保守，但也因為保守的作法，

其相對經營風險也較低。 

兩岸由於人口密度高，每人平均分配到的資源少，因此，對火化各有不同重

視程度，但所使用的方法卻不相同，台灣除患有特殊傳染性疾病屍體外，並不採

用強制火化；大陸基本上偏向強制推動火化，劃分土葬區與火葬區，火葬區強制

火化。有地方政府為求火化率提升，則以限縮火葬區面積方式，從表面數據不易

判斷火化推動實際情形。另外，為了使地方政府對殯葬改革的重視，並做出具體

的規劃，大陸於條文中，規定必須將殯葬設施納入城鄉規劃。另外，大陸明文對

少數民族殯葬習俗之尊重，如此的立法例對族群的和諧有正面積極作用，有值得

台灣參考之處，但法的移植也應避免權利遭受濫用，被動不動即以少數族群之理

由，而行政爭或鬥爭之實，如此反而妨害族群間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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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兩岸殯葬設施「設置管理」之比較 

台灣殯葬設施依據〔殯葬管裡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包括公墓、殯儀館、

骨灰（骸）存放設施等。大陸殯葬設施從民政部頒發試行的【殯葬事業單位管理

暫行辦法】第2條及【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7條觀察，也可以含括公墓、

殯儀館（包含殯儀服務站）、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在內。因此，兩岸殯

葬設施所涉及的範圍大體相同。由於殯葬設施是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中，皆共同涉

及的管理標的，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立法體例上，更將殯葬設施的管理分為「設

置」與「經營」兩方面，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二章則統稱為「殯葬設施管理」，

本章乃針對「殯葬設施設置管理」部分加以討論，並就大陸與台灣相對之條文進

行比較。 

所謂「設置」應包括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積極面包括設立、建立（包含擴充、

增建、改建在內），消極面應包括減少、滅失而言。因此，殯葬設施的設置管理

係指主管機關運用行政、法律的手段，對公墓、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骸）存

放設施之設置進行指導、監督和規範。從兩岸殯葬管理條例殯葬設施設置之具體

規範內容來看，實包括殯葬設施整體規劃、殯葬設施設置主體、殯葬設施設置與

變動之應備文件及施工期限、殯葬設施選址、私有土地之徵收、殯葬設施之應有

設施、殯葬設施環保原則、殯葬設施之啟用及販售。本章即就上開內容進行比較。 

第一節  殯葬設施整體規劃 

一、台灣方面 

對於殯葬設施整體規劃方面，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3條第1項第2款第

2目以及第5條第3項明文規定直轄市、縣（市）得規劃、設置殯葬設施專區。

其係為因應殯葬服務未來需求，設置殯葬設施依功能分區，有利提供一貫服務及

環境衛生管理，爰規定直轄市、縣（市）得依其需要規劃設置殯葬設施專區。直

轄市、縣（市）依本條例第5條第3項規定設置殯葬設施專區時，依〔殯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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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得將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

施、骨灰拋灑植存場所或殯葬服務相關行業等，均規劃在內」。由於殯葬服務業

本身具有高鄰避性，常受到民眾抗爭，若能將殯葬設施與殯葬服務業皆規劃在

內，則有利提供一貫服務及環境衛生管理，減少殯葬設施分散所造成的民眾抗爭。 

二、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 7 條明文：「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

門應當根據本行政區域的殯葬工作規劃和殯葬需要，提出殯儀館、火葬場、骨灰

堂、公墓、殯儀服務站等殯葬設施的數量、布局規劃，報本級人民政府審批。」

本條主要在對殯葬設施的數量、布局做一整體規劃。由於省、自治區、直轄市人

民政府民政部門，對各自行政區殯葬設施的需求量較能清楚瞭解，因此，授權由

其提出，較能反應實際需求。當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提出後，

審批權則交由各自本級人民政府。對殯葬設施做整體規劃，往往必須就潛在服務

對象和可靠的市場進行調查和預測，如此的結果，可避免殯葬設施的過剩與不

足，於殯葬設施營業後能有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另外，殯葬設施能有整

體規劃，則可以根據當地特殊條件以及民眾殯葬風俗習慣，有步驟地推展，對於

殯葬政策的落實，有實際助益。 

大陸為了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四大精神，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允許中外合

資興建殯葬設施。對於中外合資殯葬設施做宏觀整體規劃時，條件比大陸內部還

要嚴格。以公墓為例，大陸民政部1992年11月9日民事發〔1992〕370號【民

政部關於興建中外合資公墓有關問題的通知】，為了滿足港澳台同胞及海外華僑

落葉歸根回大陸安葬的願望，認為在一些地方吸引外資興建合資公墓是必要和可

行的，應予支持。但對於中外合資公墓仍應做整體規劃，該通知中提到：「各地

要從本地實際出發，經過認真地調查論證，對回大陸安葬的港澳台同胞和回國安

葬的海外華僑數量作出估計，以確定是否需要興建合資公墓，以及建多少。在此

基礎上，作出統籌規劃，有步驟地興建，而不能急功近利盲目引進外資匆忙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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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殯葬改革方針，骨灰(屍體)的處理應採取多樣化，因此，興建公墓只是

安葬形式之一，只能適度發展，特別是中外合資公墓更要有計劃、有控制地興建，

否則，達不到預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根據上述宏觀管理原則精神，請各省、自

治區、直轄市民政廳(局)，於今年（1992年）年底之前，對本省要建立多少經營

性公墓，尤其是建立中外合資公墓作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長遠規劃，並經省、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同意後報民政部，以便掌握情況，作出全國總體規劃，加強

統一平衡和宏觀管理。」雖然中外合資公墓仍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廳(局)

提出，須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同意外，但還必須報民政部，實際能經

過審批的可能性不高。另外對於公墓及骨灰塔陵園的興建，依民政部 1998 年 9

月16日民事發〔1998〕10號【民政部關於貫徹執行殯葬管理條例中幾個具體問

題的解釋】要求，由於各地要制定公墓建設規劃，須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

政府審批後，報民政部備案，在民政部同意前，暫停批建新公墓（含骨灰塔陵園

等設施）。在民政部同意備案後，則再按照【殯葬管理條例】第 8 條規定的審批

許可權和公墓規劃審批。因此，大陸強調殯葬設施必須有整體規劃。 

三、比較分析 

兩岸對於殯葬設施整體規劃的作法並不相同。台灣由於殯葬服務業本身具有

高鄰避性，常受到民眾抗爭，為因應殯葬服務未來需求，設置殯葬設施依功能分

區，有利提供一貫服務及環境衛生管理，所強調的是將殯葬設施與殯葬服務業設

置專區，減少殯葬設施分散所造成的民眾抗爭。大陸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

民政府民政部門根據本行政區域的殯葬工作規劃和殯葬需要，提出殯儀館、火化

場、骨灰堂、公墓、殯儀服務站等殯葬設施的數量、布局規劃。主要在對殯葬設

施的數量、布局做一整體規劃。亦即對該省、自治區、直轄市當有多少殯葬設施、

其佈局如何，做統籌規劃。與台灣僅是對有設置殯葬設施專區的其內部當如何規

劃，二者並不相同。 

大陸甚至有認為，殯儀館與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公墓應分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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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反而可以減輕民眾對殯儀館的「鄰避」心理。因為民眾更多的是厭惡火化場，

而對治喪的殯儀館的鄰避心理相對較輕。同時，殯葬服務要走向市場化，殯儀館

可以由私人經營，但火化場則必須由國家控制，以防止焚屍滅跡的刑事事件發

生。這樣，殯儀館與火化場的分離就非常有必要了。一個城市可以建幾個殯儀館，

火化場則只須一兩個。骨灰樓（堂、廊）不宜建在殯儀館內，最好另擇一處，與

殯儀館分離。很多殯儀館因為骨灰存放太多（有的達到 3、5 萬盒），清明節人

流量過大，交通堵塞，影響殯儀館的正常業務。有的殯儀館，後面山上就是公墓。

前面治喪，後面埋骨灰，美其名日是「一條龍」服務。公墓區漫山遍野一層一層

的白色墓碑，嚴重地影響了殯儀館的觀瞻，而殯儀館內吵鬧的治喪氣氛又反過來

降低了公墓的品質，並影響掃墓者對先人的祭拜129。這與台灣希望設置殯葬設施

專區的想法大異其趣。 

由於大陸實行計畫經濟，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國家建設當然屬於總體規劃範

圍，因此大陸殯葬設施有宏觀規劃之規定，這一規定確實對殯葬設施這一稀有資

源，能有調控作用。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並無類似大陸規定，來對殯葬設施做

整體宏觀規劃的規定，從台灣現有殯葬設施的分布來看，仍有所不均，例如苗栗

縣目前仍無殯儀館130；台北縣僅一家合法殯儀館，內有 10 間禮廳提供廣大縣民

服務131，雖然鄰近台北市的屍體可就近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辦理，若遇到出殯

的好日子，是否足夠？若不足夠，民眾可能選擇道路搭棚或就非法殯葬設施，這

應非政府所樂見。台南縣遲至2006年4月28日才建有1家公立殯儀館。又根據

內政部2004年納骨塔統計，台灣（台閩地區）約有500餘萬個未使用的骨灰（骸）

櫃，以台灣地區目前年死亡人數 13 萬餘人，隨著老齡化社會來臨，年死亡人數

雖逐漸攀升，也需數10年方能消化完所有骨灰（骸）櫃，單單台北縣就剩餘170

                                                 
129
 王夫子，《殯葬服務學》，第313-314頁，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130
 雖然苗栗縣政府積極投入規劃，但由於殯葬設施屬高鄰避性（NIMBY，Never-In-My-Back-Yard）

設施，而遭附近居民反對。 
131
 台北縣殯葬資訊服務網，http://www.funeral.tpc.gov.tw/index.html，200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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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萬個骨灰（骸）櫃132。而且目前又有業者仍在積極爭取興建中133。這與政府主

管機關，並無對殯葬設施做整體規劃當有所關連。因此，大陸此一立法例或有值

得台灣參考之處。就殯葬設施資源做合理布局分配，例如多少人口比例需要殯儀

館幾間；火化場多少火化爐；公墓要多大，墓基要多少；骨灰（骸）櫃要多少等

等。如此一來可避免殯葬設施資源因過度造成經濟上的浪費，二來可避免殯葬設

施資源的短缺，而使民眾不得不於道路搭棚治喪，甚至尋求非法殯葬設施業者之

協助。早在〔公墓暫行條例〕第8條即有規定「各市縣應行設置公墓之數目，及

每一公墓之面積，應由各市縣政府依轄境人口數量酌定比例分期分地完成之。」

的規定，因此，整體規劃台灣早有過，未來修法或可參考大陸之成果與台灣過去

之施行經驗來適度調整。 

然而，殯葬設施做整體規劃，則殯葬設施可能成為稀有設施，例如由於已規

定多少人口才一家殯儀館，則該殯儀館即有可能成為壟斷經營，在缺乏競爭情形

下，民眾相對地無法做任何選擇，往往成為壟斷下的犧牲品。例如大陸殯葬設施

最為人詬病之處，即在於它的壟斷經營，在壟斷經營下就可能成為暴利的溫床。

因此，如何在資源合理分配與民眾權利獲得確保達到平衡，卻也需一併考量解決。 

第二節  殯葬設施設置主體 

一、台灣方面 

台灣從〔殯葬管理條例〕條文觀察，可就殯葬設施設置主體，依所有權之歸

屬區分為公立殯葬設施與私立殯葬設施二者。殯葬設施種類不同，相對地，其經

營規模當有所差別。〔殯葬管理條例〕分就殯葬設施經營主體及其經營種類進行

規範。 

（一） 公立殯葬設施 

公立殯葬設施，係指殯葬設施設置主體及其所有權歸屬於公部門。台灣公立

                                                 
132
 參見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內政統計年報〉，http://www.moi.gov.tw/stat/，2006年5月23日。 

133
 例如高雄市民政局目前即有一個B. O. O.案是針對納骨設施興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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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設施設置主體及設置種類，根據〔殯葬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主管機關，得分別設置下列公立殯葬設施：一、

直轄市、市主管機關：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二、縣主

管機關：殯儀館、火化場。三、鄉（鎮、市）主管機關：公墓、骨灰（骸）存放

設施。」本條明定公立殯葬設施之設置種類與設置主體之行政層級。從條文規範

來看，台灣殯葬設施為符合有效之經營規模，因此，對於殯儀館及火化場原則上

採跨鄉（鎮、市）設置，而由縣主管機關設置。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考量

鄉（鎮、市）民實際需求，可由鄉（鎮、市）主管機關設置。但為考量不同層級

主管機關設置殯葬設施之主、客觀因素，若無法設置相對的殯葬設施，將無法滿

足民眾對殯葬設施之實際需求。因此，〔殯葬管理條例〕第5條第2項例外規定：

「縣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設置公墓及骨灰（骸）存放設施；鄉（鎮、市）主管機關

得視需要設置殯儀館及火化場。」茲將公立殯葬設施設置主體及其種類繪表如下

（表3-1）： 

表3-1 台灣公立殯葬設施設置主體及其種類 

 直轄市主管機

關 

市主管機關 縣主管機關 鄉（鎮、市）

主管機關 

殯儀館 O O O V 

火化場 O O O V 

骨灰（骸）存

放設施 

O O V O 

公墓 O O V O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殯葬管理條例〕第5條整理繪製而成。 

註：O代表得設置；V代表例外得視需要設置。 

 

為因應殯葬服務未來需求，設置殯葬設施依功能分區，有利於提供一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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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境衛生管理，〔殯葬管理條例〕第5條第3項爰規定直轄市、縣（市）得依

其需要規劃設置殯葬設施專區。所謂「殯葬設施專區」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

則〕第2條規定為「直轄市、縣（市）依本條例第5條第3項規定設置殯葬設施

專區時，得將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骨灰拋灑植存場所

或殯葬服務相關行業等，均規劃在內。」由於殯葬服務業本身屬於高度鄰避性之

行業，而現今殯葬設施用地之取得本屬不易，且往往受到附近居民抗爭。殯葬專

用區之劃設，是預告某一範圍內土地之用途類別將作為殯葬用途使用，例如設置

殯葬設施、殯葬相關行業（包括殯葬服務業、棺木店、鮮花店等），如有居民明

知當地為殯葬專用區，卻仍願意遷居附近，其抗爭行為將很難得到社會輿論認

同，因此可以減少設置殯葬設施之阻力134。 

（二） 私立殯葬設施 

私立殯葬設施之設置主體，依〔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私人或團

體得設置私立殯葬設施。」所謂私人應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在內，所謂團體應係指

〔人民團體法〕第4條所規定之人民團體，其種類包括職業團體、社會團體及政

治團體135。因此，上開私人或團體皆得設置私立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骸）

存放設施等殯葬設施。在殯葬設施中，由於私立公墓之經營宜符合一定之經濟規

模，惟經濟規模大小因私立公墓內設施內容與性質而有所差異，例如純屬墳墓埋

葬與包含殯儀館、火葬場、納骨塔設施之面積要求不盡相同，因此授權地方主管

機關定其面積最小限制，又由於台灣之山坡地歷經數 10 年人為開發、地震、豪

雨等破壞，亟需休養生息，不宜小面積零星設置公墓，故明定面積最小之限制。

〔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第2項：「私立公墓之設置或擴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視其設施內容及性質，定其最小面積。但山坡地設置私立公墓，其面積

不得小於5公頃。」對私立公墓之設置，有時需耗費很長時間的開發以及需要龐

大的經費，因此，〔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第3項明定：「私立公墓之設置，經

                                                 
134
 楊國柱，《台灣殯葬用地區為之研究-土地使用競租模型的新制度觀點》，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

士論文，第129頁，2003年。 
135
 楊國柱，《殯葬政策與法規》，第97頁，台北，志遠，2003年11月1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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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核准，得依實際需要，實施分期分區開發。」以合乎實際情況。 

台灣有關私立殯葬設施之設置，〔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僅就本條例施行後

所做之規範，對於本條例施行以前之殯葬設施，仍須有緩衝期間之規定。首先，

對於 1983 年 11 月 11 日墳墓設置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前，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

私立公墓方面，〔殯葬管理條例〕第73 條第2 項明定：「其緊鄰區域已提供殯

葬使用，並符合第8條136之規定者，於本條例施行後1年內，得就現況依第6條

137及第7條138規定辦理擴充、增建之補正申請，不受第55條第3項強制拆除或恢

復原狀之限制」。其次，對於本條例公布施行前，寺廟或非營利法人設立之公私

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方面，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72 條規定：「本條

例公布施行前，寺廟或非營利法人設立5年以上之公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

設施得繼續使用。但應於2年內符合本條例之規定。」 

二、大陸方面 

大陸通常將殯葬設施當作是一種社會事業，因此，對於設置主體，有嚴格之

限制，一般是由公家機關設置經營，並須經過一定的審批程序。【殯葬管理條例】

以前，有關火化場的審批方面，【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 10 條：「新

建、遷建、擴建、改建火葬場須經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廳(局)統一規劃，報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基本建設程序辦理。所需資金，列入地方基本建設

投資計畫。」本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廳(局)可根據本當地實際情形，

做出火化規劃並解決火化設施的資金來源問題。因此，在推行火化的地區，省、

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廳(局)必須制定火化的具體規劃，因為有了統一規劃，就可

根據當地實際需要，有計劃、有步驟地規劃設置殯葬設施相關費用，從而保證火

化的有效實施與推行。對於興建火化設施的費用，應該列入地方基本建設的規

劃。由於火化設施是一社會事業，需要足夠資源的投入才能落實。本條規定了建

                                                 
136
 〔殯葬管理條例〕第8條係關於設置、擴充公墓之地點距離限制之規定。 

137
 〔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私立公墓最小面積限制。 

138
 〔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殯葬設施之報准與報准後之施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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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火化設施的費用列入地方基本建設之內，可以引起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視，以便

解決經費問題。而從民政部1995年10月26日民事函〔1995〕257號【民政部關

於興辦管理殯儀館（火化場）有關事宜的復函】答覆山東省民政廳時指出：「同

意你廳關於不允許民政部門以外的任何單位、集體或個人興辦殯儀館（火化場）

的意見。殯儀館（火化場）是民政部門所屬的殯葬事業單位，是承辦屍體接運、

火化、骨灰寄存的場所。由於火化屍體事關重大，涉及有關法律問題，因此，殯

儀館（火化場）必須由民政部門統一規劃、建設和管理，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

得單獨興辦。」實際上民政部對於殯儀館及火化場的興建，是採取禁止民間單獨

興辦的態度。民間若要興辦殯葬設施，通常必須與殯葬主管機關合作。 

有關公墓方面，【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5條規定：「公益性公墓由村民委

員會建立。經營性公墓由殯葬事業單位建立。」所謂殯葬事業單位，依民政部

1995年12月11日【民政部關於加快殯葬事業發展的意見】中指出，殯葬事業單

位是地方人民政府為群眾辦喪事設置的公益服務場所。因此，無論何種公墓，其

所強調的都是具有公益性，而其設置主體也以公家單位為主。至於建立公墓申請

及審批程序方面，依【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7條規定：「建立公墓，需向公墓

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其申請單位，有關公益性公墓方面，依【公墓管理暫行辦

法】第9條：「由村民委員會提出申請，報縣級民政部門批准」；有關經營性公

墓方面，則依【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 10 條：「由建墓單位向縣級民政部門提

出申請，經同級人民政府審核同意，報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廳（局）批准」。

但對於與外國、港澳台人士合作、合資或利用外資建立經營性公墓方面，其審批

較為嚴格，依【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11條：「經同級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區、

直轄市民政廳（局）審核同意，報民政部批准。」由於審批必須上達民政部，因

此，有些外資即透過與大陸相關單位或個人合資的方式進行投資計畫。對於違法

設置公墓方面，民政部1993年1月15日民事函〔1993〕9號【民政部關於當前

興辦經營性公墓中值得注意的問題】的通知，對於違法設置的公墓，包括擅自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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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經營性公墓甚至是中外合資公墓；工商部門直接發營業執照支援一些單位興辦

經營性公墓；以及城建、林業部門也單獨興辦經營性公墓等問題，要求民政部門

應依照有關法規加以制止，興辦經營性公墓(包括中外合資公墓)作出全面規劃，

並經省政府審定後，報民政部備案。從本文件中可以發現，大陸工商部門與民政

部門間以及中央與地方間對殯葬設施設置的認知仍有落差。 

大陸於 1997 年【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後，有關殯葬設施的設置，依【殯葬

管理條例】第 8 條規定：「建設殯儀館、火葬場，由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門提出方案，報本級人民政府審批；建設殯儀服務站、

骨灰堂，由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門審批；建設公

墓，經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門審核同意後，報省、

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審批。利用外資建設殯葬設施，經省、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審核同意後，報國務院民政部門審批。農村為村民設置

公益性墓地，經鄉級人民政府審核同意後，報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審批。」為

便於瞭解，先行將大陸各種殯葬設施審核同意或提出方案後，須經哪一行政機關

審批表列如表3-2。 

表3-2 大陸殯葬設施審核同意及審批機關 

鄉級 縣級人民政府 設區的市、自治

州人民政府 

省、自治區、直

轄市 

 

民政

部門 

人民

政府 

民政

部門 

人民

政府 

民政

部門 

人民

政府 

民政

部門 

人民

政府 

國務院

民政部 

經營性   審核

同意 

 審核

同意 

 審批   公

墓 

公益性  審核

同意 

審批       

殯儀館   提出審批 提出 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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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方案 

火化場   提出

方案 

審批 提出

方案 

審批    

骨灰堂   審批       

殯儀服務站   審批       

利用外資建

設殯葬設施 

      審核

同意 

 審批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殯葬管理條例】第8條整理繪製而成。 

 

由於本條僅規定建設不同種類殯葬設施，由哪些行政機關提出方案或審核同

意，及其須經哪些行政機關審批，但並無法直接認定，提出方案或審核同意的行

政機關，即為殯葬設施的設置主體，例如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審核同意經營

性公墓的建立，並無法即斷定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為經營性公墓設置主體。本

條強調殯葬設施設置必須經哪一機關審批。 

要確實掌握大陸殯葬設施設置主體，尚須由許多相關單行法規及相關函示配

合說明。有關大陸殯葬設施設置主體，從【殯葬管理條例】第9條前段觀察：「任

何單位和個人未經批准，不得擅自興建殯葬設施。」本條前段規定，興建殯葬設

施必須經批准，依民政部1998年9月16日民事發〔1998〕10號【民政部關於貫

徹執行殯葬管理條例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解釋】第9條第1款規定，任何單位和個

人未經批准，不得擅自興建殯葬設施。這一規定是指：興建冠以殯儀館、火化場、

骨灰堂、公墓，殯儀服務站等名稱的單位，必須經民政部門審批；不直接冠以殯

葬設施名稱但從事殯葬服務專案的，該專案也必須經民政部門審批。而從本條前

段反義解釋，則任何單位和個人經批准，得興建殯葬設施。對此，由民政部1995

年10月26日民事函〔1995〕257號【民政部關於興辦管理殯儀館（火化場）有

關事宜的復函】答覆山東省民政廳的復函來看：「你省個別鄉、村擅自興建殯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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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既沒有得到省民政廳統一規劃的認可，又未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違反

了國家規定，應堅決制止。同時，請你們採取切實措施，防止此類問題的出現。」

可知，未依規定程序審批之單位，不得興建殯葬設施，其中【殯葬管理條例】第

7條關於殯葬設施統一規劃，以及同條例第8條是否經過有權機關審批，則成為

殯葬設施設置是否合法的分際。能否興建殯葬設施，必須先看行政區內是否已有

統一規劃，若沒有則不能建，即使有統一規劃，有權機關不提出方案或不審核同

意，則任何單位和個人仍無法興建殯葬設施，最後仍必須經過審批才行，而批與

不批全權由審批單位負責，因此，從統一規劃到提出並同意已很困難，最後審批

單位不批，申請人也莫可奈何。因此，在大陸地區私人實際要能單獨得到殯葬設

施審批合法經營，仍屬不易。但自從大陸2004 年7 月1 日【行政許可法】施行

以來，各界對殯葬產業市場開放呼聲更是加大，例如 2005 年深圳龍華論壇上，

對此一問題發表 20 餘篇相關文章
139。而且【行政許可法】規定，設定和實施行

政許可，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有關行政許可的規定應當公布；未

經公布的，不得作為實施行政許可的依據，使行政機關之審批和行政管理納入法

制規範。其對大陸殯葬業的影響，例如原來依附於殯葬管理處（所）的殯儀館、

公墓等將與其他殯葬經營者開展公平的競爭；各級殯葬管理部門甚至民政部門無

權自行設置行政許可事項140。因此，未來殯葬服務業審批條件之具體規定有待觀

察。 

民政部1998年5月29日民事函〔1998〕120號【民政部關於對殯葬管理條

例有關條款解釋的函】：【殯葬管理條例】第8條規定建設殯儀服務站、骨灰堂，

由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門審批。第9條規定任何

單位和個人未經批准，不得擅自興建殯葬設施。包括興建冠以殯儀館、火葬場、

                                                 
139
 見《2005年深圳龍華論壇論文集》，深圳，2005年。其中如上海市殯葬服務中心主任朱金龍發

表〈行政許可制度改革的影響以及中國殯葬業需要做好的準備〉；上海市龍華殯儀館徐俊彪發表

〈以核心技術打造殯儀館核心競爭力-【行政許可法】實施後國內殯儀館運作思考〉等24餘篇相

關論文，對【行政許可法】實施後可能造成殯葬產業衝擊與因應提出對策，其中殯葬產業開放呼

聲亦是該活動重要議題之一。 
140
 朱金龍，〈行政許可制度改革的影響以及中國殯葬業需要做好的準備〉，《殯葬文化研究》，第3

期（總第34期），第14-17頁，上海，上海殯葬文化研究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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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堂、公墓、殯儀服務站等名稱的單位，必須經民政部門審批；不直接冠以殯

葬服務名稱但從事殯葬服務的，也必須經民政部門審批。對於未經批准，擅自興

建殯葬設施的，【殯葬管理條例】第 18 條規定：「由民政部門會同建設、土地行

政管理部門予以取締，責令恢復原狀，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１倍以

上３倍以下的罰款。」 

三、比較分析 

台灣殯葬設施，有公立與私立之別，公立殯葬設施其設置主體不同設置種類

也有別，原因在於能符合有效之經營規模，因此，對於殯儀館及火化場原則上採

跨鄉（鎮、市）設置，而由縣主管機關設置。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考量鄉

（鎮、市）民實際需求，可由鄉（鎮、市）主管機關設置。但基於不同層級主管

機關設置殯葬設施之主、客觀因素，若無法設置相對的殯葬設施，將無法滿足民

眾對殯葬設施之實際需求。因此，當地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設置不同種類殯葬設

施。至於私立殯葬設施方面，私人及團體得設置殯葬設施，對設置者並無特別限

制，僅對設置面積由主管機關做最小面積之限制。為考量私立殯葬設施設置者實

際經濟情形，經主管機關核准，得依實際需要，實施分期分區開發。通常台灣殯

葬設施設置主體有公、私立之分，設置者的條件並無差別，甚至台灣為鼓勵公共

造產，而對殯葬設施設置者有獎勵措施之設。至於核准單位，公、私立並無差異。 

大陸對於殯葬設施之種類，歸由不同層級行政機關提出、同意、審批。表面

上【殯葬管理條例】雖然有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批准，不得擅自興建殯葬設

施，從反義來看，則任何單位或個人一經審批則能設置殯葬設施，政策實務上，

大陸雖已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殯葬市場，但由於殯葬設施的審批權掌握在層層的主

管機關手中，各層級審批機關有權判斷是否須設置或審批，審批機關不審批，提

出申請者也莫可奈何。因此，實際上私人要設置殯葬設施有其實質上的困難，使

得大陸殯葬設施仍屬於壟斷經營。另外，根據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8條第2

項規定，可以允許利用外資建設殯葬設施。通常外商投資企業是指外國企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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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依大陸法律，以資金、設備或技術作為投資，在大陸與其合

營設立或獨自設立之企業，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資企

業141。表面上允許外資建設殯葬設施，但由於必須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

府民政部門審核同意後，報國務院民政部門審批，其審批必須層層直到國務院民

政部的審批，能夠批准的難度更高，實際上外資要能獨立設置殯葬設施的困難度

比大陸人民更為困難。外資有鑑於大陸龐大殯葬市場市場，通常以持股方式，而

以大陸單位或個人之名義為申請人。但隨著大陸民間對殯葬設施開放民營的呼聲

不斷升高，希望打破殯葬行業的壟斷經營。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龍翼飛即

認為，市場化是殯葬改革的必然趨勢。從政府行政改革的角度看，實現政企分開

是個大方向，政府應由「運動員」變成「裁判員」。民政部門經營的殯葬業是一

個特殊行業，如果實現政企分開後，可以在行業監管方面下力氣，而不要一味地

壟斷經營，政府應對國有殯儀館和民營殯儀館一視同仁，在進行殯葬業資源整

合、建立殯葬服務中心過程中，應將民營殯儀館設施統籌考慮進去，不要造成重

複建設和資源浪費
142。大陸民政部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司長張明亮認為大陸目

前的殯葬管理和殯葬服務界限很不明確，管理機構和服務機構實際上是「兩塊牌

子、一套人馬」。說到底，還是個體制不暢，行政設置不獨立，就談不上公正執

法，沒有執法機關，市場就可能混亂143。因此，未來新修正【殯葬管理條例】將

殯葬設施經營權和管理權分離，其殯葬改革一大方向。預計新修訂的【殯葬管理

條例】將於 2006 年底以前通過，初步將配合【行政許可法】確立殯葬服務機構

的行政許可制度。改變現今之民政部門內部審批制度，行政許可制度是透過明定

統一的許可要件，合乎申請規定者，即可申請設置殯葬設施，擴大了社會資金參

與殯葬設施的投資興建力度。此一發展方向，值得台灣有意投資大陸殯葬行業者

注意。 

                                                 
141
 陳月端，《中共經濟法之研究》，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201頁，1991年。 

142
 南風窗雜誌，〈殯葬改革：向死而生〉，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2630，2006

年5月28日。 
143
 南風窗雜誌，〈殯葬改革：向死而生〉，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2630，2006

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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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殯葬設施設置與變動之應備文件及施工期限 

一、台灣方面 

殯葬設施之設置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主管機關根據申請者是否符合相關要

件，予以申請者設置殯葬設施之准駁。主管機關審查之判斷依據包括實質要件與

形式要件二方面。形式要件方面，則必須由申請者提供相關文件以為判斷依據，

因此〔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第1項明定：「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或改

建，應備具下列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其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者，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一、地點位置圖。二、地點範圍之地

籍謄本。三、配置圖說。四、興建營運計畫。五、管理方式及收費標準。六、經

營者之證明文件。七、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及土地登記謄本。」本條

檢附相關文件以方便主管機關就殯葬設施設置之所在地、土地有權使用人予以確

認，以及對將來運作情形予以評估。對於所檢附相關文件之內容，依據〔殯葬管

理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對第7條進一步補充說明：「本條例第7條第1項第2

款所定地籍謄本之地籍圖比例尺，不得小於1/1200。本條例第7條第1項第3款

所定配置圖說，應以1/600比例尺地形測量圖為依據繪製。設置於山坡地之殯葬

設施，其配置圖之等高線間距不得大於1公尺。本條例第7條第1項第4款所定

興建營運計畫，包括建築計畫（含量體分析、規劃設計及施工計畫）及營運計畫

（含管理計畫及維護計畫）。本條例第7條第1項第6款所定經營者之證明文件，

於私人申請設置時，應備具身分證明文件；於法人或團體申請設置時，應備具立

案證明文件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有疑問者，設置殯葬

設施須檢附第6款「經營者之證明文件」，但殯葬設施尚未設置完成如何能有經

營者呢？若設置時必須檢附經營者之證明文件，是否意味著主管機關強制要求殯

葬設施之設置者與經營者分離？亦即殯葬設施設置申請人於設置時，由於無法檢

附自己是經營者之證明文件，故必須由已有經營者資格者代為經營，而須檢附他

經營者之證明文件？雖然〔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3項已做補充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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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申請設置時，應備具身分證明文件；於法人或團體申請設置時，應備具立案

證明文件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該文件應是經營者所有或

設置者所有之證明文件？其解釋反而又易讓人混淆。從內政部1997年9月10日

台（86）內民字第8685238號函，針對骨灰（骸）存放設施業者，向殯葬主管機

關提出核准同意新經營體分割144另行設置之申請，而遭內政部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及確保公墓整體永續經營等理由，不同意新經營體分割另行設置來看。似乎中央

主管機關並不同意設置者與經營者分離，果真如此，則本款建議改為設置者之證

明文件。 

對於設置之殯葬設施若有跨越行政區域者，應向何機關申請與審查？依據

〔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第2項「第1項殯葬設施土地跨越直轄市、縣（市）行

政區域者，應向該殯葬設施土地面積最大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受理機關並應通知其他相關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審查。」又為免私

立殯葬設施經設置、擴充、增建及改建之核准後，延宕過久未施工，致核准考量

之條件已有變動，卻仍按舊條件施工，有損公共利益之情事發生，爰規定核准後

之施工期限及得延長之期限。〔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第3項：「私立殯葬設施

經核准設置、擴充、增建及改建者，除有特殊情形報經主管機關延長者外，應於

核准之日起1年內施工，逾期未施工者，廢止其核准，私立公墓應於開工後5年

內完工。」同條第4項：「前項延長期限最長以6個月為限。」對於〔殯葬管理

條例〕第7條第3項所定施工及完工期限，其若依本條例第6條第3項規定，經

主管機關核准實施分期分區開發者，其施工及完工期限，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

細則〕第4條：「依各期各區開發之施工及完工期限計算之。」 

殯葬設施經營業違反第7條第1項，未經核准或未依核准之內容設置、擴充、

增建、改建殯葬設施，依〔殯葬管理條例〕第55 條第1 項：「經限期改善或補

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144
 本文所謂分割，係指部分殯葬設施經營者，與原殯葬設施設置者分離，另行獨立申請變更設

置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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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連續處罰之。」連續處罰規定，可節省行政機關為處理違法行為之必要花費，

並可迫使違法者儘速改善或補辦手續，強化執行手段。至於處罰之對象，依序先

處罰殯葬設施經營業，再依〔殯葬管理條例〕第55 條第2 項：「無殯葬設施經

營業者，處罰設置、擴大、增建或改建者；無設置者，處罰販售者。」此乃基於

獲利最多者優先受罰或執行成本與技術之考量145。本條例第 55 條第 2 項中有所

謂「擴大」所指為何？〔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名詞定義第7、8、9款分別有擴

充、增建、改建，並無「擴大」一詞，其應係指擴充？或擴充及增建？還是有其

他含義？由於本條已有設置、增建或改建，為求法律用語之一致，本文建議將「擴

大」改為「擴充」。若發現有殯葬設施經營業違反第7條第1項，未經核准或未

依核准之內容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殯葬設施之情形，〔殯葬管理條例〕第

55 條第 3 項：「應令其停止開發、興建、營運或販售墓基及骨灰（骸）存放單

位，拒不從者，除強制拆除或恢復原狀外，並處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

下罰鍰。」 

二、大陸方面 

大陸有關設置殯葬設施應提的文件與施工期限方面，【殯葬管理條例】並無

做規範，中央法規部分僅能從【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8條，有關申請建立公墓

應提交的文件加以說明，申請設置公墓時：「應向公墓主管部門提交下列材料：

（一）建立公墓的申請報告；（二）城鄉建設、土地管理部門的審查意見；（三）

建立公墓的可行性報告；（四）其他有關材料。」本條規定應檢附的文件列舉 3

種，包括建立公墓的申請報告；另外，由於公墓的設置與土地息息相關，而且涉

及城鄉建設，因此必須檢附城鄉建設、土地管理部門的審查意見；公墓設置前必

須先行評估是否有必要設置，因此，必須檢附設置公墓的可行性報告等。至於概

括規定檢附其他有關材料，例如申請書；申請人的資格證明。除了公墓外，對於

其他殯葬設施設置時，應備之文件【殯葬管理條例】並無規範。 

                                                 
145
 楊國柱，《殯葬政策與法規》，第102頁，台北，志遠，2003年11月1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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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於殯葬設施其土地若有跨越行政區域者，應向何機關申請與審查大

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規定。又對於私立殯葬設施設置、擴充、增建及改建之

核准後，其施工期限及得延長之期限大陸地區仍無規範。 

三、比較分析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直接明文規定殯葬設施設置時應檢附相關文件，大陸

除了對公墓設置有類似之規範外，【殯葬管理條例】中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這

可能與大陸殯葬設施種類不同，其審批行政層級不同有關。由於不同行政主管機

關有不同審批殯葬設施的權限，因此，由不同審批機關各自訂定不同的應備文

件，甚至由不同行政轄區自行規定，較能因地制宜，但也可能造成各自為政情形，

是否能通過審批，端由審批機關決定，民間實際上能通過者仍屬少數。而台灣除

了是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的殯葬設施外，無論公、私立殯葬設施，

皆授權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因此，有必要明文統一規定應備文件。

有了統一標準，則私人或團體與公家機關立於平等地位，可以有一定依據申請設

置殯葬設施。 

對於殯葬設施跨越行政區域問題，台灣明文應向該殯葬設施土地面積最大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受理機關並應通知其他相關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會同審查。大陸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由於大陸【殯葬管理條例】

第7條明文，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應當根據本行政區域的殯葬

工作規劃和殯葬需求，統一規劃殯葬設施。由於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民政部門僅對各自行政區域做統一規劃，因此，不易出現殯葬設施之設置有跨越

行政區域的情形，但為避免將來隨著人口的發展變化，有可能跨行政區域建立殯

葬設施是最好的設置地點，為避免問題產生，台灣之立法例或可供大陸參考。 

台灣為免私立殯葬設施經設置、擴充、增建及改建之核准後，延宕過久未施

工，致核准考量之條件已有變動，卻仍按舊條件施工，有損公共利益之情事發生，

爰規定核准後之施工期限及得延長之期限。大陸並無相同或類似規範，這可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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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過去將殯葬設施當作是公益設施有關，由於大陸殯葬設施多屬公立，私人設

置者仍屬少數，因此，殯葬設施工程延宕不易發生。但目前大陸正研擬修改【殯

葬管理條例】，其中擴大民間參與殯葬設施之投資設置，以減少政府部門財政負

擔，即為修法之重點，為能未雨綢繆，避免殯葬設施經核准後，延宕多時，損害

公共利益。因此，台灣立法例有可供大陸參考之處。 

第四節  殯葬設施選址 

由於殯葬設施屬於高鄰避性之設施，而處理屍體的方式與儀式，會對鄰近居

民的衛生與安寧造成一定程度的妨害，即使葬後的祭拜，例如清明節，各地湧至

公墓或骨灰（骸）存放設施的人潮，對附近交通與安寧皆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

有關殯葬設施地點的選擇，有必要加以規範。 

一、台灣方面 

台灣考慮到不同殯葬設施所可能造成的妨害程度有所差別，因此，對不同的

殯葬設施所做的限制也各不相同。對公墓或骨灰（骸）存放設施之選址方面，依

〔殯葬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設置、擴充公墓或骨灰（骸）存放設施，應

選擇不影響水土保持、不破壞環境保護、不妨礙軍事設施及公共衛生之適當地點

為之；其與下列第 1 款地點距離不得少於 1000 公尺，與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6

款地點距離不得少於500公尺，與其他各款地點應因地制宜，保持適當距離。但

其他法律或自治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一、公共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

二、學校、醫院、幼稚園、托兒所。三、戶口繁盛地區。四、河川。五、工廠、

礦場。六、貯藏或製造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氣體、油料等之場所。」除公共飲水

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學校及貯藏或製造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氣體、油料等之場

所維持原距離限制規定之外，其餘地點均授權地方政府考量因地制宜，保持適當

之距離。例如台灣多山，山區多河流，要硬性與河流保持一定距離有其困難，因

此，位於原住民鄉（鎮）之公立公墓，得由縣政府審酌生活習俗、地理環境及水

土保持實際需要，合理調整公墓與河川之距離限制。位於離島鄉之公立公墓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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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縣政府調整公墓與戶口繁盛地區之距離。又由於植樹葬係將火化後經特殊處理

之骨灰藏納土中，植樹其上，不論景觀或衛生均不會產生妨礙，故專供植樹葬之

公墓，依〔殯葬管理條例〕第8條第2項規定「得縮短其與第1款至第5款地點

之距離。」至於本條例第8條所謂的「距離」如何計算？〔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

則〕第5條說明：「指水平距離。」而本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所稱公共飲水

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所指為何？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指

依飲用水管理條例公告劃定為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

內之水體，自來水事業地面水或地下水之取水地點。」本條例第8條第1項第3

款所定戶口繁盛地區，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解釋為：「在實施都

市計畫地區，指商業區或住宅區；在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指鄉村區。」

限縮戶口繁盛地區之範圍，以利殯葬設施用地之取得。本條例第8條第1項第4

款所稱河川，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參考〔河川管理辦法〕第2條

第 1 項之規定：「指依中央水利主管機關認定其屬於水源發展、國土保育或區域

發展關係重大之水系，並經公告之水道。」本條例第8條第1項第5款所稱工廠，

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前段：「指製造藥品、食品、石油或化學製

品者。」本條例第8條第1項第5款所定礦場與公墓或骨灰（骸）存放設施間之

距離，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後段解釋：「自探礦、採礦及其附屬

選礦、煉礦之作業場所起算；其作業場所之範圍，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會同礦業主管機關勘定之。」另本條例第8條第1項第6款所稱爆炸物，依〔殯

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解釋：「指炸藥、棉花藥、雷汞或其他相類之爆裂

物及其主要原料。」 

設置、擴充殯儀館、火化場及非公墓內之骨灰（骸）存放設施，因不涉及埋

葬屍體，較無影響公共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但為免妨礙公共安寧，並基於

民情與公共安全考量，爰規定其應與第8條第1項第2款（學校、醫院、幼稚園、

托兒所）、第3款（戶口繁盛地區）及第6款（貯藏或製造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

氣體、油料等之場所）規定之地點保持適當距離。因此，〔殯葬管理條例〕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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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規定：「設置、擴充殯儀館或火化場及非公墓內之骨灰（骸）存放設施，

應與前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地點距離不得少於300公尺，與第6款規定之地點

距離不得少於500公尺，與第3款戶口繁盛地區應保持適當距離。」因殯葬設施

具高鄰避性，其設置地點於都會區內尤其難覓，故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為殯

儀館、火化場或骨灰（骸）存放設施用地依其指定目的使用，或在非都市土地已

設置公墓範圍內之墳墓用地者，不受前項距離規定之限制。〔殯葬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2 項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為殯儀館、火化場或骨灰（骸）存放設

施用地依其指定目的使用，或在非都市土地已設置公墓範圍內之墳墓用地者，不

在此限。」本條例第9條第2項所定已設置公墓，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11條規定：「指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合法設置之私立公墓。二、於墳墓設置

管理條例施行前已設置，並於該條例施行後完成補行申請設置程序，且於主管機

關登記有案之私立公墓。三、經主管機關列管有案之公立公墓。」〔殯葬管理條

例〕第9條第3項：「於原有公墓部分面積作其他用途使用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亦即必須回到同條第1項地點距離限制之適用。本條例第9條第3項所稱其他用

途，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2條：「指公墓、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骸）

存放設施以外之用途。」至於〔殯葬管理條例〕第9條所定之距離，依〔殯葬管

理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之規定，亦指「水平距離」。 

殯葬設施設置地點及距離之限制，除須合乎〔殯葬管理條例〕之規範外，若

殯葬設施設置地點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者，必須符合土地使用分區容許使用用途

之規定，若位於都市計畫範圍以外，尚須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法令規定，

始得將土地變更編定為墳墓用地
146。例如〔都市計畫法〕第47條：「殯儀館、火

葬場、公墓、污水處理廠、煤氣廠等應在不妨礙都市發展及鄰近居民之安全、安

寧與衛生之原則下，於邊緣適當地點設置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第 17 類「墳墓用地」容許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

施之使用。同規則第43條：「特定農業區、森林區內公立公墓之更新計畫經主管

                                                 
146
 楊國柱，《殯葬政策與法規》，第114頁，台北，志遠，2003年11月1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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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准者，得依其核定計畫申請變更編定為墳墓用地。」 

為肯定對於教育、文化、藝術有重大貢獻之已故社區居民，並凝聚社區居民

之向心力，共同參與社區事務，藉此改變民眾對墓園的觀感，爰於〔殯葬管理條

例〕第10條第1項規定：「對於教育、文化、藝術有重大貢獻者，於其死亡後，

經其出生地鄉（鎮、市、區）滿 20 歲之居民 1/2 以上之同意，並經殯葬設施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於該鄉（鎮、市、區）內適當地點設公共性之紀念墓園。」

本條例第10條第1項所稱居民，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為：

「指計畫設置公共性紀念墓園所在鄉（鎮、市、區）設有戶籍者。」對於紀念墓

園之存放方式，為提高社區居民之接受度，及避免有害公共衛生，〔殯葬管理條

例〕第10條第2項規定：「以存放骨灰為限，並得不受前條規定之限制。」由於

本項規定「得」不受〔殯葬管理條例〕第9條規定之限制，其是否受限制，依〔殯

葬管理條例〕第9條第2項：「公共性紀念墓園之申請辦法及審議應備之條件，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授權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規定。

目前許多縣市業已分別訂定自治條例或辦法。例如2003 年8 月5 日台南市訂定

〔台南市公共性紀念墓園設置及管理自治條例〕；2004年4月15日〔台中市公共

性紀念墓園設置辦法〕；2004年12月23日〔桃園縣公共性紀念墓園設置及管理

辦法〕。 

二、大陸方面 

對於殯葬設施的選址，【殯葬管理條例】僅規定公墓的選址要求。對於公墓

的選址大陸強調必須要有利於加強殯葬管理、殯葬改革，以及精神文明與物質文

明建設。在具體選擇墓址時，必須嚴格遵守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及政策，服從

當地的城市建設規劃，綜合考慮當地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經濟條件等因素。

為盡可能取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還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1.以保護自

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為前提，結合地貌地質、因地制宜，減少建築成本和資金投入，

縮短建設週期。2.應考慮交通的便利和服務範圍的廣泛性。3.良好的地形和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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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地質條件，足夠規模的土地面積，可以滿足各種葬法。4.考慮當地的氣候

條件的影響，建造良好的排水系統，提高抗旱能力，確保綠化的種植及養護147。

【殯葬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禁止在下列地區建造墳墓：（一）耕地、林地；

（二）城市公園、風景名勝區和文物保護區；（三）水庫及河流堤壩附近和水源

保護區；（四）鐵路、公路主幹線兩側。前項規定區域內現有的墳墓，除受國家

保護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應當限期遷移或者深埋，

不留墳頭。」另外，大陸【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 4 條明定：「建立公墓應當選

用荒山瘠地，不得占用耕地，不得建在風景名勝區和水庫、湖泊、河流的堤壩以

及鐵路、公路兩側。」而且依【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22條規定：「革命烈士公

墓、知名人士墓、華僑祖墓、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墓和回民公墓以及外國

人在華墓地的管理，按原有規定執行。」因此，公墓選址的限制，包括設置公墓

應選擇荒山瘠地，不可占用耕地或林地，以免妨害農作，並迫害森林。又由於城

市公園、風景名勝區和文物保護區，屬於大陸保護範圍，這些地方可供國內外遊

客參觀遊覽，在這些區域內建墓，則影響環境景觀，並對環境破壞。在水庫、河

流堤壩附近和水源保護區；以及鐵路、公路主幹線兩側不准建墓，主要是為了保

衛該等建設的安全。但受國家保護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墓地，例如革

命烈士墓，專門埋葬為國捐軀的革命烈士，及古代遺留下來的墳墓，其具有歷史

意義。知名人士墓，是指在社會上享有較高聲譽、並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政府、科

技、文化、教育界人士死後所修建的墳墓。華僑祖墓，指專門安葬已故華僑的墳

墓。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滿足廣大愛國僑胞葉落歸根的願望，加強

大陸和海外華僑的聮繫，使他們為大陸的統一和發展作出貢獻，於是採取了保衛

華僑祖墓的政策。對科學有貢獻的知名人士墓，其在社會上享有較高聲譽，其墳

墓有紀念性。故不必遷移或深埋。公墓選址的限制，其目的旨在確定公墓地點選

擇的原則，從而確保城市公園、風景名勝區和文物保護區不受破壞；確保水庫、

                                                 
147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中冊），

第749-750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114

河流堤壩附近、水源保護區，以及鐵路、公路主幹線兩側的安全，同時也有利於

公墓的管理。 

另外，根據【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11條規定：「新建殯葬事業單

位的位址，應根據方便群眾的原則，列入城市建設規劃；火化場的場址，要根據

水文、地質、氣象、交通和水電安裝等條件選定。」所謂殯葬事業單位，依【殯

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 2 條前段規定：「殯葬事業單位包括：殯儀館、火

葬場、殯葬服務站、骨灰堂和公墓。」其位址應方便群眾。火化場選址，要根據

水文、地質、氣象、交通和水電安裝等條件來判斷是否恰當。 

三、比較分析 

台灣對各種殯葬設施明確做出距離的限制，大陸對於新建殯葬事業單位的位

址，係根據方便群眾的原則，列入城市建設規劃；火化場的場址，要根據水文、

地質、氣象、交通和水電安裝等條件選定，並無明確限制實際距離。台灣考慮到

不同殯葬設施所可能造成的妨害程度有所差別，因此，對不同的殯葬設施所做的

限制也各不相同。對於公墓或骨灰（骸）存放設施之選址方面，除公共飲水井或

飲用水之水源地、學校及貯藏或製造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氣體、油料等之場所維

持原距離限制規定之外，其餘地點均授權地方政府考量因地制宜，例如審酌當地

生活習俗、地理環境及水土保持實際需要，合理調整公墓與河川之距離限制保持

適當之距離。又由於植樹葬對景觀或衛生均不會產生妨礙，故專供植樹葬之公

墓，距離允許縮短。而設置、擴充殯儀館、火化場及非公墓內之骨灰（骸）存放

設施，因不涉及埋葬屍體，較無影響公共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但為免妨礙

公共安寧，並基於民情與公共安全考量，保持適當距離。台灣對於殯葬設施選址

的限制，原則上明確規範一定的距離，例如1000公尺、500公尺或300公尺。 

大陸對於殯葬設施的選址，【殯葬管理條例】中僅規定公墓的選址。禁止在

耕地、林地；城市公園、風景名勝區和文物保護區；水庫及河流堤壩附近和水源

保護區；鐵路、公路主幹線兩側建造墳墓。並無規定明確的距離，因此，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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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主幹線兩側禁止建造墳墓的距離多遠？這又須透過當地主管機關來認定。雖

然【殯葬管理條例】的規定有利於因地制宜，但可能造成地方主管機關過度擴張

或限縮解釋。 

兩岸殯葬管理法規對於有特殊貢獻的人士，皆有不受距離限制的規定。但大

陸主要是禮遇革命烈士公墓、知名人士墓、華僑祖墓、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

古墓和回民公墓以及外國人在華墓地。由於其在社會上享有較高聲譽，並有一定

社會影響力。或為了加強大陸和海外華僑的聮繫，使他們為大陸的統一和發展作

出貢獻，於是採取了保衛華僑祖墓的政策。台灣則是為肯定對於教育、文化、藝

術有重大貢獻之已故社區居民，並凝聚社區居民之向心力，共同參與社區事務，

藉此改變民眾對墓園的觀感，故對於教育、文化、藝術有重大貢獻者，於其死亡

後，經其出生地鄉（鎮、市、區）滿 20 歲之居民 1/2 以上之同意，並經殯葬設

施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於該鄉（鎮、市、區）內適當地點設公共性之紀念

墓園。但對於紀念墓園之存放方式，為提高社區居民之接受度，及避免有害公共

衛生，以存放骨灰為限。因此，兩岸考量點並不相同。 

第五節  私有土地之徵收 

一、台灣方面 

土地徵收(Land Expropriation)，是指國家基於其對於私有土地所保留之最高支

配權(Eminent domain)之行使，而依法強制取得私人土地所有權，並給予合理補償

之公法行為148。國家徵收權之行使，將直接剝奪人民私有財產權，因此，其行使

必須有法源依據。由於殯葬設施之設置，能提供公眾殯葬之所需，台灣於〔殯葬

管理條例〕中明定私有土地徵收之法源。〔殯葬管理條例〕第 11條：「依本條

例規定設置或擴充之公立殯葬設施用地屬私有者，經協議價購不成，得依法徵收

之。」本條所指「用地屬私有者」應作廣義解釋，包括土地及其改良物（建築改

良物及農作改良物）在內，倘使僅徵收土地，其上之改良物所有權仍歸原權利人

                                                 
148
 蘇志超，《土地法規新論》，第719頁，台北，自版，1994年10月新修訂11版。 



 116

所有，則所徵收之土地實無法得到有效利用。又所謂「協議價購」其性質應屬於

私法上的契約行為，因此徵收者與被徵收者係屬於對等的權利義務關係，協議價

購之是否達成合致端視雙方自由意思表示。為避免造成人民私有權利過多之侵

害，本條規定若價購不成時，方得依法徵收，而徵收之相對代價，則必須發給被

徵收者補償費。補償費計算方式，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被

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

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

價。前項徵收補償地價，必要時得加成補償；其加成補償成數，由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公告土地現

值時評定之。」有疑問者，當徵收補償之地價低於協議價購未成之地價時，若依

法按公告土地現值強制徵收，則往往造成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不滿，甚至對殯葬

設施之設置加以阻擾。因此，如何合理的給予補償費以降低民怨，並順利完成土

地之取得，實為設置公用殯葬設施用地之重要事項。 

二、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中並無特別規範土地徵收的問題，因此從法律適用來

看，國家需用土地設置殯葬設施時，自須依據土地徵收相關法規於以規範。由於

大陸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所謂全

民所有，即國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權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

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僅能依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由於大陸

土地之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國家須用土地時，自可向人民徵收或徵用。依【土地

管理法】第2條第4項：「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徵收

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所謂依法徵收，例如依【土地管理法】第45條：「徵收

下列土地的，由國務院批准：（一）基本農田；（二）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超過

35公頃的；（三）其他土地超過70公頃的。徵收前項規定以外的土地的，由省、

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並報國務院備案。徵收農用地的，應當依照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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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條的規定先行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其中，經國務院批准農用地轉用的，

同時辦理徵地審批手續，不再另行辦理徵地審批；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

府在徵地批准許可權內批准農用地轉用的，同時辦理徵地審批手續，不再另行辦

理徵地審批，超過徵地批准許可權的，應當依照本條第1項的規定另行辦理徵地

審批。」徵收在早期【土地改革法】之規定乃國家依法向集體或公民無償取得土

地，在此時期的徵收與沒收之法律意義無差別149。但在2004年修正之【土地管理

法】已有補償費發放之規定。就具體補償費發放方面，依【土地管理法】第 47

條：「徵收土地的，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

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徵收耕地的土地補

償費，為該耕地被徵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至10倍。徵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

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按照被徵收的耕地數

量除以徵地前被徵收單位平均每人佔有耕地的數量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

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徵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至6倍。但是，

每公頃被徵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徵收前 3 年平均年產值的 5

倍。徵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

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準規定。被徵收土地上的附著物和青苗

的補償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徵收城市郊區的菜地，用地單位應當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繳納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依照本條第2項的規定支付土地補

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準的，經省、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補助費。但是，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

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收前3 年平均年產值的30 倍。國務院根據社會、經

濟發展水準，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高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

準。」另外，大陸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堅決糾正徵用土地中侵害群眾

利益問題的要求和部署，國務院辦公廳2004年4月7日國辦發[2004]31號【國務

院辦公廳轉發監察部等部門對徵用農民集體所有土地補償費管理使用情況開展

                                                 
149
 陳銘釗，《中國大陸土地使用權研究》，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第13-14頁，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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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項檢查的意見的通知】要求 2004 年起對徵用農民集體所有土地補償費管理使

用情況開展一次專項檢查。督促地方各級政府嚴格按照依法批准的徵用土地方案

給予被徵地農民合理補償，嚴禁拖欠、截留和挪用徵地補償費，依法保護農民的

合法權益，檢查採取自查自糾、逐級抽查和重點檢查相結合的方法。由於殯葬設

施是一種公共設施，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對土地實行徵收或徵用本屬

當然。但於徵收或徵用時仍須給予被徵收或被徵用者補償費。 

三、比較分析 

殯葬設施可謂是一種公用事業，因此，國家基於公共事業之需要，本可以依

法對私有土地進行徵收。然而由於徵收權之行使，直接侵害私人財產權，因此，

於徵收前，台灣規定必須先經協議價購，協議價購不成方依法於以徵收，但依法

徵收後應給予被徵收者一定之補償。兩岸對於土地徵收皆有一定規範，台灣於〔殯

葬管理條例〕實施之前即有〔土地法〕、〔土地徵收條例〕及其施行法或施行細則

等相關法規加以規範。大陸雖然【殯葬管理條例】並無對需用土地設置殯葬設施

時，明文規定應如何進行徵收程序，但依法律適用原則，本應回到土地徵收相關

法規，此本不待殯葬管理條例是否有規定。兩岸雖然皆有土地徵收之規定，但台

灣於徵收前，先進行協議價購，並非直接以發放補償費方式強制徵收，較大陸稍

微緩和，可減少動不動就以公權力強制介入，而造成民怨之情形。但協議價購之

成效仍有待觀察。 

台灣於〔殯葬管理條例〕第 11 條明文規定對於設置或擴充公立殯葬設施，

其需用土地屬於私有者，經協議價購不成，得依法徵收之。但在〔土地法〕第

208 條規範土地徵收之目的與範圍：「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

規定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一國防設備。二

交通事業。三公用事業。四水利事業。五公共衛生。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

及其他公共建築。七教育學術及慈善事業。八國營事業。九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

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以及〔土地徵收條例〕本對私有土地徵收有一定規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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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管理條例〕是否有必要再針對公用殯葬設施用地取得問題加以特別規範？

另依〔土地法〕第211條觀察，需用土地人亦得申請徵收權人徵收私人土地，不

限於公法人，因此，若私人建立私立殯葬設施時，其用地屬私人者依〔土地法〕

規定本可以依法請求徵收權人實行徵收權，從〔殯葬管理條例〕第 11 條文義解

釋來看，私立殯葬設施用地請求徵收權人徵收私有土地，仍須回到〔土地徵收條

例〕及〔土地法〕之適用，且本條之規範，亦有可能讓人對徵收產生疑義。例如

〔殯葬管理條例〕第 11 條規定是私有土地徵收建立殯葬設施限於公立殯葬設

施，私立殯葬設施不允許依法徵收之規定？或者私立殯葬設施需用土地則另行適

用土地徵收相關法規？若是前者，則無異造成殯葬設施用地取得更為困難，且造

成法規適用相衝突，為何〔土地法〕明文需用土地人有權申請徵收權人徵收土地，

〔殯葬管理條例〕何以剝奪之？若是後者，則本條規定意義不大，畢竟土地徵收

本有土地法規於以規範，且土地徵收問題，〔土地徵收條例〕比〔殯葬管理條例〕

第11條更為完善，另外，〔殯葬管理條例〕沒有規範之相關徵收程序，仍應回到

土地徵收相關法規來處理。更何況土地取得之方式除了協議價購、徵收以外，還

可以公私有土地交換、聯合開發等管道相當多元
150。為避免對條文產生不必要的

誤解與疑義，建議本條可以刪除，如要徵收直接適用土地徵收相關法規即可。 

第六節  殯葬設施之應有設施 

一、台灣方面 

為使殯葬設施發揮一定的服務功能，不同種類之殯葬設施理應規定其應有設

施之內容。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12條至第15條分別對公墓、殯儀館、火化

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應有設施加以規範。分述之如下： 

（一） 就公墓方面 

                                                 
150
 楊國柱，《提升殯葬產業發展暨殯葬法規修正評議》，第38頁，台北，台北市社會局福利社會

雜誌社，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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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管理條例〕第12 條第1 項規定：「公墓應有下列設施：一、墓基。

二、骨灰（骸）存放設施。三、服務中心。四、公共衛生設備。五、排水系統。

六、給水及照明設備。七、墓道。八、停車場。九、聯外道路。十、公墓標誌。

十一、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本項第2款骨灰（骸）存放設施為公墓之應有

設施，係延續已廢止之〔墳墓設置管理條例〕第9條而來：「公墓應有左列設施：

一、對外通道。二、公共衛生設備。三、排水系統。四、墓道。五、公墓標誌。

六、停車場。七、其他必要之設施，並多植花木，力求美化環境。」〔墳墓設置

管理條例〕第9條第7款所稱其他必要之設施，依〔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14條第1款規定包括靈(納)骨堂(塔)設施在內。雖然公墓附設骨灰（骸）存放

設施，可方便台灣民間習俗撿骨後就近存放，但強制規定骨灰（骸）存放設施納

入公墓應有設施內是否必要？公墓能否純粹供公眾營葬屍體、埋藏骨灰或供植樹

葬使用，而不設置骨灰（骸）存放設施？此應有討論餘地。〔殯葬管理條例〕第

12條第1項第4款所稱公共衛生設備，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規

定：「指定著於土地，供公眾使用之盥洗設備。」同項第7款之墓道，依〔殯葬

管理條例〕第12 條第2 項規定，係指：「墓區間道及墓區內步道，其寬度分別

不得小於4公尺及1.5公尺。」所謂墓區間道係供公墓內載運棺柩、開挖墓穴等

機動車輛通行使用；墓區內步道供行人通行使用。其用途不同，最小寬度應有差

別。 

由於台灣人民對公墓仍有所避諱，為了降低公墓之嫌惡性，減少民眾的反

感，並避免公墓之設置妨礙鄰近地區之視覺景觀，〔殯葬管理條例〕第 12 條第

3項明定：「公墓周圍應以圍牆、花木、其他設施或方式，與公墓以外地區作適

當之區隔。」又由於專供植樹葬之公墓，並不需要墓基及骨灰（骸）存放設施。

且植樹葬之理念在於能與自然完全結合，因此，有必要除去公墓所帶給民眾死亡

之聯想，故無必要設立公墓標誌，依〔殯葬管理條例〕第12條第4項明定：「專

供樹葬之公墓得不受第1項第1款（墓基）、第2款（骨灰（骸）存放設施）及

第 10 款（公墓標誌）規定之限制。」另外，考量台灣原住民之風俗習慣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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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特殊，故授權山地鄉隸屬轄區之縣政府審酌實際狀況予以施設。同條第 5

項規定「位於山地鄉之公墓，得由縣主管機關斟酌實際狀況定其應有設施，不受

第1項規定之限制。」對於山地鄉公墓之設置，給所在地縣政府保留相當之彈性。 

（二） 就殯儀館方面 

台灣有關殯儀館應有設施方面，原則上大致承襲已廢止之〔台灣省喪葬設施

設置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而來。但有鑑於近幾年來，尤其921震災以後，國人

因遭喪親之痛，難以釋懷，走上自殺一途之案例偶有所聞，爰參考歐美國家殯儀

館之作法，明定悲傷輔導室為殯儀館之應有設施，以強化殯儀館之悲傷輔導功能

及凸顯殯儀之人文關懷意義。因此，在〔殯葬管理條例〕中增加悲傷輔導室之設

置。〔殯葬管理條例〕第13條明定：「殯儀館應有下列設施：一、冷凍室。二、

屍體處理設施。三、解剖室。四、消毒設備。五、污水處理設施。六、停柩室。

七、禮廳及靈堂。八、悲傷輔導室。九、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十、公共衛生

設備。十一、停車場。十二、聯外道路。十三、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冷凍

室提供屍體冰存之用；本條例第13條第2款所稱屍體處理設施，依〔殯葬管理

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解釋：「指屍體防腐、清洗、修補或美容化妝等設施」。

解剖室可提供法醫解剖屍體之用；消毒設備可提供屍體消毒以免滋生細菌；污水

處理設施可處理清洗、消毒、解剖屍體後之污水；停柩室提供棺木暫時停放以待

葬之用；禮廳及靈堂提供安靈及舉行殯葬儀式之場所；本條例第13條第10款所

稱公共衛生設備，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指定著於土地，

供公眾使用之盥洗設備。」‧‧‧等等。主要顧及殯儀館本身所實際提供之功能

而來設計，除了滿足民眾實際需求外，衛生因素之考量亦相當重要。 

（三） 就火化場方面 

台灣有關火化場應有設施方面，原則上與已廢止之〔台灣省喪葬設施設置管

理辦法〕第9條之規定相當，而略有增刪。〔殯葬管理條例〕第14條明定：「火

化場應有下列設施：一、撿骨室及骨灰再處理設備。二、火化爐。三、祭拜檯。

四、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五、公共衛生設備。六、停車場。七、聯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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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本條列舉7種應有設施，包括撿骨室提供火化後

撿骨之用；本條第1款之骨灰再處理設備，依同條例第2條第6款名詞定義，係

指加工處理火化後之骨灰，使成更細小之顆粒或縮小體積之設備。有用碾磨機

者，例如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內即是。火化爐提供火化屍體之用；祭拜檯配合民

間習俗，方便民眾祭拜死者；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可向喪家介紹殯儀館所提供

之設備及其申請程序，並可供民眾休息使用；本條例第14 條第5 款所稱公共衛

生設備，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指定著於土地，供公眾

使用之盥洗設備。」例如廁所；由於參加殯葬儀式之親朋好友可能來自不同地方，

停車場方便民眾停車；聯外道路方便民眾往來。另外本條第8款規定其他應有設

置之設施，以概括方式避免掛一漏萬。 

（四） 就骨灰（骸）存放設施方面 

台灣有關骨灰（骸）存放設施應有設施方面，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15 條

規定：「骨灰（骸）存放設施應有下列設施：一、納骨灰（骸）設備。二、祭祀

設施。三、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四、公共衛生設備。五、停車場。六、聯外

道路。七、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本條列舉6種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應有

設備，例如納骨灰（骸）設備提供存放骨灰（骸）之用；本條例第15 條第4 款

所稱公共衛生設備，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指定著於土

地，供公眾使用之盥洗設備。」 

茲就殯葬設施應有設施如表3-3。 

表3-3 台灣殯葬設施應有設施 

 公墓 殯儀館 火化場 骨灰（骸）存放設施

墓基 O    

骨灰（骸）存放設施 O    

服務中心 O O O O 

家屬休息室 V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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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設備 O O O O 

排水系統 O    

給水及照明設備 O    

墓道 O    

停車場 O O O O 

聯外道路 O O O O 

公墓標誌 O    

冷凍室  O   

屍體處理設施  O   

解剖室  O   

消毒設備  O   

污水處理設施  O   

停柩室  O   

禮廳及靈堂  O   

悲傷輔導室  O   

撿骨室及骨灰再處理設備   O  

火化爐   O  

祭拜檯   O  

納骨灰（骸）設備 V   O 

祭祀設施 V   O 

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 ☉＠ ◎ ● ＠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殯葬管理條例〕第12條至第15條整理繪製而成。 

註：O表示本身應有設施；V表示公墓應增加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應有設施。

由於〔殯葬管理條例〕第12條至第15條係採列舉與概括並行，OV皆為列舉之

應有設施，☉＠◎●則為概括規定之應有設施，由於不同種類之殯葬設施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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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不盡相同，故分別以不同符號表示。☉表示公墓其他依法

應設置之設施、◎表示殯儀館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表示火化場其他依法應

設置之設施、＠表示骨灰（骸）存放設施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又由於公墓之

應有設施包括骨灰（骸）存放設施，因此公墓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還需增設骨

灰（骸）存放設施之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故以☉＠表示。 

 

為節省土地資源，〔殯葬管理條例〕明定殯葬設施應有設施得為共用之條件。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16 條第1 項規定：「殯葬設施得分別或共同設置，其經

營者相同，且殯葬設施相鄰者，第 12 條至前條規定之應有設施得共用之。」例

如服務中心、家屬休息室、公共衛生設備、停車場、聯外道路皆屬於不同種類殯

葬設施所相同之應有設施，故得共用之。但本條例第16 條第1 項所定應有設施

之共用，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6 條：「應就可共用項目及共用後之

使用容量，以不降低設施服務品質為原則。」避免因共用卻造成應有設施不勝負

荷，而降低殯葬設施服務品質。另外，為便利通行，參照現行都市計畫道路寬度

最小6公尺之作法，規定殯葬設施聯外道路寬度之最小限制。故〔殯葬管理條例〕

第16條第2項規定「第12條至前條所定聯外道路，其寬度不得小於6公尺。」

對於本條例第 12 條至第 15 條應有設施之設置標準，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16

條規定，授權：「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殯葬管理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殯葬設施得共用之規定，僅要求經營者相同，但若設置者不同，可

能造成經營者與設置者對共用部分意見紛歧，甚至不同設置者意見不同，若再經

移轉問題將更為複雜，因此建議本向增加為「經營者及設置者」相同之規定其應

有設施得共用之。 

二、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對殯葬設施之應有設施進行規範，因此，僅能就

相關法規文件進行說明。【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 12 條規定：「殯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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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單位的建築規模、專案和結構，要因地制宜，經濟實用，防止片面追求規模大、

標準高、項目全。」本條僅作原則性的規定。其具體表現可以從建設部、民政部

1999 年 10 月 28 日建標[1999]257 號，建設部、民政部關於發布行業標準【殯儀

館建築設計規範】的通知觀察。雖然該通知係針對殯儀館建築設計之規範性文

件，但根據對全國100餘家殯儀館的調查，殯儀館的功能區按業務內容可分為業

務區、殯儀區、火化區、骨灰寄存區、行政辦公區和停車場等。土葬殯儀館、火

葬場、殯儀服務站或中心可根據實際情況參照來看。本規範具體內容實際上已涉

及火化與骨灰寄存。以下就建設部、民政部關於發布行業標準【殯儀館建築設計

規範】的通知內容，僅對殯葬設施之應有設施進行說明： 

（一）殯儀館總平面設計方面 

總平面佈局應根據功能分設業務區、殯儀區、火化區、骨灰寄存區、行政辦

公區和停車場等。殯儀區與火化區相鄰設置，並設廊道連通。骨灰寄存區內宜設

置祭悼場所。行政辦公用房朝向良好。有改擴建餘地和綠化用地，綠化率不應小

於 35％。有集中處理垃圾的場地。應設置室外公共活動場地和公共廁所。室外

公共廁所的設計應符合現行行業標準【城市公共廁所規劃和設計標準】(CJJ14)

的規定。殯儀館不應少於2個出入通道，其中1個專供殯儀車通行。停車場設計

除宜符合國家現行行業標準【城市公共交通站、場、廠設計規範】等有關標準的

規定。 

（二）殯儀館應有設施方面 

殯儀館建築設計應根據規模和功能，配置業務、殯儀、火化、骨灰寄存、辦

公和輔助用房。殯儀館建築應有良好的天然採光。殯儀館內各用房應有自然通

風。殯儀區用房應根據殯儀館的使用要求和喪葬習俗設置，並宜包括悼念廳、音

響室、休息室、屍體接收間、屍體處置用房、更衣室、殯儀車庫和洗手間等。殯

儀區中的遺體停放、消毒、防腐、整容、解剖和更衣等用房均應進行衛生防護。

消毒室、防腐室、整容室和解剖室應單獨為工作人員設自動消毒裝置。殯儀館建

築的耐火等級不應低於二級。殯儀館內建築滅火器設置應符合現行國家標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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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滅火器配置設計規範】(GBJ 140)的規定。室外應設消火栓滅火系統。殯儀館建

築應設給水、排水及消防給水系統。殯儀館綠地應設灑水栓。應設置應急照明。

殯儀館應設有防雷保護設施。殯儀館內應配備通訊設施。 

（三）火化區應有設施方面 

火化區用房應包括屍體停放間、火化間、火化工休息室、更衣室、配電室、

風機室、工具室、骨灰整理室、取灰室和洗手間等。火化間與其他建築之間應設

衛生防護帶，防護帶內宜綠化。火化間的空氣品質及雜訊級應符合現行國家標準

【燃油式火化機污染物排放限值及監測方法】(GB 13801)中有關規定。火化區內

應設置集中處理火化間廢棄物的專用設施。火化間應符合現行國家標準《建築設

計防火規範》(GBJ 16)中丁類設防的規定。火化間的洗滌池均應採用非手動開關，

並應防止污水外濺。火化間應採用防腐蝕排水管道，排水管內徑不應小於75mm。

應設置應急照明。 

（四）骨灰存放設施方面 

骨灰寄存區用房應包括骨灰寄存用房、管理人員辦公用房和洗手間等。骨灰

寄存用房應有通風換氣設施。骨灰寄存防護應包括週邊結構防水、隔熱，室內濕

度控制，骨灰盒防潮、防直射光照、防塵、防蟲、防鼠、防盜等。骨灰寄存區中

的祭悼場所應設封閉的廢棄物堆放裝置。骨灰寄存用房的儲存物品的火災危險性

分類應按現行國家標準《建築設計防火規範》(GBJ 16)中的儲存物品類型丙類第

2項劃分。骨灰寄存用房不得採用水滅火設施，應按規模在明顯位置設氣體或乾

粉滅火設施，並設火災探測器。應設置應急照明。骨灰寄存用房應為二類防雷建

築。骨灰寄存用房應設火災自動報警裝置。 

大陸殯葬設施應有設施方面，從上開規範來看，包括各用房採光設備；衛生

防護設備；防火設備；建築設備應選低雜訊、節能、節水型，並應進行整體綜合

設計；應有給水、排水、採暖、通風、空調、電氣、照明等系統。 

  三、比較分析 



 127

對於殯葬設施之應有設施方面，台灣直接於〔殯葬管理條例〕中加以規範，

條文的內容除了列舉規定外，並設有概括規定。大陸則以部門規範性文件針對殯

儀館的設計進行規範，就法律的層級，台灣較高，但就規範的內容，大陸該文件

較細。例如以殯儀館內建築滅火器設置而言，還要求應符合現行大陸國家標準【建

築滅火器配置設計規範】(GBJ 140)的規定。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條文，僅列出

幾項較必備的應有設施，其他則概括規定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可依具體實際

情況來設置。 

大陸殯葬設施之應有設施，主要針對殯儀館的設計做規範，公墓、骨灰（骸）

存放設施，及火化場並無直接規定其應有設施，因此，僅能透過【殯儀館建築設

計規範】推斷。 

第七節  殯葬設施環保規劃原則 

一、台灣方面 

台灣殯葬設施屬於高鄰避性的設施，這牽涉到殯葬設施與鄰近之環境景觀不

搭配的問題，使人覺得陰森。例如公墓內，墳墓的密埋疊葬、荒塚縱橫；殯儀館

與骨灰（骸）存上設施廟塔式的水泥造型，火化場之空氣污染，使得一般民眾往

往將殯葬設施視為禁地，非有必要則不前往。為配合建設台灣為綠色矽島之願

景，其中殯葬設施部分，除考量公共衛生、永續經營之外，並兼顧殯葬方式多元

化及規劃人性化、綠美化。因此，〔殯葬管理條例〕第17 條第1 項規定：「殯

葬設施規劃應以人性化為原則，並與鄰近環境景觀力求協調，其空地宜多植花

木。」為使公墓綠美化能確實落實，有必要規定公墓綠化面積最小比例。同條第

2項明定：「公墓內應劃定公共綠化空地，綠化空地面積占公墓總面積比例，不

得小於3/10。公墓內墳墓造型採平面草皮式者，其比例不得小於2/10。」原則上

公墓綠化空地面積不得小於公墓總面積之3/10，例外由於墳墓採平面草皮式，其

綠化面積比例不得小於2/10。所謂平面式造型，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7條：「指墓碑不得高於地面30公分，且墓頂與地面齊平之埋葬（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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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平面式造型之墳墓，對公墓環境景觀有綠美化作用，但由於墓碑採平面式，

日積月累後，墓基會深陷而使得墓基凹凸不平。由於台灣山坡地陡峭，涵養水源

不易，若要開發對水土保持之維護更顯重要，其綠化空地面積比例要求應比平地

高，故〔殯葬管理條例〕第17 條第3 項：「於山坡地設置之公墓，應有前項規

定面積2倍以上之綠化空地。」亦即於山坡地設置之公墓，綠化空地面積占公墓

總面積比例，不得小於6/10。公墓內墳墓造型採平面草皮式者，其比例不得小於

4/10。 

由於植樹葬之作法本身即有綠美化公墓之功能，因此，為鼓勵公墓多設置植

樹葬區域，爰規定植樹葬面積得計入綠化空地面積。〔殯葬管理條例〕第 17 條

第4項前段規定：「專供樹葬之公墓或於公墓內劃定一定區域實施樹葬者，其樹

葬面積得計入綠化空地面積。」但即使是植樹葬，若於山坡地種植花草、藤木或

灌木，由於其涵養水源，保護土壤的功能較低，對山坡地之保護仍有不足，因此，

同條項後段限定：「在山坡地上實施樹葬面積得計入綠化空地面積者，以喬木為

之者為限。」台灣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有獎勵造林數種
151，例如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台灣杉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印度紫檀(黃檀)( Pterocarpus 

indicus(Dalbergia sissoo)‧‧‧等也可供植樹葬時樹種選擇之參考，此有益造林、

可涵養水源、保護土壤又受獎勵，好處很多。對於實施植樹葬骨灰之處理方式，

同條第4項明定：「應經骨灰再處理設備處理後，始得為之。以裝入容器為之者，

其容器材質應易於腐化且不含毒性成分。」蓋植樹葬係提倡於公墓內辦理多元葬

法之實施方式之一，實施植樹葬之骨灰，應經骨灰再處理設備處理後，始得為之。

以裝入容器為之者，其容器材質應易於腐化且不含毒性成分，使骨灰與大地合而

為一。 

為符合環保及多元化葬法之需求，除骨灰之存放、植樹葬、墓葬及塔葬外，

亦允許其他方式葬法。骨灰拋灑或植存即是另一環保形式，〔殯葬管理條例〕第

                                                 
151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網站，http://www.forest.gov.tw/ct.asp?xItem=21107&ctNode=689&mp=1，2006

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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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條第1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會同相關機關劃定一定海域，

實施骨灰拋灑；或於公園、綠地、森林或其他適當場所，劃定一定區域範圍，實

施骨灰拋灑或植存。」由於非墓葬之骨灰處理方式乃最能實現土地循環利用或重

複利用，係有效節省土地資源之殯葬方式。為配合綠色矽島之建設願景，力求環

境之永續發展，爰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劃定海域或公園、綠地、森

林等一定區域範圍，實施骨灰拋灑或植存。雖然骨灰拋灑或植存較能與自然合而

為一，但為避免實施海上骨灰拋灑時，妨礙國防安全、船舶航行、漁業發展等公

共利益，並避免實施海上骨灰拋灑而造成參與人員安全危害，故拋灑海域必須受

有限制。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依本條例第19條第1項

規定劃定之一定海域，除下列地點不得劃入實施區域外，以不妨礙國防安全、船

舶航行及漁業發展等公共利益為原則：一、各港口防波堤最外端向外延伸 6000

公尺半徑扇區以內之海域。二、已公告或經常公告之國軍射擊及操演區等海域。

三、漁業權海域及沿岸養殖區。」 

為利於於植物吸收或海水稀釋骨灰，並避免有毒容器污染環境，〔殯葬管理

條例〕第19 條第2 項前段明定：「前項骨灰之處置，應經骨灰再處理設備處理

後，始得為之。如以裝入容器為之者，其容器材質應易於腐化且不含毒性成分。」

又由於本條骨灰拋灑或植存係於公墓外實施此與植樹葬有別，為降低骨灰拋灑或

植存區域之嫌惡性，骨灰拋灑或植存區域內，不施設任何有關喪葬外觀之標誌或

設施，且不做任何破壞原有景觀環境之行為，使拋灑或植存區域與自然環境融為

一體。故〔殯葬管理條例〕第19 條第2 項後段明定：「實施骨灰拋灑或植存之

區域，不得施設任何有關喪葬外觀之標誌或設施，且不得有任何破壞原有景觀環

境之行為。」 

台灣各地自然環境條件不同，有關骨灰拋灑或植存，授權各地方政府根據當

地條件訂定實施辦法，可收因地制宜之效，因此，骨灰拋灑或植存之實施規定，

根據〔殯葬管理條例〕第19 條第3 項規定，授權：「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目前已有部分縣市業已根據本條例授權，訂定了實施辦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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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11日〔台北市骨灰拋灑或植存實施辦法〕；2004年12月7日〔台東

縣海上骨灰拋灑實施辦法〕；2005年1月27日〔台中市骨灰拋灑植存實施辦法〕；

2005年12月21日〔台北縣骨灰拋灑植存實施辦法〕。 

二、大陸方面 

大陸關於殯葬設施環保規劃方面，可從【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殯葬管理的

方針分析，要積極地、有步驟地實行火葬，改革土葬，節約殯葬用地。另根據【殯

葬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前段：「在實行火葬的地區，國家提倡以骨灰寄存的

方式以及其他不占或者少占土地的方式處理骨灰。」可見大陸對屍體的處理方

式，希望盡量以少占，甚至不占土地面積的處理方式。因此，塔葬、植樹葬、骨

灰拋灑外，廊葬、牆葬等多元葬法皆被允許。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殯葬管理

條例】第22條明文：「提倡和鼓勵採用播灑、深埋、植樹葬等不保留骨灰的安置

方式。採用播灑、深埋、植樹葬等方式安置骨灰的，安置地不設紀念性標誌。各

有關部門和單位對採用不保留骨灰的安置方式，應當予以支持。播灑、深埋、植

樹葬等骨灰安置方式的具體實施辦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上海市並定有【長江

口區骨灰灑海管理暫行辦法】，對不占及少占墓地的政策，已有規劃並初步落實。

所謂不占土地方式例如骨灰拋灑，以上海為例，自1991年3月19日首次骨灰灑

海至2006年3月25日，共組織90次骨灰灑海，共有11941人。所謂少占土地方

式，例如壁葬、植樹葬、塔葬。以上海為例，1990年息園骨灰寄存處開闢壁葬；

1993年4月9日在奉新公墓舉行植樹葬；1994年3月29日上海天馬塔園開業
152。

土地的稀缺與人口的增長構成強烈的衝突，尤其在大型城市，連骨灰葬的土地資

源也日益緊缺，一些新型的葬法如植樹葬、海葬、壁葬開始出現153。這一類的殯

葬方式更多是追求人們對亡者精神上的哀思和寄託，而不在於有形的物質實體，

改變死人與活人爭地的矛盾及觀念上的大更新154。 

                                                 
152
 黃碩業，〈上海殯葬業發展歷史之最〉，《殯葬文化研究》（第2期），第28頁，上海，2006年。 

153
 陳蓉霞，〈從入土為安說起〉，《殯葬文化研究》（第2期），第47頁，上海，2006年。 

154
 朱新軒，〈觀念更新與殯葬習俗改革〉，《殯葬文化研究》（第2期），第51頁，上海，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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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墓的綠美化，可由【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 15 條對公墓規劃條文說

明：「公墓墓誌要小型多樣，墓區要合理規劃，因地制宜進行綠化美化，逐步實

行園林化」。墓誌，姚鼐《古文辭類纂》序：「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

壙中，古文皆曰誌，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之序。

是或以立石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

其義。」今泛指在墓刻有死者生平事蹟的石刻。又園林化是現代公墓的重要特徵，

公墓規劃時應注意當地地質條件與四周景觀和公墓的關係，合理規劃，並因地制

宜，以使公墓朝園林功能做規劃。公墓園林化並非要將公墓變成公園，而是要公

墓規劃出更多的綠地空間。園林公墓的生態建設與管理理論的提出，是從人與環

境的角度出發，通過生態園林建設與管理來改造環境，因此，公墓的園林化也就

是公墓與自然和諧共存
155。在公墓內應保留是當比例面積廣植花草樹木。過去亂

埋亂葬到設立公墓是歷史的進步、文明的象徵，但公墓不是由分散污染變為集中

污染，為避免公墓淒涼的氣氛，所以在墓的周邊預留適當的面積用於植樹種草，

可以將墓巧妙地掩映在綠色之中，不經意間減少了視覺污染，因此，可以利用樹

木、花草、盆花、盆景等組合成具有藝術性和觀賞性的綠化景觀，道路亦可在主

道兩側種植行道樹，應儘量選用常綠樹種，不宜用落葉樹種156。 

三、比較分析 

為配合建設台灣為綠色矽島之願景，其中殯葬設施部分，除考量公共衛生、

永續經營之外，並兼顧殯葬方式多元化及規劃人性化、綠美化。因此，〔殯葬管

理條例〕中明確規定殯葬設施規劃應以人性化為原則，並與鄰近環境景觀力求協

調，並要求殯葬設施空地宜植有一定比例之花木。另外，由於台灣山坡地陡峭，

涵養水源不易，對於山坡地設置公墓，更要做好水土保持。在山坡地上實施樹葬

面積得計入綠化空地面積者，限於種植喬木。而且植樹葬之骨灰必須經過再處理

                                                 
155
 楊寶祥、郜月琴，《殯葬園林文化學》，第222-223頁，石家庄，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年9月第1次印刷。 
156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中冊），

第750-751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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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處理後，始得為之。若有裝入容器，其容器材質應易於腐化且不含毒性成分，

使骨灰與大地能合而為一。除了植樹葬外，為符合環保及多元化葬法之需求，骨

灰亦可進行拋灑或植存，並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會同相關機關劃定

一定海域，實施骨灰拋灑；或於公園、綠地、森林或其他適當場所，劃定一定區

域範圍，實施骨灰拋灑或植存。為降低骨灰拋灑或植存區域之嫌惡性，骨灰拋灑

或植存區域內，不施設任何有關喪葬外觀之標誌或設施，且不做任何破壞原有景

觀環境之行為，使骨灰拋灑或植存區域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亦允許多元葬法，其中節約殯葬用地即是一個重要的

考量點，畢竟大陸目前是全世界人口最多之地區。因此大陸提倡火化，在實行火

葬的地區，提倡以骨灰寄存的方式以及其他不占或者少占土地的方式處理骨灰。

雖然在【殯葬管理條例】中明確規定，但塔葬、植樹葬、骨灰拋灑外，廊葬、牆

葬等多元葬法大陸皆允許。至於如何具體落實，則由各地方政府依當地條件因地

制宜推動。對於公墓的綠美化，要求公墓墓誌要小型多樣，墓區要合理規劃，因

地制宜進行綠化美化，逐步實行園林化。公墓規劃時應注意當地地質條件與四周

景觀和公墓的關係，合理規劃，並因地制宜，以使公墓與自然和諧共存。大陸並

無統一做出公墓應綠美化之比例，僅原則性的希望朝綠美化方向推展。因此，是

否推動或如何推動公墓綠美化，僅能看各地方政府或私人的意願。對此，大陸新

修訂【殯葬管理條例】在屍體處理方式上，將提倡多元葬法。依節約土地程度，

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公墓，新修訂【殯葬管理條例】將規定具體標準，有

規劃地集中埋葬，並引導其向綠化、美化、生態化發展；第二層次是骨灰塔、牆、

廊葬，雖然在一些城市已很普遍，仍要繼續推動；第三層次是花葬、海葬、植樹

葬等，不僅節約土地還能保護環境，但由於傳統觀念和社會心理的原因，推行起

來也最困難，新修訂【殯葬管理條例】將明確提倡此種方式
157。 

兩岸殯葬管理條例對殯葬設施的環保皆有所規範，台灣明確規定殯葬設施綠

                                                 
157
 南風窗雜誌，〈殯葬改革：向死而生〉，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2630，2006

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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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的面積比例，大陸則僅作原則性的規範。台灣除了明確規定土葬、骨灰（骸）

寄存、植樹葬、骨灰拋灑與植存外，並允許其他型式的環保葬法。大陸於【殯葬

管理條例】中僅規定埋葬方式能盡量不占或少占土地，至於其他細節則有待各地

方政府補充落實。兩岸環保規劃方面，大陸地方政府的裁量權空間較台灣地方政

府為大。 

第八節  殯葬設施之啟用及販售條件 

一、台灣方面 

殯葬設施之興建必須耗費龐大費用，資金動則以億元計，加上殯葬設施從申

請設置到正式啟用，又往往曠日廢時，所產生的利息相對地非常可觀。在公墓、

骨灰（骸）存放設施之設置方面，由於過去〔墳墓設置管理條例〕並無限制殯葬

設施未興建完成前不得預售，於是有業者即透過預售方式，銷售墓基或骨灰（骸）

櫃，以降低龐大資金所帶來的投資風險。但由於預售墓基或骨灰（骸）櫃，所收

受之資金，並無行政法規予以約束，一旦業者違法吸金或將該資金任意進行轉投

資，將影響殯葬設施順利開發，消費者權利難以獲得充分保障。有鑑於此，台灣

省政府於1998年10月13日修正〔台灣省喪葬設施設置管理辦法〕第12條第2、

3項增定：「喪葬設施設置完竣，應檢附建物使用執照及現場照片，報請該管主

管機關核轉社會處備查，於該管主管機關核准啟用前不得啟用。」「靈（納）骨

堂（塔）未經報准啟用，其堂（塔）位不得預售。」禁止靈（納）骨堂（塔）之

預售。又由於台灣實施精省政策後，為對殯葬設施於合法啟用、販售之前，禁止

任何預售行為，援於〔殯葬管理條例〕第 18 條規定：「設置、擴充、增建或改

建殯葬設施完竣，應備具相關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查符合規定，

並將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域及設置者之名稱或姓名公告後，始得啓用、

販售墓基或骨灰（骸）存放單位。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擴充、

增建或改建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此有助於確保服務品質及防止預售

之消費糾紛，故明定殯葬設施未經檢查符合規定，不得啟用、販售墓基或骨灰（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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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單位。對於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殯葬設施，應備具相關文件之具體內容，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18 條第2 項規定，授權：「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 

違反第 18 條規定，擅自啟用、販售墓基或骨灰（骸）櫃者，依〔殯葬管理

條例〕第55 條第1 項規定：「經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

續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之。」此乃為強

化執行手段，迫使業者儘早採取改善措施，爰規定罰鍰得按日連續處罰。其處罰

對象由第55條第1項、第2項來看，先處罰殯葬設施經營業，「無殯葬設施經

營業者，處罰設置、擴大、增建或改建者；無設置者，處罰販售者。」「發現有

第1項之情形，應令其停止開發、興建、營運或販售墓基及骨灰（骸）存放單位，

拒不從者，除強制拆除或恢復原狀外，並處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

鍰。」 

二、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對於殯葬設施之啟用與販售明文規範，亦僅能從

相關法規文件加以分析。就公墓方面，【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 12 條規定：「經

營性公墓，由建墓單位持批准文件。向當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領取營業執照，方

可正式營業。」因此，經營性公墓之營業，必須領有營業執照方可。對於墓基的

轉讓或買賣，【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 13 條：「公墓墓區土地所有權依法歸國家

或集體所有，喪主不得自行轉讓或買賣。」因此，大陸墓地的私自處分是不被允

許的。甚至，即使公墓或骨灰（骸）存放設施已設置完成，並經工商行政管理部

門發放營業執照，亦不允許公墓或骨灰（骸）存放設施的預售。早在 1997 年 6

月第三次全國殯葬工作會議上，大陸多吉才讓部長已明確提出「嚴禁預售、傳銷

墓穴（塔位）和利用墓穴（塔位）炒買炒賣，保護群眾的正當權益」。1997年12

月21日民政部發出了【關於禁止利用骨灰存放設施進行不正當行銷活動的通知】

（民電〔97〕231號），為了保障群眾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明確禁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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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存放設施進行不正當行銷活動。國務院又下發了【關於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

通知】，指出傳銷業及非法傳銷活動在我國已成為干擾正常經濟秩序、影響社會

安定的一大公害，必須堅決予以禁止。根據民政部1998年5月12日民電〔1998

〕第102號【民政部關於進一步查禁利用骨灰存放設施進行不正當行銷活動的通

知】提到：「堅決而又穩妥地做好查禁傳銷墓基（塔位）等不正當經營活動，要

抓住全國禁止傳銷活動的有利時機，進一步明確公墓、骨灰存放設施不能等同於

一般商品，應根據喪主提供的火化證明，辦理購買和使用墓基（塔位）手續；購

買者不得私自轉讓、買賣；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傳銷經營行為；公墓、骨灰存放設

施原則上不在異地設立辦事機構，確有必要者，須經兩地省級民政部門批准，並

接受當地民政部門的管理」由此可知，大陸原則上禁止墓基、骨灰（骸）櫃的預

售，即使已設置完成的殯葬設施亦在禁止之列，若人還沒死亡之前，原則上是禁

止出售活人塚（格位）。 

但為滿足台灣人民落葉歸根的願望，台灣人民較多的地方可根據實際需要，

依民政部1988年3月16日民〔1988〕民字8號【民政部關於台灣同胞回大陸辦

理喪葬問題的通知】規定，可以：「選擇荒山荒地興辦為台胞服務的骨灰公墓。

按國家有關規定批准的公墓中，允許向台胞出售或預售骨灰墓穴。收費標準比照

港澳同胞收取，確有困難的，可酌情予以優待。」另外，有些地方政府允許在特

殊情形下，未死亡前可以先行購買墓基或骨灰（骸）櫃。例如【上海市殯葬管理

條例】第23條：「禁止出售壽穴，但為死者的健在配偶留作合葬的壽穴、無子女

的老年人或者有其他特殊情況者購買的壽穴除外。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的購買者

不得轉讓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禁止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的傳銷活動。」對於喪

偶者、無子女的老人或者有其他特殊情況者，允許購買墓基或骨灰（骸）櫃。並

為對預售墓基或骨灰（骸）櫃加以管控，【上海市殯葬管理條例】第24條規定：

「公墓和骨灰堂出售墓穴、骨灰存放格位時，應當與購買者簽訂購銷合同。墓穴、

骨灰存放格位使用人的姓名不得變更。」落實墓基、骨灰（骸）存放櫃不得任意

移轉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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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分析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定殯葬設施未經檢查符合規定，不得啟用、販售墓

基或骨灰（骸）櫃。其目的在於避免業者違法吸金或將該資金任意進行轉投資，

影響殯葬設施順利開發，消費者權利難以獲得充分保障。若已依法啟用、販售墓

基或骨灰（骸）櫃，則不禁止。因此，一人生前購買數 10 甚至數 100 墓基或骨

灰（骸）櫃，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並無禁止。至於殯葬設施經營者，

是否從事多層次傳銷，只要其符合相關法令，台灣也不禁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對於殯葬設施之啟用與販售明文規範，僅能從相

關法規文件加以分析。就公墓方面，經營性公墓之營業，必須領有營業執照方可。

但即使領有營業執照，對於墓基的轉讓或買賣，喪主並不得自行私自處分。人在

未死之前，原則上，不允許預售其墓基或骨灰（骸）櫃。這在 1997 年 6 月第三

次全國殯葬工作會議上，多吉才讓部長已明確提出「嚴禁預售、傳銷墓穴（塔位）

和利用墓穴（塔位）炒買炒賣，保護群眾的正當權益」。大陸認為公墓、骨灰存

放設施不能等同於一般商品，應根據喪主提供的火化證明，辦理購買和使用墓基

（塔位）手續。對於墓基、骨灰（骸）櫃。亦禁止任何形式的傳銷經營行為。但

基於特殊原因，例如為滿足台胞落葉歸根的願望，允許向台胞出售或預售骨灰墓

基。 

第九節  結語 

兩岸在殯葬設施之設置規範方面，台灣〔殯葬管理條例〕對細節規範較為詳

盡，大陸【殯葬管理條例】則多為原則性規範。例如〔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規

定應檢附文件種類；第8條、第9條明確規定選址之距離限制；第13條至第15

條明確規定殯葬設施之應有設施等。又〔殯葬管理條例〕中明確規定殯葬設施規

劃應以人性化為原則，並與鄰近環境景觀力求協調，並要求殯葬設施空地宜植有

一定比例之花木。大陸【殯葬管理條例】則僅做原則性規範，例如【殯葬管理條

例】第 10 條禁止在某些地區建造墳墓；對於多元葬法僅作原則性規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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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規範內容或僅能以單行法規、政府文件來與台灣比較，例如【公墓管理的暫

行規定】第4條，建立公墓應當選擇荒山瘠地，不得占用耕地，不得建在某些地

方。對於殯葬設施應有設施，則須透過【殯儀館建築設計規範】觀察。因此，大

陸對殯葬設施的設置，雖然能夠因地制宜，但也應避免地方政府任意擴張或限縮

解釋之情況產生。 

大陸對殯葬設施的數量、布局有整體規劃之規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

民政府民政部門提出，並由各自本級人民政府審批。如此可避免殯葬設施設置過

剩或不足，造成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低落。另外，殯葬設施能有整體規劃，對於

殯葬政策的落實，也有實際助益。從宏觀上來對殯葬設施做整體規劃，也有利於

縮小地區間的不平衡。但由於宏觀規劃的結果，可能一個地區範圍僅一家殯葬設

施，如此，由於缺乏競爭，反而造成壟斷經營，連帶地，消費者權益難以確保。

因此，在做宏觀規劃時，仍應注意壟斷經營問題。 

對於殯葬設施經營主體方面，台灣全面開放私人設置；對於公立殯葬設施考

量有效經營規模，因此，不同殯葬設施其經營主體有別，但為考量不同層級主管

機關設置殯葬設施之主、客觀因素，若無法設置相對的殯葬設施，將無法滿足民

眾對殯葬設施之實際需求。因此，當地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設置不同種類殯葬設

施。至於私立殯葬設施方面，私人及團體得設置殯葬設施，對設置者並無特別限

制，通常台灣殯葬設施設置主體有公、私立之分，設置者的條件並無差別，甚至

台灣為鼓勵公共造產，而對殯葬設施設置者有獎勵措施之設。大陸對於殯葬設施

之種類，歸由不同層級行政機關提出、同意、審批，因此，私人單獨實際能通過

審批的殯葬設施並不多。另外，【殯葬管理條例】雖然任何單位或個人一經審批

則能設置殯葬設施，但由於在設置殯葬設施的過程，各層級主管機關有權判斷是

否須設置或審批，實際上私人要設置殯葬設施有其實質上的困難，若是興建殯葬

設施有外資介入，由於必須經過國務院民政部的審批，能夠批准的難度更高。對

於殯葬設施開放民營的呼聲不斷升高下，預計 2006 年底以前通過【殯葬管理條

例】修法，將擴大民間設置經營殯葬設施的力度。此值得台灣有意投資大陸殯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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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之業者注意。 

兩岸對於土地徵收皆有一定規範。殯葬設施可謂是一種公用事業，因此，國

家基於公共事業之需要，本可以依法對私有土地進行徵收。然而由於徵收權之行

使，直接侵害私人財產權，因此，於徵收前，台灣規定必須先經協議價購，協議

價購不成方依法於以徵收，徵收後應給予被徵收者一定之補償。大陸則於徵收

後，直接給予被徵收者補償。台灣特別於〔殯葬管理條例〕中對公用殯葬設施設

置需用土地時，做出明文規範。大陸則依法律適用原則依土地相關法規辦理。台

灣雖然於〔殯葬管理條例〕對殯葬設施用地徵收做出明確規範，但觀諸土地徵收

相關法規，本可依法適用，〔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反而可能造成法律適用之

疑義，因此，建議將〔殯葬管理條例〕第 11 條刪除，回歸土地徵收相關法規之

適用。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定殯葬設施未經檢查符合規定，不得啟用、販售墓

基或骨灰（骸）櫃。其目的在於避免業者違法吸金或將該資金任意進行轉投資，

影響殯葬設施順利開發，消費者權利難以獲得充分保障。若已依法啟用、販售墓

基或骨灰（骸）櫃，則不禁止。因此，一人生前購買數 10 甚至數 100 墓基或骨

灰（骸）櫃，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並無禁止。至於殯葬設施經營者，

是否從事多層次傳銷，只要其符合相關法令，例如〔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台灣

也不禁止。 

兩岸在預售墓基或骨灰（骸）櫃規定不盡相同。台灣禁止未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檢查符合規定，且未將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域及設置者之名稱

或姓名公告，而進行啟用、販售。但若已經合法設置啟用完成，並不禁止對活人

出售墓基或骨灰（骸）櫃，甚至一人購買多個亦不禁止。但大陸對於合法設置啟

用之殯葬設施，除有特殊情形，禁止任何預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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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兩岸殯葬設施「經營管理」之比較 

殯葬設施是兩岸殯葬管理條例中，皆共同涉及的管理標的，台灣〔殯葬管理

條例〕立法體例上，將殯葬設施的管理分為「設置管理」與「經營管理」兩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二章則統稱為「殯葬設施管理」，本章乃針對殯葬設施

「經營管理」部分加以討論，並就台灣與大陸相對之條文進行比較。 

所謂經營，係指規劃治理。因此，殯葬設施經營管理，係指主管機關運用行

政、法律的手段，對公墓、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於規

劃治理方面，進行指導、監督和規範。從兩岸殯葬管理條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之

具體規範內容來看，實包括公立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移動式火化設施經營之申

請與限制；屍體埋葬及骨灰（骸）之處理；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之相

關限制；殯葬設施之維護；管理費專戶與公益信託之設立；殯葬設施之查核及評

鑑獎勵；墳墓之遷葬等。本章即就上開內容進行比較。 

第一節 公立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 

一、台灣方面 

公立殯葬設施之經營，〔殯葬管理條例〕第20 條第1 項明定：「直轄市、縣

（市）或鄉（鎮、市）主管機關，為經營殯葬設施，得設殯葬設施管理機關（構），

或置殯葬設施管理人員。」其目的在於強化地方殯葬管理行政組織。目前地方主

管機關可依其業務量而設置殯葬設施管理單位或管理人員。例如台北市社會局下

設殯葬管理處；高雄市民政局下設殯葬管理所；台南市民政局下設殯葬管理所；

台南縣民政局下設殯葬管理課等皆負責各地方的殯葬管理業務。使經營權與管理

權相分離。 

過去台灣將殯葬設施之設置當作是一種社會事業，由政府編列預算興建，如

此政府財政支出增加，為能減輕政府負擔，〔殯葬管理條例〕第20條第2項：「前

項殯葬設施於必要時，並得委託民間經營。」希望可利用民間豐沛之資金、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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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與技術，以提升殯葬設施之經營效率，爰規定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委託民間

經營。本法第20 條第2 項「前項殯葬設施」應指公立殯葬設施而言。所謂「委

託民間經營」應指所有權歸公部門之殯葬設施，其經營權得委託民間經營。本項

之安排，雖然希望利用民間豐沛之資金、人才與技術，以提升殯葬設施之經營效

率，但就條文內容來看，卻可能反而限縮了民間參與殯葬設施建設的範圍。例如

民間參與經營的方式不僅委託，租賃亦是一種方式。根據陳川青在《臺北市殯葬

設施及其管理服務所面臨的困境之探討與因應對策之研究》一文中指出，若基於

引進民間經營管理之長處，提升殯葬服務品質的角度切入，則以租約方式取得經

營 權 的 可 行 性 比 共 同 經 營 採 股 份 制 、 部 分 業 務 外 包 制 或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興建、營運、移轉）的可行性高，但必須先確立殯葬政

策是屬於一般性行政事務或社會公共福利措施
158。雖然該文係針對台北市所做之

研究，但也可看出，民間參與方式的多樣性。甚至在殯葬設備的採購上，根據譚

維信在《台灣地區殯葬設施管理服務之研究-以新竹市殯葬管理所為例》一文中

指出，許多昂貴的殯葬設備若透過向民間承租的方式，即可很快地擁有足夠的殯

葬設備，且比購買還能減輕政府財政支出分配不平衡的問題159。雖然陳榮鴻在《殯

葬管理與社會發展-以台北市為例》一文中反對殯葬設備租賃方式及殯葬管理服

務由民間經營管理之作法160。但從政府財政角度思考、如何提供優質的殯葬服務

以服務民眾以及如何利用民間資金、人才與技術考量，民間參與殯葬設施係屬於

法規完善與否的問題，而非排斥民間與政府共同協力提供優質殯葬服務。因此，

建議將本條第2項修改為「前項殯葬設施於必要時，得由民間參與建設。」以免

因條文本身的設計卻反而限縮民間參與殯葬設施建設的機會。如此，則有關民間

參與殯葬設施建設的方式，可回到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法規之適用。例如

                                                 
158
 陳川青，《臺北市殯葬設施及其管理服務所面臨的困境之探討與因應對策之研究》，南華大學

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230-232頁，2002年。 
159
 譚維信，《台灣地區殯葬設施管理服務之研究-以新竹市殯葬管理所為例》，南華大學生死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第99-100頁，2001年。 
160
 陳榮鴻，《殯葬管理與社會發展-以台北市為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第96

頁，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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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8條：「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下： 

一  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

府。 

二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

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三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

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四  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

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五  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

政府。 

六  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

三人營運。(B. O. O.)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前項各款之營運期間，由各該主辦機關於核定之計畫及投資契約中訂定之。其屬

公用事業者，不受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19條之限制；其訂有租賃契約者，

不受民法第449條、土地法第25條及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 

    如此可擴大民間參與殯葬設施建設之可能性，減輕政府負擔，由於民間資

金、人才、技術的投入，更能創造優質的殯葬服務環境以提供消費者。另外，也

解決〔殯葬管理條例〕第20條第2項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8條民

間參與建設範圍不同，所可能產生解釋適用法規時，卻受限制的疑慮。例如位於

高雄市三民區覆鼎金，有公墓用地與殯儀館用地二筆不同地目之土地，其所有權

人分歸二殯葬服務業所有，公墓用地之所有權人國○集團於2005年6月16日向

高雄市民政局申請設置納骨設施，殯儀館用地所有權人龍○集團於 2005 年 5 月

31日則向高雄市民政局申請設置殯儀館。雖然高雄市民政局對於該二個B.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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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樂觀其成，目前尚在高雄市政府審理中，由於該二B. O. O.案之審查委員仍有

所質疑，尚在審查中未通過。 

另外，〔殯葬管理條例〕第 70 條規定：「為落實殯葬設施管理，推動公墓

公園化、提高殯葬設施服務品質及鼓勵火化措施，主管機關應擬訂計畫，編列預

算執行之。」此乃為督促各主管機關確實落實殯葬設施之管理，於條文中明文揭

示。 

二、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中，並無明文公立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單位，因此僅

能由相關法規文件中分析，以與台灣進行比較。早期大陸殯葬設施皆由公家機關

投資設置，並由公部門經營管理。但隨著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

立和國家管理體制的改革，殯葬設施的管理也由過去偏重行政管理，轉為經營服

務管理，以適應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要求。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

條例】第1條明白揭示，為了推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進入市場，增強企業活力，

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而來制定。另【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第2

條明文：「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目標是：使企業適應市場的要求，成為依法自主

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和經營單位，成為獨立享有民

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企業法人」。使得公立殯葬事業單位有了自我發展的能

力，而能採取企業化經營管理的體制。 

【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5條：「殯葬事業單位應經辦多種殯葬服務

專案，增收節支，逐步做到自負盈虧。經費暫時不能自給的單位，實行收支相抵，

定額補貼包幹使用的辦法，超虧不補，減虧分成，一年一定或者一定幾年不變。

補貼費從火葬場事業費中開支。收入穩定，經費自給有餘的單位，除更新改造基

金留歸本單位外，其餘部分實行殯葬事業單位和主管部門盈餘分成制。分成比例

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廳(局)商財政廳(局)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按分成比例

應上繳主管部門的部分應用於殯葬事業單位的技術改造、改善工作條件和發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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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民政事業開支，不得挪作他用。」大陸早期殯葬事業單位全由國家補助，殯葬

職工於崗位上抱持吃大鍋飯心態，由於效率低落，常造成殯葬事業單位的虧損，

增加大陸財政上的負擔，對此，希望透過經營方式的改變，使殯葬事業單位能盡

量做到自負盈虧，盈餘提供殯葬事業單位和主管部門分成，以增加殯葬事業單位

服務質量。又【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6條：「積極推行經營承包責任制。

實行經營承包責任制的單位，不論是實行定額補貼包幹制的，還是實行盈餘分成

制的，經過提高服務品質、改善經營管理、擴大經營專案所增加的收入，必須按

合同規定留給殯葬事業單位，一部分用作改善工作條件；一部分用作職工集體福

利和獎勵基金。具體辦法，由各地通過試點制定。」經營承包責任制，通常由館

長集體承包，用承包合同的形式把經營期限、經濟指標、社會效益，建設專案、

收入分配、法人責、權、利等固定下來。承包經營者再把承包指標和責、權、利

分解到各個班組、崗位和個人
161。該種合同屬於行政合同，與民事合同有別。【殯

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8條：「殯葬事業單位應建立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的

各項規章制度，健全考核制度，實行節約獎勵。經營的項目，應在提高品質的前

提下制定先進合理的指標和消耗定額。對節約燃料的，應根據節約的數量，給予

適當的獎勵。」為能落實經營承包責任制，建立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並擬定獎

勵措施，使殯葬職工能轉被動為主動，更為積極以達合同目標。另外，技術的完

善有助於目標的達成與超越，【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9條：「殯葬事業

單位應健全技術管理制度，建立技術檔案，進行設備改造和技術革新，降低燃料

消耗，逐步實現操作機械化和消除污染。」 

【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是大陸殯葬管理從行政管理行走向經營管理

型的重要標誌。由於經營承包責任制可以把單位的經營成果同職工責任和經濟利

益掛起鉤來，有利於實現責、權、利三結合和國家、集體、個人利益三結合，使

每個殯葬職工在各自的崗位上，對所使用和管理的公共財產負責，對完成本單位

                                                 
161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上冊），

第217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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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計畫負責，對提高本單位的經濟效益負責。這一管理機制對大陸殯葬事業

單位帶來了生機和活力162。除此之外，大陸殯葬事業單位也有朝股份制發展的聲

音，希望透過股份制，來吸收更多社會資金投入殯葬事業建設，解決政府單位資

金籌措困難的問題，殯葬職工持股，有助於在崗位上更為主動積極。 

大陸對公立殯葬設施的經營，由各地方自行訂定，通常是民政部門直接負責

經營。例如上海市民政局所屬的上海市殯葬管理處，即負責殯葬活動的具體管理

工作。而上海市殯葬服務中心負責公立殯葬設施的經營。又北京市民政局下設北

京市殯葬管理處，是北京市唯一代表政府管理殯葬事宜和殯葬服務的部門，位於

北京石景山區八寶山革命公墓園內。 

三、比較分析 

台灣對於公立殯葬的經營，〔殯葬管理條例〕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可以依其業

務量來設置殯葬設施管理單位或管理人員，其目的在於強化地方殯葬管理行政組

織。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中，並無明文公立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單位，及其如

何經營。但本於公立殯葬設施設置者為公家機關，其經營者與設置者甚至管理者

可謂同一單位，因此，在大陸對公立殯葬設施的經營，由各地方自行訂定，通常

是民政部門直接負責經營。兩岸對公立殯葬設施之經營，地方皆可設置專職的管

理部門。 

過去台灣曾將殯葬設施之設置當作是一種社會事業，由政府編列預算興建，

如此將加重政府財政負擔，為能減輕政府負擔，並希望可利用民間豐沛之資金、

人才與技術，以提升殯葬設施之經營效率，爰規定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委託民間

經營。但由於條文僅提到「委託經營」，卻可能反而限縮了民間參與殯葬設施建

設的範圍。大陸自今仍將殯葬事業看做一種特殊的社會事業，民間參與公立殯葬

設施的經營仍不易產生，但隨著開放力度的增加，亦有些地區開始利用民間資金

興辦殯葬事業。根據郭愛華、任俊、趙大偉等人在〈利用社會資本興辦殯葬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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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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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證分析-江西省殯葬行業招商引資調研〉一文指出，江西省為了規範招商引

資，確保殯葬事業的健康發展，訂定了【關於利用社會資金建設殯葬設施有關問

題的通知】（贛民字〔1998〕117號），對合作形式、合作期限和管理進行規範，

其合做方式包括合作經營形式、合資經營形式、股份制形式，以及買斷經營權形

式等四種，江西省的這種作法，為此也取得了許多成效，包括改善了殯葬事業基

礎設施，提高了火化率；引進了新的管理理念，提高了殯儀服務的水平和質量；

引進了資金與人才；引進了政府各級領導的重視163。這股民間參與殯葬設施經營

的走向將不斷提高，過去大陸對殯葬事業單位偏向行政管理，隨著改革開放，已

轉為經營管理，甚至擴大民間參與的機會。此股潮流值得有意投資大陸的殯葬服

務業者注意。 

另外，台灣公立殯葬設施之管理單位雖然多由民政部門負責，但經營單位則

與民政部門不同人員擔任甚至委託民間經營，可謂管理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大陸

則出現同一單位兩塊招牌的情形。例如北京市殯葬管理處即設於北京石景山區八

寶山革命公墓院內，實際上經營權與管理權落在同一單位手中，如此，也造成大

陸殯葬設施的壟斷經營。 

第二節  移動式火化設施經營之申請與限制 

移動式火化設施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11款之規定，係指「組裝於

車、船等交通工具，用於火化屍體、骨骸之設施。」該設施係由台灣民間所研發

而成，大陸並無相同或類似規範，因此，本節僅就台灣條文說明。 

台灣公私立火化場分布不均，政府雖鼓勵增建，惟因國人環境品質要求日益

提高，對於火化場這類高鄰避性設施之設置案，往往群起抗爭，阻礙設置，為解

決火化場之供給不足，爰明定殯儀館及火化場經營者得申請使用移動式火化設施

經營火化業務。惟為防範弊端，乃明文限制其申請使用者及火化之地點。〔殯葬

管理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殯儀館及火化場經營者得向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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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愛華、任俊、趙大偉，〈利用社會資本興辦殯葬事業的實證分析-江西省殯葬行業招商引資調

研〉，收於，《解讀生死》，第363-366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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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申請使用移動式火化設施，經營火化業務；其火化之地點，以合法設置

之殯葬設施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範圍內為限。」本項移動

式火化設施經營火化業務之申請主體，僅限於殯儀館及火化場之經營者。至於移

動式火化設施之火化地點，依文義解釋，則不限於僅在殯儀館或火化場內，可擴

及到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甚至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

範圍內皆可。對於未經核准，擅自使用移動式火化設施經營火化業務，或火化地

點未符第21條第1項規定者，依〔殯葬管理條例〕第55條規定，「經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連續處罰之。」其處罰對象，先處罰殯葬設施經營業，無殯葬設施經

營業者，依第55條第2項：「處罰設置、擴大、增建或改建者；無設置者，處

罰販售者。另第55條第3項規定：「發現有第1項之情形，應令其停止開發、

興建、營運或販售墓基及骨灰（骸）存放單位，拒不從者，除強制拆除或恢復原

狀外，並處新臺幣6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移動式火化設施之設置標準及管理辦法，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21 條第 2

項之規定，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內政部業已於 2003 年

7 月 31 日以台內民字第 09200704365 號令發布〔移動式火化設施設置及管理辦

法〕，其內容包括移動式火化設施應具備之基本設備；火化應符合之基本功能要

求；申請時應檢附之文件；合格啟用程式；移動式火化設施平時應存放之地點；

應向主管機關備查之事項；專任管理人員之設置及其職責；火化時應檢查之相關

證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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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屍體埋葬及骨灰（骸）之處理 

一、台灣方面 

屍體埋葬及骨灰（骸）之處理方式，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

第2項規定：「埋葬屍體，應於公墓內為之。骨骸起掘後，應存放於骨灰（骸）

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骨灰除本條例或自治法規另有規定外，以存放於骨灰（骸）

存放設施為原則。」因此，有關屍體之埋葬，台灣強制規定應於公墓內。關於

骨骸起掘乃源於二次葬之習俗，台灣形成二次葬之原因，根據王毓翔在《清代

新竹地區墳墓建築調查研究》一文中指出，係由於台灣氣候溫暖潮濕，葬後數

年棺木腐朽，後世不忍其先人骨骸遭濕腐蟲蝕，以及基於原鄉歸葬故里觀念，

而有二次葬之習俗164。雖然台灣民間有葬後撿骨之習俗，對於撿骨後之骨骸，

〔殯葬管理條例〕已強制規定應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骨灰

之處理方式，原則上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內，例外可以依〔殯葬管理條

例〕或自治法規之規定方式處理，例如植樹葬、骨灰拋灑或植存、骨灰埋葬等

方式。至於骨骸火化後當如何處理，本條例並無規定，由於骨骸火化後即成為

骨灰，解釋上其處理方式應當適用同條第2項，「除本條例或自治法規另有規

定外，以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為原則」即應以處理骨灰之方式為之。當

骨骸起掘後若有轄區內骨灰（骸）存放設施不足時，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

則〕第19條第1項規定：「骨骸起掘後依本條例第22條規定，應存放於骨灰

（骸）存放設施，直轄市、縣（市）轄內骨灰（骸）存放設施如有不足者，得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定自治法規處理。」亦即授權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訂定自治法規處理。但由於〔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僅對〔殯葬管理條例〕第22條骨骸起掘後骨灰（骸）存放設施不足之解釋，

雖然可處理骨骸起掘後轄區內骨灰（骸）存放設施不足之問題，但骨灰（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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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設施不足，可能連帶地造成骨灰存放之問題，而〔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19條第1項卻沒含括此問題在內。因此，建議將〔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19條第1項：「骨骸起掘後依本條例第22條規定，應存放於骨灰（骸）存

放設施」等文字刪除。修改為「直轄市、縣（市）轄內骨灰（骸）存放設施如

有不足者，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定自治法規處理」。另外，對於

〔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前，公墓內既存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合法墳墓，

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第2項規定允許：

「於原規劃容納數量範圍內，得繼續存放，並不得擴大其規模。」對於違反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者，〔殯葬管理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除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外，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必要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起掘火化後為適當之處理，其所需費用，

向墓地經營人、營葬者或墓主徵收之。」違反第22條第1項之處罰對象係針對

行為人。透過按日連續罰以強化執法效果，於必要時由主管機關強制起掘火化

後，為適當之處理。 

公墓收葬、骨灰（骸）存放及火化場或移動式火化設施火化屍體，應檢附

埋葬或火化許可證明及該證明之申請核發，故〔殯葬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明定：「公墓不得收葬未經核發埋葬許可證明之屍體。骨灰（骸）之存放或

埋藏，應檢附火化許可證明、起掘許可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火化場或移動式

火化設施，不得火化未經核發火化許可證明之屍體。但依法遷葬者，不在此限。」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之目的，在於防止不明原因死亡之屍體遭收葬或火化，危害

社會秩序，及妨礙刑事偵察之進行。對於違反第22條第3項之規定擅自收葬、

存放、埋藏或火化屍體、骨灰（骸）者，依〔殯葬管理條例〕第56條第2項規

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罰金。」

其處罰對象為經營者或管理者。另外，〔殯葬管理條例〕第56條第3項規定，

私立殯儀館、火化場，違反第22條第3項規定火化屍體，且涉及犯罪事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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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行為人依法送辦外，得勒令其停止營業6個月至1年。其情節重大者，得

廢止其許可。」本項規定之處罰對象為殯葬設施經營者。申請埋葬、火化許可

證明時，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2條第4項：「應檢具死亡證明文件，向直轄

市、市、鄉（鎮、市）主管機關或其授權之機關申請核發。」死亡證明文件，

例如醫院核發之死產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或檢察官核發之相驗證明書。 

依〔殯葬管理條例〕所處罰鍰及依第56條應徵收之費用，經限期繳納，屆

期仍未繳納者，〔殯葬管理條例〕第69條明定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二、大陸方面 

隨著大陸改革的開放，經濟不斷地發展，農村在殯葬上，講排場、比闊氣在

有些地方又再盛行，「富不富看墳墓」成為評比富有程度之標準，於是違法濫葬

有死灰復燃的情形。早先對土葬改革區死亡人員屍體之規範，民政部、國家土地

管理局1990年12月26日民事函〔1990〕281號【民政部、國家土地管理局關於

制止喪葬濫占土地私建墳墓的通知】已規定：「在建有公墓的地方，必須埋入公

墓；未建公墓的地方，有荒山瘠地的，要埋入荒山瘠地；無荒山瘠地的，實行平

地深埋，不留墳頭和碑誌。任何地方，都不准在可耕地（包括承包責任田和自留

地）和宜林山地亂埋亂葬。」其目的在於制止民眾亂埋濫葬而佔用耕地、林地之

行為。由於大陸對屍體的處理，劃分為火化區與允許土葬之區域，為嚴格落實火

化政策，【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2條：「在火葬區，要提倡骨灰深埋、撒放等

一次性處理，也可經批准有計劃地建立骨灰公墓，在土葬改革區，應有計劃地建

立遺體公墓或骨灰公墓。」又根據【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 19 條規定：「嚴禁

在土葬改革區經營火化區死亡人員的遺體安葬業務。」火化區內禁止屍體土葬。

對於火化後之骨灰以及土葬區之埋葬，依民政部1988年4月29日民〔1988〕民

字 15 號【民政部印發《關於加強公墓管理的報告》的通知】：「火葬區內骨灰

處理提倡多樣化，可以埋進公墓，可以存放於骨灰堂、骨灰牆，也可以深埋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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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土葬改革區內，凡已建立公墓的地方，不得在公墓以外的地方另行埋葬；

尚未建立公墓的地方，應積極推行平地深埋，不留墳頭的葬法。嚴禁占用耕地亂

埋亂葬。對於違反上述規定的處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

況制定具體處罰辦法。」因此，大陸仍提倡多元的葬法，而屍體土葬以在公墓內

埋葬為原則。到【殯葬管理條例】第 15 條則對屍體埋葬進一步嚴格規範，「在

允許土葬的地區，禁止在公墓和農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埋葬遺

體、建造墳墓」對屍體之埋葬限制於公墓內，與以往作法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由於大陸公墓又有經營性公墓與公益性公墓之別，凡在經營性

公墓內安葬骨灰或屍體的，依【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17條：「喪主應按規定

交納墓穴租用費、建墓工料費、安葬費和護墓管理費」，經營性公墓內埋葬，

不限制埋葬者之身分。而公益性公墓僅能提供村民埋葬服務，【殯葬管理條例】

第9條前段明文：「農村的公益性墓地不得對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員提供墓穴用

地。農村的公益性墓地不得對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員提供墓穴用地。」對於將應

火化的屍體土葬或者在公墓和農村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屍體、建造

墳墓的，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0條規定：「由民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拒不

改正的，可以強制執行」本條所謂「可以強制執行」的範圍，根據民政部1998

年 6 月 18 日民事函〔1998〕1【民政部對殯葬管理條例有關條款解釋的函】，

是指：「（一）在火葬區將應當火化的遺體進行土葬的；（二）在火葬區的公

墓和公益性墓地以外埋葬骨灰並修建墳墓的；（三）在土葬改革區公墓和公益

性墓地以外埋葬遺體並修建墳墓的。」對於上述行為，由民政部門責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強制執行。不論是火化土葬還是屍體土葬，【殯葬管理

條例】第9條後段明文：「禁止建立或者恢復宗族墓地。」所謂宗族墓地，是

指同一家族的人死後，按輩份大小排列埋在一起的墓地
165。大陸認為宗族墓地

是封建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具有封建色彩，為大陸所不允許。自從共產黨取得

                                                 
165
 多吉才讓，《民政專業法規條文釋義》，第311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3年2月第1次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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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統治權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伴隨著殯葬改革的不斷發展和深入，宗族

墓地已逐漸消亡了。 

為能加強制止違法濫葬行為、並做好公益性公墓的管理，以及宗族墓地的

禁止。【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9條明文：「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批准，不得

擅自興建殯葬設施。農村的公益性墓地不得對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員提供墓穴用

地。禁止建立或者恢復宗族墓地。」本條正與【殯葬管理條例】第9條相呼應。

對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家族、宗族墓，及活人墳皆為大陸地區所嚴格禁止，【公

墓管理暫行辦法】第18條：「嚴禁在公墓內建家族、宗族、活人墳和搞封建迷

信活動」。但為處理外籍華人、港澳同胞、台灣人民要求修復祖墓的問題方面，

1984年7月23日〔84〕僑政會字042號【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民政部關於華僑

修復祖墓問題的通知】提到：「為了滿足廣大華僑尋根問祖的願望，照顧他們

思祖懷鄉的感情，對他們提出修復祖墓的要求，原則上應予同意」。由此可見，

祖墓大陸並不認為是封建的東西，而家族墓、宗族墓、活人墳則是封建的東西

被禁止。 

針對台灣人民去世後到大陸埋葬的問題，民政部1988年3月16日民〔1988

〕民字8號【民政部關於台灣同胞回大陸辦理喪葬問題的通知】：「台胞去世

後，其親屬要求回大陸安葬，一般只允許安葬骨灰。要求將遺體運回大陸安葬

的，須由其親屬報請其原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部門依當地有關

規定從嚴審批，批准後還須經海關衛生檢疫合格。安葬地點由民政部門負責安

排。當地有公墓的，安葬在公墓內；沒有公墓的，可在當地政府指定的荒山荒

地或不宜耕種的瘠地埋葬。」同意台灣人民於大陸埋葬，但以骨灰埋葬為原則，

屍體為例外；埋葬地點以在當地公墓內為原則，在當地政府指定的荒山荒地或

不宜耕種的瘠地埋葬為例外。此可謂對台灣人民埋葬的一種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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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以及犯罪行為人毀屍滅跡，故【殯葬管理條例】第

13條第2款規定：「火化遺體必須憑公安機關或者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

醫療機構出具的死亡證明。」因此，大陸死亡證明是火化屍體的必備文件。 

三、比較分析 

台灣對屍體的埋葬，強制必須於公墓內，禁止公墓外的亂埋濫葬行為。骨

骸起掘後，也強制應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對火化後骨灰的

處理，台灣人民除了可以選擇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還可以土葬、植樹

葬、拋灑或植存等多元處理方法。大陸對屍體的埋葬，早先原則上強調須於公

墓內埋葬，未建有公墓的仍准許選擇荒山瘠地或平地深埋不留墳頭的葬法。由

於公墓的開發，需要眾多政府經費的投入，況且大陸西部多山，要全面要求將

屍體運到合法公墓埋葬仍有實質上的困難，因此允許非公墓內的埋葬。但到【殯

葬管理條例】，即限制屍體於公墓外埋葬，比過去作法更為加強管控。骨灰的

處理方面，大陸由於有火化區與土葬區之分，只有火化區才強制火化，由於大

陸入土為安的觀念仍很重，火化後的骨灰通常是埋葬骨灰公墓。但由於節約殯

葬用地是大陸殯葬改革的方針之一，因此，骨灰存放、植樹葬、拋灑或植存等

多元處理方法，亦為大陸所提倡。大陸並無規範撿骨後如何處理的問題，川口

敦司在《廣東族群撿骨重葬習俗的人類學研究》一文中認為，大陸政府大力推

行火化、禁止土葬（包括撿骨重葬），恐有待斟酌
166。撿骨在整個大陸仍屬少

數地區的風俗習慣。例如大陸南部廣東省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即有兩種拾骨重

葬情況，1.有些漢族和壯族原則上一定要進行撿骨重葬；2.八排瑤族非家裡有不

幸或不興旺，基本上只有一次葬，而不進行遷葬167。由於埋葬需要相關證件，

若能好好落實，撿骨重葬實在也難以拿到相關證件。 

                                                 
166
 川口敦司，《廣東族群撿骨重葬習俗的人類學研究》，（大陸）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論文，第162

頁，2001年。 
167
 川口敦司，《廣東族群撿骨重葬習俗的人類學研究》，（大陸）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論文，第94

頁，2001年。 



 153

台灣對於公墓內埋葬，並無對被埋葬者身份或埋葬形式加以限制。對於〔殯

葬管理條例〕施行前，公墓內既存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合法墳墓，基

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允許於原規劃容納數量範圍內，得繼續存放，並不得

擴大其規模。在合法公墓內，台灣則不禁止建家族墓、宗族墓，甚至活人墳。

大陸由於公墓有公益性公墓與經營性公墓的不同，因此，禁止公益性公墓提供

村民以外之人使用。又基於封建之理由，禁止家族墓、宗族墓、活人墳的建立。

但對華僑卻可以基於滿足廣大華僑尋根問祖的願望，照顧他們思祖懷鄉的感情

之理由，同意對他們提出修復祖墓的要求。若是如此，基於平等原則，大陸人

民修復祖墓是否仍應允許？思祖之情何獨華僑有，大陸地區人民無？何以家族

墓、宗族墓具封建性，祖墓不具封建性？由此可知，基於封建而禁止，其理由

稍嫌薄弱。對此問題，筆者曾於大陸實地訪談時，提出個人疑惑，某省社會福

利和社會事務處副處長，語帶保留的回答，「怕引起社會問題」，恐怕較為真

實。畢竟共產黨一黨專制，不容許有小集團，以免動搖國本。其實，若公墓建

設完善，禁止人民公墓外的埋葬行為，並配合公墓墓基不得預售以及墳墓起掘

後強制規定必須做如何處理的政策，則家族墓、宗族墓實在也無法存在，畢竟

不得預售，除非起掘後再一起購地埋葬，很難同一家族的人能比鄰而葬在一起。 

台灣並無特別針對大陸人民來台安葬問題進行規範。大陸則對台灣人民到

大陸安葬做有規範。台灣人民去世後，原則上大陸允許安葬骨灰，特殊情形才

允許屍體的埋葬。埋葬地點以在當地公墓內為原則，在當地政府指定的荒山荒

地或不宜耕種的瘠地埋葬為例外。此可謂對台灣人民埋葬的一種禮遇。由於二

次大戰結束以及國共內戰後，有許多人係由大陸來台，開放台灣人民到大陸安

葬，正合乎傳統上落葉歸根之需求。另外，由於台灣山多平原少，人地比例相

當高，從技術合作層面來看兩岸的殯葬亦能進行交流，台灣公墓、骨灰（骸）

存放設施相對較大陸貴，或許此一政策，可以創造兩岸殯葬技術合作的有利空

間，未來是否可以考慮台灣出資金、人才與技術，大陸提供土地，在大陸建立

專為台灣人民而設的公墓或骨灰（骸）存放設施，亦是一種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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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在公墓收葬、骨灰（骸）存放及火化場火化屍體，皆須檢附相關證件。

台灣明定公墓不得收葬未經核發埋葬許可證明之屍體。骨灰（骸）之存放或埋

藏，應檢附火化許可證明、起掘許可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火化場或移動式火

化設施，不得火化未經核發火化許可證明之屍體。但依法遷葬者，不在此限。

以防止不明原因死亡之屍體遭收葬或火化，危害社會秩序，及妨礙刑事偵察之

進行。大陸則為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以及犯罪行為人毀屍滅跡，故規定火化屍

體必須憑公安機關或者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醫療機構出具的死亡證明。 

第四節  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之相關限制 

雖然墳墓建築本身彰顯一種場所精神，讓喪親者在失親時，點了一燭亮光，

感受到亡者的一切，建構著死亡世界的林林總總，讓喪親者重獲慰藉168。但由於

土地資源的有限性，不能再讓墳墓建築隨個人喜好不加以限制，因此，殯葬管理

法規中即對墳墓之面積、深度、高度，及使用年限進行限制。限制墓基面積與使

用年限，以及骨灰（骸）櫃的使用年限，對土地資源有一定節約作用。蓋墓基面

積受有限制後，超過規定面積之大墓則依規定處理；限制使用年限後，使用期限

一到，墓主及骨灰（骸）存放者必須依規定處理，則原墓基及骨灰（骸）櫃可再

循環利用，均可達到節約土地資源之效果。限制土葬深度及高度，可避免公墓景

觀雜亂現象。由於限制土葬最少深度，可避免自然力沖刷，造成棺柩暴露；限制

土葬高度，則避免前後墳墓視野受阻隔。另外，對於土葬之墳墓起掘之限制，可

避免管理上的疏漏。因此，對於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之限制，有助於

節約土地資源以及增加公墓視覺景觀。如何兼顧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本身

撫慰心靈作用與土地資源有效利用，則為使用管理的另一重要範疇。 

一、台灣方面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23條至第25條分別對墓基面積；土葬深度及高度；

                                                 
168
 陳鈴琴，《死生之境：台南南郊竹溪沿岸墳場地景之文化與構成分析》，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第151頁，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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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基及骨灰（骸）櫃使用年限加以限制，以下分述之： 

（一） 墓基面積之限制 

〔殯葬管理條例〕第 23 條明定：「公墓內應依地形劃分墓區，每區內劃定

若干墓基，編定墓基號次，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8平方公尺。但2棺以上合葬

者，每增加1棺，墓基得放寬4平方公尺。其屬埋藏骨灰者，每一骨灰盒（罐）

用地面積不得超過0.36平方公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節約土地利用，

得考量實際需要，酌減前項面積。」此乃有鑑於先進國家，例如美國之草坪式墓

基僅使用8平方公尺左右之面積；日本晚期開發之墓園，其埋藏骨灰盒之墓基約

3 至 4 平方公尺，每個墓基可放置 12 個骨灰盒；又如德國多特蒙德市土葬墓地

平均面積在5至8平方公尺左右，均相當節約土地資源，由於台灣土地相較先進

國家更稀少珍貴，為配合提升火化進塔率及推動火化後自然葬方式，爰作墓基面

積限制之強制規定。而且為因應國人「入土為安」之需要，爰增定火化後骨灰土

葬及其墓基面積之相關規定，以提高火化率及減少傳統土葬耗費土地資源之情

形。至於「墓基」當如何計算？墓前空地、墳墓四周綠美化範圍是否包含在內？

根據實務見解，只要不能再供他人使用，即屬於墓基的一部份，不能以綠美化為

名，變相擴大墓基
169。如此雖使墓基計算方式有據，但能否再供他人使用如何判

定？例如墓主購買大面積墓基，目前雖僅葬一屍體，其他面積卻是可供將來十百

代子孫使用，目前僅暫時加以綠美化，如此卻又將產生解釋上的疑義？因此，或

許可以考慮強制以被埋葬屍體所在範圍為中心，計算其墓基之使用面積，不論其

是否以綠美化為名或其他名義皆然，若超出〔殯葬管理條例〕限制範圍者，則依

法處理。對於〔殯葬管理條例〕施行以前已核准設置之公墓，為免新舊法規適用

產生疑義，爰於〔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公

墓經營者於本條例施行後設置公墓、辦理舊墓更新或新劃分墓區時，應依本條例

第23條第1項規定劃定墓基。既存未規劃墓區及墓基之公墓，直轄市、縣（市）

                                                 
169
 奇摩新聞，〈創北縣歷死紀錄，蔡萬霖墓地太大罰500萬〉，

http;//tw.news.yahoo.com/060211/19/2uedd.html，200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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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得於自治法規另定墓基面積之限制。但面積不得超過 16 平方公尺。」

本條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於自治法規另定墓基面積之限制。至於墓

基面積不得超過16平方公尺，係過去已廢止之〔墳墓設置管理條例〕第10條之

規定，因此墓基面積不宜超出〔墳墓設置管理條例〕之範疇。例如〔高雄市殯葬

管理自治條例〕第 12 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前，經核准既存未規劃墓區及墓

基之公墓，其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 16 平方公尺。但兩棺以上合葬者，每增加

一棺，墓基得放寬10平方公尺。」即是。 

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規定面積，依第57條規定：「經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超過面積達 1

倍以上者，按其倍數處罰之。」本條規定並不直接對違反面積限制者處罰，而是

先給予改善期限，屆期仍未改善，再處以罰鍰。而本條雖無連續罰之規定，但為

能有效嚇阻違法行為，則有依超過面積倍數，按其倍數處罰之規定。 

（二） 土葬深度及高度之限制 

為免公墓埋葬棺柩後，因自然力沖刷而曝露地表，故明定埋葬深度。另為免

墓頂高度不一，致墓園景觀雜亂或產生前後墳墓之視野阻隔，故限制墓頂之高

度。〔殯葬管理條例〕第24 條第1 項明定：「埋葬棺柩時，其棺面應深入地面以

下至少70公分，墓頂至高不得超過地面1公尺50公分，墓穴並應嚴密封固。因

地方風俗或地質條件特殊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但

其墓頂至高不得超過地面2公尺。」土葬深度方面，原則上棺面與地面的距離，

必須在 70 公分以上才可以；屍體土葬高度方面，原則上墓頂與地面的距離，必

須在1.5公尺以下才可以。但考量地方風俗或地質條件特殊，報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者，例外可不受上開限制。例如桃竹苗一帶有蓋「墓厝」習俗，其

以水泥建材蓋如一個樓層，人可進入，其高度往往高於1.5公尺之限制，但墓頂

至高仍不得超過地面2公尺。另外，由於有些地區地下水層較淺，若挖得太深，

則可能出水，因此，基於地質條件的考量，墓面與地面的距離當允許縮短。違反

第24條第1項規定，依〔殯葬管理條例〕第58條：「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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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超過高度達1倍以上者，按其倍

數處罰之。」 

對於骨灰之埋葬方式，〔殯葬管理條例〕第24 條第2 項明定：「埋藏骨灰

者，應以平面式為之。但以公共藝術之造型設計，經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審查通

過者，不在此限。」本條例第24 條第2 項所定平面式，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

細則〕第17條規定：「指墓碑不得高於地面30公分，且墓頂與地面齊平之埋葬

（藏）方式。」公共藝術造型設計之骨灰埋葬，有美化之效果，允許其不必採平

面式埋葬。但埋葬骨灰採公共藝術之造型設計，為免影響公墓景觀，因此，個案

營葬，應送請審議委員會審查。 

（三） 墓基及骨灰（骸）存放格位使用年限之限制 

公墓墓基與骨灰（骸）存放設施限制其使用年限，有助於促進土地之循環利

用，節約土地資源，故〔殯葬管理條例〕第25條第1項明定：「直轄市、縣（市）

或鄉（鎮、市）主管機關得經同級立法機關議決，規定公墓墓基及骨灰（骸）存

放設施之使用年限。」為避免新條例對民眾造成過大衝擊，故授權各地方主管機

關訂定使用年限。部分地方政府業已於殯葬自治法規之明定使用年限。例如〔高

雄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11條第1項：「公立公墓墓基使用年限為15年；公

立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年限為 50 年。」；〔臺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公立公墓之墓基使用年限為 7 年，因特殊事故得申請延長。但

其使用年限累計不得超過 10 年。」從地方殯葬管理自治法規可以看出，地方政

府對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年限之規定，與〔殯葬管理條例〕仍有落差。

例如高雄市僅對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進行規範，卻無對私立公墓

及骨灰（骸）存放設施規範，台北市卻僅規定公立公墓使用年限。另外高雄市規

定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年限一次可以 50 年是否恰當？殯葬設施之使用

性質為何？其與〔民法〕租賃、委託之關係為何？公墓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使

用期限超過20 年者，有無與〔民法〕第449 條第1 項：「租賃契約之期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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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逾20年。逾20年者，縮短為20年。前項期限，當事人得更新之。」相抵觸，

係另一有待討論之課題。 

對於墳墓及骨灰（骸）櫃使用年限屆滿，必須有一定合法的處理程序，故〔殯

葬管理條例〕第25 條第2 項明定：「前項埋葬屍體之墓基使用年限屆滿時，應

通知遺族撿骨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之。埋藏骨灰之墓基及骨灰

（骸）存放設施使用年限屆滿時，應由遺族依規定之骨灰拋灑、植存或其他方式

處理。無遺族或遺族不處理者，由經營者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以其他方

式處理之。」對於屍體埋葬年限屆滿方面，表面上似乎強制以撿骨存放於骨灰（骸）

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之。骨灰埋葬或存放年限屆滿方面，不論土葬或存放，表面

上強制拋灑、植存或其他方式處理。由於本條無罰則，因此，訓示性大於強制性。

所謂其他方式處理，從條文安排來看應係指與骨灰拋灑、植存相當之方式，但基

於遺族懷念死者的情感，應可考慮適度放寬合法埋葬的方式，例如土葬或存放。

另外，存放設施於使用年限屆滿，處理者之次序，先是遺族，其次是經營者。 

〔殯葬管理條例〕第 73 條：「本條例施行前依法設置之私人墳墓，於本條

例施行後僅得依原墳墓形式修繕，不得增加高度及擴大面積。經依第 25 條規定

公墓墓基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年限者，其轄區內私人墳墓之使用年限及

使用年限屆滿之處理，準用同條規定。中華民國72年（即1983年）11月11日

墳墓設置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前，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私立公墓，其緊鄰區域已

提供殯葬使用，並符合第8條之規定者，於本條例施行後1年內，得就現況依第

6條及第7條規定辦理擴充、增建之補正申請，不受第55條第3項強制拆除或恢

復原狀之限制。」明定本條例施行前依法設置之私人墳墓僅得依原規模修繕。1983

年11月13日前設置之私人墳墓，其時尚無法令規範，依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亦

得依原規模修繕。 

二、大陸方面 

大陸對於墓基面積與使用年限的限制，早期由中央主管機關發布相關文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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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例如民政部1988年4月29日民〔1988〕民字15號【民政部印發《關於加

強公墓管理的報告》的通知】：「公墓建設應作好規劃。墓穴用地要節約，埋葬的

骨灰盒，一具占地以50至70公分為宜，最多不得超過1平方米；埋葬的遺體，

一具占地以一個簡易棺木為限。安葬時應以土掩埋，避免使用水泥，以利綠化。

以碑為標誌的，應統一規格，宜小不宜大，並儘量使用臥碑或橫碑，應以占用土

地面積、墓地工程、使用年限和保護管理等分別計價，總計價格要高於在骨灰堂

寄存骨灰盒的費用，具體標準，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廳局商同級物價部

門確定。」對於違反上述規定的處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據

實際情況制定具體處罰辦法。 

公墓墓基及使用年限，【殯葬管理條例】已將做了原則性的宣示，依【殯葬

管理條例】第11條規定：「嚴格限制公墓墓穴占地面積和使用年限。按照規劃允

許土葬或者允許埋葬骨灰的，埋葬遺體或者埋葬骨灰的墓穴占地面積和使用年

限，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按照節約土地、不占耕地的原則規定。」為

能節約土地，因此墓基面積不宜過大，應有所限制，又土地循環利用有利於達到

節約土地之目的，故墓基使用年限亦應有所限制。由於大陸幅員遼闊，各地風俗

習慣各不相同，墓基面積和使用年限授權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按照節

約土地、不占耕地的原則規定。但為免對公墓墓基占地面積及使用年限產生疑

義，民政部1998年9月16日民事發〔1998〕10號【民政部關於貫徹執行「殯葬

管理條例」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解釋】針對「嚴格限制公墓墓穴占地面積和使用年

限」做出解釋：「埋葬骨灰的單人、雙人合葬墓占地面積不得超過 1 平方米，埋

葬遺體的單人墓占地面積不得超過4平方米，雙人合葬墓不得超過6平方米；墓

穴（含骨灰堂骨灰存放格位）原則上以 20 年為一個使用週期。」由此可知，大

陸墓基面積限制方面，土葬分為骨灰埋葬與屍體埋葬，骨灰埋葬無論單人墓或合

葬墓，其面積均不得超過1平方公尺；屍體埋葬單人墓不得超過4平方公尺，雙

人合葬墓不得超過6平方公尺。至於使用年限，無論墓基或骨灰（骸）存放櫃，

原則上以20年為限，20年到期後，是否可以繳費再繼續使用，則由省、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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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人民政府訂定。例如上海市墓基面積單人墓不得超過1.5平方公尺，雙人

墓不得超過3平方公尺；使用期限最長不得超過70年。 

墓基占地面積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的標準的，依【殯葬管

理條例】第19條規定：「由民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

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罰款。」 

三、比較分析 

台灣為節約土地資源，爰參考美日德等先進國家作法，對墓基面積做明確限

制。又由於台灣土地相較先進國家更稀少珍貴，因此，積極推動火化進塔或環保

自然葬方式。而且為因應國人「入土為安」之需要，爰增定火化土葬及其墓基面

積之相關規定，以提高火化率及減少傳統土葬耗費土地資源之情形。對於骨灰之

埋葬方式，〔殯葬管理條例〕明定原則上以平面式為之。例外以公共藝術之造型

設計者，為免影響公墓景觀，經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不在此限。至

於〔殯葬管理條例〕施行以前已核准設置之公墓，為免新舊法規適用產生疑義，

爰規定公墓經營者於本條例施行後設置公墓、辦理舊墓更新或新劃分墓區時，應

依本條例第23條第1項規定劃定墓基。既存未規劃墓區及墓基之公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於自治法規另定墓基面積之限制。但面積不得超過 16 平方

公尺。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23 條第1 項規定面積，先給予改善期限，屆期

仍未改善，再處以罰鍰。 

公墓墓基與骨灰（骸）存放設施限制其使用年限，有助於促進土地之循環利

用，節約土地資源，但為避免新法對民眾影響過大，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授權

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主管機關得經同級立法機關議決，規定公墓墓

基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年限。但由於地方可自行規定使用年限，造成各

地方使用年限有很大落差。甚至墓基與骨灰（骸）存放櫃的使用年限可能一次超

出租賃最高年限之規定。因此，大陸使用年限最久一次 20 年，時間到可以再延

長，延長次數可以讓後代子孫決定，若子孫不再繳交管理費，則推定於年限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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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該殯葬設施經營者依法處理之作法，或有值得台灣參考之處。 

大陸由於幅員遼闊，各地風俗習慣各不相同，【殯葬管理條例】僅對公墓墓

基及使用年限，做出原則性的宣示，墓基面積和使用年限授權由省、自治區、直

轄市人民政府按照節約土地、不占耕地的原則處理。但為免對公墓墓基占地面積

及使用年限產生疑義，民政部針對「嚴格限制公墓墓穴占地面積和使用年限」做

出具體限制範圍的解釋，但地方政府在限制範圍內仍有很大空間。墓基占地面積

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的標準的，由民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沒

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罰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兩岸對墓基或骨灰（骸）櫃訂有使用年限，但由

於台灣部分私立殯葬設施經營者所銷售之墓基或骨灰（骸）櫃，有出售所有權之

情形，消費者可以持分之方式擁有該等殯葬設施土地之所有權，在此情況之下，

所有權本屬於完全物權，所有權人於法令內可以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並排

除他人之干涉，法令不能任意限制所有權持有年限，則〔殯葬管理條例〕之墓基

或骨灰（骸）櫃使用年限規定，可能發生與墓基或骨灰（骸）櫃所有權相抵觸情

形。因此，是否法令需限制墓基或骨灰（骸）櫃，僅能提供債權性質的使用權，

不得出售所有權，但若做如此限制，則與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是否相背離？

此一兩難仍有待解決。又台灣墓基或骨灰（骸）櫃又有出售所謂永久使用權，其

與使用年限之關係仍有待探討。 

台灣為免公墓埋葬棺柩後，因自然力沖刷而曝露地表，故明定埋葬深度。另

為避免墓頂高度不一，致公墓景觀雜亂或產生前後墳墓之視野阻隔，故限制墓頂

之高度。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對墳墓高度與深度進行規範，但仍有要求平

地深埋、不留墳頭的葬法。 

第五節  殯葬設施之維護 

一、台灣方面 

（一） 墳墓起掘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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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埋葬之墳墓，應受法律保護，非符合法定要件，不得任意起掘，此可維

護埋葬者之權利，並有利於主管機關對公墓內埋葬之管理。故〔殯葬管理條例〕

第26條明定：「公墓內之墳墓棺柩、屍體或骨灰（骸），非經直轄市、市、鄉（鎮、

市）主管機關或其授權之機關核發起掘許可證明者，不得起掘。但依法遷葬者，

不在此限。」明定墳墓起掘必須依法檢附起掘許可證明。依法遷葬之情形，例如

基於舊墓更新；妨礙軍事設施；妨礙公共衛生；妨礙都市發展等等原因。由於依

法遷葬，因遷葬行為已取得法律依據，自無須再另外檢附起掘許可證明。違反第

26條規定者，依第59條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本條

處罰之對象係違法行為人。 

另外，為免無主墳墓，影響土地資源之使用，因此，有必要對無主墳墓加以

規範，〔殯葬管理條例〕第 27 條明定：「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主管

機關對其公立公墓內或其他公有土地上之無主墳墓，得經公告3個月確認後，予

以起掘為必要處理後，火化或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何謂「無主墳墓」？

通常係指無後嗣祭祀之墳墓。已廢止〔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對

〔墳墓設置管理條例〕第 18 條公墓內之無主墳墓，解釋為「指未立墓碑或墓碑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字跡顯明而營葬者無可考之墳墓。」就法律層面來看，應

指有權使用者已不存在或無法通知而推定為無主墳墓之情形，若能通知到達，則

非無主墳墓，不能僅以墓碑之有無或字跡模糊判斷。本條公告期間為3個月，係

延續〔墳墓設置管理條例〕第 18 條之規定，但台灣一般民眾平常很少前往先人

墳墓，通常只在清明節、大寒或特定節日才會進行掃墓，3個月公告期間是否足

夠？若因公告3個月後被確認為無主墳墓，事後墓主出現，則墓主實在難以向起

掘人求償。若規定公告1年，雖有利於墓主確認，卻也妨礙了土地利用。因此，

為減少民怨，公墓經營者對有資料可據者，以及能通知到達者，不能認定為無主

墳墓，不能逕為公告3個月後，即以無主墳墓處理。 

（二） 殯葬設施更新或遷移 

殯葬設施更新或遷移對民眾殯葬權利影響重大，因此必須審慎，應合乎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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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並按法定程序辦理方可。〔殯葬管理條例〕第28 條第1 項：「公立殯葬設

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主管機關得辦理更新或遷

移：一、不敷使用者。二、遭遇天然災害致全部或一部無法使用。三、全部或一

部地形變更。四、其他特殊情形。」本項列舉了三種情形，為免掛一漏萬，故第

4款以概括方式規定其他特殊情形。有本條4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

鄉 （鎮、市）主管機關得辦理更新或遷葬。至於公立殯葬設施更新或遷移之程

序，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8條第2項：「應擬具更新或遷移計畫。其由鄉（鎮、

市）主管機關更新或遷移者，應報請縣主管機關核准；其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更新或遷移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為免球員兼裁判，辦理公立

殯葬設施更新或遷移之機關，應報其上一級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所謂「核准」

係須經有權機關表示同意權，未經同意即未得允許；而「備查」，在於使主管機

關對陳報事項，知悉其事實，以方便主管機關指揮、監督或管理而已，主管機關

不須有任何作為。因此鄉（鎮、市）主管機關更新或遷移者，應經縣主管機關核

准方可進行；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更新或遷移者，不須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亦可進行。 

私立殯葬設施方面，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8條第3項：「符合第1項各款

規定情形之私立殯葬設施，其更新或遷移計畫，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准。」亦即私立殯葬設施有不敷使用、遭遇天然災害致全部或一部無法使用、

全部或一部地形變更，或者其他特殊情形，允許其進行更新或遷移，但必須報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三） 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登記簿之設置 

為方便對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日常管理，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

經營者或管理者，應記載每位營葬者之基本資料。〔殯葬管理條例〕第 29 條明

定：「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應設置登記簿永久保存，並登載下列事項：一、

墓基或骨灰（骸）存放單位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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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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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住址與通訊處及其與受葬者之關係。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事

項。」由於目前電子資訊相當發達，政府部門亦加速推動資訊電子化，故本條例

第29條所定登記簿之方式，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得以書面

簿冊形式或以電子檔案方式登載保存。」 

對於違反第29條規定者，〔殯葬管理條例〕第60條明定：「經限期補正，

屆期仍未補正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就同條第2款、第4款

之事項，故意為不實之記載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本

條處罰之對象包括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之經營者或管理者。由於故意不實

記載營葬或存放日期，以及墓主或存放者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地、

住址與通訊處及其與受葬者之關係，其惡性較重，故直接予以較重之罰鍰。 

（四） 殯葬設施之維護 

〔殯葬管理條例〕第30條：「殯葬設施內之各項設施，經營者應妥為維護。

公墓內之墳墓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內之骨灰（骸）櫃，其有損壞者，經營者應

即通知墓主或存放者。」本條並無處罰規定。本條僅規定經營者有維護殯葬設施

內各項設施之義務，以及墳墓、骨灰（骸）櫃，其有損壞者，其經營者亦僅負有

通知墓主或存放者之義務。若有不能通知或通知後不為處理，則損壞之墳墓或骨

灰（骸）櫃，將有礙觀瞻，為殯葬設施整體景觀及永續經營計，本條建議應增加

第3項：「對於前項墓主或存放者，不能通知或通知後不為處理，經營者應先行

修繕。」增加經營者先行修繕之義務，至於修繕之費用則再依民事法律關係解決。

例如可依經營者與墓主或存放者間是買賣契約或租賃契約或其他？墓主或存放

者所購買之墓基或骨灰（骸）櫃之性質，是所有權或僅具債權效力之使用權？經

營者有無修繕之義務？來判斷誰應支付該筆修繕費用。 

（五） 私立殯葬設施核准事項變更 

為方便行政管理，對於私立殯葬設施於核准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後，其

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有所規範，〔殯葬管理條例〕第 31 條明定：「私立殯葬設

施於核准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後，其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備具相關文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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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本條「應備相關文件」，應指〔殯葬管理

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應備具之7款文件。 

殯葬設施經營業違反第31條規定，未經核准或未依核准之內容設置、擴充、

增建、改建殯葬設施，依〔殯葬管理條例〕第55條規定：「經限期改善或補辦手

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連續處罰之。」其處罰對象，先對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處罰，「無殯葬設施經營

業者，處罰設置、擴大、增建或改建者；無設置者，處罰販售者。」「發現有第

55 條第 1 項之情形，應令其停止開發、興建墓基及骨灰（骸）存放單位，拒不

從者，除強制拆除或恢復原狀外，並處新臺幣6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二、大陸方面 

大陸對於殯葬設施之維護，僅能從【殯葬管理條例】第12條前段規定判斷：

「殯葬服務單位應當加強對殯葬服務設施的管理，更新、改造陳舊的火化設備，

防止污染環境。」所謂殯葬服務單位應包括公墓、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骸）

存放設施等殯葬設施服務單位。上開殯葬服務單位為提供優質殯葬服務，應當加

強對所提供之殯葬設施的管理工作，並更新、改造陳舊的火化設備，防止其對環

境造成污染。以充分發揮殯儀館等殯葬服務單位，在促進殯葬改革和社會主義精

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又【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第 14 條明定：「公墓單位應視

墓區範圍的大小設置公墓管理機構或聘用專職管理人員，負責墓地的建設、管理

和維護。墓地應當保持整潔、肅穆。」 

三、比較分析 

台灣對於合法埋葬之墳墓，規定非經直轄市、市、鄉（鎮、市）主管機關或

其授權之機關核發起掘許可證明者，不得任意起掘。但對於依法遷葬者，因遷葬

行為已取得法律依據，自無須再另外檢附起掘許可證明。為免無主墳墓，影響土

地資源之使用，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主管機關對其公立公墓內或其

他公有土地上之無主墳墓，得經公告3個月確認後，予以起掘為必要處理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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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又殯葬設施更新或遷移對民眾殯葬權利影響重

大，因此必須審慎，應合乎法定要件，並按法定程序辦理方可。台灣〔殯葬管理

條例〕明定主管機關得辦理殯葬設施更新或遷移之情形包括：不敷使用者；遭遇

天然災害致全部或一部無法使用；全部或一部地形變更；其他特殊情形。私立殯

葬設施有上開情形，亦允許其進行更新或遷移，但必須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為方便對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日常管理，公墓、骨灰（骸）

存放設施經營者或管理者，應記載每位營葬者之基本資料。殯葬設施內之各項設

施，經營者應妥為維護。公墓內之墳墓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內之骨灰（骸）櫃，

其有損壞者，經營者應即通知墓主或存放者。私立殯葬設施於核准設置、擴充、

增建或改建後，其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備具相關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對於上開殯葬設施之維護，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做出特別規

範。大陸僅規定殯葬服務單位應當加強對殯葬服務設施的管理，更新、改造陳舊

的火化設備，防止污染環境。 

第六節  管理費專戶與公益信託之設立 

管理費專戶與公益信託之設立，大陸殯葬法規並無相同或類似設施，因此，

本節僅就台灣條文說明。 

為免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因故荒廢管理維護工作，損及消

費者之權益，台灣爰參考美國之作法，明定經營者應以收取管理費設立專戶，專

款專用於管理維護工作。故〔殯葬管理條例〕第32條明定：「私立公墓、骨灰（骸）

存放設施經營者應以收取之管理費設立專戶，專款專用。本條例施行前已設置之

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亦同。前項管理費專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有關管理費專戶管理辦法，內政部業已於2003年6月30日以台內

民字第 0920070353 號令訂定發布〔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專戶管理辦

法〕，並於2003年7月1日施行。該管理費專戶管理辦法共8個條文，其具體內

容包括管理費之定義；設施經營者應於金融機構開立管理費專戶；應存入專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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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及方式；專款專用之用途；設置專簿提供利害關係人查閱；設施經營者應將

本專戶之年度決算書報主管機關備查，並受其檢查。至於〔殯葬管理條例〕第

32 條所謂管理費，應依〔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專戶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係指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以下稱本設施）經營者，為維

護本設施之安全、整潔，舉辦祭祀活動及內部行政管理所需，向消費者一次或定

期收取之費用。」對於專戶之款項及存入方式，依〔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

理費專戶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應存入本專戶之款項如下：一、本設施經營

者在本條例施行後所收取之管理費。二、本條例施行前已設置之本設施，其經營

者在本條例施行前所收取之管理費賸餘款。三、本專戶之孳息收入。四、其他相

關收入。前項第1款及第4款款項，應於實際收取後3日內存入本專戶。第1項

第2款款項，應於本辦法發布施行後4個月內造冊列帳，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

存入本專戶，並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另外，〔殯葬管理條例〕

第32條第1項後段：「本條例施行前已設置之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

亦同。」其「亦同」意指為何？是對過去已收受管理費之溯及既往，全部要再依

〔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成立管理費專戶，專款專用？或只對〔殯葬管理條例〕實

施後，所收受之管理費才須成立管理費專戶？從〔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

費專戶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應存入專戶之款項之一：「本條例施行前

已設置之本設施，其經營者在本條例施行前所收取之管理費賸餘款。」來看，〔殯

葬管理條例〕第32 條第1 項後段係管理費專戶仍溯及既往之規定，基於現實面

考量，經營者存入專戶之款項，僅在本條例施行前所收取之管理費賸餘款。對於

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32條第1項者，依〔殯葬管理條例〕第61條規定：「依

所收取之管理費及其他費用之總額，定其罰鍰之數額，處罰之。」本條處罰對象

係經營者。 

由於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之設立以永續經營

為原則，不論於本條例公布施行前或施行後，該類殯葬設施經營者應以收取管理

費以外如墓基使用費、骨灰（骸）櫃費等其他費用提撥一定比例，交由殯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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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委員會以公益信託方式處理，作為支應重大事故發生或經營不善致無法

正常營運時之修護、管理等費用，以確保民眾權益。故〔殯葬管理條例〕第 33

條第 1 項明定：「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

應將管理費以外之其他費用，提撥 2/100，交由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依信

託本旨設立公益信託，支應重大事故發生或經營不善致無法正常營運時之修護、

管理等費用。本條例施行前已設置尚未出售之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

自本條例施行後，亦同。」所謂「公共造產」係縣（市）、鄉（鎮、市）依其地

方特色及資源，所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事業，其所得賸餘，除留供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所設置之公共造產基金運用外，其餘解繳各該公庫，爰與私立

公墓併同納入規範。對於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

營者，依本條例第33 條第1 項規定提撥款項之時機，根據〔殯葬管理條例施行

細則〕第22條第1項規定：「應按月繕造交易清冊後，於次月底前交付殯葬設施

基金管理委員會。」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就〔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2條第1項各該經營者提撥之款項，根據〔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

2 項規定：「應分戶列帳管理。」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立之公益信託，其

受託人，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3項規定：「應由國內合法之信

託業者為受託人。」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殯葬管理條例〕第61條明定：

「依所收取之管理費及其他費用之總額，定其罰鍰之數額，處罰之。」本條處罰

對象係經營者。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成員必須有所規範，依〔殯葬

管理條例〕第33條第2項規定，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成員：「至少包含經營

者、墓主、存放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其中墓主及存放者總人數比例不得少於1/2。」

對於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之組織及審議程序，〔殯葬管理條例〕第33條第3

項，授權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目前部分縣市業已依法訂定完成，

例如桃園縣於2005年8月31日以府法二字第0940232698號令發布〔桃園縣殯葬

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及審議程式辦法〕；苗栗縣於2004 年3 月 24 日府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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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九三○○二八五一八號令發布〔苗栗縣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及審

議辦法〕。 

未來大陸擬更加開放殯葬設施的民營，台灣這一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作法，

或有值得未來大陸地區參考之處。 

第七節 殯葬設施之查核及評鑑獎勵 

一、台灣方面 

對於違法者加以處罰，僅能收到消極的嚇阻效果，若透過同行間的評比與獎

勵，則能收到積極的提升作用。而主管機關透過對殯葬設施查核，則可以監督殯

葬設施經營情形，避免不法情事發生。辦理評鑑及獎勵，則可藉由同行間的良性

競爭，以提升殯葬設施之品質，間接地使消費者受益。故台灣〔殯葬管理條例〕

對殯葬設施之查核及評鑑獎勵有一定規範。〔殯葬管理條例〕第 34 條明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轄區內殯葬設施，應每年查核管理情形，並辦理評鑑

及獎勵。前項查核、評鑑及獎勵之實施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目前已有許多縣市訂定相關實施辦法，例如 2005 年 6 月 2 日高市府民殯字第

0940025709 號令發布高雄市〔高雄市殯葬設施與殯葬服務業查核評鑑及獎勵辦

法〕；桃園縣業已於2004年2月19日以府法二字第0930034897號令發布〔桃園

縣殯葬設施查核評鑑及獎勵辦法〕等是。 

二、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相關規範，僅就相關法規文件說明，以與台灣進

行比較。大陸【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 8 條明定：「殯葬事業單位應建

立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的各項規章制度，健全考核制度，實行節約獎勵。經營的

項目，應在提高品質的前提下制定先進合理的指標和消耗定額。對節約燃料的，

應根據節約的數量，給予適當的獎勵。」本條目的在於為健全殯葬事業單位的內

部經營，以提升服務質量，而有考核及獎勵措施，其獎勵事項主要是針對節約的

數量來衡量。殯葬事業單位為落實經營承包責任制，建立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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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出獎勵方案，使殯葬職工能轉被動為主動，以達行政合同之目標。 

為有效監督殯葬設施經營業，有個別地區已在推動殯葬設施的年度復核，例

如【上海市殯葬管理條例】第 9 條明定：「殯葬服務證每年驗審一次。未經驗審

或者驗審不合格的，不得繼續從事殯葬服務活動。」目前上海市已有對殯儀館、

經營性公墓、經營性骨灰堂進行年度審驗工作。另外，建立和實施公墓年檢制度

是促進公墓建設、提高公墓管理和服務水準的重要措施，通過對公墓的基本建

設、墓區規劃、墓基占地面積、組織建設、服務設施、服務專案、服務品質、經

營管理、綠化美化、合法經營等內容的檢查，可根據檢查結果分別作出不同處理

170。上海在【關於上海市經營性公墓年度復核的若干規定】中也有做出規範。但

目前大陸仍缺少中央法規的統一規範。 

三、比較分析 

台灣對於殯葬設施經營業之評鑑及獎勵，明文透過〔殯葬管理條例〕進行統

一規範，而具體實施細節授權地方主管機關負責擬定，希望藉由同行間的良性競

爭，以提升殯葬設施之品質，間接地使消費者受益。目前已有許多縣市相繼提出

殯葬設施查核評鑑及獎勵辦法。由於新法實施不久，具體成效如何仍有待進一步

觀察。 

大陸在單行法規也有提出健全考核制度，實行節約獎勵之構想，但其偏重層

面在於內部的節約，與台灣做外部的查核評鑑及獎勵，仍有不同。此應與大陸殯

葬設施經營業之虧損問題有關，為解決虧損問題，提出燃料節約的構想，根據節

約的數量，給予適當的獎勵，希望藉此使殯葬職工能轉被動為主動，使殯葬設施

之經營能達損益相抵之最低要求。大陸為有效監督殯葬設施經營業，有個別地區

已在推動殯葬設施的年度復核，例如上海市在【上海市殯葬管理條例】已有明文，

且已有對殯儀館、經營性公墓、經營性骨灰堂進行年度審驗工作。 

                                                 
170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中冊），

第753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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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墳墓之遷葬 

一、台灣方面 

為維護公共利益，對於有妨礙公共利益之墳墓，應強制遷葬，故〔殯葬管理

條例〕第35 條第1 項前段規定：「依法設置之墳墓，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軍事

設施、公共衛生、都市發展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虞，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實者，應予遷葬。」本項規定應予遷葬之情形，只

要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因情勢變更致有妨

礙上開情形之虞，即可強制遷葬，如此規定，不待妨礙上開情事之結果發生為必

要，僅需認定有妨礙之可能性，即可以強制遷葬。如此較〔墳墓設置管理條例〕

第 24 條：「經當地主管機關查明墳墓地點足以妨礙軍事設施、公共衛生、更新

規劃、都市發展或其他公共利益者，應予遷葬。但經政府指定之名勝古墓，不在

此限。」規定嚴格。另外，對於經政府依法認定為古蹟者，該墳墓本身具有歷史

性意義，應依古蹟相關法令處理，故不受本條遷葬之限制。況且〔憲法〕第166

條也明定，國家應保護有關歷史、文化、藝術之古蹟、古物。故〔殯葬管理條例〕

第35 條第1 項後段但書規定：「但經公告為古蹟者，不在此限」。再者，由於

強制遷葬係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侵害，因此，應發給被遷葬者補償費。故〔殯葬管

理條例〕第35 條第2 項明定：「前項應行遷葬之墳墓，應發給遷葬補償費；其

補償基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強制遷葬補償費之補償基準，

授權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 

對於墳墓遷葬之程序，〔殯葬管理條例〕第36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

法應行遷葬之墳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遷葬前先行公告，限期自行

遷葬，並應以書面通知墓主，及在墳墓前樹立標誌。但無主墳墓，不在此限。前

項期限，自公告日起，至少應有3個月之期間。」應行遷葬之墳墓，對於有主墳

墓，主管機關至少應有3個月之期間通知公告，以便墓主有充分時間準備遷葬事

宜，並應以書面通知墓主，及在墳墓前樹立標誌。〔殯葬管理條例〕第 36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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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但書規定「但無主墳墓，不在此限」所指為何？由於墳墓既為無主，則公告、

書面通知、樹立標誌僅為形式規定實屬多餘，因此對於無主墳墓自無須公告、無

須以書面通知、也無須在墳墓前樹立標誌。然而問題在於必須先確認是否真的屬

於「無主墳墓」相當重要，但〔殯葬管理條例〕卻無做任何定義，因此建議應於

〔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進行說明。已廢止的〔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21條對〔墳墓設置管理條例〕第18條公墓內之無主墳墓，解釋為「指未立墓

碑或墓碑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字跡顯明而營葬者無可考之墳墓。」就法律層面

來看，應指有權使用者已不存在或無法通知推定為無主墳墓，若能通知到達，則

非無主墳墓，不能僅以墓碑之有無或字跡模糊判斷。確認是否為無主墳墓，應公

告一定期間，公告地點除了於公墓及墳墓前樹立標誌外，目前網路資訊發達，建

議可於政府網站進行公告，如此可節省媒體刊登之費用。 

對於屆期未遷葬之處理，〔殯葬管理條例〕第36 條第3 項規定：「墓主屆

期未遷葬者，除有特殊情形提出申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延期者

外，視同無主墳墓，依第27條規定處理之。」確認為無主墳墓之遷葬，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予以起掘為必要處理後，火化或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

施。 

二、大陸方面 

大陸早在1953 年11 月5 日政務院第192 次政務會議通過，1953 年 12 月 5

日實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國家建設徵用土地辦法】第 10 條對徵用土

地而遷葬問題，有明確規定：「凡因徵用土地而須遷移墳墓者，必須事前通知墳

主遷移，發給適當的遷葬費用，並應照顧當地的風俗習慣妥善處理。墳墓無主者

應由用地單位代遷。對無地遷葬者應協助找地遷葬。對烈士的墳墓更應妥善遷

移，並應通知當地縣（市）人民政府。在已被徵用的土地範圍內的名勝古跡，應

在不妨礙建設的條件下盡力保存之。」到１９５８年１月６日國務院發布施行的

【國家建設徵用土地辦法】（修正）（1982年5月14日失效）第16條：「被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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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內的墳墓需要遷移的時候，由當地人民委員會通知墳主遷移。用地單位應該

發給適當的遷葬費，並照顧當地的風俗習慣妥善處理。無主的墳墓，由用地單位

代遷。無地遷葬的，由當地人民委員會協助找地遷葬。遷移烈士的墳墓應該通知

當地縣級以上人民委員會。被徵用土地內，如果有值得保存的文物和名勝古跡，

用地單位和施工單位應該會同縣級以上人民委員會文化部門妥善處理，負責保

護。」基本上仍保留【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國家建設徵用土地辦法】之規定。

但到【土地管理辦法】時，則並無對徵用墳墓做出特別規範。除了徵用土地之需

要而遷葬以外，基於民族歷史因素，大陸於1974年11月21日國發[1974]119號

國務院批轉外交部【關於清理在華外國人墳墓的請示】中提到，鑒於外國人在華

墳墓成份複雜、年代遠近不一，又已大部破壞，考慮可按「八國聯軍墓應平毀，

外國友人墳墓應予有條件的保留」，對外國人在華墳墓做一次清理。文化大革命

開始以來有代理人辦理登記、祭掃或查找的，作為有主墓，暫予保留，如因用地

需要遷移，應按一般遷葬手續辦理。亦應給予補償費。 

1998 年 5 月 19 日國辦發[1998]25 號【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關於進一步

加強公墓管理意見的通知】，對於清理整頓公墓的措施中提到：「對在國家禁止

建墓區域內興建的非法公墓，必須取締，所占的土地由土地管理部門依法處理。

對建在荒山瘠地、埋葬數量少的非法公墓，由當地政府責令興建公墓的單位負責

將已葬墓穴遷葬至合法公墓內；對埋葬數量較大，一時難以遷葬的，要責令其停

止出售墓穴，興建公墓的單位要在限期內搞好綠化美化，接受政府殯葬管理部門

或提供公墓養護費及綠化費，移交殯葬管理部門管理。待墓穴使用週期期滿後，

將墓穴遷出，恢復地貌。」從本通知中可以發現，大陸對非法公墓之取締工作，

交由地方人民政府取締，遷葬則難易程度作不同處理。 

除了以上遷葬規定外，火化區進行屍體土葬、在禁止建造墳墓地區建造墳墓

者，為法所不許，自應遷葬他處，否則地方主管機關得依法取締。 

三、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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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軍事設施、公共衛生、都市發展或其他公共利

益之虞等情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實者，

強制應予遷葬。上開妨礙之可能性並不待妨礙之事實已發生，僅需認定有妨礙之

虞，即可以強制遷葬。但經政府指定之名勝古墓，該墳墓本身具有歷史性意義，

應依古蹟相關法令處理，故不應受本條遷葬之限制。由於強制遷葬係對人民財產

權造成侵害，因此，應發給被遷葬者補償費才是。對於墳墓遷葬之程序，應於遷

葬前先行公告，限期自行遷葬，並應以書面通知墓主，及在墳墓前樹立標誌。但

無主墳墓，不在此限。對於屆期未遷葬者，除有特殊情形提出申請，視同無主墳

墓，得予以起掘為必要處理後，火化或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 

大陸雖然沒有如台灣明文對遷葬問題進行規範，但若墳墓造成軍事設施、公

共衛生、都市發展或其他公共利益之妨礙，基於公私益比例原則衡量，若公益大

於私益本可遷葬，此不待言。大陸國務院批轉外交部【關於清理在華外國人墳墓

的請示】，鑒於外國人在華墳墓成份複雜、年代遠近不一，又已大部破壞，考慮

可按「八國聯軍墓應平毀，外國友人墳墓應予有條件的保留」，該文件特別針對

在華外國人墳墓問題進行處理。除了以上遷葬規定外，火化區進行屍體土葬、在

禁止建造墳墓地區建造墳墓者，為法所不許，自應遷葬他處，否則地方主管機關

得依法取締。大陸對非法公墓之取締工作，交由地方人民政府取締， 

第九節  結語 

兩岸對於公立殯葬的管理，地方主管機關皆有權設置殯葬設施管理單位或管

理人員，以強化地方殯葬管理行政組織。在管理權與經營權分合方面，台灣殯葬

設施管理權與經營權基本上相分離，大陸管理權與經營者同屬一單位，有兩塊招

牌一套人馬之說，使得殯葬設施管理成效的好壞端由管理者（經營者）決定，連

帶地產生殯葬設施壟斷經營之現象。在經營上，台灣為能減輕政府負擔，並希望

可利用民間豐沛之資金、人才與技術，投入殯葬設施的發展，主管機關於必要時

得委託民間經營。過去大陸對殯葬事業單位偏向行政管理，隨著改革開放，已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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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經營管理，雖然民間參與公立殯葬設施的經營仍不易產生，但隨著開放力度

的增加，將更擴大民間參與的機會。此股潮流值得有意投資大陸的殯葬設施經營

業者注意。 

台灣公私立火化場分布不均，政府雖鼓勵增建，惟因國人環境品質要求日益

提高，對於火化場是類高鄰避性設施之設置案，往往群起抗爭，阻礙設置，為解

決火化場之供給不足，台灣允許移動式火化設施之設置。惟為防範弊端，乃明文

限制其申請使用者及火化之地點。大陸基於可能產生犯罪問題之理由，禁止火化

業務交由民間經營，對於移動式火化設施方面尚無任何規範。 

兩岸現今皆禁止公墓外之濫葬行為。台灣對屍體或骨灰之埋葬，強制必須

於公墓內。對公墓內埋葬，並無對被埋葬者身份或埋葬形式加以限制。對火化

後骨灰的處理，提倡多元葬法，可以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還可以植樹

葬、灑葬等。至於家族、宗族墓（塔位）、活人墳只要在合法公墓、骨灰（骸）

存放設施內台灣並不禁止。大陸也允許屍體或骨灰之埋葬，但早期由於合法公

墓仍不足，仍准許在公墓外，利用荒山瘠地或平地深埋不留墳頭的葬法，且由

於公墓的開發，需要眾多政府經費的投入，加上大陸西部多山，要將屍體運到

合法公墓埋葬仍有實質上的困難，因此允許非公墓內的埋葬。但到【殯葬管理

條例】時，在允許土葬的地區，則禁止公墓外之屍體埋葬。大陸由於公墓有公

益性公墓與經營性公墓的不同，公益性公墓埋葬者身份限於村民。又基於封建

之理由，禁止家族墓、宗族墓、活人墳的建立，但對華僑卻可以基於滿足廣大

華僑尋根問祖的願望，照顧他們思祖懷鄉的感情之理由，同意對他們提出修復

祖墓的要求。由於其有火葬區與土葬區之別，火葬區才強制火化。對於骨灰的

處理，大陸也提倡多元葬法以節約土地。另外，大陸針對台灣人民到大陸安葬

有所規範，台灣尚無。兩岸在公墓收葬、骨灰（骸）存放及火化場火化屍體，

皆須檢附相關證件，以免危害社會秩序與安全。台灣對於合法埋葬之墳墓，規

定非經直轄市、市、鄉（鎮、市）主管機關或其授權之機關核發起掘許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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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任意起掘，以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又為免無主墳墓，影響土地資源

之使用，台灣明文規定無主墳墓起掘之程序。 

為免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因故荒廢管理維護工作，損及消

費者之權益，台灣爰參考美國之作法，明定經營者應以收取管理費設立專戶，專

款專用於管理維護工作。又由於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放

設施之設立以永續經營為原則，不論於本條例公布施行前或施行後，該類殯葬設

施經營者，須將管理費以外之其他費用提撥一定比例，交由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

員會以公益信託方式處理，作為支應重大事故發生或經營不善致無法正常營運時

之修護、管理等費用，以確保民眾權益。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目前尚無類似規

定，這與大陸殯葬設施開放民間經營力度還不大有關，但未來大陸擬擴大殯葬設

施民營的情形，台灣這一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作法，或有值得未來大陸參考之處。 

辦理評鑑及獎勵，則可藉由同行間的良性競爭，以提升殯葬設施之品質，間

接地使消費者受益。故台灣〔殯葬管理條例〕對殯葬設施之查核及評鑑獎勵有一

定規範。大陸在單行法規有實行節約獎勵之規定，但其偏重層面在於內部的節

約，與台灣做整體的查核評鑑及獎勵，仍有不同。此應與大陸殯葬設施經營業之

虧損有關，為解決虧損問題，提出燃料節約的構想，使殯葬設施之經營能達損益

相抵之最低要求。 

在遷葬問題上，台灣明文除了名勝古蹟外，對於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軍事設

施、公共衛生、都市發展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虞等情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實者，應強制遷葬。遷葬應發給被遷葬者補償

費。對於墳墓遷葬之程序，應於遷葬前先行公告，限期自行遷葬，並應以書面通

知墓主，及在墳墓前樹立標誌。但無主墳墓，不在此限。對於屆期未遷葬者，除

有特殊情形提出申請，則依無主墳墓處理方式處理。大陸雖然沒有如台灣明文對

遷葬問題進行規範，但若墳墓造成軍事設施、公共衛生、都市發展或其他公共利

益之妨礙，基於公私益比例原則衡量，若公益大於私益則仍應遷葬。除此之外，

對於違反禁止規定之墳墓，主管機關本於職權，有權要求違法者遷葬或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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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兩岸殯葬服務業之管理與輔導 

殯葬係指處理屍體的儀式與方式，在處理屍體的儀式與方式的過程中，可以

依殯葬所牽涉的軟體與硬體兩方面分別說明。所謂殯葬軟體部分包括殯葬禮儀、

習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殯葬硬體部分則包括殯葬設施、殯葬設備、殯葬用品等

方面。人是操作殯葬軟硬體的主體，亦即殯葬事宜的服務提供者。傳統上殯葬禮

儀多由耆老指導與親朋好友來協助辦理，隨著時代的轉變與社會分工的發展，殯

葬禮儀服務遂成為獨立的一種專門行業。傳統盡人倫、承孝道的喪葬儀式，成為

今日企業經營、協力完成的謀生機緣171。例如台灣在1970年代以前，鄉村人士的

殯葬事宜，多透過耆老的指導，鄰居的義務幫忙。進入1970年以後，由於成年人

上班，沒有餘閒為人義務幫忙，喪家也不願欠人情，加上社會改變，人際關係生

疏，於是殯葬事務逐漸走向商業化，用錢僱請，花錢購買或租借172。大陸於共產

黨取得統治權後，民政部門接收並改造杠業，一般民間殯葬禮儀服務亦多由親朋

好友協助辦理，另有紅白理事會為民眾承辦殯葬禮儀服務之情形。由於大陸以火

化為其殯葬之主要政策，提倡以追悼會代替繁瑣的殯葬儀式，因此，殯葬禮儀相

對於台灣較為簡略，有由殯儀館一手包辦之情形，但隨著經濟的發達，民眾對殯

葬禮儀要求逐漸講究，在一些大城市中也出現公營殯葬服務代理單位為民承辦殯

葬禮儀服務。例如上海即有殯葬代理中心。 

殯葬設施方面，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定包括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

灰（骸）存放設施等四種，大陸【殯葬管理條例】雖然沒有定義殯葬設施之種類，

但從１９８３年６月４日民政部以民（１９８３）民５０號頒布試行【殯葬事業

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第2條前段，明文殯葬事業單位包括：殯儀館、火化

場、殯葬服務站、骨灰堂和公墓來看。以及【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提到殯儀館、

                                                 
171
 李慧仁，《殯葬業應用ISO9000品質保證制度之個案研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106頁，2000年。 
172
 徐福全，〈臺灣殯葬禮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社區發展季刊》，第69期，第103頁，台北，

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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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場、骨灰堂、公墓、殯儀服務站等殯葬設施的審批來觀察，大陸殯葬設施經

營業應包括上述之業者。本章具體之內容包括殯葬服務業之分類；經營殯葬服務

業設立、登記與開始營業；專任殯葬禮儀服務人員與其證照制度之規範；消極資

格之限制；殯葬服務業資訊公開化；殯葬服務契約；殯葬自主；殯葬服務業之評

鑑與教育訓練；殯葬服務業之暫停營業等部分。 

第一節   殯葬服務業之分類 

一、 台灣方面 

所謂殯葬服務業顧名思義，它必須是一種職業，若不以之為職業則非此處所

言之殯葬服務業。殯葬服務業服務的對象是自然人。因此，在殯葬服務業裡，有

許多策略目標，將人與人的接觸看做專業化、人本化的基本要求，許多工作所需

的社會性技能，比技術性技能為多
173。殯葬服務業依所提供之服務性質不同，根

據〔殯葬管理條例〕第37條，可以分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與殯葬禮儀服務業兩種。

另根據〔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3 條解釋，殯葬設施經營業係指以經營公

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為業者；殯葬禮儀服務業指以承攬處

理殯葬事宜為業者。茲就二者分別說明如下： 

（一） 殯葬設施經營營業 

殯葬設施經營業係指以經營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為

業者。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2至第5款定義，所謂公墓指供公眾營葬屍

體或供植樹葬之設施；殯儀館指醫院以外，供屍體處理及舉行殮、殯、奠、祭儀

式之設施；火化場，指供火化屍體或骨骸之場所。骨灰（骸）存放設施，指供存

放骨灰（骸）之納骨堂（塔）、納骨牆或其他形式之存放設施。因此，若有業者

以經營上述殯葬設施之項目者，即應認定其為殯葬設施經營業。坊間有以提供寄

棺處所為業之「寄棺所」者，此寄棺性質上本屬於殯儀館「殯」之功能，因此，

                                                 
173
 曹聖宏，《台灣殯葬業企業化公司經營策略之個案研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5-6頁，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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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行〔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應不能以寄棺所之名義排除於殯葬設施經營業

之外，自須依殯葬服務業相關規定申請。另外，台灣民間有供奉神主之信仰，但

有因宗教因素或絕嗣，使得神主無人祭祀，家屬有將神主存放於骨灰（骸）存放

設施之情形，若將來有業者純粹僅以提供存放神主之名義為業招攬生意，〔殯葬

管理條例〕並不能以殯葬設施之理由加以規範，畢竟神主牌與骨灰（骸）有別，

若有糾紛僅能透過民事法律關係予以解決，此種神主寄存係台灣特殊之現象，其

發展趨勢有值得注意之處。 

（二） 殯葬禮儀服務業 

台灣殯葬禮儀服務業，係以承攬處理殯葬事宜為業者。依〔民法〕第490條

第1項所謂承攬，指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

給付報酬之契約。因此，工作之完成乃承攬之標的，而報酬之支付，乃完成工作

後之對待給付。然而，實務上報酬之支付方式，並不意味工作完成前不得請求報

酬，若當事人約定先行給付報酬者，其約定優先於後付主義而適用
174。殯葬禮儀

服務業，係以提供殯葬禮儀服務為標的，而受領報酬為業者。故在殯葬禮儀服務

過程，雖有諸多提供勞力服務之人，若其非承攬人，並非台灣【殯葬管理條例】

所言之殯葬禮儀服務業。例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分類典中代碼 5142 之殮

葬、遺體防腐化妝及有關人員，例如 5142.01 殮葬人員175、5142.07 撿骨師176等係

殯葬禮儀服務之協力人員，不當然為【殯葬管理條例】所言之殯葬禮儀服務業。 

綜上所述，殯葬服務業係指殯葬設施經營業與殯葬禮儀服務業，無論其形式

上是否以殯葬服務為名，若其實質上所營業之內容，係提供上述所論之殯葬服

務，即應認定其為殯葬服務業，該等殯葬服務業必須依相關規定申請登記。 

二、 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明文將殯葬服務業，區分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與殯

                                                 
174
 邱聰智，《債法各論》，（中冊），第38頁，台北，自版，1995年10月初版。 

175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職業分類資訊查詢系統，

http://www2.evta.gov.tw/odict/shrec.asp?c=5142.01，2006年5月2日。 
176
 http://www2.evta.gov.tw/odict/shrec.asp?c=5142.07，200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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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儀服務業，故僅就實質服務內容加以區分，以與台灣〔殯葬管理條例〕進行

比較。從１９８３年６月４日民政部頒布試行【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的

通知第2條前段，明文殯葬事業單位包括：殯儀館、火化場、殯葬服務站、骨灰

堂和公墓來看。又由【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提到殯儀館、火化場、骨灰堂、公

墓、殯儀服務站等殯葬設施的審批來觀察，大陸殯葬設施經營業應包括上述之業

者。至於殯葬禮儀服務業方面，共產黨取得大陸統治權後，接收並改造傳統的杠

房177，在殯葬禮儀的改革上，盡量朝喪事簡辦方向發展，例如上海即提出以火葬

代替土葬、以鮮花、臘果代替燒指點香燭、以黑紗黃花代替披麻帶孝、以追悼會

代替舊儀式、以默哀鞠躬代替叩頭跪拜之「五以五代」口號178。提倡喪事簡辦，

簡略後的殯葬禮儀服務，往往成為殯儀館服務項目之一。茲就此二方面分別說明

之如下： 

（一） 殯葬設施經營業方面 

大陸殯葬設施經營業當可分為殯儀館、火化場、骨灰堂、公墓、殯儀服務站

等五種。殯儀館主要提供接屍運屍、屍體防腐、整容整形、悼念服務，甚至屍體

火化、骨灰寄運等服務。火化場，提供燃料焚化屍體的服務。骨灰堂主要是提供

骨灰的寄存、存放以瞻仰祭典性服務。公墓主要服務專案是出售墓穴、安葬骨灰

和屍體，為群眾提供祭掃等系列化服務。殯儀服務站主要負責屍體存放、悼念活

動和運送屍體火化等，殯儀服務站承擔殯儀館的部分工作，是殯儀館服務向基層

社區的延伸
179。 

（二） 殯葬禮儀服務業方面 

殯葬禮儀服務是殯葬事業單位在殯葬活動中從事的特殊服務，是殯葬事業單

位運用殯葬設施、設備和殯葬用品為喪戶提供勞務服務活動中所有專案和內容的

                                                 
177
 所謂杠房，係舊時稱出租殯葬用具和代為安排殯葬儀式的商家。 

178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5977/node66002/index.html，2005年8月24日。 

179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上冊），

第95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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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稱180。大陸承辦殯葬禮儀服務除了親朋好友協助承辦外，又有所謂的紅白理事

會，在各級政府的支持，受各地民政部門的具體業務指導下，幫助群眾料理喪事，

提供全過程系列化殯葬禮儀服務，並具體開展婚喪習俗改革活動181。此尚不具營

利性質，由於大陸殯葬禮儀的簡化，殯葬禮儀服務多依附在殯儀館，成為殯儀館

連帶提供服務項目之一。而且殯葬禮儀服務業必須經過所在地民政部門的審批，

再由工商部門頒發營業執照，實際上能夠取得證照者尚不多，以上海市為例，只

有少數幾家合法取得審批，例如上海市殯葬服務中心直屬的飛思殯葬代理中心和

區縣殯儀服務部，取得殯儀服務代理機構資格。殯葬代理機構主要服務項目，包

括代辦居民死亡殯葬證、安排接運屍體、租借追悼會禮廳、預定喪事用車、預定

喪宴、吹奏哀樂、購買壽衣褲、代為喪主結帳、家中靈堂佈置、拍攝錄影、佈置

禮廳、司儀服務、代辦公墓，及代寫挽聯等
182。雖然其營業項目繁多，甚至有自

死亡到葬後的一條龍全方位殯葬服務，但卻名之為代辦性質。又如深圳有所謂「殯

儀服務公司」，其係屬於深圳市民政局下之殯葬管理所的內設機構183。 

三、 比較分析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依提供殯葬設施或禮儀之不同，明確區分為殯葬設施

經營業與殯葬禮儀服務業二者。殯葬設施經營業所提供之服務標的，包括公墓、

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四方面，殯葬禮儀服務業則以承攬殯葬

禮儀之服務為標的。殯葬服務業，無論業者形式上是否冠上「公墓」、「殯儀館」、

「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葬儀社」、「殯葬公司」等名稱，若其實質

上所提供之服務涉及殯葬服務之範疇，並以之為業者，則應認定為本法所稱之殯

葬服務業，自應依相關規定申請登記。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明文將殯葬服務業，區分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與殯

                                                 
180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前揭書（上冊），第93頁。 

181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前揭書（上冊），第95、97頁，。 

182
 上海市民政局網站，

http://www.shmzj.gov.cn/node2/shmzj/node1032/node1209/node1218/userobject1ai3478.html，2006年5月

7日。 
183
 深圳市民政局網站，http://www.szmz.sz.gov.cn/index.asp?bianhao=87，200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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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儀服務業。因此，僅能就性質與〔殯葬管理條例〕相近者加以說明。若從殯

葬設施方面來看，其殯葬事業單位包括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堂、殯儀服

務站五種。台灣並無具有殯儀館分支性質之殯儀服務站，但有所謂寄棺所。另外，

從字義看「骨灰堂」其涵蓋範圍比骨灰（骸）存放設施小，但由於大陸【殯葬管

理條例】第2條明定節約殯葬用地為其殯葬管理方針之一，因此，實際上存放骨

灰之設施不只骨灰堂，範圍可擴充到各種節約殯葬用地之骨灰存放設施。殯葬禮

儀服務方面，大陸殯儀館多附帶提供殯儀服務項目，由於大陸經濟發展快速，人

們對殯葬需求有增加現象，於是有殯葬服務代理機構幫喪家代辦喪事之情形。但

此種殯葬服務代理機構，係屬於代理性質，與台灣屬於承攬者有所不同。大陸地

區民法上所稱的代理，是指由一人代表另一人為法律行為，其所產生的法律效果

歸屬於所代理的另一人
184。所謂承攬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251條：「承

攬合同是承攬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給付報酬的

合同。承攬包括加工、定作、修理、複製、測試、檢驗等工作。」從法律效果來

看，承攬人就承攬殯葬禮儀服務事務必須自負責任，代理人代理喪家辦理殯葬事

務，其責任係直接歸屬於喪家，二者有明顯不同。何以大陸殯葬禮儀服務業會稱

為代理，這恐怕與殯葬禮儀的簡化有關係，由於簡化後殯葬禮儀與傳統繁文縟節

相差懸殊，因此，殯儀館的作業流程即可包辦殯葬事宜，例如殯儀館中有殯儀引

導員引導喪家辦理殯葬相關事宜，殯葬禮儀遂成為殯儀館服務項目之一，而殯葬

代理機構主要任務在於代理喪戶向殯儀館及其他殯葬設施機構辦理相關手續。雖

然大陸殯葬代理機構，主要是代理喪家向殯葬事業單位，辦理相關手續，但其有

提供從死亡到埋葬的一條龍全方位殯葬服務，就其提供殯葬禮儀服務內容來看，

實際上已具備承攬契約之性質。例如上海市殯葬服務中心主任朱金龍先生在〈響

應政府號召-把殯葬服務融入社區〉一文中，即提到上海飛思殯葬服務代理中心

承攬喪家全套的喪事服務，這種服務形式已經得到了社會的認可185。若非筆誤，

                                                 
184
 柳經緯編，《民法》，第187頁，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2次印刷。 

185
 朱金龍，〈響應政府號召-把殯葬服務融入社區〉，《殯葬文化研究》，第2期，第18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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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已用到「承攬」一詞。 

第二節  經營殯葬服務業設立、登記與開始營業期限 

一、台灣方面 

（一） 經營殯葬服務業設立、登記與開始營業期限 

〔殯葬管理條例〕第38條第1、2項明定：「經營殯葬服務業，應向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後，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加入

殯葬服務業之公會，始得營業。其他法人依其設立宗旨，從事殯葬服務業者，應

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領得經營許可證書，始得營

業。殯葬服務業於前項許可設立之直轄市、縣（市）以外之直轄市、縣（市）營

業，應持原許可設立證明報請營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受

其管理。」所謂許可，係對一般人禁止為特定行為，即限制一般人為該行為之自

由，須經行政機關之許可後，始解除其禁止，得適法而為法令所禁止之行為
186。

因此，經營殯葬服務業，必須經主管機關許可後，方可經營，此乃為維持殯葬服

務交易之秩序，將殯葬服務業之規範法制化，故條文設計上明定殯葬服務，應向

所在地之殯葬業務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至於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係必

須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之相關規定辦理登記。 

為了落實「業必入會」187這一原則，使職業公會發揮自我拘束會員作用，並

扮演政府與會員間的橋樑，故〔殯葬管理條例〕第38 條第1 項強制殯葬服務業

加入所在區域殯葬服務業職業公會。依〔商業團體法〕第12 條第1 項：「同一

區域內，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公營或民營商業之公司、行號，

均應於開業後1個月內，加入該地區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其兼營兩業以上商業

者，應分別加入各該業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殯葬服務業必須是依法登記之公

                                                                                                                                            
2005年。 
186
 黃守高，《我國現行法制用字用語及格式之研究》，第170-171頁，台北，法務部，1986年6

月。 
187
 現今各行各業有自身的執業團體，例如律師有律師公會、醫師有醫師公會、會計師有會計師

公會‧‧‧等。藉由職業公會來對會員進行自我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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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或商號，因此殯葬服務業職業公會，有名為「XXX 葬儀商業同業公會」。若

商業有遷出於原登記機關管轄區域外，應向遷入之主管機關申請遷入登記，並依

〔商業登記法〕第15條之規定，於遷出登記後1個月內，應向原所屬公會報備，

遷入後，應依法重新加入該地區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但對於尚未成立殯葬服務

業商業同業公會之縣市，一時間無法加入所在地之殯葬服務業商業同業公會，故

必須有彈性作法，〔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經主管機關發給

設立許可或備查之殯葬服務業，其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境內無殯葬服務業商

業同業公會者，應加入鄰近直轄市、縣 (市) 之殯葬服務業商業同業公會。原加

入鄰近直轄市或縣 (市) 殯葬服務業商業同業公會之殯葬服務業，於原核發許可

之直轄市或縣 (市) 境內殯葬服務業商業同業公會成立後，應辦理加入。殯葬服

務業遷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 時，應向原所屬殯葬服務業商業同業公會報

備，並於申請遷入備查前，加入遷入之直轄市、縣 (市) 殯葬服務業商業同業公

會。」所謂「其他法人」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1項前段規定，

指經政府核准立案，且於法人章程中載明以提供殯葬服務為其設立宗旨或任務之

非營利法人。本法第38 條第1 項後段「其他法人」強調其非營利性，非營利法

人領得經營許可證書，始得營業，從條文看來，立法者將殯葬服務之營利與營業

做有區分。亦即營業包括營利性與非營利性二種情形，公司或商號是屬於營利性

的營業，而非營利法人的營業屬於非營利性的營業。根據本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

刻意區分觀之，營利性之公司或商號是屬於營利性之殯葬服務業，非營利法人可

從事非營利性之殯葬服務業，但不得營利。若不如此解釋，本法有關殯葬服務業

之處罰對象若僅限於「殯葬服務業」者，則對其他法人無拘束作用，如此將造成

權利義務不對等之情形。但殯葬服務業依其是否營利分為營利性殯葬服務業與非

營利性殯葬服務業，既然殯葬服務業必須「業必入會」，其他法人卻沒規定其必

須強制加入殯葬服務業之公會，雖然給予非營利法人方便，但從業必入會、權利

義務公平性，以及〔殯葬管理條例〕為促進殯葬服務業創新升級及提供優質服務，

其中公會扮演自我拘束會員作用，並為政府與會員間的橋樑之角色觀察，應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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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加入殯葬服務業之公會才是。因此建議將第38 條第1 項後段增加「並加入

殯葬服務業之公會」等字眼。雖然允許非營利性殯葬服務業之設立，但主管機關

必須確實監督其是否有越權營利者，以避免擾亂殯葬服務業市場秩序。其他法人

申請經營許可，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規

定：「應檢具法人立案證書、法人章程及其他相關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提出之。經許可經營殯葬服務業之其他法人，其經營殯葬服務業之會計

應獨立。」違反第38 條第1 項規定經營殯葬服務業者，根據〔殯葬管理條例〕

第62條規定，除勒令停業外，並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其不遵

從而繼續營業者，得連續處罰。本條之處罰對象根據內政部編印 2003 年 2 月的

《殯葬管理條例》關於〔殯葬管理條例〕罰則規定部分，認為是處罰殯葬服務業

188，但由於違法經營殯葬服務業者（無論是否營利），其通常尚不具備殯葬服務

業資格，因此，處罰時恐生疑義，本文認為處罰對象為違法經營殯葬服務業之行

為人較為恰當。 

本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之「許可設立」，係專指第38條前段之「設立許可」

或包括同條後段之「經營許可」？從文義上來看，不能排除非營利性殯葬服務業

跨區域提供殯葬服務之可能性，因此，「許可設立」應包括「設立許可」與「經

營許可」二者。故若有非營利法人跨區域營業者，應持原經營許可證明，報請營

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受其管理才是。 

殯葬服務業於申請許可事項有所變更時，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7條規定：「應於15日內，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另外，〔殯葬管理條例〕第38 條第3 項明定經營殯葬服務業之開始營業期限：

「殯葬服務業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領得經營許可證書後，應於6個月內開

始營業，屆期未開始營業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但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

展延，其期限以3個月為限。」此乃在督促已受許可設立之殯葬服務業儘速營業，

以免殯葬服務業因延宕多時，造成社會資源之浪費。但對於〔殯葬管理條例〕施

                                                 
188
 內政部編，《殯葬管理條例》，第41頁，台北，內政部，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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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已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登記之殯葬服務業，若強制仍須依

〔殯葬管理條例〕規定再重新申請，對過去已是合法的業者將造成衝擊，也不近

情理，因此〔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4 條明定：「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公司

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登記之殯葬場所開發租售業及殯葬服務業，應檢送公司或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加入所在地殯葬服務業商業同業公會證明及其他相關文件，報

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查。」〔殯葬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申請

許可之事項及其應備文件，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內政部業已於 2003 年 7

月 1 日以台內民字第 0920061332 號令發布〔殯葬服務業申請許可（備查）事項

及應備文件〕及〔殯葬服務業申請許可（備查）審查須知〕，以供殯葬服務業申

請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時遵循。 

（二） 台灣赴大陸投資殯葬服務業相關規範 

在全球化與世界化框架下，未來兩岸互為影響已為必然，本文以兩岸殯葬法

規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目的之一乃希望讓有意拓展大陸殯葬市場的相關人員妥

善利用，能對雙方的殯葬管理法規有完整認識，然而在進行大陸殯葬服務業投資

之前，必須以台灣有關兩岸經貿投資法規為基礎，若台灣相關法規有所禁止，則

直接投資將受挫，或須尋求由第三地進入大陸。因此，有必要先對台灣殯葬服務

業投資大陸之允許與否有所認識，故先行說明。 

根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5 條第1 項：「臺灣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經濟部許可，得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其投資或技術合作之產品或經營項目，依據國家安全及產業發展之考慮，區分為

禁止類及一般類，由經濟部會商有關機關訂定項目清單及個案審查原則，並公告

之。但一定金額以下之投資，得以申報方式為之；其限額由經濟部以命令公告之。」

又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5條第4項：「第1項及第2項

之許可條件、程序、方式、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有關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經濟部於2004年3月1日經審字第09304602280號令修正

發布之〔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即根據上開條文授權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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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第1項明定：「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之產品或經營之項目，分

禁止類及一般類：一、禁止類：基於國際公約、國防、國家安全需要、重大基礎

建設及產業發展考量，禁止前往大陸投資之產品或經營項目。二、一般類：凡不

屬禁止類之產品或經營項目，歸屬為一般類。」又〔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

合作審查原則〕第2項：「主管機關基於產業發展之考量，召集產、官、學界組

成之專案小組，就前述產品或經營項目之分類，進行每年一次之定期檢討及不定

期之專案檢討，並研提建議清單，由主管機關審查彙整，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

之。其檢討分類之原則如左：一、凡有助於提高國內產業競爭力、提升企業全球

運籌管理能力者，應積極開放。二、國內已無發展空間，須赴大陸投資方能維繫

生存發展者，不予限制。三、赴大陸投資可能導致少數核心技術移轉或流失者，

應審慎評估。」 

由於殯葬服務業依行政院主計處2006年5月第8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分

類系統表
189」，殯葬服務業細類編號是 9630（如表 5-1）。而經濟部所訂定「在

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服務業禁止類經營項目」中，並無細類 9630 殯葬

服務業，因此殯葬服務業並不在禁止類內，應依一般類處理。又由於大類編號L

的不動產業與殯葬服務業分類編號不同，即使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7條觀之，

殯葬服務業之一即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而其中必然會牽涉到不動產，但依目前分

類來看，不動產業並無將之納入，畢竟編號 9630 屬於殯葬服務業。甚至殯葬設

施經營包含火化場，除了牽涉不動產尚包括爐具技術，殯葬設施經營業在分類

上，未來是否有調整必要，不在本文探討範圍，茲不贅述。因此，依目前分類來

看，殯葬服務業應屬一般類。 

 

 

 

                                                 
189
 行政院主計處網站，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651510253071.doc，2006年7月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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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行政院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分類系統表」節錄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L不動產業 67不動產開發業 670不動產開發業 6700不動產開發

業 

 68不動產經營及

相關服務業 

681不動產經營業 6811不動產租售

業 

   6812不動產經紀

業 

  689其他不動產業 6891不動產管理

業 

   6899未分類其他

不動產業 

S其他服務業 96未分類其他服

務業 

963殯葬服務業 9630殯葬服務業 

資料來源：節錄自行政院主計處第8 次修訂（2006 年5 月）「行業標準分類-分

類系統表」。 

 

依〔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第3條，投資人對大陸投資

之金額，其累計金額不得超過主管機關所定投資金額或比例上限(如附表 5-2)。

但大陸投資事業盈餘轉增資之金額或依本條例第35 條第1 項但書申報且未有違

常情形之投資金額，不計入其投資累計金額。至於申報或申請在大陸地區從事一

般類項目之投資或技術合作案件，相關主管機關則依金額在 20 萬美元以下、2

千萬美元以下及逾2千萬美元，分為申報案件、簡易審查案件及專案審查案件等

方式審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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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對大陸投資金額或比例上限 

類別 淨值 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或比例上限 

(一)個人及中

小企業 
  八千萬元 

五十億元以下

者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或八千萬元（較高者） 

逾五十億元，一

百億元以下者 

五十億元部分適用百分之四十，逾五十億

元部分適用百分之三十 

(二)實收資本

額逾新台幣八

千萬元之企業

逾一百億元者 

五十億元部分適用百分之四十，五十億元

以上未逾一百億元部分適用百分之三

十，逾一百億元部分適用百分之二十 

    資料來源：〔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之附表。 

 

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5條第2項：「臺灣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得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從事商業行

為。但由經濟部會商有關機關公告應經許可或禁止之項目，應依規定辦理。」〔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5條第4項：「第1項及第2項之許可條

件、程序、方式、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有關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2004年3月2日經濟部經商字第09302032353號令修正發布之〔在

大陸地區從事商業行為許可辦法〕第3條：「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本辦

法所定公告、申請許可之處理、審查、申請書表格式之訂定、決定、許可之撤銷

或廢止等事項，主管機關得委託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根據2004年3月2

日經濟部經商字第09302032511號令修正發布之「在大陸地區從事商業行為應經

許可或禁止之事項公告項目表」中，許可類及禁止類並無涉及殯葬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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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殯葬服務業應不屬於禁止赴大陸投資之項目。因此，其申請條件、

應檢附之文件及審查程序‧‧‧等，應依一般類提出申請。依〔在大陸地區從事

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第3條，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執行單位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二、大陸方面 

（一） 外商投資大陸殯葬服務業相關規範 

在全球化與世界化框架下，未來兩岸互為影響已為必然，本文以兩岸殯葬法

規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目的之一乃希望讓有意拓展大陸殯葬市場的相關人員妥

善利用。前已瞭解台灣並不禁止殯葬服務業投資大陸，接著，必須分析大陸是否

將殯葬服務業開放外商投資，或有何限制？ 

根據國務院 2002 年 2 月 11 日發布同年 4月 1日實施的【指導外商投資方向

規定】，此乃指導外商投資大陸之主要依據之一。且依【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

第 16 條規定，台灣地區的投資者舉辦的投資項目，比照本規定執行。因此，台

灣在大陸投資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項目以及

其他形式的外商投資項目皆適用【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關於中外合資經營

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項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商投資項目，分別

須合乎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

作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及【公司法】等法律規定。另

依【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第 3條第 2項：「【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和【中

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和外商投資企業適用

有關政策的依據。」又依【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第 4條：「外商投資專案分

為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四類。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的外商投資專案，列

入【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不屬於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的外商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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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允許類外商投資項目。允許類外商投資專案不列入【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

又由於【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和【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中殯

葬服務業都不在其中。因此，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第 4條之規定，殯

葬服務業當屬允許類。又根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8條第 2項：「利用外資建設

殯葬設施，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審核同意後，報國務院民政

部門審批」本條僅規定利用外資建設殯葬設施，並無指明外資能夠經營殯葬設

施，即使審批外資建設殯葬設施，是否表示外資有權經營殯葬設施仍存在很大解

釋空間。因此，對於外資建設殯葬設施，國務院民政部自得裁量決定是否審批。

即使審批殯葬設施之建設，能否斷定外資企業即有經營權，恐怕尚有爭議。由條

文的設計，可以看出大陸對殯葬服務業經營權與設置權並無嚴格區分。 

（二） 經營殯葬服務業設立、登記與開始營業期限 

由於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特別對殯葬服務業進行規範，因此僅就相關

條文進行說明。1983年6月4日民政部關於頒布試行【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

法】的通知第2條規定：「 殯葬事業單位包括：殯儀館、火葬場、殯葬服務站、

骨灰堂和公墓。殯葬管理所在同級民政部門領導下，負責管理本地區殯葬事宜和

對本地區其他殯葬事業單位實行統一領導。」從本條中可以看出大陸殯葬事業單

位有殯儀館、火化場、殯葬服務站、骨灰堂和公墓，而其管理機關是殯葬事業單

位所在地的民政部門。另根據【殯葬管理條例】第3條後段規定：「縣級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殯葬管理工作。」則可以瞭解大陸殯葬

事業單位，原則上歸地方民政部門管理。至於殯葬事業單位的審批，根據第 8

條規定，不同性質的殯葬事業單位有不同的審批層級。例如建設殯儀館、火化場，

由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審批；建設殯儀服務站、骨灰堂，

由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門審批；建設公墓，必須

經縣級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門審核同意後，報省、自

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審批。利用外資建設殯葬設施，經省、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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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審核同意後，報國務院民政部門審批。農村為村民設置

公益性墓地，經鄉級人民政府審核同意後，報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審批。」前

以說明不再贅述。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批准，依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得

擅自興建殯葬設施」。在【殯葬管理條例】中並無殯葬禮儀服務業審批之規定，

但由於第3條，已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殯葬管理

工作，因此，殯葬禮儀服務業當歸地方主管機關管理。 

由於上海市在大陸殯葬方面居於領導地位，為具體瞭解大陸對殯葬服務業的

批准作業，故以上海市為例說明。根據1997年8 月20 日上海市第10 屆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8次會議通過的【上海市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規定，「設

立殯儀館（含火化場）由市民政局報市人民政府批准。設立公墓由市民政局批准。

設立骨灰堂、殯葬服務代理單位，以及殯儀館、公墓或者骨灰堂在其服務場所以

外開設殯葬服務部，由市殯葬管理處批准。利用外資設立殯儀館、公墓或者骨灰

堂，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可見不同性質的殯葬服務單位，審批層級有所不

同。若經批准設立的殯葬服務單位，依【上海市殯葬管理條例】第7條：「應當

按照有關規定向其他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相應的審批、登記手續。其中使用集體所

有土地的，還應當辦理土地徵用手續。」例如殯儀館經市人民政府審批後，還須

向工商、環保、消防等部門辦理相應的審批、登記手續。殯儀館、公墓、骨灰堂

以及殯葬服務代理單位在開業前，依【上海市殯葬管理條例】第8條：「應當向

市殯葬管理處提出書面申請，市殯葬管理處應當自收到申請書之日起 30 日內作

出決定。對符合下列條件的、發給殯葬服務證：（一）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

發的營業執照；（二）有符合標準的場地和必需的設施；（三）主要負責人取得

市殯葬管理處核發的上崗證書。」因此，殯葬服務業之營業，除必須經過殯葬主

管機關審批、及相關部門的審批、登記外，還必須有殯葬服務證才可以營業。 

為能更有效監督殯葬服務業，依【上海市殯葬管理條例】第8條規定：「殯

葬服務證每年驗審一次，未經驗審或者驗審不合格的，不得繼續從事殯葬服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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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若殯儀館、公墓、骨灰堂及其代理單位變更名稱、法定代表人、經營位址

或者經營服務範圍以及終止經營服務的，依【上海市殯葬管理條例】第 10 條：

「應當向市殯葬管理處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向有關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變更或者

註銷手續。」從上海市的殯葬服務業審批程序來看，必須依所申請營業項目之不

同，分別取得上海市人民政府或不同層級民政部門的批准後，再向其他行政管理

部門辦理相應的審批、登記手續，並且必須取得殯葬服務證才能開業。至於申請

殯葬服務業之對象，必須具有法人資格或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自然人。 

三、比較分析 

台灣對於殯葬服務業的設立、登記與開業期限直接於〔殯葬管理條例〕明文

規定。經營殯葬服務業，必須先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

可，再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並強制加入殯葬服務業之公會，才可以營業。

其他法人依其設立宗旨，從事殯葬服務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經營許可，領得經營許可證書，始得營業。殯葬服務業若有跨區域經營之

情形者，應持原許可設立證明報請營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並受其管理。殯葬服務業於申請許可事項有所變更時，應於 15 日內，向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殯葬服務業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

或領得經營許可證書後，應於規定期間內開始營業，除有正當理由申請展延外，

屆期未開始營業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 

大陸在【殯葬管理條例】中，對於殯葬服務業的審批，僅在該條例第3條原

則性的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殯葬管理工

作，並無如台灣將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設置者及經營者分離。實際審批程序則

交由各地方省、直轄市、自治區人民政府立法補充。從上開分析，可以發現，大

陸殯葬設施經營業方面，包括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堂、殯葬服務站等。

不同殯葬設施經營單位的審批層級有所差別。例如建設殯儀館、火化場，由縣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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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審批；建設殯儀服務站、骨灰堂，由縣級

人民政府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門審批。與台灣直接規定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同，因此，大陸可能造成不同地方有不同標準的

審批規定，因此有意從事大陸地區殯葬服務業者，除對中央法規的認識外，亦需

一併注意投資所在地的地方法規之規定。再者，【殯葬管理條例】規定任何單位

和個人未經批准，不得擅自興建殯葬設施。雖然有審批，若地方政府不批准，申

請人自無法經營殯葬服務業，批與不批權限通常掌握在主管機關手中。若興建殯

葬設施有外資介入，其審批更必須直達國務院民政部，從地方達中央常視政策方

向而定，其要求更為嚴苛，實際能通過者更是相當困難。大陸【殯葬管理條例】

中並無殯葬禮儀服務業審批之規定，由第3條來看，殯葬禮儀服務業應由縣級以

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審批，因此，殯葬禮儀服務業審批權歸地方政府。以上海市

為例，殯葬服務代理單位由區縣民政局審批。再其次，無論是殯葬事業單位或殯

儀服務代理單位，其經批准後，必須向工商行政部門辦理登記手續，開業前必須

取得「殯葬服務證」才可以營業。若殯儀館、公墓、骨灰堂及其代理單位變更名

稱、法定代表人、經營位址或者經營服務範圍以及終止經營服務的，應當向市殯

葬管理處申請同意後，向有關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變更或者註銷手續。最後，大陸

申請殯葬服務業之對象，必須具有法人資格或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才可

以。 

根據目前台灣關於兩岸經貿投資的相關法令，殯葬服務業並不屬於禁止類範

圍，因此，應依一般類進行相關程序申請。大陸目前正研擬修正之【殯葬管理條

例】預計更開放民間的參與，有意進行大陸殯葬服務業投資者，可密切觀察大陸

修法之動向，可以先向台灣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在合乎台灣法令規範範圍，屆時

可再依大陸相關規範條件提出申請，以進行兩岸殯葬服務業之合作。 

大陸由於【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之中並無列入允許類，而殯葬服務業並

不在【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因此，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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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殯葬服務業當屬允許類。因此，台灣自能夠投資大陸殯葬服務業才是，

但由於【殯葬管理條例】第 8條第 2項規定利用外資建設殯葬設施，必須報國務

院民政部門審批，至於審批並無客觀之條件。再者，由於條文僅規定利用外資，

依文義解釋當不限外資之身分、投資比例之多少，皆應經國務院民政部審批才

是。由於審批層級直達中央，又無客觀條件，實際上外資能夠審批通過相當困難。 

第三節  專任殯葬禮儀服務人員與其證照制度之規範 

根據郭于華《民間傳統喪葬儀禮的文化功能和意義》一文中提到，殯葬禮儀

在傳統社會中發揮的功能包括：喪事活動中親屬、家族、社會集團的集聚；喪葬

宴席與家族關係的協調；喪禮規模與家族實力的顯示；喪葬儀禮與人倫關係的重

新確認和鞏固；喪葬儀禮與道德意識的傳導灌輸190。殯葬禮儀就社會意義而言，

具有團結群體、整合社會的功能，通過集合社會成員、協調家族關係、鞏固家族

地位以及灌輸、強化人倫關係和道德意識等具體途徑而實現，由於為死者而設的

儀式其實是給活人看的，這是傳統社會中不可多得的民眾自我教育、自我滿足的

方式191。因此，殯葬禮儀的指導者素質就顯得其重要性。對此，兩岸則設有相關

證照制度之規範。 

一、台灣方面 

殯葬禮儀服務若由專業之殯葬禮儀服務人員來提供服務，對殯葬禮儀服務之

品質有提升作用。台灣為一改過去傳統上「土公仔」之刻板印象，現行〔殯葬管

理條例〕中明定「禮儀師」專業稱呼，並透過制度之設計，以使其能提供更優質

之殯葬禮儀服務。但考量現實問題，由於現有之殯葬禮儀服務業多數是家族經營

模式，為避免因新制度之施行而造成業者過大的衝擊。因此，〔殯葬管理條例〕

第39條第1項規定：「殯葬服務業具一定規模者，應置專任禮儀師，始得申請

                                                 
190
 郭于華，《民間傳統喪葬儀禮的文化功能和意義》，北京師範大學民間文學博士論文，第31-47 

191
 郭于華，《民間傳統喪葬儀禮的文化功能和意義》，北京師範大學民間文學博士論文，第101

頁，198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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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及營業。」僅規定具備一定規模之殯葬服務業，才應置專任的殯葬禮儀師。

所謂一定規模，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9條第3項規定，須待中央主管機關於

殯葬禮儀師之法律施行後才訂定，由於殯葬禮儀師法律尚未完成立法，此處一定

規模尚不清楚其範圍。對於〔殯葬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領得公司登記或商

業登記證書之具一定規模殯葬服務業，如何強制其應置專任殯葬禮儀師？依〔殯

葬管理條例〕第 74 條給予該等業者 3 年過渡期，明定「於本條例公布施行後 3

年內得繼續營業，期間屆滿前，應補送聘禮儀師證明，經主管機關備查，始得繼

續營業」。此條文之設計，在於避免新法實施後對舊有制度造成太大衝擊，而設

之便宜措施。從字義理解，〔殯葬管理條例〕係2002年7月19日公布，似乎在

2005 年 7 月 1 日就已期滿，上開殯葬禮儀服務應聘專任殯葬禮儀師才是。但由

於行政院公布本條之施行日期，雖然定於2003年7月1日施行，依法應在2006

年7月1日一定規模之殯葬服務業必須聘專任殯葬禮儀師，但由於殯葬禮儀師法

尚未完成立法，第39條第2項實際上尚無法確實施行，連帶地影響到第3項及

第1項的施行，因此，專任禮儀師應從殯葬禮儀師立法完成後起算3年，若殯葬

禮儀師法未完成立法程序，則此處之3年將遙遙無期，亦即永遠無殯葬禮儀師並

無任何違法情事，造成如此之結果應非立法者所樂見。違反第39條第1項規定

者，依〔殯葬管理條例〕第63條規定：「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外，並應禁止其繼續營業；拒不遵從者，按次加倍處罰之。」 

從第 39 條立法意指來看，立法者原希望將殯葬禮儀師定位為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故明定以專法的方式來規範殯葬禮儀師，〔殯葬管理條例〕第39條第2

項規定：「禮儀師之資格及管理，另以法律定之」。關於殯葬禮儀師之立法，內政

部曾於2001年12月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黃有志教授辦理《殯葬業證照制度可

行性之研究》，又於〔殯葬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後，再委託其研擬〔禮儀師法〕

草案，該法草案多次邀集專家學者、教育部、考選部、各縣市政府、殯葬服務業

及殯葬禮儀教育相關團體代表開會研商。鑑於殯葬禮儀師於殯葬儀式中居關鍵地

位，對殯葬改革、殯葬文化提昇，具有重大功能，實有儘速推動建立其制度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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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192。但在各方利益團體對殯葬禮儀師法草案之看法意見分歧下，造成殯葬禮儀

師立法的遲滯。內政部邀集考選部、教育部、勞委會、專家學者、殯葬相關團體、

各縣市政府及業者代表等召開多次會議研商後，有意結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開辦

技能檢定方式推動殯葬禮儀師證照制度，至於禮儀師證書之核發，將視技能檢定

推動情形而定，並配合相關修法及配套相關事宜，各方意見達成之初步共識包括

「取得喪禮服務職類技術士證」、「修畢殯葬專業課程」及「實際殯葬服務經歷」

三大方向193。因此，將由原先考試院負責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轉由勞委

會承辦，並希望分為二級或三級，取得乙級或甲級技術士證者，才頒發殯葬禮儀

師證書。 

關於殯葬禮儀師業務範圍，《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代碼5142.05禮儀師，

係指規劃設計整個喪禮如何進行與負責完成的人員。其規定工作內容依殯葬流程

進行服務項目，包括從臨終前的關懷到死亡後的接體；與喪家協商整個喪禮的安

排，包括參與喪事人員的決定，入殮、出殯時間的選定，訃文的設計印製，靈、

禮堂的佈置，儀式的選擇，葬法的決定，埋葬地點的選定，價格的估算與收取，

社會資源的尋求等等；在喪禮完成之後，還繼續提供作七、作旬、作百日、作對

年、作三年的服務，以及家屬的悲傷輔導
194

。〔殯葬管理條例〕則採用列舉與概

括並行的立法方式，依〔殯葬管理條例〕第40條規定殯葬禮儀師業務範圍包括：

「一、殯葬禮儀之規劃及諮詢。二、殯殮葬會場之規劃及設計。三、指導喪葬文

書之設計及撰寫。四、指導或擔任出殯奠儀會場司儀。五、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項目。」「未取得禮儀師資格者，不得以禮儀師

名義執行前項各款業務。」此乃參考〔社會工作師法〕之立法精神，明定殯葬禮

儀師得執行之業務項目，以降低證照制度實施後，對現有執業者之衝擊，並明定

非經考試及格，並取得殯葬禮儀師資格者，不得以殯葬禮儀師名義執行業務，俾

利消費者辨別與選擇。 

                                                 
192
 行政院版禮儀師法草案總說明，2004年3月23日。 

193
 內政部，《研商殯葬專業證照制度會議資料》，台北，內政部，2006年3月3日。 

194
 http://www2.evta.gov.tw/odict/shrec.asp?c=5142.05，200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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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禮儀師業務範圍內，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一款，是否應屬於殯葬禮儀師

之業務範圍仍有爭議，有認為殯葬禮儀師本身的角色建立在其對於禮俗的瞭解，

而非心裡的輔導，況且心理輔導又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殯葬禮儀師是否擁有

足夠的心理輔導專業能力，是會令人懷疑的
195

。若由殯葬禮儀師進行臨終關懷，

可能讓臨終者產生已被家屬拋棄的反感，殯葬禮儀師在臨終者面前出現是否意味

著自己死期將近？殯葬禮儀師是來送死還是來做關懷？因此，從實務角度來看，

臨終關懷由殯葬禮儀師擔任有其困難。另外從證照規劃角度觀察，現今〔心理師

法〕第1條將心理師分為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關於其證照取得資格，依〔心

理師法〕第2條：「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臨床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臨床心理，並經

實習至少1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臨床心理師考試。公立或立

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

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1年成績及格，得有

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可見臨床心理師及諮商心理師考照標

準非常高且取得不易，若有希望從事心理師工作者，則可改考殯葬禮儀師證照

後，實際專門從事心理輔導相關工作
196

，而非從事殯葬禮儀之服務，畢竟這是殯

葬禮儀師業務範圍之一，且由於悲傷輔導的範圍相當廣泛，正給予從事心理輔導

工作者開一扇合法從業之大門；甚至無考取殯葬禮儀師證照者同樣可以從業，畢

竟從第40條第2項反義解釋來看，未取得殯葬禮儀師資格者，得以其他名義執

行臨終關懷與悲傷輔導業務，如此將徒增心理工作業務的混亂。因此，將臨終關

懷與悲傷輔導列為殯葬禮儀師之業務範圍之一，雖然立意良好，但在實務的操作

以及證照制度規範的嚴謹度來看，實有不妥處。未具殯葬禮儀師資格，違反第

40條第2項之規定以殯葬禮儀師名義執行業務者，依第66條規定：「除勒令改

善外，並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其不遵從改善者，並得連續處

                                                 
195
 陳繼成，《台灣現代殯葬禮儀師角色之研究》，南華大學生死所碩士論文，第154頁，2003年。 

196
 即使輔導與諮商層次有別，仍不能排除以輔導之名行諮商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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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之。」 

二、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特別規範，具多大規模的殯葬禮儀服務業應置專

任殯葬禮儀師。因此僅能就現行對殯葬禮儀服務人員之規範進行說明。大陸早在

1984年6月21日，即有民政部關於頒發【殯葬職工守則】（2000年11月10日

已失效），對殯葬職工提出10點具體要求，希望通過貫徹執行【殯葬職工守則】，

以增強殯葬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提高職業道德水準和遵紀守法的自覺性。殯儀

服務人員直接面對喪家，應對其有一定職業道德要求，【殯葬管理條例】第 12

條後段明文：「殯儀服務人員應當遵守操作規程和職業道德，實行規範化的文明

服務，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財物。」殯儀服務人員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財物的，

【殯葬管理條例】第 23 條規定：「由民政部門責令退賠；構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責任。」以提升殯葬服務品質。1993年8月30日民政部辦公廳關於印發

【社會福利業發展規劃】和【殯儀服務業發展規劃】的通知，其中對殯儀職工政

策方面，提到當時殯儀職工素質低落，教育水準不高問題，因此有必要加速培養

人才，大力培養火化、防腐、整容等方面的人才，要建立符合殯儀行業特點的工

人技術等級和專業技術職稱系列，逐步培養和造就一支能夠適應現代殯儀服務發

展需要的專業技術和經營管理隊伍。民政部、勞動部終於在 1993 年11 月 20 日

頒發【民政行業工人技術等級標準】的通知中，具體規範了屍體整容工、屍體防

腐工、屍體火化工、殯儀服務員、墓地管理員、屍體接運工等六種殯葬職工的工

種定義、等級、業務範圍及學徒期間。對於該等殯葬職工明確規範其知識及技術

之要求。為便於與台灣殯葬禮儀師進行比較，本文僅探討「殯儀服務員」一項。

大陸殯儀服務員工種定義，係指從事追悼廳、告別室、骨灰堂的佈置及有關各項

殯儀服務。其中分為初級殯儀服務員與中級殯儀服務員二等級，茲就該二等級職

工之知識及技能具體要求說明如下： 

（一） 初級殯儀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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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初級殯儀服務員知識之要求，包括對當地主要民族的喪葬禮儀和風俗習

慣；殯儀服務的規範和接待服務常識；有關殯儀服務的規章制度、服務項目、服

務程序和收費標準；追悼廳和接待室的佈置和骨灰管理及處理方面的知識；有關

個人衛生防護知識和多種消毒方法的認識。技能的要求方面，則包括辦理殯儀服

務的各項業務（包括計價、開票據等）；布置一般追悼會、屍體告別儀式會場、

要求其會正確擺放屍體、遺像、花圈、鮮花等；引導悼念活動的正常進行；會用

殯儀用語，獨立接待賓客，做到禮貌服務。 

（二） 中級殯儀服務員 

對中級殯儀服務員的知識要求，包括熟悉本地區各民族的喪葬習俗和接待禮

儀；熟悉顧客心理和殯儀服務的各項業務；熟悉追悼廳和骨灰寄存室的陳設布置

方法；熟悉衛生防護和防病知識各種消毒方法。至於技能要求方面，則包括掌握

本部門各項業務，能即時調整服務項目；按照不同規格、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動布

置會場；能分析顧客心理，掌握殯儀服務的語言；能設計和布置不同規格的骨灰

存放室；掌握各種花圈、籃的製作技術，能合理選用悼念用品；能帶陪初級殯儀

服務員。 

雖然大陸對殯儀服務員設有等級標準，不同等級有不同深度的知識及技能要

求，但實際上並無確實落實該通知。就連大陸殯葬發展最快速的上海，直到2003

年10月才有殯儀服務員中級證書的頒發。根據2004年的《上海年鑑》紀錄，【殯

儀服務員首次實施等級證書制度】在2003年10月，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市民

政局舉辦民政系統殯儀服務員業務培訓和殯葬服務操作技能比賽時，取得較好成

績的殯儀服務員獲得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頒發的殯儀服務員中級證書，這是上海

市殯儀服務員首次實施等級證書制度
197。大陸上述 6 種殯葬職工，業已於 2006

年4月11日做了修正，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關於印發假肢師等8個

                                                 
197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14926/node14978/userobject21ai104910.html，2006

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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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職業標準的通知】(勞社廳發[2006] 8號) 中，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共

同制定了假肢師等8個國家職業標準，其中6種殯葬相關人員亦在其中，除了殯

儀服務員與墓地管理員名稱不變外，將屍體接運工改為遺體接運工、屍體防腐工

改為遺體防腐師、屍體整容工改為遺體整容師、屍體火化工改為遺體火化師。 

三、比較分析 

台灣專任殯葬禮儀師之設置，僅具備一定規模者才須強制其設置，此乃為避

免新制度造成殯葬禮儀服務業過大之衝擊。〔殯葬管理條例〕第39條所指的殯葬

服務業，應限於殯葬禮儀服務業，若是具一定規模的殯葬設施經營業，其屬於殯

葬設施之經營，與殯葬禮儀無關，尚不須強制要求其設置專任殯葬禮儀師，由於

〔殯葬管理條例〕第 37 條將殯葬服務業分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與殯葬禮儀業，因

此，本條明定「殯葬服務業」，從文義解釋觀之，則具一定規模之殯葬設施經營

業，必須強制設置殯葬禮儀師，徒增法律適用之困擾，法律用語貴為精確，故建

議將本條「殯葬服務業」修訂為「殯葬禮儀服務業」。另外〔殯葬管理條例〕稱

殯葬禮儀方面的規劃指導者為禮儀師，雖然「禮儀師」用語可避免讓人直接聯想

到死亡恐懼心理，立法者的用意雖好，但觀諸人生中的禮儀非常繁多，須要禮儀

指導者更是不勝枚舉。例如外賓來訪時、祭孔時、成年禮時、結婚時都有專業的

禮儀規劃指導者，自皆可以稱之為「禮儀師」。因此，為使法律條文用語精確，

建議將「禮儀師」修訂為「殯葬禮儀師」、「殯儀師」或「殯葬師」。對於殯葬禮

儀師之證照制度，台灣醞釀將其從專技人員考試，轉為由勞委會舉辦的技能檢定

考試198。目的希望降低考試門檻後，能有更多殯葬服務業者參與。果真如此，第

40 條第 2 項「未取得禮儀師資格者，不得以禮儀師名義執行前項各款業務」不

具排他性的規定，待時機成熟後，可考慮刪除該項「以禮儀師名義」等字眼。 

大陸並無強制專任殯儀服務員之規定，至於殯儀服務員之證照規範，早在

                                                 
198
 楊國柱、葉修文，〈殯葬專業證照制度規劃之評議〉，《中華禮儀》，第15期，第26-27頁，台

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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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20日就已頒發【民政行業工人技術等級標準】，將殯儀服務員分為

二個等級，初級到中級必須通過一定知識及技能的測試，但由於尚未好好落實，

因此，該項標準實際發揮的層面效用不大。有關殯葬禮儀服務人員，台灣過去稱

為「土公仔」，現今稱為「禮儀師」，大陸則稱為「殯儀服務員」，但殯儀館中仍

有殯儀引導員之稱者（北京東郊殯儀館有引導服務員之稱，引導民眾辦喪事），

其工作職責包括接待喪家，洽談喪葬業務；瞭解喪家需求，介紹服務專案；引導

辦理喪事，宣傳殯葬改革199。這可能與大陸殯葬禮儀簡化有關，大陸簡化後的殯

葬禮儀，通常成為殯儀館服務項目之一，因此，由殯儀引導員引導喪家辦理殯葬

相關事宜已足夠。在殯葬禮儀的規劃上殯儀服務員一般比台灣殯葬禮儀師較為簡

單，殯儀服務員也多從屬於公立殯儀館，與台灣殯葬禮儀師多屬於私人者不同。 

第四節   殯葬服務業消極資格限制 

為提升殯葬服務品質，促進殯葬服務業創新升級並提供喪家優質的殯葬服

務，對殯葬服務業者本身資格除積極限制外，亦應有消極資格限制，以保護消費

者之權益。因此台灣立法者援參考〔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6條規定，對於

申請經營殯葬服務業者作消極資格限定。由於大陸並無相同或類似之規定，最多

僅規定殯葬服務業必須是有完全行為能力之自然人，本節僅就台灣條文說明。台

灣〔殯葬管理條例〕第41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經營殯葬

服務業；其經許可者，廢止其許可。本條例施行前已依法成立或登記之殯葬服務

業，於本條例施行後，其負責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同：一、無行為能力

或限制行為能力者。二、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三、犯詐欺、背信、侵佔罪、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所定之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第2項、

第6條、第9條之罪，經受有期徒刑1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

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3年者。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四、受感訓處分之裁

定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未滿3年者。五、曾經營殯葬服務業，經主管

                                                 
199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上冊），

第226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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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廢止或撤銷許可，自廢止或撤銷之日起未滿5年者。但第38條第3項所定

屆期未開始營業或第49條所定自行停止業務者，不在此限。六、受第56條所定

之停止營業處分，尚未執行完畢者。」本條規定之殯葬服務業，無論其許可是在

〔殯葬管理條例〕之前或之後，若有本條6款之1情形者，不得經營殯葬服務業。

分別就本條規範內容說明如下： 

（一）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所謂無行為能力人依〔民法〕第13條第1項及第15條來看，係指未滿7歲

之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其不能獨立為有效之意思表示。又依〔民法〕第 75 條

前段及第 76 條規定，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必須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

或代受意思表示。所謂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民法〕第13條第2項、第3項反義

解釋、及第15 條規定，是指滿7 歲之未成年人未結婚且未受禁治產宣告者。依

〔民法〕第 77 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僅在純獲法律上之利益，或依其年齡及

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有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無法單

獨為有效的法律行為，因此禁止其申請經營殯葬服務業。 

（二）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依〔破產法〕第 57 條規定：「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因

此所謂破產，係債務人於客觀的不能及繼續的不能清償其債務時，為使多數債權

人得公平滿足，就債務人之總財產，由法院參與其事，為一般強制執行之訴訟程

序
200。若允許已受破產宣告之人仍可經營殯葬服務業，則原來總財產與新收受消

費者之財產將混淆，債權人對受破產宣告之殯葬服務業者強制執行時，將對消費

者權益造成不利影響。故明文禁止該等人於尚未復權者，不得經營殯葬服務業。 

（三） 犯詐欺、背信、侵佔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所定之罪、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第2項、第6條、第9條之罪，經受有期徒刑

1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3年者。

                                                 
200
 陳國樑，《破產法新論》，第1-2頁，台北，大同書局，1978年3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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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本款規定對於犯詐欺、背信、侵佔罪以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所定

之罪，即指觸犯〔刑法〕第 16 章妨害性自主罪中第 221 條至第 227 條、第 228

條、第229條等、第332條第2項第2款犯強盜罪強制性交、第334條第2款犯

海盜罪強制性交、第348條第2項第1款犯擄人勒贖罪強制性交及其特別法之罪。

以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或

其參與者；第2項犯前項之罪，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再犯該項之罪，其發

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者，或其參與者；第6條資助犯罪組織之處罰；第9條公

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明知為犯罪組織有據予以包庇者。經受有期徒刑1

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3年者不得經營殯

葬服務業。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亦即雖犯上開之罪，但若所受刑之宣告

於1年以下；或雖然已受有期徒刑1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但已執行完畢且已滿

3年；或雖然已受有期徒刑1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但已被赦免且已滿3年；或

雖然已受有期徒刑1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但受緩刑宣告者，仍允許其從事殯葬

服務業。 

（四） 受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未滿3年者 

感訓處分主要係針對提報為流氓者，由於其危害社會秩序較大。根據〔檢肅

流氓條例〕第2 條所稱流氓，係指年滿18 歲以上之人，有擅組、主持、操縱或

參與破壞社會秩序、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幫派、組合者；非法製

造、販賣、運輸、持有或介紹買賣槍砲、彈藥、爆裂物者；霸占地盤、敲詐勒索、

強迫買賣、白吃白喝、要挾滋事、欺壓善良或為其幕後操縱者；經營、操縱職業

性賭場，私設娼館，引誘或強逼良家婦女為娼，為賭場、娼館之保鏢或恃強為人

逼討債務者；品行惡劣或遊蕩無賴，有事實足認為有破壞社會秩序或危害他人生

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習慣者。並足以破壞社會秩序者，由直轄市員警分局、

縣 (市) 警察局提出具體事證，會同其他有關治安單位審查後，報經其直屬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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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機關複審認定之。受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未滿3

年者，不得從事殯葬服務業。 

（五） 曾經營殯葬服務業，經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許可，自廢止或撤銷之日起

未滿5年者。但第38條第3項所定屆期未開始營業或第49條所定自行

停止業務者，不在此限 

由於廢止或撤銷許可，二者係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行政機關剝奪

行為人既有之權益。經廢止者，自廢止日起不發生效力，過去已發生效力者仍為

有效；撤銷者，使過去已發生效力者歸於無效。〔殯葬管理條例〕規定經殯葬主

管機關廢止許可者，例如私立殯儀館、火化場，違反第22 條第3 項規定火化屍

體，且涉及犯罪事實其情節重大者，而被廢止許可。若經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許

可，自廢止或撤銷之日起未滿5年者不得經營殯葬服務業。但第38條第3項所

定屆期未開始營業或第 49 條所定自行停止業務者，不在此限。亦即一般情況必

須於廢止或撤銷滿5年後才可以再申請經營殯葬服務業。但第38條第3項所定

屆期未開始營業或第 49 條所定自行停止業務者，其危害程度不大，因此可以不

受5年不得申請經營殯葬服務業之限制。本條有「撤銷」一詞，但觀諸〔殯葬管

理條例〕中並無撤銷許可之規定者。 

（六） 受第56條所定之停止營業處分，尚未執行完畢者 

〔殯葬管理條例〕第 56 條的停止營業處分，係對於私立殯儀館、火化場，

違反第22 條第3 項規定火化場或移動式火化設施，火化未經核發火化許可證明

之屍體。且涉及犯罪事實者，而被勒令其停止營業6個月至1年。尚無到達廢止

其許可程度者，必須於停止營業處分執行完畢後才可以申請經營殯葬服務業。 

第五節   殯葬服務業資訊公開化 

一、台灣方面 

根據邱麗芬《當前美國殯葬教育課程設計初探-兼論國內殯葬相關教育的實

施現況》一文指出，台灣殯葬從業人員著重殯葬儀式的社會面，只求符合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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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殯葬儀式的印象，但求依照以往的經驗操作一遍，因此，要求喪家照單全收

目前的殯葬模式，這種殯葬服務並不是建構在喪家的需求上，而是在業者主觀所

認知的社會殯葬儀式上201。在照單全收下的殯葬花費往往是一筆不小數字。另

外，台灣殯葬服務業過去為人詬病事項之一，即殯葬服務資訊的不透明，人的一

生中碰到的殯葬服務消費次數，相對於其他產業之消費少得多，而且消費者往往

視殯葬事務為禁忌，少有於生前即主動瞭解殯葬事宜。林幸穎在《民眾對於殯葬

資訊的認知與需求之研究-以宜蘭市民眾為例》一文中指出，民眾對殯葬儀節及

費用的了解，多數委由殯葬服務人員協助處理，多數民眾並不清楚各項細節的費

用，多數民眾認為政府應負起責任提供正確殯葬資訊202。雖然該文以宜蘭民眾為

例，但也可看出消費者的弱勢。消費者居於殯葬資訊不對稱的弱勢下，立法者有

必要督促殯葬服務業將殯葬服務資訊公開。因此明定殯葬服務業應將服務資訊展

示並備置收費標準表，以利消費者評估與選擇。〔殯葬管理條例〕第42條明文：

「殯葬服務業應將相關證照、商品或服務項目、價金或收費標準展示於營業處所

明顯處，並備置收費標準表。」所謂相關證照方面，例如殯葬設施經營業之公司

或商號證書、加入公會證書、經營許可證書；殯葬禮儀服務業之公司或商號證書、

加入公會證書、許可證書、具一定規模之殯葬禮儀服務業聘專任殯葬禮儀師之證

照等。相關商品或服務項目方面，例如殯葬設施經營業之墓基、禮廳、骨灰（骸）

櫃：殯葬禮儀服務業從運屍到埋葬或火化之用品項目與人員配置服務項目等。所

謂營業處所明顯處，例如消費者出入動線方便瀏覽之處所。收費標準表有利於消

費者評估自身殯葬消費所需之花費。違反本條規定，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64

條：「經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連續處罰之。」 

二、大陸方面 

                                                 
201
 邱麗芬，《當前美國殯葬教育課程設計初探-兼論國內殯葬相關教育的實施現況》，南華大學生

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120頁，2002年。 
202
 林幸穎，《民眾對於殯葬資訊的認知與需求之研究-以宜蘭市民眾為例》，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第79-80頁，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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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管理條例】並無與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相同或類似條文。根據【殯

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 7 條規定：「殯葬事業單位接屍、火化、骨灰寄存

等基本服務專案的收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廳（局）會同當地物價

部門制定；其他服務專案的收費標準，由市、縣民政部門按保本或略有利潤的原

則確定。」大陸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切產業收歸公有，殯葬服務自無例外，其收

費標準亦分別由物價部門或民政部門制定。【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殯葬設施要經

審批，對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也設了許多禁止規定，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的生產

銷售尚難以通過市場調節。做了如此多的限制，大陸殯葬服務項目及價格理應相

當透明才是。相反地，由於公部門對殯葬服務的嚴加管控下，使殯葬服務業成為

公部門壟斷經營的行業，因而提供暴利更大的生存空間。大陸民政部門對殯葬服

務業收費專案有明確規定的，僅運屍費、停屍費、租用大廳費、火化費和寄存費

等較大專案費用，殯葬服務業者往往能創造許多名目，變相加價。加上殯葬服務

過程，喪家希望順利完成喪禮，也少有跟殯葬服務業討價還價，造成殯葬服務高

利潤現象。雖然殯葬服務業在經濟上並非居於主導地位，近幾年卻被評為大陸

10大暴利行業之一
203。  

三、比較分析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42條明定：「殯葬服務業應將相關證照、商品或服

務項目、價金或收費標準展示於營業處所明顯處，並備置收費標準表。」透過法

律的明文，督促殯葬服務業將資訊公開透明，以使消費者能清楚知道所接受服務

之商品及服務項目，進而達到保護消費者知的權利。 

大陸由於實行共產主義，雖然改革開放後，經濟上稍有鬆綁，但在殯葬服務

業方面仍多屬於公部門壟斷，造成殯葬服務業的暴利現象。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

由於財富集中造成壟斷現象，使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引發種種社會問題亟待解

決，遂有共產主義之提倡。但從大陸殯葬服務業觀察，殯葬服務業過度集中在公

                                                 
203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2/07/content_4146029_1.htm，2006年5月8日。 



 208

部門下，卻也產生殯葬壟斷現象，使殯葬服務業成為暴利行業，相信這是共產主

義始料未及的現象。雖然殯葬服務價格由公部門制定，但也由於殯葬服務名目很

多，加上一般人少會跟殯葬服務業討價還價，使得大陸殯葬服務資訊透明度相對

地也被削弱。 

第六節   殯葬服務契約之規範 

由於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針對殯葬服務契約所設特別之規定，因此有

關殯葬服務契約若有糾紛，僅能透過民事法律關係適用法規，例如【民法通則】、

【合同法】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民事法規加以解決。本節僅就台灣〔殯葬

管理條例〕之規定說明。台灣有鑑於殯葬服務業與消費者間殯葬資訊不對稱，過

去有業者於殯葬服務的前後於約定項目外，巧立名目，強索增加費用，為禁止此

種變相任意亂增費用之行為，造成消費者權利之損害。明定殯葬服務業承攬業務

應簽訂書面契約、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供消費者參考使用，以確

保消費者權益。援〔殯葬管理條例〕第43 條第1 項規定：「殯葬服務業就其提

供之商品或服務，應與消費者訂定書面契約。書面契約未載明之費用，無請求權；

並不得於契約訂定後，巧立名目，強索增加費用」。契約訂定後，禁止巧立名目，

強索增加費用，以減少消費糾紛。 

本條規定殯葬服務業就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與消費者訂定「書面契約」。

書面契約未載明之費用，應包括有書面契約但未記載，及無書面契約在內，殯葬

服務業者對消費者皆無請求權。所謂「無請求權」，如殯葬服務業向消費者請求

給付，消費者得主張拒絕給付，消費者對殯葬服務業之請求給付，不為拒絕而為

給付者，殯葬服務業之受領，則無不當得利可言。另殯葬服務業並不得於契約訂

定後，巧立名目，強索增加費用，變相亂加價。違反第43 條第1 項規定之殯葬

服務業，依第64條：「經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之。」 

〔殯葬管理條例〕第43 條第2 項規定「書面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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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早在2000年12月7

日內政部即以台(89)內民字第 8962332 號函，就有頒布「納骨塔位使用權買賣定

型化契約範本」。內政部2006年6月27日以台內民字第09501049211號公告「殯

葬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內政部又於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９日以台內民字第

0950104921號令訂定「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自2007

年1月1日生效。茲就該等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分述之如

下： 

  首先，應記載事項包括：當事人及其聯絡方式；契約審閱期間；契約標的；

廣告責任與自訂服務規範不得牴觸契約；服務內容與服務範圍；對價與付款方

式；規費負擔與外加費用；約總價款不包含行政規費範圍：退款規定；提供服務

之通知與切結；同級品之替換；契約之效力；契約之完成；未經使用部分之購回；

違約及終止契約之處理；資料保密義務；管轄法院；契約分存。 

  至於不得記載事項包括：不得約定廣告文字、圖片或服務項目僅供參考；不

得於契約服務項目中使用概念模糊或不確定之名詞，例如「喪禮一場」或「禮儀

人員一組」；不得約定日後因貨幣升、貶值、通貨膨脹或信託財產運用之損失等

事由得要求消費者另為金錢之給付；不得約定殯葬服務業者得因實際情形片面變

更提供服務品項而消費者不得異議；不得約定契約所載服務項目消費者若未使用

則視同放棄，且不得更換；不得排除消費者要求解除契約之權利；不得約定簽約

後消費者須將契約交由業者留存；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 

  中央主管機關也已訂定出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書範本，殯葬服務業可參考該

等範本之模式訂定定型化契約書，與消費者簽約時須將契約書公開並印製於收據

憑證交付消費者，除另有約定外，依〔殯葬管理條例〕第43 條第3 項：「視為

已依第1項規定與消費者訂約」。本項「視為」乃屬於法律上的擬制，殯葬服務

業者不可舉證推翻。 

另外，台灣殯葬服務業者早在 1994 年即由國外引進殯葬禮儀服務契約之預

售制度，【殯葬管理條例】公布施行以前，在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下，只要

當事人不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當事人自可訂定有效契約來預售殯葬禮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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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由於該契約於生效日到真正提供殯葬禮儀服務之日通常有段不確定期間。因

購買與使用可能相距一段時日，將引發履約之風險及相關求償問題，造成消費者

裹足不前204。為防止殯葬禮儀服務業者隨意使用其已收受之費用，而損害消費者

之權利。〔殯葬管理條例〕將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列為有名契約，並透過信託

制度之設計，希望達到保護消費者之目的。使過去僅能依民事法律關係解決之問

題，能有更多一層保障。對於保護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消費者之權利方面，黃昭燕

在《國內生前契約研究-從殯葬業者與消費者行為談起》一文中，建議台灣政府

對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應訂有賠償機制、銷售人員須具有證照、對消費者繳交金額

的安全有監督保障機制、有暢通的申訴管道，以及法令須再完善等205。劉信義在

《美國生前契約研究初探》一文中，就美國生前契約保護機制經驗論述後，建議

政府設置消費者保護基金以保障契約的履行、強化消費者保護團體、建立信託制

度，及建立解約
206還款制度207。目前台灣乃透過信託方式之設計，來約束銷售生

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之業者，對其已收受費用之使用。故第44 條第1 項規定：

「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殯葬服務業，須具一定之規模；其有預先收

取費用者，應將該費用百分之七十五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理。」首先，本條

明定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之業者，必須具一定之規模。由於同條第2項規定：

「前項之一定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據此內政部業已於 2003 年 7 月 1

日以台內民字第0920073805號令發布同日起生效之解釋函，界定【殯葬管理條例】

第44條第2項之一定規模之條件包括：一、具備殯葬禮儀服務能力之殯葬服務業。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三、最近3年內平均稅後損益無虧損。

四、於其服務範圍所及之直轄市、縣（市）均置有專任服務人員。上述「最近3

年內平均稅後損益無虧損」，內政部用意在於以該殯葬服務業財務狀況作為公司

                                                 
204
 蔡麗卿，《台灣大都會地區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消費者行為研究》，南華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第94頁，2003年。 
205
 黃昭燕，《國內生前契約研究-從殯葬業者與消費者行為談起》，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第117-119頁，2002年。 
206
 應指終止權而非解除權之行使。 

207
 劉信義，《美國生前契約研究初探》，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80-81頁，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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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質是否穩健之判斷依據208。但如此之解釋，則可能排除3年內新設公司銷售生

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之可能，影響【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自由，對此，台內

民字第 0920067571 號函補充解釋，設立未滿 3 年之殯葬服務業者，至少應有 1

整年以上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簽證後，連同其他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備

查，以符合該一定規模條件之意旨。然而，3年內無虧損不代表之後不虧損，且

各種行業初創期，會有損益不平衡之狀況，企業能否繼續經營，應以資產淨值為

指標，而非虧損決定其經營能力，從立法原理而言，內政部對【殯葬管理條例】

第44條第2項之一定規模的解釋似有擴大法律授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虞209。另

外，「於其服務範圍所及之直轄市、縣（市）均置有專任服務人員」，並無直接

規定必須有專任殯葬禮儀服務人員，因此，於其服務範圍所及之直轄市、縣（市），

即使僅聘請1位專任的電話接聽服務人員，似乎並無不可。再者，若非殯葬服務

業而經營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將影響消費者權益，擬對該違法行為人加重處罰，

故〔殯葬管理條例〕有關生前殯葬服務契約相關修正條文草案第44 條之1 擬新

增為：「非殯葬服務業，不得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殯葬服務業，應

備具符合一定規模條件之證明、生前殯葬服務空白定型化契約及與信託業共同簽

訂之信託契約影本，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與消費者簽訂生

前殯葬服務契約。殯葬服務業因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預先一次或分次收取之

費用，應按月逐筆結算造冊後，於次月底前依比例交付信託。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2003 年）七月一日以後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殯葬服務業，應自

本條例修正公布施行後三個月內，補行第1項核准程序。前項信託定型化契約範

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信託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將原本不具殯葬服務業資格而經營生前殯葬服務契約，由於經營者未符合

第38條第1項之規定，僅能根據第62條加以處罰，草案則更為嚴格，對消費者

之保護更為加強。 

                                                 
208
 內政部2003年7月29日台內民字第0920067571號函。 

209
 楊國柱，《殯葬政策與法規》，第193條，台北，志遠，2003年11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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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條例第44條第1項所稱費用，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8

條解釋：「指消費者依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所支付之一切對價。」因此坊間業者有

將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以「買米送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或「結合保險、理

財」等方式行銷，且多以「多層次傳銷」配合分期付款，企圖規避殯葬管理條例

第 44 條生前契約預收款之 75%應交付信託之規定，內政部邀集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委員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財政部、經濟部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針

對生前契約管理問題開會研商，因附隨於商品買賣或服務交易之生前殯葬服務契

約，與商品買賣或服務交易本身具有不可分性，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仍屬消費

行為之一部分，販售該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之業者，應為經政府許可之殯葬禮

儀服務業並符合「一定規模」，且應將消費者依契約所支付之一切對價之75%交

付信託
210。所謂信託，依〔信託法〕第1條規定係指：「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

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

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依信託上的利益是否歸屬於委託人本身，可以分為自

益信託與他益信託二者211。從第 44 條第 1 項信託方式觀察，係生前殯葬禮儀服

務業者（委託人）將預先收受之費用，交信託業者（受託人），待生前殯葬禮儀

服務業對消費者提供殯葬禮儀服務完成後，該信託利益歸屬於生前殯葬禮儀服務

業（委託人），故台灣之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的信託制度屬於自益信託性質。 

再其次，從【殯葬管理條例】對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信託制度的設計來看，用

意在於保護消費者權益，〔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9 條：「殯葬服務業依

本條例第44 條第1 項規定與信託業簽訂信託契約時，應以確保生前殯葬服務契

約得以履行、維護消費者權益為意旨。」避免因為殯葬禮儀服務業與信託業者訂

立信託契約，卻無法達到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目的。 

                                                 
210
 內政部網站，

http://www.moi.gov.tw/Scripts/tornado/marker.exe?s=5&o=4&t=0&a=15&v=&k=1,&g=0&MERGEFIELD=

-&CODECONVERT=-&SORTFIELDS=-&SIM_START=1&SIM_NUM=10&REL_START=1&REL_NU

M=10&LINK=-&REDIRECTTO=-&PATHLINK=-&p=%B6%52%A6%CC&c=1,1&i=792&j=443&n=&r=

，2006年5月11日。 
211
 賴源河、王志誠，《現代信託法論》，第23頁，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2月初版1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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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於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預先收取費用交付信託方式，〔殯葬管理

條例施行細則〕第 30 條：「殯葬服務業因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預先一次或

分次收取之費用，應按月逐筆結算造冊後，於次月底前依比例交付信託。」以避

免時間的延誤，造成不必要的風險。對於預收費用交付信託之監督方面，〔殯葬

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31 條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瞭解殯葬服務

業依本條例第44 條第1 項預收費用交付信託之情形，得隨時派員查核其業務及

財務狀況。違反第44條第1項規定，依〔殯葬管理條例〕第65條：「經限期改

善，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幣6 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

廢止其許可。」 

內政部並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供業者及消費者參考，並參照〔消費者保護法〕

第 17 條規定，明定主管機關應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

項。〔殯葬管理條例〕第44 條第3 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一項書面契約，

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有關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內政部於2006年6月29日以台內民字第0950104920

號令訂定「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自用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生

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家用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自2007年1月1

日生效，分述之如下： 

（三）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自用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首先，應記載事項包括：當事人及其聯絡方式；契約審閱期間；契約標的；

廣告責任與自訂服務規範不得牴觸契約；服務內容與服務範圍；對價與付款方

式；規費負擔與外加費用；服務程序與分工；契約執行人之指定；提供服務之通

知與切結；消費者之親友對契約應予尊重；專任服務人員；同級品之替換；預收

款交付信託；遲延繳款之處理；契約之完成及效力；契約之檢視與修改；契約之

解除、終止與退款；履約責任之轉讓；違約之處理；聯絡資訊變動之通知與資料

保密；管轄法院；契約分存等２３項。至於不得記載事項包括：不得約定廣告文

字、圖片或服務項目僅供參考；不得於契約服務項目中使用概念模糊或不確定之

名詞，例如「喪禮一場」或「禮儀人員一組」；不得約定日後因貨幣升、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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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或信託財產運用之損失等事由得要求消費者另為金錢之給付；不得約定

殯葬服務業者得因實際情形片面變更提供服務品項而消費者不得異議；不得約定

契約所載服務項目消費者若未使用則視同放棄，且不得更換；不得排除消費者要

求解除契約之權利；不得約定簽約後消費者須將契約交由業者留存；不得為其他

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等８項。 

（四）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家用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首先，應記載事項包括：當事人及其聯絡方式；契約審閱期間；契約標的；

廣告責任與自訂服務規範不得牴觸契約；服務內容與服務範圍；對價與付款方

式；規費負擔與外加費用；服務程序與分工；提供服務之通知與切結；專任服務

人員；同級品之替換；預收款交付信託；遲延繳款之處理；契約之完成及有效期

間；契約之檢視與修改；契約之解除、終止與退款；履約責任之轉讓；違約之處

理；聯絡資訊變動之通知與資料保密；管轄法院；契約分存。至於生前殯葬服務

定型化契約（家用型）不得記載事項包括：不得約定廣告文字、圖片或服務項目

僅供參考；不得於契約服務項目中使用概念模糊或不確定之名詞，例如「喪禮一

場」或「禮儀人員一組」；不得約定日後因貨幣升、貶值、通貨膨脹或信託財產

運用之損失等事由得要求消費者另為金錢之給付；不得約定殯葬服務業得因實際

情形片面變更提供服務品項而消費者不得異議；不得約定契約所載服務項目消費

者若未使用則視同放棄，且不得更換；不得排除消費者要求解除契約之權利；不

得約定簽約後消費者須將契約交由業者留存；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

定之約定。 

內政部也於2006年6月27日台內民字第09501049201號公告生前殯葬服務

定型化契約自用型及家用型範本，供生前殯葬禮儀服務業者及消費者參考。雖然

台灣對於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透過信託機制來達到對消費者之保護，但由於

〔殯葬管理條例〕第44 條第1 項之信託方式，係採取自益信託方式設計，與美

國屬於他益信託者不同。如此對消費者之保護力度仍有不足。例如依〔信託法〕

第63條：「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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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前殯葬禮儀服務業本可隨時與受託之信託業終止信託，信託終止後之信

託利益，完全可以隨時歸生前殯葬禮儀服務業取得，不須等到提供消費者殯葬服

務後。如此，對消費者保護仍有待加強。雖然〔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9

條規定：「殯葬服務業依本條例第44 條第1 項規定與信託業簽訂信託契約時，

應以確保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得以履行、維護消費者權益為意旨。」觀諸本條規定，

其對殯葬禮儀服務業者之訓示作用應高過實質拘束作用，信託業者本身仍須受信

託法規之拘束，亦即委託人與受託人隨時可終止契約，契約終止後委託人自可另

外再找其他信託業者信託或者捲款而去。況且〔殯葬管理條例〕並無限定受託之

信託業不能與生前殯葬禮儀服務契約之業者有何特定關係，若受託之信託業者與

生前殯葬禮儀服務業者是關係企業，〔殯葬管理條例〕信託之設計，恐怕僅具有

道德約束作用。為加強對消費者之保護，內政部於2006年5月25日邀請產官學

界研擬對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再進行修法，除了第 44 條酌為文字修正外，預計將

新增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使得販售（第 44 條之 1），業者交

付信託後其提領條件（第 44 條之 2），業者經營不善時信託費用處理方式（第

44條之3）等相關保護消費者權益之條文，為配合上開修正或增列或新增罰則（第

65條至第65條之2）
212。 

第七節   殯葬自主 

台灣內政部為宣導國人超越死亡禁忌，於生前即勇敢主張未來死亡後之殯葬

事宜，爰明定成年人於生前得就殯葬事宜預立遺囑或填具殯葬意願書。由於大陸

【殯葬管理條例】中並無與台灣相同或類似條文，其有關遺囑之規定直接適用【繼

承法】，而【繼承法】雖以財產之處分為主，若為合法之遺囑，遺囑內容並不加

以限制。本文僅就台灣〔殯葬管理條例〕分析之。〔殯葬管理條例〕第 45 條規

定：「成年人且有行為能力者得於生前就其死亡後之殯葬事宜，預立遺囑或以填

具意願書之形式表示之。死者生前曾為前項之遺囑或意願書者，其家屬或承辦其

                                                 
212
 內政部，日台內民字第0950077799號開會通知單，〈研商殯葬管理條例修正重大議題-有關生

前殯葬服務契約規範事宜〉，台北，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8樓第1會議室，2006年5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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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事宜者應予尊重。」本條遺囑人必須是成年人且有行為能力者，所謂成年人

依〔民法〕第12條，係指滿20歲之人。有行為能力者應指有完全行為能力者，

亦即依〔民法〕第12條、第13條第3項，及第15條反義解釋，指滿20歲之成

年人並未受禁治產或未成年人已結婚並未受禁治產之人。完全行為能力人能獨立

為有效意思表示，在私法上能產生完全法律效果。〔殯葬管理條例〕第 45 條遺

囑人必須是滿 20 歲且有行為能力者才可以，排除未成年人已結婚並未受禁治產

之人立遺囑為殯葬事宜之規劃能力。死者生前曾以遺囑或意願書，就其死亡後之

殯葬事宜規劃者，其家屬或承辦其殯葬事宜者應予尊重。就李其烜在《大學生對

預立遺囑的認知與態度之研究-以北部地區為例》一文指出，台灣北部大學生如

要寫遺囑，其內容著重在自身的處置，以及財產、遺物的分配，而較不重視喪葬

儀式相關細節的規劃
213。該文雖是對北部大學生之研究，但也可見一般人對遺囑

著重之內容。通常遺囑內容只要不違背強制禁止規定，法律並不加以限制，但遺

囑之法律效力主要亦僅在於對財產的規劃，由於對本條並無處罰之規定，即使死

者家屬或承辦其殯葬事宜者不依其遺囑或意願書尊重辦理，亦無不可。實際上本

條僅屬訓示規定。 

所謂遺囑，指遺囑人為使於其死後發生法律上之效力，依法定方式所為之無

相對人之單獨行為，其內容，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不違反公序良俗者為限214。

〔民法〕中有關遺囑能力，依其第 1186 條之規定：「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

囑。限制行為能力人，無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得為遺囑。但未滿 16 歲者，

不得為遺囑。」因此，〔民法〕遺囑能力，僅須滿 16 歲之限制行為能力人即得

為遺囑。顯然〔殯葬管理條例〕第45條遺囑人之標準高於〔民法〕第1186條。

從〔殯葬管理條例〕第 45 條立法意旨來看，是希望透過本條之規定，宣導國人

超越死亡禁忌，於生前即勇敢主張未來死亡後之殯葬事宜。但由於其所規定的遺

囑能力人之標準，比〔民法〕以處分財產為主的遺囑條件還嚴格，如此規定可能

                                                 
213
 李其烜，《大學生對預立遺囑的認知與態度之研究-以北部地區為例》，第102頁，南華大學生

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102頁，2005年。 
214
 戴炎輝、戴東雄，《中國繼承法》，第237-239頁，台北，自版，1994年3月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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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反效果。試問〔殯葬管理條例〕以處理自己殯葬事宜，其殯葬費不必然是死

者生前所有財產的支出之遺囑，何以能淩駕〔民法〕以處分自己所有財產之遺囑？

何以僅有訓示規定的遺囑或意願書，其規定竟超越〔民法〕將產生一定法律效果

的遺囑？另外從〔殯葬管理條例〕第 45 條將遺囑與意願書並列來看，意願書並

不具有要式性，何以不具有要式性的規定，竟比〔民法〕具有強制規定必須有要

式行為的遺囑標準來得高？況且〔民法〕遺囑之設計，雖以自由處分死者所有財

產，並尊重死者的遺願為主，但其規定並不排除財產以外其他事項之遺願。因此，

建議調降遺囑行為人之限制，將本條修正為「滿 16 歲之限制行為能力人得於生

前就其死亡後之殯葬事宜，預立遺囑或以填具意願書之形式表示之。死者生前曾

為前項之遺囑或意願書者，其家屬或承辦其殯葬事宜者應予尊重。」甚至可以考

慮將本條刪除。另外，台灣地區〔殯葬管理條例〕第四章係對殯葬服務業之管理

與輔導，將殯葬自主列入本章，在條文的編排上，似乎也不甚妥當。 

第八節   殯葬服務業之評鑑與教育訓練 

一、台灣方面 

國家行政之種類依受法律羈束程度之不同，通常可以分為干涉行政、給付行

政二類。干涉行政，指行政機關為達成下命、禁止或確認之效果，所採取之抽象

或具體措施，以及必要時所使用之強制手段；給付行政，係國家採取行政上措施，

改善社會成員之生存環境及生活條件，例如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生活必需品之

供給、舉辦職業訓練、給與經濟補助及提供文化服務等措施215。晚近國家行政有

由傳統的干涉行政，朝擴大給付行政範圍發展之現象。在殯葬管理上亦然，過去

〔墳墓設置管理條例〕僅規定對違反法規範必須受如何之處罰，〔殯葬管理條例〕

則於處罰外對於殯葬服務業則設有輔導之規定。 

殯葬服務業要能提升經營及服務品質，必須注意本身之缺失，並能即時進行

改善。因此，〔殯葬管理條例〕第4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

                                                 
215
 吳庚，《行正法之理論與實用》，第17-18頁，台北，自版，1995年3月增定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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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服務業應定期實施評鑑，經評鑑成績優良者，應予獎勵。前項評鑑及獎勵之

實施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俾利發掘殯葬服務業之問題並

輔導改善，以提升其經營及服務品質，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殯葬

服務業應定期實施評鑑與獎勵。台灣各地方政府據此陸續制定殯葬服務業獎勵及

評鑑辦法或要點，例如2004年5月10日發布〔臺北市殯葬設施及殯葬服務業查

核評鑑及獎勵辦法〕、2005年4月22日發布〔臺北縣殯葬服務業評鑑及獎勵實

施要點〕、2005 年 6 月 2 日發布〔高雄市殯葬設施與殯葬服務業查核評鑑及獎

勵辦法〕、2006年2月19日發布〔桃園縣殯葬設施查核評鑑及獎勵辦法〕。並

且已有一些縣市展開殯葬評鑑工作，例如臺北市、臺北縣、高雄市、台南市。 

除了評鑑與獎勵外，教育訓練亦相當重要，而殯葬服務業公會係政府與殯葬

服務業者間的橋樑，因此，〔殯葬管理條例〕要求殯葬服務業公會應舉辦業務觀

摩交流及教育訓練，以提升會員之服務品質。第47條規定：「殯葬服務業之公

會每年應自行或委託學校、機構、學術社團，舉辦殯葬服務業務觀摩交流及教育

訓練課程。」對於殯葬服務業公會所舉辦的觀摩交流及教育訓練課程，殯葬服務

業可藉著參與該等活動以提升服務品質。除此之外，殯葬服務業也可以派員參加

殯葬講習或訓練，來提升服務品質。第48條第1項：「殯葬服務業得視實際需

要，指派所屬員工參加殯葬講習或訓練。」為了更能激勵業者參與殯葬講習或訓

練，第48條第2項明定：「前項參加講習或訓練之紀錄，列入評鑑殯葬服務業

之評鑑項目。」將殯葬講習或訓練之紀錄列入評鑑之參考。例如 2006 年台南市

殯葬業者評鑑表中，即有「辦理員工在職訓練或參加各種講習」一項。 

二、大陸方面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透過對殯葬服務業之評鑑與教育訓練，來提升殯

葬服務品質之相同或類似條文。故必須由其他政府文件加以觀察。大陸曾有評選

殯葬事業單位先進集體和先進工作者，這同樣對殯葬服務之品質有提升之作用。

例如早在1981年12月所召開的全國殯葬改革工作會議上，原本要評選先進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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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先進個人，因為時間問題，放在會後進行。終於在 1983 年 4 月大陸第一次舉

辦「全國殯葬事業單位先進集體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會中表彰在殯葬事業

單位中有特殊貢獻的集體與個人。 

1983年6月4日頒布試行【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四章隊伍建設，

即在對殯葬事業單位內部人員做管理之規定。【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

13 條規定，殯葬事業單位的領導班子，要逐步實現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

專業化。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提高職工的政治覺悟，

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開展優質服務，優美環境，優良作風等群眾性

的評比競賽活動，每年進行一次表彰先進的工作，以提高殯葬職工的社會地位。

1985年8月3日民政部關於【檢查評比殯葬改革、殯葬事業單位經營管理情況的

通知】終於展開對全國殯葬改革和殯葬事業單位經營管理情況的檢查評比，將全

大陸劃定7片區域檢查評比，檢查評比的內容包括法制建設、殯葬改革、殯葬事

業單位的經營管理，檢查評比的方法以自我檢查為主，雖然檢查評比的力度不

強，但畢竟已開始推動。在殯葬職工素質的提升方面，【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

辦法】第 14 條規定：「殯葬事業單位應組織職工學習文化，使每個職工都達到

初中以上文化水準；並組織職工學習專業知識，提高業務、技術水準。對有技術

專長的，經過考核授予技術職稱。」從條文內容可以看出，大陸早已認知到殯葬

職工知識與技能方面提升的重要。因此，在1983年12月15日到20日為期6天

全國殯葬工作經驗交流會議，特別強調要搞好殯葬事業單位，必須有一支又紅又

專的職工隊伍提高其素質。 

工作守則可以給殯葬職工工作基本要求的依據，【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

法】第15條：「殯葬事業單位應制定工作人員守則，做到文明服務，禮貌接待，

方便群眾，杜絕不正之風，並建立沿革的獎懲制度。」1984年6月21日民政部

終於頒發了【殯葬職工守則】的通知，藉以提升殯葬職工隊伍的素質。除了要求

殯葬職工知識技能素質提升外，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提供好的殯葬服務，【殯葬事

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 16 條：「殯葬事業單位應關心職工生活和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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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勞動條件，搞好勞動保護，辦好集體福利。定期對職工健康狀況進行檢查。」

對於殯葬事業單位的管理，大陸亦有所規範，避免因強調由上而下的管理，忽略

了基層的聲音，【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 17 條：「殯葬事業單位實行

民主管理，重大問題由職工大會討論決定」。除了管理以外，對於殯葬事業單位

須協助的，政府單位亦須給予幫助，【殯葬事業單位管理暫行辦法】第 18 條：

「縣以上民政部門應加強對殯葬事業單位的領導，幫助他們做好工作」。正當大

陸對殯葬事業單位強調提升其水準時，一些非民政部門以民政部門或中國殯葬協

會名義，通知殯葬事業單位參加殯葬工作研討、培訓等活動，1993年5月22日

民政部辦公廳頒布【關於不得參加非民政部門舉辦的殯葬工作研討、培訓等活動

的通知】，禁止任何部門或單位舉辦全國性的殯葬工作活動，雖然制止了假借名

義舉辦殯葬工作研討、培訓等活動，但對殯葬工作研討、培訓等活動展開也產生

一定的減緩作用。 

另外針對殯儀館水準的提升方面，1990年3月17日民政部辦公廳關於印發

【殯儀館等級標準（試行）】【殯儀館等級評定辦法】的通知，將殯儀館分為三

個等級來評定，以使殯儀館能真正提供人們在殯儀活動中慰藉悲傷，抒發情感，

寄託哀思的功能，並能倡導文明、健康、進步的殯儀活動，起到移風易俗和引導

合理消費的作用。同年12 月3 日民政部辦公廳【關於嚴格掌握標準、認真做好

殯儀館等級評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認知貫徹等級殯儀館的評定標準。1992

年4 月23 日民政部辦公廳【關於開展等級殯儀館評定工作的通知】，在本通知

中規定了各級殯儀館評定審批權限；評定組織機構；評定方法、步驟；以及擬定

殯儀館等級評分表（試用），藉此在全大陸積極開展等級殯儀館評定工作。1997

年10 月8 日民政部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等級殯儀館評定工作的通知】使等

級殯儀館的評定和認定更加科學、規範化。藉由評定之結果，將殯儀館分為三種

等級，希望較低等級的殯儀館，能朝更高等級殯儀館努力。由於等級標準 10 年

未變，許多指標已經落後，評定辦法不夠嚴謹，需要調整和完善，於是民政部在

2002年5月27日發布【關於暫停等級殯儀館評定工作的通知】，在新的標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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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出台前，各級民政部門暫時停止等級殯儀館的申報和評定。 

三、比較分析 

關於殯葬服務業評鑑方面，台灣有研究指出，由於傳統殯葬禮儀服務業者，

大多為世代家傳，沒有足夠的資金與人力改變舊有的營業模式，無法在政府的評

鑑中獲得好成績，例如電腦化對傳統殯葬業者就是一大困難，因此，建議台灣政

府當協助其尋求資源，並鼓勵其異地同業結合216。台灣在殯葬服務業的評鑑方

面，雖然有些縣市陸續展開，但仍有不完善處，例如高雄市的評鑑工作，曾有暴

力威嚇，最後造成評鑑結果不敢公開情形。台南市 2005 年的殯葬服務業評鑑，

以經費不足為由，僅限於幾家公會推薦者才能參加，絕大多數業者直到評鑑結果

出來後才知有評鑑工作，甚至有業者認為該評鑑作業有圖利特定業者之嫌，評鑑

成績最低者也可稱為5名內。因此，有關評鑑工作的具體落實，仍有待加強。至

於評鑑後的獎勵，目前多以頒發獎狀、公布得獎之殯葬服務業名稱方式，還缺少

實質上的獎勵措施。台灣肯定殯葬服務業業務觀摩交流及教育訓練的重要，不論

是透過殯葬服務業同業公會的舉辦，或殯葬服務業私自派遣員工參加相關教育訓

練，將其列入評鑑的參考，使殯葬服務業更樂意充實自身能量，以提供消費者更

優質的殯葬服務。但根據鄒輝堂《從儀式與生計看殯葬改革對傳統殯葬從業人員

的影響-以南投地區為例》的研究指出，許多傳統殯葬從業人員參加研習，其目

的僅在取得證書，以花錢買證書的心態非常明顯，與政府或公會舉辦研習的目的

在於提升殯葬業者的服務品質，仍有段差距
217。這仍有待相關單位多加費心。 

大陸透過評選殯葬事業單位先進集體和先進工作者，以所選出的楷模當大家

的表率，這同樣對殯葬服務之品質有激勵作用。另外，透過【殯葬事業單位管理

暫行辦法】規範殯葬事業單位內部人員，從領導班子到殯葬職工必須做到如何之

                                                 
216
 孔維愉，《殯葬禮儀服務人員之人格特質、殯葬管理條例知覺、工作生活品質、專業承諾、工

作倦怠、工作士氣與留職意願之關聯性研究-以台北市殯葬禮儀服務人員為例》，南華大學生死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37頁，2005年。 
217
 鄒輝堂，《從儀式與生計看殯葬改革對傳統殯葬從業人員的影響-以南投地區為例》，南華大學

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120頁，2004年。 



 222

專業知識與技能要求，並進行評比競賽活動，以開展優質的殯葬服務，雖然檢查

評比的方法以自我檢查為主，僅屬交流、觀摩性質，其力度不強，但畢竟已朝優

質殯葬服務開始推動。在殯葬職工素質的提升方面，大陸除了要求殯葬職工知識

技能素質提升外，也認識到殯葬職工健康身體的重要。管理上除了由上對下的管

理外，也認識到基層聲音的重要，故有所謂民主管理之設。另外，縣以上民政部

門應加強對殯葬事業單位的領導，幫助他們做好工作。從基層殯葬職工到領導班

子，從殯葬事業單位到政府部門形成一管理與獎勵體系。針對殯儀館方面，大陸

設有分級制度，透過等級的評定，促使殯儀館進行軟硬體的改善工作，以更能提

供消費者優質的殯葬服務。 

第九節   殯葬服務業之暫停營業 

台灣主管機關為能掌握業者之動態，對於業者暫停營業及復業必須向主管機

關申請。例如〔商業登記法〕第16 條明定：「商業暫停營業1 個月以上者，應

於停業前申請為停業之登記，並於復業前為復業之登記。但已依營業稅法規定申

報核備者，不在此限。前項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1年。但有正當理由，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此乃在對商業所做之規範。〔殯葬管理條例〕特別

針對殯葬服務業，另定殯葬服務業暫停營業之登記及自行停止營業之處置。大陸

【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之設計，殯葬事業單位理應依1998年10

月 25 日【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加以規範，但由於該條例亦無對暫停營

業及復業之規定，本節僅就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之規範進行說明。〔殯葬管理

條例〕第49 條：「殯葬服務業預定暫停營業3 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止營業之日

15日前，以書面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停業；並應於期限屆滿15日

前申請復業。前項暫停營業期間，以1年為限。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1次，其期間以6個月為限。殯葬服務業開始營業後

自行停止營業連續6個月以上，或暫停營業期滿未申請復業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本條停業申請及復業申請之「期間」，應依〔行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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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第48條之規定：「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

但法律規定即日起算者，不在此限。期間不以星期、月或年之始日起算者，以最

後之星期、月或年與起算日相當日之前1日為期間之末日。但以月或年定期間，

而於最後之月無相當日者，以其月之末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

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

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

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一日論；其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

計。但依第2項、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有利者，不在此限。」若殯葬服務業

停業3個月以內者，依本條之規定，無須向主管機關申請。 

由於本條規定申請必須以書面為之，因此，非以書面之方式申請者，例如口

頭告知，應不具法律效力。殯葬服務業暫停營業期間，原則上以1年為限。例外

有特殊情形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1次，展延期間以6個

月為限。若殯葬服務業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連續6個月以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殯葬服務業違反本條第1項之規定者，依〔殯葬管理條

例〕第67條第1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之罰鍰，經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得廢止其許可。」 

第十節   結語 

從本章對兩岸殯葬服務業進行比較中可以發現，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確

將殯葬服務業區分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與殯葬禮儀服務業二者。大陸【殯葬管理條

例】並無如台灣地區明文區分，僅能從相關條文的規範加以理解，甚至造成殯葬

設施經營業與殯葬禮儀服務業混為一體，例如殯儀館本身即提供殯葬禮儀服務。

大陸殯葬事業單位，包括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堂、殯儀服務站五種與台

灣雖有些微差異，但整體來看，大陸殯葬事業單位之經營者與台灣地區殯葬設施

經營業之種類相當。至於殯葬禮儀服務業方面，大陸通常依附在殯儀館，這應與

殯葬禮儀的簡化有關，簡化後的殯葬禮儀由殯儀館承辦即可。但由於大陸經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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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發展，人們對殯葬禮儀的需求相對提高，於是有殯葬服務代理機構提供殯葬禮

儀方面的服務，但其係屬於代理性質，與台灣地區殯葬禮儀服務業係屬於承攬者

有別，法律效果自然也不同，因此若於大陸接受殯葬服務代理機構服務者，需清

楚其僅屬於代理性質，法律效力仍歸本人。 

台灣對於殯葬服務業之設立、登記與開業期限直接於〔殯葬管理條例〕明文

規定。大陸則將該等事項授權各地方主管機關，根據不同性質的殯葬設施經營單

位，其審批層級有所差別。這與台灣通常直接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許可者不同。大陸原則上殯葬服務業審批權掌握在地方主管機關手中，任何單位

和個人未經批准，不得擅自興建殯葬設施。若地方政府不批准，實際上申請人也

莫可奈何。但〔行政許可法〕實施後，此一情形已在調整中。如果興建的殯葬設

施有外資介入，其審批更必須直達國務院民政部，實際能通過者相當困難。無論

是殯葬事業單位或殯葬服務代理單位，其經批准後，必須向工商行政部門辦理登

記手續，開業前必須取得「殯葬服務證」才可以營業。因此，兩岸審批的單位及

程序規定並不相同。 

對於殯葬禮儀服務人員之規範，台灣僅具備一定規模者才須強制設置殯葬禮

儀師。對於殯葬禮儀師之證照制度，台灣醞釀將其從專技人員考試，轉為技能檢

定考試之方向修正。大陸並無強制專任殯儀服務員之規定，至於殯儀服務員之證

照規範，有民政行業工人技術等級標準，將殯儀服務員分為二個等級，初級到中

級必須通過一定知識及技能的測試，但由於尚未確實落實，因此，該項標準實際

發揮的作用仍不大，其殯儀服務員等級制度並未完全發揮。 

台灣對殯葬服務業者除積極限制外，並有消極資格之限制。大陸殯葬服務業

者限於法人或有完全行為能力之自然人，因此，若不具備該等身份則不得經營，

由於目前多數合法殯葬服務業係屬官方所有，或許消極資格限制對現階段大陸殯

葬服務業意義不大，但大陸醞釀開放多種殯葬服務業可以民營，此消極資格限制

未來有其實質上的須要。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文督促殯葬服務業資訊公開化，透過要求殯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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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將相關證照、商品或服務項目、價金或收費標準展示於營業處所明顯處，並備

置收費標準表，進而達到保護消費者知的權利。大陸殯葬服務業方面仍多屬於公

部門壟斷經營，雖然殯葬服務價格由公部門制定，但也由於殯葬服務名目很多，

加上一般人少會跟殯葬服務業討價還價，使得大陸殯葬服務資訊透明度被削弱，

反而在公部門壟斷經營下，產生殯葬服務業的暴利現象。 

有關殯葬服務契約方面，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特別規範。因此有關殯

葬服務契約問題，僅能透過民事法律關係適用法規。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定

殯葬服務業承攬業務應與消費者簽訂書面契約，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

範本供消費者參考使用，相關定型化契約範本台灣內政部業已公告，可供殯葬服

務業及消費者參考。對於契約訂定後，巧立名目，強索增加費用必須禁止，以確

保消費者權益及減少消費糾紛。 

為宣導台灣人民超越死亡禁忌，於生前即勇敢主張未來死亡後之殯葬事宜，

爰明定成年人於生前得就殯葬事宜預立遺囑或填具殯葬意願書，但由於該條僅具

訓示性規定之標準，比【民法】遺囑有實際法律效力之規定高，不甚妥當，建議

將【殯葬管理條例】第45條刪除或降低資格。大陸有關遺囑之規定直接適用【繼

承法】，而【繼承法】以財產之處分為主，但若遺囑中有非財產之遺願表達若不

違法亦無不可。 

台灣在殯葬服務業的評鑑方面，已有許多縣市陸續展開，但仍有不完善處，

例如高雄市的評鑑工作，曾受暴力威嚇，最後造成評鑑結果不敢公開情形。台南

市 2005 年的殯葬服務業評鑑，僅限於幾家公會推薦者才能參加。因此，有關評

鑑工作的具體落實，仍有待加強。大陸則有透過評選殯葬事業單位先進集體和先

進工作者，雖然方式與台灣不同，但同樣對殯葬服務人員有激勵作用。在殯葬職

工素質的提升方面，台灣有透過殯葬服務業業務觀摩交流及教育訓練方式進行，

不論是透過殯葬服務業同業公會的舉辦，或殯葬服務業私自派遣員工參加相關教

育訓練，都可將其列入評鑑的參考，使殯葬服務業更樂意充實自己，以能提供更

優質的殯葬服務。大陸除了要求殯葬職工知識技能素質提升外，也認識到殯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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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健康身體的重要。管理上除了上對下的管理工作外，也注意到基層聲音的重

要，故有所謂民主管理之設。另外，縣以上民政部門應加強對殯葬事業單位的領

導，幫助他們做好工作。從基層殯葬職工到領導班子，從殯葬事業單位到政府部

門形成一管理與獎勵體系。 

針對殯儀館方面，大陸設有分級制度，透過等級的評定，促使殯儀館進行軟

硬體的改善工作，以更能提供優質的殯葬服務。台灣地區主管機關為能掌握業者

之動態，對於業者暫停營業及復業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大陸地區【殯葬管理條

例】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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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兩岸「屍體處理和殯葬行為」管理之比較 

殯葬是處理屍體的方式與儀式，所謂「屍體處理」的方式包括對屍體進行運

輸、清洗、防腐、整容、化妝、穿衣、入殮、火化或埋葬等步驟在內。台灣〔殯

葬管理條例〕雖無專章對屍體處理進行規範，一般民間親人死亡若要存放多日，

則有向業者租賃冰櫃或者依習俗打桶，並無如美國要求防腐，對於屍體處理僅於

個別條文中稍做規定，例如火化需檢附火化許可證。大陸則於【殯葬管理條例】

第三章中提到屍體處理，其主要包括屍體運輸及火化屍體兩方面進行規範。「活

動」是指有一定目的之行動218。故「殯葬活動」是指為殯葬目的之行動。台灣〔殯

葬管理條例〕第五章係對殯葬行為進行規範，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三章則有

對殯葬活動進行規範。由於法律用語之「行為」，通常係指表意人將其內心之法

效意思，表示於外部的行為，使其行為發生一定的法律效果219。觀諸〔殯葬管理

條例〕第五章殯葬行為之管理，其規範內容包括道路搭棚之限制、殯葬服務業提

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之禁止、就醫環境安全之保障、出殯行經路線之報備‧‧‧

等，故本章第二節以殯葬行為與大陸進行比較。 

第一節   屍體處理 

屍體之法律地位為何？有將屍體視為身體的延續利益是對人身權之延伸保

護，另有認為屍體就是一種特殊的物，此為今日之通說220。無論對屍體持何種學

說，人死為屍，即腐化的開始，是可以確定的，若處理不當，將影響衛生，甚至

造成環境的污染。因此，基於衛生因素，對屍體即有必要進行適當的處理。如前

所述，屍體處理的方式包括屍體運輸、清洗、防腐、整容‧‧‧等等步驟。本文

僅就兩岸殯葬管理條例條文，對屍體處理規範之內容進行比較。台灣對屍體處理

之規範內容，在於對埋葬或火化屍體必須檢附哪些相關文件。大陸則包括屍體運

                                                 
218
 王同億編，《現代漢語大詞典》，第581頁，海南，海南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219
 施啟陽，《民法總則》，第194頁，台北，自版，1994年9月增定6版。 

220
 李安剛，〈也論屍體的民法保護-與楊立新先生商榷〉，《當代法學》，第8期，第53頁，吉林，，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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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以及火化屍體必須檢附相關文件之規定。以下即就此兩方面進行兩岸之比較。 

一、 屍體運輸 

屍體處理必須遵守之原則，於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13條第1款明定：「運

輸遺體必須進行必要的技術處理，確保衛生，防止污染環境」。早在1984年6月

25 日大陸海關總署針對屍體、棺柩和骨灰進出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

對屍體、棺柩和骨灰進出境管理規定】，要求對出入境的屍體、棺柩，海關憑衛

生檢疫機關簽發的進出境屍體棺柩移運許可證放行。旅客攜帶和個人郵寄骨灰進

出口，如無異常情況，可予以放行。並要求屍體、棺柩、骨灰移運前應當出示死

亡診斷證明書；屍體必須進行防腐處理；棺柩封閉嚴格，無腐敗液體滲出，無臭

味散出；經上述檢查後認為滿意者，簽發進出境屍體棺柩移運許可證後，方准移

運。到1993年3月30日【關於屍體運輸管理的若干規定】為完善殯葬法規，加

強殯葬管理，對屍體運輸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公安、交通、衛生廳

（局），外事辦公室及民航部門，各鐵路局等單位：對國際間運送屍體，統一由

中國殯葬協會國際運屍網路服務中心和各地殯儀館負責承辦。在火葬區或土葬改

革區的死亡人員，其家屬要即時與當地殯葬管理部門聯繫，依據當地殯葬管理有

關規定進行火化或土葬。屍體的運送，除特殊情況外，必須由殯儀館承辦，任何

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辦理。凡屬異地死亡者，其屍體原則上就地、就近儘快處理。

如有特殊情況確須運往其他地方的，死者家屬要向縣以上殯葬管理部門提出申

請，經同意並出具證明後，由殯儀館專用車輛運送，嚴禁私自接運屍體。對患有

烈性傳染病者的屍體要進行檢疫，並督促死者家屬在２４小時內報告殯葬管理部

門處理。凡無醫院死亡證明、無公安派出所註銷戶口證明、無殯葬管理部門運屍

證明、而將屍體運往異地的，鐵路、交通和民航部門不予承運，公安部門有權禁

止通行。對外國人、海外華僑、港澳台同胞，要求將屍體或骨灰運出境外或運進

中國境內安葬者，應由其親屬、所屬駐華使領館或接待單位申報，經死亡當地或

原籍或屍體安葬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僑務和外事部門同意後，按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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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口岸衛生監督辦法的若干規定】〔（１９８３）衛

防字第５號〕和海關總署【關於對屍體、棺柩和骨灰進出境管理問題的通知】〔（８

４）署行字第５４０號〕辦理屍體、骨灰進出境手續，由中國殯葬協會國際運屍

網路服務中心或分設在國內的地方機構承運屍體。由此可見，大陸對於屍體的運

輸，強制規定必須由殯儀館專車運送，禁止私自承攬運屍服務，運輸屍體並要求

檢附相關證件。 

運輸屍體必須注意之事項。首先，在接運時必須仔細核對相關證明文件。其

次，接運之技術規範包括，必須瞭解、掌握屍體（包括非正常死亡的屍體）的接

運方法；妥善處理屍體的一般著裝和整理；對屍體面部進行初步整容；對帶傳染

病的屍體進行消毒；對特殊屍體（畸形、腹水、腐敗）用不同方法接運，並對屍

體進行初步整形。最後，把屍體抬至運屍車送運殯儀館，做好屍體交接手續，登

記好有關卡片，嚴防出錯誤
221。其中接運之技術規範，乃是對屍體進行必要的技

術處理，確保衛生，防止污染環境之基本要求。原則上屍體可以運輸，但在特殊

情況，則禁止對屍體進行運輸，例如SARS期間，為做好預防工作，2003年4月

25日頒布【關於做好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遺體處理和喪葬活動的緊急通知】：

「對死於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的遺體要本著就近原則，即時、就地火化，不得

轉運，不得採用埋葬等其他方式處理遺體。」則是基於公共衛生安全考量，為有

效控制傳染源，防止疫情擴散所做的決定。 

大陸針對台灣人民的骨灰、屍體運輸方面，回大陸探親、旅遊期間去世的

台胞，如其親屬要求將屍體或骨灰運出大陸以外安葬，根據【民政部關於台

灣同胞回大陸辦理喪葬問題的通知】一般應予同意，殯葬管理部門要提供方

便。但對患急性傳染病去世或高度腐敗的屍體，則須就地火化或深埋。另外，

於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２日頒布【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

關於台灣同胞在大陸死亡善後處理辦法】（國台發[１９９６]１０號），其中

                                                 
221
 康尚仁、房玉民、喬濟編，《最新殯葬、陵園、公墓制度改革及規範化管理實務全書》（上冊），

第98頁，中國當代音像出版社，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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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將屍體運出境外的，應嚴格按照衛生部【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

口岸衛生監督辦法〉的若干規定】〔（１９８３）衛防字第五號〕和海關總

署【關於對屍體棺柩和骨灰進出境管理問題的通知】〔（８４）署外字第５

４０號〕辦理屍體出境手續。骨灰、屍體運輸出境均由中國國際運屍網路服

務中心負責，實務上由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四個辦事處承辦，也可委

託當地殯儀館承辦。如親屬提出將屍體運回台灣，運輸手續和費用均由親屬

自理。在兩岸實現直接通航前，死者家屬要求通過第三地運送屍體時，由其

家屬自行辦理第三地手續，有關部門應予協助。如台灣人民提出由台灣直接

派飛機或船舶運送屍體，應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有關部門後處理。基本

上對台灣人民於大陸死亡之技術處理方式，與大陸人民無異，僅於承辦運輸

單位有別。關於台灣人民在大陸的喪葬事宜，統一由民政部門管理。 

雖然根據羅素如的研究指出，殯葬工作之身體保健及職業病預防、特殊疾

病及一般屍體處理方式、以及常見疾病的傳染與防治三項，是殯葬人員認為很

需要的前三項課程
222。但台灣殯葬從業人員對自身工作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普

遍缺乏警覺。在對殯葬業殮工作業危害暴露管理之研究中，發現台灣殯葬業殮

工作業者，在從業過程中對自身安全警覺性偏低，例如使用隔離衣的情形偏低；

清洗屍體不戴護目鏡；小型醫療院所於死亡證明書，常未載明為傳染性疾病，

殮工人員以非傳染性疾病處理屍體223。又因台灣關於屍體運輸方面，並無特別

進行法律規範，一般殯葬從業人員在接運屍體，多僅以死亡原因所載事項，來

判斷是否須對屍體進行隔離措施，或自我防護。2003年SARS事件爆發後，殯

葬從業人員才意識到防護的重要，但事件落幕後，殯葬從業人員對屍體衛生之

                                                 
222
 羅素如，《殯葬人員對死亡的態度與生死學課程需求探討》，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161頁，2000年。 
223
 李聯雄、廖宏昌，《殯葬業殮工作業危害暴露管理之研究》，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

研究所，第86頁，2004年2月初版。 



 231

是否重視仍有待觀察。從公共安全衛生的角度來看，殯葬從業人員對具有傳染

性的屍體，沒有一套符合安全的防護措施，容易在疏忽中成為傳染病帶原者224。 

大陸於【殯葬管理條例】中明文，運輸屍體必須進行必要的技術處理，確

保衛生，防止污染環境。如此對衛生之注意與可能污染防止之立法例，有值得

台灣參考之處。基於公共衛生之因素，對屍體進行必要之污染防止確實有其必

要。但是大陸，卻基於衛生理由，更進一步將屍體之運輸工作，強制限定必須

由殯儀館的運屍車接運，不准民間甚至家屬私自接運，造成屍體運輸上的壟斷

現象，連帶地屍體運輸到殯儀館後，殯儀服務部分也由殯儀館就近承攬，如此

的限制就有待商榷，台灣除了〔殯葬管理條例〕第54條第1項特殊情況，憲警

人員通知公立殯儀館運屍外，並不禁止私人運輸屍體。若一般民間對屍體運輸，

亦能兼顧衛生與污染之防止，實在無理由限制民間之經營。另外，大陸雖然有

基於公共衛生因素，對屍體運輸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之規範，但對於違反者，在

【殯葬管理條例】中卻無罰則之規定，使本條之效力大為降低，仍有不足。 

大陸針對台灣人民的屍體運輸，特別頒布法規進行規範，有其特殊之處。

台灣人民在大陸進行屍體運輸，需注意針對台灣人民所訂定個別單行法規之規

定。 

二、 火化或埋葬之處理 

（一） 台灣方面 

對於屍體埋葬、骨骸起掘及骨灰之處理方式。以及公墓收葬、骨灰（骸）存

放及火化場或移動式火化設施火化屍體，應檢附埋葬或火化許可證明及該證明之

申請核發，以防不明原因死亡之屍體遭收葬或火化，危害社會秩序，及妨礙刑事

偵察之進行。於〔殯葬管理條例〕第22條明定：「埋葬屍體，應於公墓內為之。

                                                 
224
 陳姿吟，《最後的儀容-遺體修護人員之專業養成》，南華大學生死所碩士論文，第45頁，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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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骸起掘後，應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骨灰除本條例或自治法

規另有規定外，以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為原則。公墓不得收葬未經核發埋

葬許可證明之屍體。骨灰 (骸) 之存放或埋藏，應檢附火化許可證明、起掘許可

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火化場或移動式火化設施，不得火化未經核發火化許可證

明之屍體。但依法遷葬者，不在此限。申請埋葬、火化許可證明者，應檢具死亡

證明文件，向直轄市、市、鄉 (鎮、市) 主管機關或其授權之機關申請核發。」 

台灣從人死亡開始，到火化或埋葬，各階段須檢附不同相關證明文件，其中

死亡證明文件，係證明死亡之事實最為重要。死亡證明文件原則上由醫院、診所

醫師所掣發者占多數，依據〔醫師法〕第17條規定，醫師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

不得拒絕死亡證明書之交付。醫師依法令規定，不繕發死亡證明者，如〔醫療法〕

第76 條第2 項，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醫院、診所應報請檢察機關依

法相驗。由檢察機關掣發相驗證明。另外，根據〔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49 條，

死亡病人非醫院、診所對其診治之病人者，或者非就診或轉診途中死亡，甚至無

可參考之原診治醫院、診所之病歷記載內容之情形死亡，而無法取得死亡證明書

者，由所在地衛生所檢驗屍體，掣給死亡證明書。因此，死亡證明文件掣發單位，

包括醫院、診所、檢察機關，或所在地衛生所。無論屍體埋葬或火化都需檢附死

亡證明文件，以申請其他相關文件。埋葬許可證明及火化許可證明，通常由民政

單位核發，但台北市則由社政單位核發。茲分別就屍體、骨骸、骨灰之處理說明

如下： 

就屍體埋葬而言，本條明定埋葬屍體，應於公墓內為之。即禁止公墓外之屍

體埋葬，公墓亦必須是合法之公墓方可埋葬。在公墓內埋葬，必須檢附埋葬許可

證明，故本條第3項規定，公墓原則上不得收葬未經核發埋葬許可證明之屍體。

例外依法遷葬者，不在此限。就骨骸起掘之處理而言，骨骸起掘原則上必須檢附

骨骸起掘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方可為之。但依法遷葬者，不在此限。骨骸起

掘後，應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應存放於骨灰 (骸) 存放設施，

直轄市、縣 (市) 轄內骨灰 (骸) 存放設施如有不足者，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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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 19 條，得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另定自治法規處理。本條例施

行前公墓內既存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 (骸) 之合法墳墓，於原規劃容納數量範圍

內，得繼續存放，並不得擴大其規模。另骨骸起掘後之火化處理所指為何，從條

文先後次序之安排觀之，火化處理後即成為骨灰，因此，應依本條第2項骨灰處

理方式為之才是。亦即可以依本條例之規定進行拋灑、植存（第19條），以及

骨灰埋葬（第23條）。並授權可依地方自治法規另定處理方式來處理。就骨灰

之處理而言，原則上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例外情形，當〔殯葬管理條例〕

或自治法規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例如第19條之骨灰拋灑或植存；第23條之

骨灰埋藏處理。骨灰之存放或埋藏，應檢附火化許可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火化

場或移動式火化設施，不得火化未經核發火化許可證明之屍體。但依法遷葬者，

不在此限。 

對於不在公墓埋葬屍體或骨骸起掘後不依法存放之行為人，〔殯葬管理條例〕

第56條第1項規定，除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外，並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必要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起掘

火化後為適當之處理，其所需費用，向墓地經營人、營葬者或墓主徵收之。對擅

自收葬、存放、埋藏或火化屍體、骨灰（骸）之殯葬設施經營者或管理者，依同

條第2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罰金。

私立殯儀館、火化場，違反第22 條第3 項規定火化屍體，且涉及犯罪事實者，

除行為人依法送辦外，得勒令其停止營業6個月至1年。其情節重大者，得廢止

其許可。其立法意旨為防不明原因死亡之屍體遭收葬或火化，危害社會秩序，及

妨礙刑事偵察之進行，並賦予經營人之責任義務。營葬者或墓主因未諳法律或其

他原因，擅自埋葬屍體或存放骨灰（骸），其雖尚未獲經營人同意，惟經營人於

管理維護時若發現，應即刻通知營葬者或墓主依法檢送相關文件，補辦手續，如

有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處罰之，如涉侵

權行為，經營人亦得循私法程序排除之，否則知情而未處理者，視同默許，經營

者自應受同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處罰之〔內政部91年11月11日台內民字第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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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００６７３３６號函〕。依本條例所處罰鍰及依第 56 條應徵收之費用，經

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第 69 條規定：「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以收嚇阻

之效。 

（二） 大陸方面 

火化屍體必須遵守之原則，依【殯葬管理條例】第13條第2款規定：「必

須憑公安機關或者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醫療機構出具的死亡證明。」

大陸火化屍體，必須有公安機關或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醫療機構所掣

發的死亡證明才可以。根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2條規定死亡證明書，

必須經醫師（士）親自診查病人，醫療機構才可以掣發。至於對台灣人民方

面，依【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關於臺灣同胞在大陸死

亡善後處理辦法】（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２日 國台發[１９９６]１０號）之規

定，屍體火化，應由死者家屬或其委託人持醫院或公安機關出具的死亡證明，

到當地殯儀館火化。死亡證明開立方式可分以下幾種情形：正常死亡，由縣

級以上醫院或者授權的醫療機構出具「死亡證明書」；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或被拘留的人員，在案件偵查、審理、執行期間正常死亡，由辦案機

關的法醫出具確定其死亡的「死亡鑒定書」；辦案機關沒有法醫的，可請公

安機關派法醫鑒定並出具「死亡鑒定書」；非正常死亡，由地（市）級以上

公安機關的法醫出具相關鑒定書。根據海協與海基會【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

協議】的規定，死亡公證屬應寄送公證書副本的範圍。台灣人民在大陸死亡，

除出具相關鑒定書外，同時應由死亡地公證部門出具公證書。 

就屍體埋葬而言，由於大陸有土葬區與火葬區之劃分，在允許屍體土葬的

地區，依【殯葬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在允許土葬的地區，禁止在公墓和

農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埋葬遺體、建造墳墓。」禁止在公墓

和農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埋葬屍體、建造墳墓。大陸建立公

墓應當選用荒山瘠地，不得占用耕地，屍體埋葬必須在公墓內為之。就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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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理而言，火化後領取骨灰，要憑殯儀館開具的火化證明。【殯葬管理條

例】第 5 條規定「在實行火葬的地區，國家提倡以骨灰寄存的方式以及其他

不占或者少占土地的方式處理骨灰。」在實行火葬的地區，國家提倡以骨灰

寄存的方式以及其他不占或者少占土地的方式處理骨灰。因此，對骨灰之處

理，可以存放於骨灰存放設施，亦可以拋灑、植存、植樹葬或骨灰埋葬。 

【殯葬管理條例】第 20 條：「將應當火化的遺體土葬，或者在公墓和農村

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遺體、建造墳墓的，由民政部門責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強制執行。」此處所為強制執行，並非取得執行名義，而

係民政部門對於拒不改正者，可以用公權力強制排除違法情形，但也因此造成地

方有執法過當之情形。例如根據 2005 年 11 月 25 日標題為〈村民死後違規土葬

鎮政府強制火化就地起屍焚燒〉新聞報導，四川省邛崍市一屍體不火化，被副鎮

長帶人來強制當場開棺焚燒屍體，邛崍市民政局社會事務科認為就地火化的操作

是沒有技術要求的，但四川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確認為，對就地起屍火化這一方

式﹐民政廳早就制止過﹐是不允許這樣做的﹐殯葬執法一定要講究人性化225。另

根據韓恒在《規則的演變-對豫南 G 村喪葬改革的實證研究》中指出，【殯葬管

理條例】施行後，G 村雖被劃為火葬區，但直到 1999 年 7 月該法才起作用，但

有村民仍按傳統土葬，後來只要向鄉民政所繳「火葬押金」就可屍體土葬，即使

沒繳火葬押金而偷埋，被發現時，主管部門也沒有強制「起屍火葬」，只要家屬

補繳300元的押金，就可以不了了之，後來上級法規實施的不斷加強，火葬押金

上升到 1000 元，但不要聲張就沒事，到 2002 年則提高為 2000 元，一般人負擔

不起，只好進行火葬226。可見地方對「強制執行」的看法及作法仍有不同，且有

與民政部不同調之情形。   

（三） 比較分析 

                                                 
225
 http://www.longhoo.net/big5/longhoo/news2004/society/userobject1ai439638.html，2006年4月25日。 

226
 韓恒，《規則的演變-對豫南G村喪葬改革的實證研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碩士論文，第23-24

頁，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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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屍體之處理，除非是患有特定傳染性疾病死亡者外，並不強制實施

火化或土葬，但若土葬者，必須於公墓內為之，禁止濫葬行為。對於骨骸之處

理，可以選擇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對骨灰之處理，可以存

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小面積之土葬、骨灰拋灑或植存、植樹葬，或其他

自治法規所規定之方式處理。但無論是哪一種處理方式，都必須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例如死產證明書、死亡證明書、埋葬許可證明書、火化許可證明書、骨

骸起掘許可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等。對於無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之屍體、

骨灰（骸），相關殯葬設施經營業者不得提供其埋葬或火化服務。 

大陸對於屍體之處理，主要依土葬區或火化區強制加以區分，火化區內禁

止土葬，土葬區之埋葬，必須於經營性公墓或公益性公墓內埋葬，禁止占用耕

地埋葬。但在執法過程，地方對「強制執行」之看法與作法與中央仍有出入，

有將屍體直接開棺當場焚屍，欠缺人性化作法之情形。亦有收取「火葬押金」

了事。對骨灰之處理，大陸可以選擇少占或不占土地之方式處理。因此，基本

上對骨灰之處理方式，兩岸並無太大差異，都盡量節省土地面積。對屍體之埋

葬，兩岸皆限定於公墓內為之，禁止濫葬；大陸規定在允許土葬的地區，禁止

在公墓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埋葬屍體。但兩岸在公墓的界定有所區別，台灣分

公立、私立公墓，大陸則分經營性與農村公益性公墓。無論屍體或骨灰之處理，

大陸亦同樣必須檢附死亡證明等相關文件。大陸針對台灣人民死亡證明之繕

發，特別頒布【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關於臺灣同胞在大

陸死亡善後處理辦法】以為依據，此為台灣所無。 

三、 結語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並無針對屍體運輸時，必須做哪些防護措施之規定，

而一般殯葬從業人員對屍體潛在的危險普遍缺乏警覺。從公共安全衛生的角度

來看，對屍體做必要的安全防護，有其必要。大陸於【殯葬管理條例】中明文，



 237

運輸屍體必須進行必要的技術處理，確保衛生，防止污染環境。如此對衛生之

注意與可能污染防止之立法例，有值得台灣參考之處。但對於違反者，在【殯

葬管理條例】中卻無罰則之規定，使本條僅具訓示作用。因此台灣若要參考此

一立法例時，可考慮補充訂定違反之罰則。 

兩岸對於屍體之埋葬或骨灰之處理方式，並無太大差異。同樣允許公墓土

葬及其他不占或少占土地面積之處理方式，都盡量節省土地面積。同樣地，無

論土葬或火化兩岸同樣要求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之規定。所不同的是，大陸

對於屍體之處理，主要強制劃分土葬區或火化區，火化區內禁止土葬。但在執

法上，大陸地方看法有不同調之情形，例如對違反火化區應行火化之規定者，

其「強制執行」之力度到底有多大？有直接就地開棺當場焚屍，又有起屍後到

當地火化場焚化之不同強制執行認定標準。另外，有以交付「火葬押金」而避

免火化屍體之情形。 

大陸針對台灣人民的死亡的處理問題，特別頒發【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關於台灣同胞在大陸死亡善後處理辦法】，其中對屍體、

骨灰之運輸，要求必須持有死亡證明文件。骨灰、屍體運輸出境均由中國國際

運屍網路服務中心負責。至於死亡證明文件之繕發，依正常死亡與非正常死亡

其繕發之單位有所區別。 

第二節  殯葬行為 

本節針對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五章殯葬行為，以及大陸【殯葬管理條例】

第三章中殯葬活動之規範進行比較。其比較內容包括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他人

權益之保障；道路搭棚之限制；殯葬服務業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之禁止；就

醫環境安全之保障；出殯行經路線之報備；妨礙公眾安寧、善良風俗之禁止；憲

警人員處理意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亡之屍體轉介承攬服務之禁止等。 

一、 道路搭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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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方面 

台灣若有婚喪喜慶、迎神賽會、攤販店面常有占用道路之情形，俗稱占用道

路之行為人為「路霸」，依2005年12月28日修正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82 條（尚未生效），對佔用道路之情形設有處罰之規定。在殯葬行為中亦有

占用道路之情形，台灣舊俗有所謂「冷喪不入莊」，意為凶死者，不准進入村莊

內治喪，根據陳明莉在《鹿港喪葬禮俗研究》一文中，也提到即便今日的鹿港，

年輕人在外面意外事件死亡者不可入大廳，他們是被放在騎樓或搭棚治喪
227。在

舊社會此種冷喪不入莊習俗，卻也扮演一定疾病隔離的作用，但隨著醫療技術的

進步，加上都市化與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後，對環境品質要求更為提升下，道路搭

棚之俗也受到一定衝擊。例如陳旭昌在《現行治喪環境、社區優質殯儀館功能及

設置策略之調查研究-以高雄市楠梓區為例》一文指出，高雄市楠梓區民眾對現

行治喪環境的看法中，認為在自家或路邊搭棚治喪會影響社區交通、易製造噪

音，其焚燒陪祭物品會造成空氣污染。路邊搭棚即為治喪環境看法不佳的前三項

原因之一228。 

另外，台灣舊時殯葬儀式中有打桶之俗，根據台灣省通誌記載：過去殯殮期

間，例須隔旬（7日），富家停柩室內，常至經年累月，中產之家亦多數旬而後

葬，謂之「打桶」，蓋迷信堪輿家風水之說，未得吉地吉時，故久停不葬229。打

桶之俗今日台灣仍存在，尤其鄉下地方更為普遍。過去打桶受風水影響，然以今

日觀之，打桶期間適足以讓業者與喪家做治喪協調，以及印發訃文、通知親友等

殯葬儀式之布置與安排。但由於現代都市化的結果，造成都市空間狹小，公寓大

廈林立，有足夠空間在家打桶停棺之空間很有限，因此，多將棺材停放於殯儀館，

但台灣殯儀館分布仍不足，於是仍有部分人直接於道路搭棚安靈，尤其鄉下地方

                                                 
227
 陳明莉，《鹿港喪葬禮俗研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115頁，2002年。 

228
 陳旭昌，《現行治喪環境、社區優質殯儀館功能及設置策略之調查研究-以高雄市楠梓區為例》，

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第116頁，2003年。 
229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二人民篇禮俗篇上》（第2冊），第25頁，台北，台灣

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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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普遍，如此將影響交通、景觀，而且製造噪音將影響居民生活品質。基此，

台灣於〔殯葬管理條例〕第 50 條明定：「辦理殯葬事宜，如因殯儀館設施不足

需使用道路搭棚者，應擬具使用計畫報經當地員警機關核准。但以2日為限。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有禁止使用道路搭棚規定者，從其規定。第1項管理辦

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特別對道路搭棚進行規範。鑑於目前

殯儀館嚴重不足，強制規定喪家於殯儀館治喪實有困難，為規範、改善民眾道路

搭棚治喪之情形，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使用道路搭棚治喪應訂定管

理辦法。本條具體規範如下： 

就允許道路搭棚之情形而言，必須所在地殯儀館設施不足，若當地已有足

夠之殯儀館，則禁止道路搭棚。道路搭棚必須擬具使用計畫，並報經當地警察

機關核准後方可為之。道路搭棚的期間僅限2日。就禁止道路搭棚之情形而言，

包括所在地殯儀館設施足夠；殯儀館設施雖不足，但未向當地警察機關通報，

或雖通報當地警察機關，卻未獲核准。或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有禁止

使用道路搭棚規定者，不論殯儀館設施是否足夠，皆禁止道路搭棚。 

所謂「當地警察機關」，依據〔內政部92年9月17日台內民字第０９２０

０７０８５７號函〕，核准權責機關應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分局，因此，

申請人向分駐（派出）所索表格填妥後，檢附使用道路範圍平面圖，送由分駐（派

出）所核轉分局，分局核可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所謂「道路」，依據〔內政部

92年9月9日台內民字第０９２０００６７７６號函〕，由於〔殯葬管理條例〕

並無明定，故道路相關法令有規定者，應從其規定。〔殯葬管理條例〕第50條

第3項授權制定有關道路搭棚之管理辦法時，應於不牴觸相關主管法令範圍內為

之。至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所指道路定義中「指公路、街道、巷

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何者適宜核准使用搭棚治喪，

須通盤考量交通情形後於自治條例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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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道路搭棚之管理辦法，本條第3項規定，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例如，2005 年 1 月 25 日桃園縣業已發布〔桃園縣人民辦理殯葬事

宜申請臨時使用道路搭棚管理辦法〕，對道路搭棚進行管理。殯葬服務業違反

本條之規定者，依第67條規定，處殯葬服務業者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

下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

者，得廢止其許可。由此可發現，道路搭棚之違法行為人，僅限殯葬服務業者，

不包括非殯葬服務業者在內。若非殯葬服務業未獲允許而在道路搭棚，本法並

無處罰之規定，應就其違法行為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例如無正當理由，停屍

不殮、停厝不葬之行為；或製造噪音、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之行為。應分

別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4條第6款、第72條加以處罰。 

（二） 大陸方面 

對於道路搭棚問題，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中並無明文或類似規定。因此，

必須就其違法行為來適用法律。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2005

年 8 月 28 日第 10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17 次會議通過， 2005

年8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38號公佈，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第65條第2款之規定：「在公共場所停放屍體或者因停放屍體影響他人正常生

活、工作秩序，不聽勸阻的。」本條處罰之行為人，係在公共場所停放屍體或

者因停放屍體影響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之人。其規範內容包括停屍地點必

須是在公共場所，因此非在公共場所停屍者不在規範中；必須有停放屍體之行

為；必須停屍行為影響他人正常生活或工作秩序，若停屍行為不影響他人者，

與本條規定不合；並且必須經公安機關勸阻而不聽，公安機關才可以對行為人

罰以拘留或並科罰款。因此，即使有違法行為，公安機關並無對行為人勸阻，

則仍不能直接就該行為予以處罰，這與台灣地區〔殯葬管理條例〕對違反道路

搭棚行為，合乎法律要件即可直接處罰之規定有別。另外，本條處罰之對象為

行為人，並不限殯葬服務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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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較分析 

台灣直接於〔殯葬管理條例〕對道路搭棚加以限制，在顧及殯儀館設施不足

之情況下，尚無法全面禁止道路搭棚，因此，有條件地允許道路搭棚。過去台灣

依死者是否在家中死亡，而對其入莊治喪之准否。在外死亡者，台灣地區有「冷

喪不入莊」之俗，即對於在外死亡者，莊人不准將其屍體運入村莊，通常是在村

莊外搭棚治喪，對此，今日多直接送往殯儀館內治喪。另有在家治喪者，喪家從

入殮到出殯前兩天，屍體或棺材係停放在自宅內，此時所搭棚子突出路面約 10

尺（約3.2公尺）左右，到出殯前兩天，才將整個靈堂設於路邊，占用道路面積

擴大，解釋上，應該若有道路搭棚之情形，不論所占面積大小，皆應認為其屬道

路搭棚之行為，行為人應依法申請。台灣對道路搭棚之時間限定為2天，就筆者

的瞭解，道路搭棚一般業者並無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而警察機關除非有人檢

舉、明顯對大眾造成妨礙或發生意外事故，在死者為大，喪事人情重於法律的情

況下，通常也不會主動介入干涉。但從台灣道路搭棚之處罰觀察，其處罰對象係

殯葬服務業者，這正可以避免警察機關直接與喪家產生衝突，若警察機關強制對

違反道路搭棚規定之業者進行處罰，殯葬禮儀服務業者在衡量自身利益下，不得

不按照規定申請，這對主管機關取締上有降低民眾反彈阻力之正面積極作用。但

由於台灣殯儀館仍有不足，若要強制禁止道路搭棚有其實際困難，例如台北縣僅

1加殯儀館、苗栗縣尚無殯儀館、台南縣至2006年4月僅1家殯儀館。因此，殯

儀館的不足造成民眾不得不於道路搭棚，此非法所能禁，政府當由改善殯儀館設

施著手。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對道路搭棚進行規範，而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5 條第2 款之規定進行處罰。本條之規定當然不在於對

道路搭棚之規範，即使沒有搭棚子，若有在公共場所停放屍體或者因停放屍體影

響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不聽勸阻的行為，即可依法對行為人加以處罰，處

罰之對象亦不限於殯葬服務業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5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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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之規定，不論是處罰對象、處罰之行為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4 條第 6

款之規範，及〔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仍不相同。 

二、 殯葬服務業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之禁止 

由於一般民眾忌諱死亡，相對地造成對殯葬資訊的瞭解很欠缺，在資訊不對

稱下，為避免一般民眾購買到非法之殯葬設施，損害自身權益，故〔殯葬管理條

例〕透過對殯葬服務業直接課以一定之義務，間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由於大陸

並無相同或類似規定，故僅就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51條第1項規定：「殯

葬服務業不得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供消費者使用。」加以論述。本條規範殯

葬服務業，不得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供消費者使用，對殯葬服務業所課之義

務包括： 

1. 不得提供非法殯葬設施 

所謂提供應該包括原殯葬設施權利人，將其殯葬設施供消費者占有、使用、

或為處分。何謂合法殯葬設施？依據〔殯葬管理條例〕規範條文來看，合法之殯

葬設施，包括從殯葬設施之設置到啟用、販售皆須合乎法律之相關規定者才是。

若有所違反，則屬非法殯葬設施。 

2. 不得媒介非法殯葬設施 

所謂媒介，係斡旋契約使之訂立
230

。有疑問者，殯葬服務業是否有權媒介合

法殯葬設施？內政部 92 年 11 月 2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０９２００８４９

７０號解釋函，基於納骨堂（塔）係不動產之一種，居間或代理銷售業

務者，應由不動產經紀業為之，而認為納骨堂（塔）位使用權之買賣，

如係委由他人銷售者，則該納骨堂（塔）位使用權買賣居間或代理銷售

之業者，應以不動產經紀業為限，並應受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之規

範，此一解釋函應有待斟酌。從本條反義解釋來看，殯葬服務業自得媒介合

法殯葬設施，又基於〔殯葬管理條例〕是殯葬事務上之特別規定，應優於〔不

                                                 
230
 邱聰智，《債法各論》（中冊），第318頁，台北，自版，1995年10月初版。 



 243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普通規定，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認為殯

葬服務業得媒介合法之殯葬設施才是。況且就實務觀察，陽宅之仲介業者於開業

事務所所在地兼作陰宅者有其實質困難，畢竟台灣人民對陰陽事務仍有區隔，一

般陰宅多由殯葬服務業或風水師媒介。另外，殯葬服務業本身對殯葬設施之情況

通常較不動產經紀業清楚，而殯葬設施之使用又牽涉到殯葬習俗，此非一般不動

產經紀業所能瞭解，因此，上述內政部地政司解釋函恐有待商榷。 

殯葬服務業違反本條之規定，依〔殯葬管理條例〕第67 條，處新臺幣3 萬

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情節

重大或再次違反者，得廢止其許可。本條規範對象為殯葬服務業，若媒介或提供

殯葬設施之人非殯葬服務業，則非本條規範之範疇，當事人若有損害，則僅能依

民事法律關係解決。因此，本條處罰之對象建議增加對違法行為人之處罰。 

台灣明文規範殯葬服務業所提供或媒介之殯葬設施必須合法，以保護消費者

購買殯葬設施之權益。由於一般民眾忌諱死亡，使消費者不易掌握正確的殯葬資

訊，消費者僅以業者所提供之權狀（使用權狀或所有權狀），來判斷自己是否取

得權利，對於所取得權利背後之殯葬設施是否屬於合法，瞭解有限。而殯葬服務

業是殯葬方面的專門人員，相較於一般民眾，其較能掌握正確之殯葬資訊，若其

媒介或提供非法之殯葬設施，當對其課以一定義務。以避免一般民眾購買到非法

之殯葬設施，損害自身權益，故〔殯葬管理條例〕透過對殯葬服務業直接課以一

定之義務，對消費者權益進行保護。本條僅規定對殯葬服務業者之處罰，若個人

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供消費者使用，僅能依民事法律關係處理，為使消費者

保障更齊全，本文建議第５１條第１項可修改為「殯葬服務業或個人不得提供或

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供消費者使用。」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因此，不論是否為殯葬服務業，

若有媒介或提供非法殯葬設施，則僅能依民事法律關係解決。 

三、 就醫環境安全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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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陸並無相同或類似規定，故僅就台灣相關條文加以論述。 

現代死亡的場域，以醫院為大宗，而承租醫療院所太平間，擁有第一時間

與喪親家屬接觸之優勢，尤其是意外或突然死亡的家屬沒有心理準備，或外地

或從國外回來的病人，在當地缺乏親友奧援，常就近委由太平間業者處理善後

事宜
231。因此，醫院就成為殯葬服務業者各家競食之場所。以2006年3月8日

榮總太平間殯葬業務招標為例，業者最後是以每個月支付榮總 250 萬得標，各

界預測其 1 年有 3 億之利潤232。可見醫院太平間之豐厚利潤。有鑑於合法治喪

場所不足，醫院太平間有就近治喪之便，醫院太平間已由過去僅作為暫時停屍

或檢察官相驗之處所，發展成具有殮、殯、奠、祭等功能233。〔殯葬管理條例〕

第71條，明定醫院得附設殮、殯、奠、祭設施，其管理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定之。行政院衛生署業於2003年3月27日發布〔醫院附設殮殯奠祭設施

管理辦法〕，對區域級以上醫院之太平間附設殮殯奠祭設施功能者進行規範。 

殯葬服務業除了直接承租太平間外，為爭取業績，亦有於醫院內招攬業務

之情形，甚至私自搬移屍體，影響就醫環境品質。為改善就醫環境之安全，〔殯

葬管理條例〕第51條第2項明定：「殯葬服務業不得擅自進入醫院招攬業務；

未經醫院或家屬同意，不得搬移屍體。」殯葬服務業承攬業務時，不得滋擾醫

院秩序及安寧。本條對殯葬服務業所課之義務包括不得擅自進入醫院招攬業務

以及未經醫院或家屬同意，不得搬移屍體。所謂不得擅自進入醫院招攬業務，

意即在未獲醫院事前的允許，殯葬服務業不得擅自進入醫院，從事殯葬業務之

招攬。所謂未經醫院或家屬同意，不得搬移屍體，亦即殯葬服務業未經醫院獲

家屬的同意，不得搬移屍體。此處的同意，解釋上應指事前的允許，不包括事

後的承認。 

                                                 
231
 陳繼成，《台灣現代殯葬禮儀施角色之研究》，南華大學生死所碩士論文，第66頁，2002 

232
 PChome新聞，〈一年3億的大餅！榮總殯葬業務台灣仁本得標〉， 

http://news.pchome.com.tw/life/ettoday/20060308/index-20060308193822041938.html，2006年4月24日。 
233
 楊國柱，《殯葬政策與法規》，第209頁，台北，志遠，2003年11月1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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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服務業違反本條之規定，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67 條，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情

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得廢止其許可。本條亦以殯葬服務業為處罰對象，為使

保障更為完善，建議增加對行為人違反第51條之處罰，使處罰對象不限為殯葬

服務業。 

醫院是殯葬禮儀服務業各家必爭之地，但若任由業者出入醫院招攬生意，對

民眾就醫安全將有妨礙，況且對屍體任意搬移甚至藏匿之情事，無疑對喪家於喪

親之痛外，造成二度傷害。為維護民眾就醫環境安全，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特

別禁止殯葬禮儀服務業，擅自進入醫院招攬業務，以及擅自搬運屍體。對更有效

保障醫院秩序及安寧第５１條第２項可修改為「殯葬服務業及個人不得擅自進入

醫院招攬業務；未經醫院或家屬同意，不得搬移屍體。」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由於大陸殯葬禮儀服務業，多

由政府單位直接經營，而且接運屍體工作也多由殯儀館掌控，如此似乎可以排除

擅自進入醫院招攬殯葬業務之情形，但實際上，大陸非法殯葬禮儀服務業者所在

多有，為了爭搶生意，同樣有到醫院擅自招攬殯葬業務之情形。根據尚信禮〈殯

葬服務規則亟待出台〉一文即提到，上海殯葬服務的競爭，醫院太平間，探子神

出鬼沒，直接進入病房、太平間，或者託醫生、護士、工作人員，獵取死者信息，

獲取不菲的灰色收入
234。目前大陸政府單位只能依工商管理相關法規進行行業之

取締。 

四、 出殯行經路線之報備 

為使警察機關能在第一時間掌握交通狀況及對突發事件能有所因應，明定殯

葬服務業承攬業務時，應於出殯前將出殯行經路線報請備查，以利交通管理及突

發事件之處理。由於大陸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僅就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

52 條：「殯葬服務業就其承攬之殯葬服務應於出殯前，將出殯行經路線報請辦

                                                 
234
 尚信禮，〈殯葬服務規則亟待出台〉，《殯葬文化研究》，第2期，第20-21頁，上海，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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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殯葬事宜所在地警察機關備查。」加以論述。本條主要是針對殯葬服務業進行

規範，此條文之殯葬服務業當限縮解釋為殯葬禮儀服務業，不包括殯葬設施經營

業，蓋殯葬設施經營業，並非在承攬殯葬服務。 

若殯葬禮儀服務業不將出殯行經路線，事先向所在地警察機關報請備查，則

依第67條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連續處罰。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得廢止其許可。本條處罰對象亦僅限

殯葬服務業，為使保障更完全，建議將處罰對象擴及一般違法行為人。有疑問者，

當本條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4 條第5 款：婚喪喜慶、迎神賽會結眾而行，

未將經過路線報告警察機關，致礙公眾通行者。處新台幣6千元以下罰鍰。發生

法條競合時，當如何處理？能否以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即直接適用〔殯葬

管理條例〕之規定？若針對出殯行經路線之報請所在地警察機關備查，〔殯葬管

理條例〕之罰責重於〔社會秩序維護法〕，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4 條第 5

款規定，若不報請所在地警察機關備查，尚無達處罰之程度，必須有致礙公眾通

行之事實發生，才能處以6 千元罰鍰。顯然〔殯葬管理條例〕第52 條與〔社會

秩序維護法〕第74 條第5 款之罰責相較，不符合比例原則，為何不報請所在地

警察機關備查，而致礙公眾通行只罰6千元，在〔殯葬管理條例〕卻只要不報請

所在地警察機關備查，就須罰新臺幣3 萬元以上10 萬元以下之罰鍰，即便對公

眾通行無妨礙之情形亦然。故建議第 52 條應加上「致礙公眾通行者」方達處罰

之程度，以合乎比例原則。 

台灣殯葬活動，除了親朋好友聚集參加外，有時會有樂隊、陣頭等隊伍，出

殯隊伍對交通多少會造成影響，為使警察機關能儘速掌握交通狀況及對突發事件

能即時因應，明定殯葬服務業承攬業務時，應於出殯前將出殯行經路線報請備

查。本條係對殯葬服務業進行規範，此處之殯葬服務業當限縮解釋為殯葬禮儀服

務業，蓋殯葬設施經營業，並非在承攬殯葬服務。另外，處罰必須合乎比例原則，

從〔殯葬管理條例〕與〔社會秩序維護法〕規範內容及罰則相較，顯然不相當，

建議本條增加「致礙公眾通行者」等字眼。本條條文中出現承攬一詞，故殯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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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應專指殯葬禮儀服務業。再者，建議新增第５２條第２項「前項規定，無殯

葬禮儀服務業者，由喪主將出殯行經路線報請辦理殯葬事宜所在地警察機關備

查。」第６７條增加對個人違反本條之處罰。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觀諸【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

行示威法】第2條第2項、第3項，所謂集會，指聚集於露天公共場所，發表意

見、表達意願的活動。至於遊行，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場所列隊行進、表達

共同意願的活動。殯葬場合親友之聚集，係屬於親友間的集會，出殯隊伍則與遊

行無異，因此，出殯應依【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向所在地公安主管

機關申請，若有違反則依相關規定處理。 

五、 妨礙公眾安寧、善良風俗之禁止 

（一） 台灣方面 

李自強於《台灣地區殯葬服務之消費行為分析》一文中指出，普遍消費

者心中雖有孝親盡哀的需求動機，但卻不知如何表達於消費方案中，遂導致

滿意度之認知，幾乎全為外在表象之結果，此一現象說明，為何台灣現行喪

禮中會出現許多光怪陸離荒誕不經的行為235。當殯葬活動對公序良俗造成一定

的妨礙時，法律即須介入干預。例如台灣殯葬儀式中常有許多科儀活動，繁

複的科儀有時甚至通宵達旦，其所製造的噪音，直接影響民眾正常生活品質，

為能遏止殯葬活動中的噪音問題，明定提供殯葬服務時，禁止妨礙公眾安寧、

善良風俗及不得使用擴音設備之時段，以淨化殯葬儀式，端正社會風俗。本

條所謂的殯葬服務業，應該限縮解釋為專指殯葬禮儀服務業，不包括殯葬設

施經營業，蓋殯葬設施經營業與儀式進行無直接關係。其他個人提供之殯葬

服務，例如道士提供宗教科儀服務、出家眾或在家修之誦經服務，雖並非殯

葬禮儀服務業，但其所提供之宗教性質服務，係屬於殯葬服務之一部分。因

                                                 
235
 李自強，《台灣地區殯葬服務之消費行為分析》，中央大學管理學院碩士論文，第83頁，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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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殯葬管理條例〕第53條明定：「殯葬服務業或其他個人提供之殯葬服

務，不得有製造噪音、深夜喧嘩或其他妨礙公眾安寧、善良風俗之情事，且

不得於晚間9時至翌日上午7時間使用擴音設備。」該等人不得有製造噪音、

深夜喧嘩等妨礙公眾安寧、善良風俗之情事。本條規範不得有製造噪音之時

間並無限制，應做不論白天或晚上皆禁止製造噪音解，深夜喧嘩，則專指晚

間時段。除此之外，對於與製造噪音、深夜喧嘩類似而會妨礙公眾安寧、善

良風俗之情事，皆在禁止之列。由於提供殯葬服務者，常有使用擴音設備之

情形，為更明確限定使用該等設備之時間，在晚間 9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民眾

睡眠時間，若使用擴音設備，將影響民眾睡眠品質，故禁止在該時間內使用

擴音器。 

殯葬禮儀服務業違反第53條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之

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

得廢止其許可。有疑問者，〔殯葬管理條例〕第67條第2項，卻規定：「前

項處罰規定，於個人違反第53條規定時，亦同。」此處所謂的「個人」所指

為何？該個人是否指第53條提供殯葬服務之其他個人，而不以殯葬服務為業

者？或者，是指任何單獨個人，不論其是否有提供殯葬服務？若指任何單獨

個人，則第 53 條其他個人提供之殯葬服務，形同贅文，因此，第 67 條第 2

項之個人應指提供殯葬服務之其他個人，若非提供殯葬服務之個人，並非此

處規範對象。另〔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製造噪音或深夜喧

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新台幣 6 千元以下罰鍰。若行為人雖非提供殯葬服

務之人，而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之情事，則依〔社會秩序

維護法〕處罰。例如喪家或參與殯葬活動之人有妨礙公眾安寧、善良風俗之

情事。為使條文用語明確，建議〔殯葬管理條例〕第67條第2項，修正為「前

項處罰規定，於提供殯葬服務之個人違反第53條規定時，亦同。」 

（二） 大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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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中並無直接明文對殯葬噪音問題進行規範，若行為

人於殯葬活動時，其製造之噪音妨礙他人者，則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

管理處罰法】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8條：「違反關於

社會生活噪音污染防治的法律規定，製造噪音幹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處警告；

警告後不改正的，處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約合新台幣 800 餘元以上，2000

餘元以下）罰款。」本條規範之內容，並不限於殯葬活動中之噪音問題，亦不

論是否為殯葬禮儀服務業者，舉凡行為人製造噪音，有對他人正常生活造成干

擾之事實者，皆在規範之列。對本條之違反，治安機關先給予警告，警告後不

改正者，則處以人民幣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罰款。 

（三） 比較分析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對殯葬活動中噪音問題之規範，其規範對象主要是

對提供殯葬服務之人，若非提供殯葬服務之人製造噪音，則應就具體事實適用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項。殯葬活動中若有使用擴音設備，則明定晚

間9時至翌日上午7時禁止使用。 

大陸對殯葬活動製造噪音問題，並無特別規範，因此，須就具體事實適用

噪音污染防治的相關法規，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8條即

對違反噪音問題之拘束，其規範之對象並不限於提供殯葬服務之人。 

六、 憲警人員處理意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亡之屍體轉介承

攬服務之禁止 

（一） 台灣方面 

殯葬禮儀服務業間競爭激烈，過去曾有業者到意外事故現場搶屍爭生意。甚

至有因糾眾搶屍體，而被警方提列為迅雷掃黑對象之情形
236

。殯葬禮儀服務業者

                                                 
236
 張祥儀，《殯儀服務流程犯罪型態之研究-以台北縣市為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19頁，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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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第一線清楚掌握事故現場，則有提供傭金給通報意外事故現場之憲警人員做

為酬勞。由於不同業者放傭之憲警人員不盡相同，當意外事故發生時，不同憲警

人員所屬之殯葬禮儀服務業者爭相趕到，以誰先蓋白布，作為取得殯葬禮儀服務

「優先權」之標誌，若有其他業者要再介入，甚至是喪家自己請其他業者辦理，

往往必須與第一個蓋白布的業者「溝通」。更有甚者，將屍體藏匿，待取得這門

生意或「溝通」完成，才將屍體拿出。如此對喪家無疑是在喪親之餘，再受二度

傷害。監察院關心殯葬業者常至意外事件發生現場搶奪屍體，變相延攬生意，曾

建議於研擬殯葬管理新法時，將上開問題納入考量解決。因此，必須連同憲警人

員不當行為一併加以約束。由於大陸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此處僅就〔殯葬管理

條例〕第54條：「憲警人員依法處理意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亡之屍體程序完結

後，除經家屬認領，自行委託殯葬禮儀服務業者承攬服務者外，應即通知轄區或

較近之公立殯儀館辦理屍體運送事宜，不得擅自轉介或縱容殯葬服務業逕行提供

服務。公立殯儀館接獲前項通知後，應自行或委託殯葬服務業運送屍體至殯儀館

後，依相關規定處理。非依前2項規定或未經家屬同意，自行運送屍體者，不得

請求任何費用。第1項屍體無家屬認領者，其處理之實施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加以論述。本條明文禁止憲警人員處理意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

亡之屍體轉介承攬服務，以防其與特定殯葬服務業串通勾結，損害殯葬市場競爭

之公平性與自由性。對於殯葬業非依規定或未經家屬同意，自行運送屍體者，明

定不得請求任何費用，以降低搶奪屍體之誘因。本條規範內容如下： 

就憲警人員之義務而言，依法處理意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亡屍體之憲警人

員，於程序完結後，除經家屬認領，自行委託殯葬禮儀服務業者承攬服務者外，

應即通知轄區或較近之公立殯儀館辦理屍體運送事宜，不得擅自轉介或縱容殯葬

服務業逕行提供服務。亦即，憲警人員對屍體之處理，首先須判斷是否有家屬認

領，有家屬認領則由家屬認領，若無家屬或家屬不認領，則必須通知轄區或較近

之公立殯儀館辦理屍體運送，私立殯儀館者不可。另外禁止擅自轉介或縱容殯葬

服務業逕行提供服務。此處「提供服務」，應包括運屍服務、宗教儀式及殯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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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等與殯葬相關之任何服務在內。 

就公立殯儀館而言，接獲憲警人員通知後，應自行或委託殯葬服務業運送屍

體至殯儀館後，依相關規定處理。此處之殯葬服務業，應僅限於殯葬禮儀服務業。

至於運屍服務，可以是公立殯儀館自行運送，也可以由公立殯儀館委託之殯葬禮

儀服務業運送屍體。 

就非依前2項規定或未經家屬同意，自行運送屍體者而言，不得請求任何費

用。此處所謂「不得請求」任何費用其效力為何？債之效力包含受領保持力、請

求力，及強制實現力
237

。若請求力減弱，債權人仍得向債務人提出請求，若債務

人不為抗辯，則債權人有權受領給付標的。請求力欠缺，則已給付之人，自可向

受領人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受領之標的，亦即為自然債務。本條所謂不得請求任

何費用，係屬後者，指債權人請求權根本不存在而言，因此，即使家屬已給付費

用，仍得向受領人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費用。由於過去曾發生過極少數殯葬禮儀

服務業者搶屍情形，其危害性較重大，故條文中設計「不得請求」任何費用，以

遏止極少數殯葬禮儀服務業者搶屍歪風。 

第1項屍體無家屬認領者，其處理之實施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直轄市、縣（市）業已有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對無名屍體處理程序

進行規範。例如高雄市於1985 年10 月21 日以高市府警刑字第29754 號令發布

〔高雄市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憲警人員違反第54條第1項或第3項者，

依第68條規定，除移送所屬機關依法懲處外，並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

下罰鍰。由於第54條第3項從立法意旨觀察，係對非法提供殯葬服務請求費用

之限制，並非在規範憲警人員。 

台灣為避免殯葬禮儀服務業者，第一時間到事故現場搶屍體，以不正當競爭

方法爭生意，特別對事故現場第一時間得知消息的憲警人員加以拘束，禁止其擅

自轉介或縱容殯葬服務業逕行提供服務。殯葬禮儀服務業非依規定或未經家屬同

意，自行運送屍體者，不得請求任何費用，以期遏止搶屍體之誘因。 

                                                 
237
 邱聰智，《民法債偏通則》，第7-8頁，台北，自版，1993年8月修訂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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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並無與台灣相同或類似條文，來對事故現場執法之公安人員進行規範，

因此，公安人員縱有擅自轉介或縱容殯葬服務業逕行提供服務，仍難以對其進行

拘束。若有喪家支付搶屍之殯葬禮儀服務業費用，僅能依民事法律關係解決，以

支付之費用必須根據事實由法院判決，不能即認為提供服務者所收受之該支付費

用係屬不當得利。 

七、 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他人權益之保障 

（一） 大陸方面 

權利不得濫用，為羅馬法以來所公認，近世權利社會化觀念盛行後，權利絕

對觀念已為近世所不採。因此，在辦理殯葬活動時，自不得造成公益及他人合法

權益受侵害。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它是國家及社會的

根基，是國民生活的共同基本規範。殯葬活動中影響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之情形，

例如當街搭棚治喪、燃放鞭炮、製造噪音、妨礙交通，將影響觀瞻及街鄰休息，

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妨礙；沿街拋撒紙錢，有損城市環境保護。

因此，必須加以制止。 

至於殯葬活動中之封建迷信活動，更為大陸所禁止，1989年5月29日民政部、 

公安部、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頒布的，【關於制止喪葬中

的封建迷信活動的通知】指出，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在喪事活動中搞看風水、出

大殯、攀陰親、紮糊迷信用等封建迷信活動，這些活動不僅給辦理喪事的家庭帶

來不必要的經濟負擔，而且也嚴重地污染了社會環境，干擾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建設；信徒辦理喪事做道場，應在政府批准開放的宗教活動場所內進行；對巫婆、

神漢、陰陽先生，應通過教育使他們自覺停止封建迷信活動，對借迷信活動造謠

惑眾、詐騙財物的，應依法懲處。對於以合法證照掩護非法行為者，亦需制止，

例如1995年8月28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頒布【關於嚴禁利用合法證照從事封建

迷信活動的通知】（工商個字[1995]第225號）對打著研究應用《易經》之名，以

諮詢、服務為由，騙取營業執照，宣傳偽科學，搞算命、看風水等封建迷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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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上有較大的欺騙性，影響很壞，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要配合有關部門，予以

清理和查處。 

為能解決大陸存在的喪事大操大辦和封建迷信活動，破壞正常的交通和生活

秩序，嚴重影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現象。大陸於【殯葬管理條例】第14

條明文：「辦理喪事活動，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

合法權益」。辦理喪事活動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1條：「由民政部門予以制止；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

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之規定

由民政部門予以制止；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

處罰，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規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責任，例如犯罪行為則受刑事相關法規拘束。 

（二） 比較分析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五章殯葬行為之管理中，並無相同或類似條文，而

是從過去經驗中，較常為人所詬病的殯葬問題，直接明文進行規範，例如道路搭

棚問題、就醫環境安全問題、妨礙交通問題、噪音問題、搶屍問題。如此有針對

性的就特定問題予以解決的立法例，對法律條文的適用上，較為明確，但在法律

適用範圍上就較為狹隘。例如若非殯葬禮儀服務業擅自進入醫院招攬業務，則〔殯

葬管理條例〕無法對其產生拘束作用。 

大陸【殯葬管理條例】則透過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權益

等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方式，以拘束殯葬活動，如此的立法例，所含括的範圍相當

廣泛，卻可能由於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之運用，於具體問題適用上造成空泛以及動

則入人於罪兩種極端，甚至造成不同政府層級間見解不一的情形。例如道路搭靈

棚妨礙公共秩序，若當地殯儀館不足是否仍認定為妨礙公共秩序。 

八、 屍體濫葬之禁止 

（一） 台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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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前段：「埋葬屍體，應於公墓內為之。」

明定埋葬屍體，應於公墓內為之。即禁止公墓外之屍體埋葬，公墓亦必須是合法

之公墓方可埋葬。在公墓內埋葬，必須檢附埋葬許可證明，故本條第3項規定，

公墓原則上不得收葬未經核發埋葬許可證明之屍體。例外依法遷葬者，不在此

限。根據第56條第1項，違反第22條第1項規定者，除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

萬元以下罰鍰外，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必要時，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起掘火化後為適當之處理，其所需費用，向墓地經營

人、營葬者或墓主徵收之。 

（二） 大陸方面 

大陸由於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各地情況不同，主要埋葬方式分為火葬與土

葬，而以火葬區與土葬區劃分之。人口稠密，耕地較少，交通方便的地區劃為火

葬區。暫不具備條件實行火葬的地區，則劃為允許土葬地區。無論火葬區或土葬

區皆有公墓之設置，專供公眾埋葬死者屍體或骨灰的場所，其目的在於避免人民

濫埋、濫葬，對殯葬改革和兩個文明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依公墓埋葬之對象及

管理形式，公墓有經營性與農村公益性公墓之分。經營性公墓，係由大陸殯葬事

業單位興建和管理，並對外實行有償營業模式；公益性公墓，則由鄉鎮政府或村

民委員會建立，並不對村民以外者提供墓基，專供埋葬本鄉、鎮、村居民的屍體

或骨灰。無論何種公墓，其建立的原則都必須利用荒山瘠地，不得占用耕地良田，

並注意做好綠美化。為了貫徹落實公墓內埋葬之規定，1988 年 4 月經國務院批

准，民政部發布了【於加強公墓管理的報告】的通知〈民﹝1988﹞民字15號〉，

規定土葬改革區內，凡已建立公墓的地方，不得在公墓以外的地方另行埋葬；尚

未建立公墓的地方，應積極推行平地深埋不留墳頭的葬法。嚴禁佔用耕地亂埋亂

葬。大陸根據當地地理環境實際情形，有的地方實行平地深埋不留墳頭、地下埋

屍體、地上種菜和果樹；有的實施平地深埋方式，完全不留痕跡。1990 年民政

部、國家土地管理局又發出了【關於制止喪葬濫占土地私建墳墓的通知】〈民事

函﹝1990﹞281號 〉進一步明確了，不准在可耕地和宜林山地亂埋、亂葬，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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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耕地建墓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根據【殯葬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在允許土葬的地區，禁止在公墓和農

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埋葬遺體、建造墳墓」本條反義解釋，則在

允許土葬的地區，必須在公墓和農村的公益性墓地內埋葬屍體、建造墳墓。由於

【殯葬管理條例】第 9 條前段：「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批准，不得擅自興建殯葬

設施。」未經批准設置之公墓自屬非法。本條所指之公墓及公益性公墓必須是合

法者，其目的在於防止屍體亂埋亂葬。對於本條之違反，依本條例第20條規定：

「將應當火化的遺體土葬，或者在公墓和農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

遺體、建造墳墓的，由民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強制執行。」

在公墓和農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屍體、建造墳墓的，由民政部門

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強制執行。此處之「強制執行」並非做取得執

行名義解，而係民政部門可以依職權直接對違法者強制排除其違法行為。根據民

政部1998年9月16日民事發〔1998〕10號【民政部關於貫徹執行殯葬管理條例

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解釋】強制執行這一規定是指：「（一）在火葬區將應當火化的

遺體進行土葬的；（二）在火葬區的公墓和公益性墓地以外埋葬骨灰並修建墳墓

的；（三）在土葬改革區公墓和公益性墓地以外埋葬遺體並修建墳墓的。對於上

述行為，由民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強制執行」。以期進一步

落實殯葬改革方針，杜絕亂埋亂葬現象。 

（三） 比較分析 

台灣限於公墓內埋葬屍體，禁止公墓外之屍體埋葬。大陸規定屍體的埋葬必

須在公墓和農村的公益性公墓內埋葬，但由於大陸之公墓，有經營性公墓與農村

公益性公墓之分，且農村公益性公墓並不提供外地人進入埋葬，因此，即使農村

公益性公墓屬於合法，但若非本地村民而在農村公益性公墓埋葬者，仍為法所禁

止。此種依特定對象區分能否使用特定公墓，與台灣差異很大。台灣不論公私立

公墓，民眾只要在公墓內埋葬，即屬合法，大陸則又必須依居民身份來判斷埋葬

之地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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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違法濫葬行為之處罰，若行為人違反第22 條第1 項規定，則直接

依第56 條第1 項對行為人直接處以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

日連續處罰。大陸並非直接對行為人處罰，而係先透過民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

若拒不改正者，再以強制手段則其改正。從法條外觀來看，大陸之規定似乎較為

寬鬆，人民遵守之力度當不強烈，但相反地，行為人未於期限內改正者，地方政

府有以工程大隊直接進行平墳動作，其嚇阻作用不比罰鍰來得低。例如大陸四豐

山風景區水庫東南角的 20 餘座私埋濫葬墳墓，該市民政局、林業局、國土資源

局等部門聯合發出的通告要求，喪主在2005年8月30日之前對墳墓自行清理，

9月1日之後逾期不遷走的墳墓按無主墳處理，2005年9月5日頃刻間該地濫葬

墳墓已被夷為平地238。雖是如此，違法濫葬問題在大陸仍存在。 

第三節  結語 

從兩岸屍體處理與殯葬行為之比較中可以發現。在屍體處理的規範中，台

灣仍缺乏對屍體安全、衛生之防護性規範。使得一般殯葬從業人員在接運屍體

時，普遍缺乏警覺，連帶地可能出現傳染性疾病防治上的缺口。因此，將屍體

安全衛生問題納入殯葬管理範疇有其實際必要性。大陸於【殯葬管理條例】中

明文，運輸屍體必須進行必要的技術處理，確保衛生，防止污染環境之立法例，

有值得台灣參考之處。另外，兩岸對於屍體之埋葬或骨灰之處理方式，並無太

大差異。皆允許公墓土葬及其他不占或少占土地面積之處理方式，都盡量節省

土地面積。大陸針對台灣人民的死亡處理問題，特別頒發【國務院台灣事務辦

公室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關於台灣同胞在大陸死亡善後處理辦法】，因此，台

灣人民於大陸處理死亡相關問題時，除了對大陸人民規範之法規認識外，對於

針對台灣人民所做的規範性文件亦必須清楚掌握。 

處理喪葬事宜時，除了安頓亡者、撫慰生者外，也應該降低殯葬所衍生的社

                                                 
238
 http://jiamusi.big5.northeast.cn/system/2005/09/06/050126699.shtml，200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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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環境問題239。兩岸在殯葬行為之規範上，台灣偏向就具體問題提出個別規

範，例如道路搭棚治喪問題；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問題；保障就醫環境安全

問題；交通妨礙問題；噪音問題；搶屍問題等等，都偏向於處理具體問題。大陸

則以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來含括規範。因此，在解釋法律時，模糊空間相對地較台

灣多且大。而台灣〔殯葬管理條例〕第五章殯葬行為之規範對象除了第 54 條針

對憲警人員外，主要是針對殯葬服務業進行行為規範，若非殯葬服務業者，違反

〔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例如有深夜製造噪音之情形，則依其情節適用〔社會

秩序維護法〕或相關法規。大陸不分任何人，只要有違反【殯葬管理條例】者皆

在處罰之列，若【殯葬管理條例】無規範者，則依相關治安法規處理。 

兩岸在殯葬行為的處罰方式也不相同，大陸偏向先勸導再處罰，若勸導不聽

則工程大隊出動剷除違法，其嚇阻作用雖強，但對財政支出無疑增加了負擔，並

由於強制動員剷除違法時，其手段往往相當強烈，例如對濫葬行為，掘屍就地當

場火化。使人感到缺乏人性；台灣則直接處以罰鍰，並有連續處罰之規定，如此

對台灣政府執法所需支付的財政費用，將大幅縮減，有減輕財政負擔之作用。 

 

 

 

 

 

 

 

 

 

 

                                                 
239
 蔡侑霖，《台中地區喪葬禮俗初探-從城鄉差異看喪葬改革》，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124頁，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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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兩岸「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管理之比較 

所謂設備是指成套的機械器材，它屬於一種結合物，例如火化機，它是由燃

料室、排氣筒、電力系統等組合而成。用品則指供使用的物品240，他通常是一種

單一物，例如壽帽、壽枕、壽衣、壽鞋。由於殯葬是一連串處理屍體的儀式和方

式的服務過程，在殯葬服務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使用到許多的設備及用品。也

由於殯葬服務內容具有多樣性，不同宗教、民族各不相同，殯葬設備與殯葬用品

隨之而異。隨著時代的進步，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所提供的形式也不相同，例如

今日運屍設備、防腐整容設備、消毒設備、消煙除塵設備、擴音設備等科技下的

殯葬設備以及冥幣、紙劄、棺材等殯葬用品與過去的形式不甚相同。 

雖然在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中，所提到的「設備」有公墓中的公共衛生設

備、給水及照明設備；殯儀館的消毒設備；火化場的骨灰再處理設備；骨灰（骸）

存放設施的納骨灰（骸）設備；以及擴音設備等數種，但並沒對其技術標準進行

規範。台灣殯葬過程雖然同樣會用到棺木、冥器、壽具，但並沒有針對該等殯葬

用品的製造、銷售於〔殯葬管理條例〕中進行規範。大陸【殯葬管理條例】第四

章名為「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管理」，特別就兩者的技術問題或製造、銷售問題

進行規範。以下擬分為殯葬設備及殯葬用品兩節，就兩岸規範情形進行比較。 

第一節  殯葬設備 

一、大陸方面 

殯葬改革的成功與否，不單單僅靠法規對人民的拘束即可達到，也不能僅改

變民眾的思想觀念，若硬體設備不能配合，則民眾即使希望跟隨政府殯葬改革腳

步，也因而卻步。故殯葬設備的技術水準對推動殯葬改革起著有正面積極作用。

殯葬設備依是否直接於殯葬活動中使用，可分為直接性殯葬設備及間接性殯葬設

備，間接性殯葬設備並非直接使用於殯葬活動上，而是與殯葬活動有間接關係，

                                                 
240
 王同億編，《現代漢語大詞典》，第1673頁，海南，海南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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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生產、製造殯葬用品所需之設備。從【殯葬管理條例】第16條：「火化機、

運屍車、屍體冷藏櫃等殯葬設備，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技術標準。禁止製造、銷

售不符合國家技術標準的殯葬設備。」列舉之殯葬設備範圍來看，應不包括間接

性殯葬設備。本條規範重點有二，一是殯葬設備國家技術標準問題；另一則是禁

止製造銷售不合標準之殯葬設備問題，分述之如下： 

（一） 殯葬設備，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技術標準。 

1990年代大陸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調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殯葬工作必須圍繞這個中心任務，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服務，

因此技術標準化格外重要。大陸有關殯葬設備國家技術標準，是在不斷研發改進

的過程中，持續推展開來的。目前，大陸殯葬設備的生產，主要以火化設備、運

屍車、冷藏設備等三種為主，已初步形成殯儀設備的生產和管理系統。 

就火化機而言，大陸地區 1956 年倡導火化以來，火化設備必不可缺，起初

自捷克等國家引進 30 年代的燃油式火化機在一些城市使用，並開始仿製甚至改

良，陸續研製出62型、64型燃煤式火化機。1980年7月4日民政部【關於委託

籌建火化設備科研所的通知】委託遼寧省民政廳在原瀋陽建新機械廠（現農齒輪

廠）內，籌建火化設備科研所。該所於1981年2月24日開始辦公，在吸收國外

先進火化設備技術的基礎上，研製出適合國情的 82-B 型燃油式火化機，自此不

斷創新研發，提升大陸殯葬設備的火化機水準。1985年1月25日民政部關於發

布【燃油式火化機通用技術條件】的通知中，對原仿捷式爐改制的火化機不環保，

而訂定燃油式火化機技術標準，該部級專業技術標準對燃油式火化機的一般構

成、技術要求、監測方法及驗收規則、產品鑑定質量等級標準、及標準的實施與

管理都有規定，為早期燃油式火化設備的技術品質管制依據。若有檢測爭議授權

瀋陽火化設備研究所仲裁，該通知中並要求不要再自行生產不符合標準的火化

爐，此有助於提高大陸地區的火化水準。 

早期殯葬設備科研工作雖然起到新型設備開發的先導作用，但由於受科研管

理體制上的局限性和只顧經濟效益片面性的制約，忽略環保問題，不可能對全國



 261

殯葬設備技術進步提供理論依據，對技術的提高和發展起指導作用，因此，於1989

年經國家科委批准，建立了民政部直屬的民政部101研究所241。依1990年10月6日

【民政部人事教育司關於成立民政部101研究所的通知】，該所主要任務是進行

火化技術基礎理論的研究，屍體處理新方法和殯儀館系統工程的研究；新型火化

設備的研製；國內外情報的研究交流；開展技術培訓等工作。使大陸殯葬設備的

科研更為提升。1991年8月21日民政部關於印發【民政部殯葬設備科研與生產發

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綱要】民事發[1991]21號的通知，要求各級民政部門，

都要重視殯葬設備的科研和生產，加強標準化的工作，制定燃煤、燃油、燃氣火

化機的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對設備安裝規範、操作規範、管理規範，加快殯葬

設備的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進程，使殯葬設備安裝、使用、管理符合環境保

護和文明進步的準則。使大陸殯葬設備技術標準涵蓋面更為廣泛，也從早期的僅

強調效能，擴大到理論、環保的兼顧，【民政部殯葬設備科研與生產發展十年規

劃和「八五」計畫綱要】由於試用期已過，民政部已於2000年11月10日以【民政

部關於廢止部分民政規章及規範性文件的通知】民發[2000]238號頒布廢止，完成

階段性任務。 

就運屍車而言，運屍車是運送屍體專用的車子。大陸運屍車從 1980 年代初

開始生產，之前運屍車是透過一般汽車製造廠，按殯儀館的要求來製造或改裝，

並在車上安裝裝屍箱，沒有標準。1980 年代起，江蘇常州交通車輛廠、北京北

方汽車改裝廠陸續成為民政部定點生產殯儀車廠。1987年4月6日民政部關於發

布實施【中小型殯儀車通用技術條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

廳（局），以及各計畫單列市（區）民政局，參照執行【民政部中小型殯儀車通

用技術條件】之規定，該標準對中小型殯儀車的技術要求；試驗方法；檢驗規則；

標誌、運輸、儲存都有明確規定，並授權長春汽車研究所、常州交通車輛廠解釋。

為大陸運屍車提供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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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屍體冷藏櫃而言，冷藏設備是屍體防腐的主要設備。除了冷藏棺的生產以

外，大部分冷藏櫃設備是普通工業冷藏設備廠製造的，尚未形成行業的定點廠家

和生產管理系統。長沙製冷設備廠首先研製生產的安樂牌LCG-2000)型冷藏棺，

通過民政部技術鑒定，為大陸的屍體防腐技術增添了一項新的手段，開闢了專業

化冷藏設備生產的新開端242。 

（二） 禁止製造、銷售不符合國家技術標準的殯葬設備 

大陸火化機、運屍車、屍體冷藏櫃等有關殯葬設備已訂有國家技術標準，其

製造必須依相關規定。若有違反，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2條前段：「製造、銷

售不符合國家技術標準的殯葬設備的，由民政部門會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

止製造、銷售，可以並處製造、銷售金額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罰款。」其處罰之

對象包括製造者與銷售者，若有違反規定，由民政部會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

停止製造、銷售。 

除了【殯葬管理條例】中的規範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及其配套

法規，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促進技術進步，改進產品品質，提高社會經

濟效益，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使標準化工作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發展

對外經濟關係的需要下，所訂定出的法律規範，有關殯葬設備的製造，自亦必須

符合該法律規範。 

二、比較分析 

台灣目前對於火化機、運屍車、屍體冷藏設備等殯葬設備，尚無於〔殯葬管

理條例〕做標準技術要求之規定。現今與檢驗有關之法規，規範於〔商品檢驗法〕

及其配套法規，但該等法規亦僅作原則性規範，並不具強制力，再者對殯葬設備

亦無規範其技術標準，此與大陸有別。 

大陸對殯葬設備技術之要求，直接於【殯葬管理條例】進行規範來看，從外

部規範看來，表面上有比台灣〔殯葬管理條例〕還重視，這與大陸強調火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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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火化的強制推動下，相關輔助的殯葬設備對火化格外重要，優質的殯葬

設備對一般民眾火化的意願有加分作用，因此，生產合乎技術標準的殯葬設備是

推動火化政策不可缺的一環。大陸殯葬設備之技術標準政策，是經長期錯中學習

改良的結果，例如早期火化機講求火化速度快和耗油少，卻忽略環保，到必須兼

顧避免環境污染，排放物必須控制等方面。但大陸地區仍存在火化機、運屍車的

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的工作還有待提升，基礎型譜至今尚未確定，安裝規範、

操作規範沒有制定統一標準，加之操作工人技術水準低，管理比較落後，因而造

成了設備的運行狀態不好等問題243。 

另外，本有關製造、銷售不符合國家技術標準的殯葬設備，由民政部門會同

工商管理部門取締，由於該兩部門本身有各自業務範圍，取締不符合國家技術標

準的事項僅是其業務範圍之一，當兩部門意見不同或無法會同取締時，本條規定

之效力將銳減，加上現今殯葬設備的製造、銷售遍及全大陸，各家製造廠的標準

也不盡相同，於執法上確實也有困難。但大陸所做的努力，仍須予以肯定。大陸

地區近幾年來對殯葬改革相當熱中，例如上海已經舉辦過兩界國際性殯葬研討

會，邀集世界各國進行殯葬交流。而其內部又有許多研發單位，例如民政部有

101研究所，上海有殯葬文化研究所、遺體防腐研究所以及火化機研究所，政府

部門每年投入相當的預算在支持。並透過興辦殯葬期刊雜誌，以及計畫出版《殯

葬學科叢書》一套24本，以做為殯葬教學之用，現已出版其中12本。另外，除

了民政單位有殯葬相關課程安排外，長沙民政學院成立了大專程度之殯儀系。除

了基礎研發的重視外，並透過殯葬教育以及與國內外交流，提升殯葬專業水平。

反觀台灣地區，雖然市場較為自由，但由於缺乏政府資源投入殯葬基礎研發工

作，雖然過去台灣在殯葬軟硬體居於優勢，但現今大陸部分重點地區的硬體設施

已超越台灣，殯儀服務專業方面大陸亦正在急起直追，台灣政府若不能儘早覺

醒，則過去的優勢將可能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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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殯葬用品 

殯葬用品是殯葬活動過程中所可能用到的物品，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中並

無條文對其規範，大陸由於共產黨信仰唯物主義無神論，與唯物主義相違背者，

即予禁止。因此，大陸殯葬用品大別可以分為封建迷信與非封建迷信兩類。對於

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則必須予以銷毀，非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則可以在合法範

圍內製造、銷售。 

一、大陸方面 

【殯葬管理條例】第17條明定：「禁止製造、銷售封建迷信的喪葬用品。禁

止在實行火葬的地區出售棺材等土葬用品。」對製造和銷售殯葬用品進行規範。

其中包含兩方面，（一）禁止製造、銷售封建迷信的喪葬用品。（二）禁止在實

行火葬的地區出售棺材等土葬用品。 

（一）  禁止製造、銷售封建迷信的喪葬用品 

要破除封建迷信的喪葬陋俗，除了思想觀念的改變以外，其表現於外的儀

式及器物亦應一併斷絕，當封建迷信的儀式及器物不再出現，封建迷信的喪葬

陋俗就無以附加，因此，除去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對共產黨即相當重要。共產

黨取得大陸統治權後，在一連串的殯葬改革過程中，破除封建迷信的喪葬陋俗

就是一個重要方向。其認為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是在宣揚唯心主義，會腐蝕人

心，並助長人們在喪事上大量浪費，給人們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造成沉重負擔，

對社會風氣和社會的安定危害極大，因此，必須嚴令禁止，堅決取締
244。封建

迷信的殯葬用品，大陸並沒有下嚴謹的定義，僅能從政府機關的文件中來觀察，

主要包括紮紙活（例如紙人、紙馬、紙屋、紙錢、紙靈屋）、招魂幡、孝服、

冥幣、錫箔、甚至香，以及依各地限制使用的封建迷信殯葬用品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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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22日【內務部關於殯葬改革工作的意見】中，談到搞紙紮是一

種迷信行業，必須加以限制和取締。所謂的紙紮包括紙人、紙馬、冥幣等殯葬用

品在內。1982年2月23日國務院批轉民政部【關於進一步殯葬改革工作的報告】

〈國發﹝1982﹞35號〉明確提到，殯葬管理服務單位要會同有關部門禁止製作和

出售用於喪葬的迷信品，更為明確對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之取締。到1985年【國

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第7條更將喪葬迷信用品之生產、出售和使用明

文禁止，對棺木及土葬用品的經營都做嚴格的限制，將過去倡導的推動，轉為法

制的規範，使主管機關進行取締處罰時，取得法源上的依據。為了落實【國務院

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1989年5月29日，民政部、公安部、國家工商行

政管理局、國務院宗教事務局聯合下發了【關於制止喪葬中的封建迷信活動的通

知】〈民﹝1989﹞事字 27 號〉具體要求，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生產、銷售封

建迷信的喪葬用品，現有的封建迷信喪葬用品，由殯葬主管部門收繳銷毀，對不

聽勸阻的單位和個人，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根據國家有關規定予以經濟處罰或責

令停業整頓；各級民政部門要對殯葬用品生產、銷售和殯葬消費現狀進行全面調

查，將存在問題和改進建議報告政府，以便在政府統一領導下，齊抓共管，進行

綜合治理，殯葬管理處（所）要對生產、銷售殯葬用品的廠店、攤點進行清理整

頓，並經常進行檢查，杜絕非法經營，凡生產、銷售殯葬用品要經民政部門審查

批准，否則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不予登記註冊
245。可見大陸殯葬用品可細分為兩

類，一類屬於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則殯葬主管機關將此類殯葬用品收繳銷毀，

不聽勸阻，再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予以處罰；另一類非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之生

產、銷售，則必須經民政部門審查批准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才給予登記註冊，

並須杜絕非法經營。1995年3月3日民政部頒布【關於加強清明節文明祭祀管理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門要把每年清明節期間開展文明祭祀活動，作為今

後殯葬改革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做到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廣泛動員、深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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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認真準備、文明服務；清理整頓、堵住源頭；總結經驗、表彰先進。要把文

明祭祀活動作為今後殯葬改革工作的重要內容，破除封建迷信活動，為淨化社會

環境，促進喪俗改革，為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作出貢獻。上述規範性文件的

頒布實施，對加強殯葬管理，深化喪葬習俗改革，制止喪葬中的封建迷信活動，

加強喪葬用品的管理，規範群眾的喪葬行為，發揮了積極作用。 

大陸對殯葬用品的管理，由民政部門帶頭領導，並結合其他部門來取締非法

之經營。對於違反本條規定者，依第22條後段：「製造、銷售封建迷信殯葬用品

的，由民政部門會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予以沒收，可以並處製造、銷售金額１倍

以上３倍以下的罰款。」 

（二）  禁止在實行火葬的地區出售棺材等土葬用品 

土葬用品，係指供土葬時使用的殯葬用品，包括棺材、鋪墊物、壽枕、壽帽、

壽衣、壽鞋等物品。所謂的棺材，係指盛載屍體以備埋葬的箱匣
246。其主要用於

土葬區，在火葬區，大陸禁止使用棺木。對於違反規定者，過去【國務院關於殯

葬管理的暫行規定】規定，於火葬區經營土葬用品違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進

行處理，但今日【殯葬管理條例】並無規定處罰方式。對於違法出售土葬用品者，

應依據【民政部、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於制止喪

葬中的封建迷信活動的通知】，由殯葬管理處（所）對出售喪葬用品的廠店、攤

點進行清理整頓，並經常進行檢查，杜絕非法經營。凡生產、銷售喪葬用品的單

位和個人要經民政部門審查批准，否則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不予登記註冊。 

二、比較分析 

台灣地區已廢止的〔違警罰法〕第66條第3款曾規定，製造或販賣有關迷信

之物品，不遵官署取締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20圓以下罰鍰或罰役。由於何謂迷

信之物品，實在不易認定，此一規定已廢止。 

大陸明文規定禁止製造、銷售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所謂封建迷信的殯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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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主要包括紮紙活（例如紙人、紙馬、紙屋、紙錢、紙靈屋）、招魂幡、孝服、

冥幣、錫箔、甚至香，以及依各地限制使用的封建迷信殯葬用品。雖然對殯葬改

革起到一定正面作用，並可避免資源的浪費。但把「封建迷信」這一意識型態用

語，放在法律條文中，卻徒增法律適用上的困擾，例如：何謂封建迷信的殯葬用

品？實在很難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例如如果燒香是封建迷信，那麼寺廟燒香也是

封建迷信，則寺廟都不准燒香嗎？紙錢是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依法必須禁止製

造、銷售，但台灣坊間壽金店所出售的紙錢，有相當大的比例是由大陸製造的，

為何大陸禁止製造、銷售的封建迷信用品，卻能外銷呢？如此將讓人感覺大陸是

否在執法上有雙重標準？另外，根據南昌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涂冬生在〈喪葬陋

俗阻礙文明進程〉一文中指出，在南昌城區一般每個農貿市場都會有喪葬用品

店，到清明、冬至期間路旁的祭品攤位更是不可勝數，大量封建迷信用品充斥其

中
247。可見大陸雖法有明文對封建迷信用品的取締，但實際上該等殯葬用品仍充

斥坊間。大陸經濟快速發展有目共睹，殯葬時所燒的紙札種類也令人瞠目結舌，

從過去紙人、紙馬，到別墅、轎車，後來又有燒「偉哥」、「保險套」，2005年有

燒「三陪小姐」和「二奶」，2006年更有燒「超女248」249。從殯葬用品所燒之新奇

紙札，很難說是「封建」的東西，而且新鮮趣味性可能比「迷信」來得濃厚，若

以封建迷信來對該等行為人處罰，適用法律有其實質上的困難。 

從大陸殯葬用品的管理中可以發現，它是由許多不同的管理部門共同來對殯

葬用品的製造、銷售進行規範。例如對於已經存在的封建迷信喪葬用品，由殯葬

主管部門收繳銷毀。對不聽勸阻的單位和個人，製造、銷售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

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予以經濟處罰或責令停業整頓。對於殯葬用品的製造、銷售

要經民政部門審查批准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才能給予登記註冊。因此，大陸對

殯葬用品的管理是採用齊抓共管的方式，進行綜合治理，這有助於更全面的對殯

                                                 
247
 涂冬生，〈喪葬陋俗阻礙文明進程〉，收於，《解讀生死》，第38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248
 超女：指超級女聲選拔賽，係大陸地區2005年當紅的節目。 

249
 http://bbs.zol.com.cn/index20060424/index_123_77054.html，2006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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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用品進行規範。但也由於取締非法殯葬用品，涉及不同部門的權力範圍，雖然

以民政部門做統籌管理，在執法上若其他部門不願配合，民政部門也無可奈何。

若不同部門意見不一致，甚至可能造成多頭馬車的情形。例如有業者生產和出售

紙錢、紙馬，卻理直氣壯的說「我是辦了工商執照的﹗自然就是合法的」，由此

看來，對於封建迷信的認知，各部門尚未取得共識250。如此，則增加執法上的困

擾。 

本文並非贊同或鼓勵迷信，而是由於封建迷信本質上很難定義，而且該等用

品亦不見得對公益會造成不利影響，例如上墳燒些紙錢表達哀思，對社會並無危

害。若僅冠以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就禁止製造、銷售，實不甚妥當。但若基於公

益、環保因素，則有斟酌之餘地。例如燒紙化錢可能造成空氣污染，甚至導致火

災，基此，或許是立法時另一思考方向。 

第三節  結語 

殯葬設備與殯葬用品，台灣並無於〔殯葬管理條例〕特別規範。就殯葬設備

而言，台灣目前對於火化機、運屍車、屍體冷藏設備等殯葬設備，尚無於〔殯葬

管理條例〕做標準技術要求之規定。現今與商品檢驗有關者，規範於〔商品檢驗

法〕及其配套法規，但該等法規亦僅作原則性規範，並不具強制力，再者該法對

殯葬設備並無特別要求殯葬設備必須合乎什麼技術標準。大陸對殯葬設備技術之

要求，直接於【殯葬管理條例】進行規範，並以個別法規方式，分別訂定火化機、

運屍車，及冷藏設備之技術標準，這應與大陸為配合火葬政策強制推動火化政策

有關，在火化的強制推動下，相關輔助的殯葬設備對火化格外重要，為了讓民眾

樂意接受火化，優質的殯葬設備非常重要。因此，生產合乎技術標準的殯葬設備，

是推動火化政策不可缺的一環。對於製造、銷售不符合國家技術標準的殯葬設

備，則由民政部門會同工商管理部門取締。但由於該兩部門本身有各自業務範

圍，取締不符合國家技術標準的事項僅是其業務範圍之一，加上當兩部門意見不

                                                 
250
 王夫子，《殯葬文化學-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讀》（下），第610頁，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

年2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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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無法會同取締時，本條作用就相對薄弱，況且殯葬設備的製造、銷售遍及全

大陸，各家製造廠的標準也不盡相同，於執法上確實也有困難。但大陸所做的努

力，仍須予以肯定。 

就殯葬用品而言，台灣過去〔違警罰法〕中也曾禁止製造或販賣有關迷信之

物品，不遵官署取締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20圓以下罰鍰或罰役。但由於何謂迷

信之物品，實在不易認定，故此一規定已廢止。大陸明文規定禁止製造、銷售封

建迷信的殯葬用品。舉凡紮紙活（例如紙人、紙馬、紙屋、紙錢、紙靈屋）、招

魂幡、孝服、冥幣、錫箔皆認為是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把「封建迷信」這一意

識型態用語，放在法律條文中，雖然對殯葬改革起到一定正面作用，並可避免資

源的浪費。但卻徒增法律適用上的困擾。更可能認為只要是舊有的，就是封建迷

信，到最後殯葬字義可能只剩「火化」二字。對於殯葬用品的取締，大陸是由許

多不同的管理部門共同來配合執行，採用齊抓共管的方式，進行綜合治理，這有

助於更全面的對殯葬用品進行規範。但卻也造成不同部門認定標準的不一致，增

加執法上的困擾，若其他部門不願配合，民政部門也無可奈何。若不同部門意見

不一致，甚至可能造成多頭馬車的情形，這將與本制度設計的原義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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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兩岸殯葬行政爭訟制度 

殯葬管理可以說是一種政府行為，主管機關運用行政、法律的手段，來對人

民的殯葬活動進行指導、監督和規範251。當政府行為對人民權利或利益造成侵害

時，則需給予人民救濟機會，雖然在行政法體系中救濟方式繁多，本文僅就兩岸

殯葬管理條例所涉及之內容加以陳述。由台灣〔殯葬管理條例〕之具體內容觀之，

對殯葬設施設置管理方面，涉及到主管機關核准與否之行政處分、逾期未施工被

廢止許可之行政處分、私有地被依法徵收設置或擴充公立殯葬設施之行政處分

等；殯葬設施經營管理方面，涉及到殯葬設施經營核准與否的行政處分、埋火葬

許可證明核發與否之行政處分；殯葬服務業之管理與輔導方面，設立許可與經營

許可、廢止許可之行政處分、屆期未營業而廢止其許可之行政處分；以及殯葬行

為管理方面之禁止處分，命令人民不作為，例如禁止使用道路搭棚、殯葬服務業

不得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不得擅進醫院招攬業務‧‧‧等。以及對於〔殯

葬管理條例〕規範之違反，主管機關依法所為的罰鍰、勒令停業、廢止許可、懲

處等處罰。 

就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之具體內容觀之，在殯葬設施管理方面，殯葬設施

之審批與否；不得擅自興建殯葬設施、農村公益性墓地不得提供村外人使用、禁

止建立或恢復宗族墓地之禁止處分；屍體處理和喪事活動管理方面，屍體處理必

須遵守一定規定之作為處分、辦理殯葬活動之不作為處分；殯葬設備和殯葬用品

管理方面之禁止處分等。以及對於【殯葬管理條例】規範之違反，主管機關依法

所為的責令恢復原狀、責令限期改正、責令停止、責令退賠、沒收、罰款、強制

執行等處罰。 

行政機關對於上開殯葬管理事項所為之行政處分，造成受處分人不利益之地

位，則受處分人當有一定救濟途徑。本文第三章至第七章已分別就殯葬管理的實

體法規定比較分析，為使權利能獲伸張，本章分別對兩岸殯葬管理發生行政爭訟

                                                 
251
 黃雨三編，《最新殯葬管理規章制度全集》(1)，第4頁，不詳，銀聲音像出版社，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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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程序加以討論，以瞭解現行兩岸在殯葬爭訟時之救濟程序，以期殯葬問題獲

得解決。行政爭訟指最終審級歸行政法院管轄之公法爭議事件的審理程序252。台

灣通常指訴願及行政訴訟，大陸則為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制度。以下分別就兩岸

上開制度加以介紹。 

  第一節  台灣訴願制度與大陸行政復議 

一、台灣訴願制度 

（一） 訴願之概念 

訴願係人民權利或利益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受有損害，而向原處分

機關之上級機關或原處分機關請求救濟之方法。〔訴願法〕第1條：「人民對於中

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

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上

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同。」因

此，訴願之主體雖以人民為原則，以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為例外。但

在特殊情況下行政機關亦得為訴願人，此非屬常態
253。訴願之客體，必須中央或

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有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該違法或不當情事須損害相對人或

第三人之權利或利益。雖然行政處分本身具有秩序功能與確定功能，這些功能以

對法律地位具體化與安定化為目的254。例如殯葬服務業申請人，須提出關於許可

之行政決定內容及範圍之相關文件，同時能明瞭對其事後可提出哪些請求。但當

行政處分有違法或不當時，則須有救濟手段。所謂違法之行政處分，係指其欠缺

合法要件；不當之行政處分係指行政處分雖未違法，但在客觀上不合目的性255。

                                                 
252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第2頁，台北：自版，2005年10月第3版2刷。 

253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第305-306頁，台北：自版，2005年10月第3版2刷。 

254
 陳春生，《行政法之學理與體系（一）-行政行為形式論》，第63頁，台北，三民，1996年8

月初版。 
255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第473頁，台北，自版，1995年3月增訂2版。 



 273

不當的行政處分，應該以行政權力對行政裁量作不適當的使用，為其意義256。又

依〔訴願法〕第2條之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

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前項期

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2個月。」亦即訴願之客體包括行

政機關消極的不作為在內。至於權利或利益之損害，其權利泛指個人在國家法律

秩序中之法的地位，包括憲法或法律上所保護之利益；其利益指尚未成為權利之

各種值得保護之利益257。受理訴願之機關通常是原處分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如

原處分機關為國家最高機關，則以該原處分機關受理該訴願之申請。 

以〔殯葬管理條例〕為例，當設置者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置殯葬設施，而

遭主管機關駁回，殯葬設施設置者認為主管機關所為駁回之行政處分損害其合法

權利，自得向該主管機關之上級機關申請訴願，以為救濟。另外，如殯葬設施經

營許可之核准與否、殯葬服務業之許可與否之行政處分亦然。 

（二） 訴願之管轄 

訴願之管轄，係指對於具體行政行為損害相對人或第三人權利或利益，訴願

人依法向哪一行政機關提出訴願申請。亦即何一行政機關有權受理該訴願申請。

台灣訴願之管轄，於〔訴願法〕第4條至第12條設有明文規定。包括一般管轄、

比照管轄等級、共同處分之管轄、委託事件之管轄、委任事件之管轄、委辦事件

之管轄、承受管轄、以及管轄不明與管轄瑕疵等。 

受理訴願之機關通常是原處分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如原處分機關為國家最

高機關，則以該原處分機關受理該訴願之申請。因此〔訴願法〕第4條所列8款

情形屬之
258；〔訴願法〕第5條比照管轄等級規定：「人民對於第4條以外之中

                                                 
256
 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第368頁，台北，自版，1995年4月修訂5版。 

257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第473-474頁，台北，自版，1995年3月增訂2版。 

258
 〔訴願法〕第4條所列8款管轄包括：不服鄉 (鎮、市) 公所之行政處分者，向縣 (市) 政府

提起訴願；不服縣 (市) 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行政處分者，向縣 (市) 政府提起訴願；不服縣 (市) 

政府之行政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行、處、局、署提起訴願；不服直轄市政府所屬各級機

關之行政處分者，向直轄市政府提起訴願；不服直轄市政府之行政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

行、處、局、署提起訴願；不服中央各部、會、行、處、局、署所屬機關之行政處分者，向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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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時，應按其管轄等級，比照前條之規定為之。

訴願管轄，法律另有規定依其業務監督定之者，從其規定。」；〔訴願法〕第6

條，對於2以上不同隸屬或不同層級之機關共為之行政處分，而向其共同之上級

機關提起訴願之共同處分之管轄；〔訴願法〕第7條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

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亦向原委託機

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法〕第8條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依法辦

理上級機關委任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為受委任機關之行政處分，其訴願之管

轄，向受委任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法〕第9條直轄市政府、

縣 (市) 政府或其所屬機關及鄉 (鎮、市) 公所依法辦理上級政府或其所屬機關

委辦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為受委辦機關之行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向受委辦

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法〕第 10 條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

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以其團體或個人名義所為之行政處分，其訴願之管

轄，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法〕第 11 條原行政處分機關裁撤或改組，

應以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視為原行政處分機關，向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或其直接上級

機關提起訴願等皆屬之。對於管轄權有爭議或因管轄不明致不能辨明有管轄權之

機關者，依〔訴願法〕第 12 條，由其共同之直接上級機關確定之。無管轄權之

機關就訴願所為決定，其上級機關應依職權或依申請撤銷之，並命移送於有管轄

權之機關。 

例如私立殯葬設施之設置核准，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條第2項第2款第

3目、第1項規定，其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當設置者被該主管機

關駁回申請時，當可向該主管機關之上級機關內政部申請訴願。同理，殯葬服務

業之設立許可、經營許可、輔導、管理、評鑑及獎勵，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

條第2項第2款第6目、第1項規定，其主管機關亦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當其被該主管機關為不利益之處分時，可向該主管機關之上級機關內政部申請訴

                                                                                                                                            
會、行、處、局、署提起訴願；不服中央各部、會、行、處、局、署之行政處分者，向主管院提

起訴願；不服中央各院之行政處分者，向原院提起訴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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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三） 訴願之程序 

訴願之程序包括訴願之提起、訴願審議，以及訴願決定。訴願由訴願人或代

理人在訴願書上簽名或蓋章後提起，依〔訴願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訴願應

附原行政處分書影本。」訴願人備妥訴願相關文件後，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1 項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或向受理訴願機關提起訴願者。原行政處分機關對於第58 條第1 項訴願應先行

重新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訴願為有理由者，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2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並陳報訴願管轄機關」。原行政處分機

關不依訴願人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者，依〔訴願法〕第58 條第3 項、

第4項，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於訴願管轄機關。原行政

處分機關檢卷答辯時，應將答辯書抄送訴願人。訴願人向受理訴願機關提起訴願

者，依〔訴願法〕第 59 條，受理訴願機關應將訴願書影本或副本送交原行政處

分機關依第58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辦理。訴願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前，依

〔訴願法〕第60條，訴願人得撤回之。訴願經撤回後，不得復提起同一之訴願。

受理訴願機關認為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依〔訴願法〕第

62條，應通知訴願人於20日內補正。 

台灣訴願審議，以書面審查為原則，間採言詞辯論，依〔訴願法〕第63條：

「訴願就書面審查決定之。受理訴願機關必要時得通知訴願人、參加人或利害關

係人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見。訴願人或參加人請求陳述意見而有正當理由者，應

予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見之機會。」訴願人、參加人或利害關係人到場之陳述，

依〔訴願法〕第 64 條：「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得指定委員聽取。」受理訴

願機關應依訴願人、參加人之申請或於必要時，依〔訴願法〕第 65 條：「得依

職權通知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代表人、訴願代理人、輔佐人及原行政處分機關派

員於指定期日到達指定處所言詞辯論。」對於證據之調查，依〔訴願法〕第 67

條：「受理訴願機關應依職權或囑託有關機關或人員，實施調查、檢驗或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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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訴願人主張之拘束。受理訴願機關應依訴願人或參加人之申請，調查證據。

但就其申請調查之證據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此限。受理訴願機關依職權或依申

請調查證據之結果，非經賦予訴願人及參加人表示意見之機會，不得採為對之不

利之訴願決定之基礎。」 

訴願提起後，除由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外，受理訴願之機關應

就訴願內容為全面性審查，並依「先程序後實體」之原則，以認定應否受理。進

入實體審查後，則應以做成訴願決定之際為基準時，就事實及法律之層次審酌原

處分之合法性及合目的性259。訴願依決定之內容可以分為不受理之決定，例如〔訴

願法〕第77 條所規定8 款訴願之提起不合法情形，應由程序上駁回之；訴願無

理由之決定，例如〔訴願法〕第79 條第1 項：「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

應以決定駁回之。」；訴願有理由之決定，依〔訴願法〕第 81 條：「訴願有理

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

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

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前項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發回原行

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依職權撤銷或變更原處

分者，例如〔訴願法〕第80 條第1 項：「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而為不受理決

定時，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

銷或變更之。」以及依情況裁決，例如〔訴願法〕第83 條第1 項：「受理訴願

機關發現原行政處分雖屬違法或不當，但其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損害，經斟

酌訴願人所受損害、賠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事，認原行政處分之撤銷

或變更顯與公益相違背時，得駁回其訴願」。對於訴願決定之效力，依〔訴願法〕

第 95 條：「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就其依

第10條提起訴願之事件，對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亦有拘束力。」

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訴願法〕第96條：「應

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理訴願機關」。 

                                                 
259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第347-348頁，台北：自版，2005年10月第3版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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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行政復議 

（一） 行政復議之概念 

行政復議，由【行政復議法】第2條觀之，係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

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向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行政機關

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作出行政復議決定之法律制度，其係屬於行政機關內部救濟

之方式。因此，行政復議制度是行政救濟的重要制度，行政復議是行政機關的內

部監督，行政復議機關作出的復議決定屬於行政行為，由於行政復議機關係居於

中間人地位以為決定，行政復議本身具有類似司法性260。行政相對人亦即得提起

行政復議者，限於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出申請。受理行政復議機關通常

是做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之上一級行政機關，或該行政機關所屬的人民政

府；在特殊情形，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亦可以為行政復議機關
261。行政復議依

【行政復議法】第1條規定，係「為了防止和糾正違法的或者不當的具體行政行

為，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故「違法的或者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乃行政復議的

審查範圍，此與行政訴訟原則上進行合法審查有別。所謂具體行政行為，包括組

織法所規定以及法律法規授權以自己名義進行行政活動的組織，其所做直接影響

行政相對人權益的行為。若是抽象的行政行為依【行政復議法】第7條，僅在對

具體行政行為申請行政復議時，可以一併向行政復議機關提出對該規定的審查申

請。行政復議屬於行政機關內部救濟之方式，相對地也是對行政機關監督的一種

法律制度。 

以【殯葬管理條例】為例，當設置者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置殯葬設施，而

主管機關不為審批或駁回其申請時，設置者認為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損害其

合法權利，自得向該主管機關之上級機關申請行政復議，以為權利之救濟。 

                                                 
260
 皮純協、張成福編，《行政法學》，第416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第3

次印刷。 
261
 參照大陸地區【行政復議法】第12條至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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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復議之基本制度 

對於行政復議機關所做成復議之決定不服，依行政相對人是否得再申請復議

可以區分為一級復議制度與多級復議制度。前者不得再申請復議，復議機關所做

之決定係屬於行政終局決定，對於不服復議之決定者，僅能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

訴訟。後者，對復議不服得再申請復議，不必逕自提起行政訴訟。一級復議制度

乃大陸【行政復議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是認為行政復議並非最後救濟手段，行

政相對人對於復議不服者，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仍可以得到人民法院兩極審判

的救濟，故無須在行政系統內實行兩級或多級復議制度，以免行政爭議在行政系

統內遲遲不能解決，對人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產生不利影響，而且

影響行政效率的提高262。但在特殊情形，依【行政復議法】第14條：「對國務院

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作出該具體行

政行為的國務院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

議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也可以向國務院申請裁決，國務

院依照本法的規定作出最終裁決」。本條後段國務院依照本法的規定作出最終裁

決，的行政復議，屬於多級復議形式，此屬例外。 

對於行政復議機關審理行政復議案件方式，可以分為書面審理制度與書面以

外審理制度。前者係指，行政復議機關僅就行政相對人所提出之書面申請進行審

理，無須另為言詞辯論，或傳喚行政復議當事人。依【行政復議法】第 22 條，

「行政復議原則上採取書面審查的辦法，但是申請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復議機關

負責法制工作的機構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向有關組織和人員調查情況，聽取申請

人、被申請人和第三人的意見。」大陸行政復議制度，原則上採用書面審理制度。

例外於處理重大、複雜案件時，復議機關可依職權改採直接審理，就有關的問題

以及證據進行辯論後，方作出復議決定之復議方式，此往往耗費時日，不利於行

                                                 
262
 李希昆、陸志明，《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第179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3年4

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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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爭議之迅速解決263。因此，受殯葬主管機關作不利益處分之行為人，應以書面

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 

（三） 行政復議之管轄 

行政復議之管轄，係指對於具體行政行為侵犯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行政相

對人依法向何一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亦即何一行政機關有權受理該行政

復議申請、並行使行政復議權。對於行政復議管轄的劃分，主要考慮行政復議管

轄必須有利於行政復議機關迅速、準確地解決行政爭議，以及應體現便民、利民

的特點，為行政相對人提供簡便、有效的救濟途徑264。大陸行政復議管轄可分為

一般管轄、特殊管轄、轉送管轄，以及指定管轄四者。所謂行政復議之一般管轄，

係依行政機關內部上下級隸屬關係，以確定行政復議案件的管轄權，例如根據【行

政復議法】第12條：「對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工作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

服的，由申請人選擇，可以向該部門的本級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向上

一級主管部門申請行政復議。對海關、金融、國稅、外匯管理等實行垂直領導的

行政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上一級主管部門申請行政復

議。」又【行政復議法】第 13 條：「對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

的，向上一級地方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對省、自治區人民政府依法設立的派

出機關所屬的縣級地方人民政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該派出機關申請行政

復議。」以及第 14 條：「對國務院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具

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國務院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

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也可以向國務院申請裁決，國務院依照本法的規定作出最終裁決。」皆屬之。

例如依【殯葬管理條例】第8條第2項利用外資建設殯葬設施，須報國務院民政

部門審批，對國務院民政部門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者，則可向作出該具體

行政行為的國務院部門申請行政復議。 

                                                 
263
 蔡文斌，《行政訴訟先行程序研究》，第103頁，台南，公道法律事務所，2002年再版。 

264
 李希昆、陸志明，《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第188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3年4

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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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行政復議之特殊管轄，係相對於一般管轄而言，指不適用一般管轄原則

的案件所適用之管轄。例如【行政復議法】第15 條第1 項所規定之情形包括：

對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設立的派出機關（例如區公所、街道辦事處）的具

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設立該派出機關的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對政府工作部

門依法設立的派出機構依照法律、法規或者規章規定，以自己的名義作出的具體

行政行為不服的，向設立該派出機構的部門或者該部門的本級地方人民政府申請

行政復議；對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之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分別向直接管理該

組織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門或者國務院部門申請行政復議；對

兩個或者兩個以上行政機關以共同的名義作出之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其共同

上一級行政機關申請行政復議；對被撤銷的行政機關在撤銷前所作出的具體行政

行為不服的，向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的上一級行政機關申請行政復議。 

所謂移轉管轄，係行政機關於受理行政復議案件後，發覺管轄權不屬於自

己，而移轉有權管轄機關受理。例如【行政復議法】第18條：「依照本法第15

條第2 款的規定接受行政復議申請的縣級地方人民政府，對依照本法第15 條第

1款的規定屬於其他行政復議機關受理的行政復議申請，應當自接到該行政復議

申請之日起7日內，轉送有關行政復議機關，並告知申請人。接受轉送的行政復

議機關應當依照本法第17條的規定辦理。」【行政復議法】第17條第1項：「行

政復議機關收到行政復議申請後，應當在5日內進行審查，對不符合本法規定的

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不予受理，並書面告知申請人；對符合本法規定，但是不屬

於本機關受理的行政復議申請，應當告知申請人向有關行政復議機關提出。」 

所謂指定管轄，只兩個或兩個以上行政復議機關管轄權有爭議時，由他們的

共同上一級行政機關指定管轄之機關受理該行政復議案件。 

（四） 行政復議之程序 

行政復議程序，係指行政復議之法定步驟。一般包括行政復議之申請、受理、

審理，與做出決定。由於大陸行政復議採「不告不理」原則，因此，必須有行政

相對人之申請，行政復議機關方受理。行政復議須由明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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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提出申請，且對於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事實依據，依有關法律、

法規、規章向有權管轄之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申請行政復議可以書面申

請或口頭申請，口頭申請的依【行政復議法】第 11 條後段：「行政復議機關應

當當場記錄申請人的基本情況、行政復議請求、申請行政復議的主要事實、理由

和時間」。申請人必須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申請，依【行政復議法】第9條：「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自知道該具體

行政行為之日起60日內提出行政復議申請；但是法律規定的申請期限超過60日

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當理由耽誤法定申請期限的，申請期限自障礙消

除之日起繼續計算。」 

行政復議之受理，係指行政機關對合乎申請條件之行政復議案件，受理申

請。依【行政復議法】第 17 條規定：「行政復議機關收到行政復議申請後，應

當在5日內進行審查，對不符合本法規定的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不予受理，並書

面告知申請人；對符合本法規定，但是不屬於本機關受理的行政復議申請，應當

告知申請人向有關行政復議機關提出。除前款規定外，行政復議申請自行政復議

機關負責法制工作的機構收到之日起即為受理。」 

行政復議之審理，係指行政復議機關受理申請後，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

查。由於大陸行政復議原則上係採取書面審查制度，因此，行政復議機關主要依

據申請書面資料進行審查，但是申請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復議機關負責法制工作

的機構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向有關組織和人員調查情況，聽取申請人、被申請人

和第三人的意見。行政復議決定以前，申請人有權撤回申請，但申請人撤回後，

不得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再申請復議，且撤回行政復議申請的，行政復議終止。行

政復議審理的依據，依【行政復議法】第26條規定，申請人在申請行政復議時，

一併提出【行政復議法】第7條所列國務院部門的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

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規定；以及鄉、鎮人民政府的規定等法規進行審查，行政復

議機關對該規定有權處理的，應當在 30 日內依法處理；無權處理的，應當在 7

日內按照法定程序轉送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法處理，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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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0 日內依法處理。處理期間，中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審查。由於具體行政行

為乃代表國家所為，因此，行政復議期間具體行政行為不停止執行，除非有【行

政復議法】第 21 條情形之一，亦即被申請人認為需要停止執行的；行政復議機

關認為需要停止執行的；申請人申請停止執行，行政復議機關認為其要求合理，

決定停止執行的；法律規定停止執行的。 

行政復議之決定，係指行政復議機關對具體行政行為之合法性與適當性進行

審查後所做出的決定。包括維持決定；履行決定；撤銷、變更或確認決定。依【行

政復議法】第 28 條規定，所謂維持決定，係具體行政行為行政復議機關認定事

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內容適當的，決定維持原具體行

政行為之決定；所謂履行決定，係指被申請人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政復議機關

決定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至於撤銷、變更或確認決定，須具體行政行為有主要

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適用依據錯誤的；違反法定程序的；超越或者濫用職權

的；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的情形，決定撤銷、變更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

法；決定撤銷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可以責令被申請人在一定期限內

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三、比較分析 

台灣訴願制度與大陸行政復議皆屬於行政訴訟先行程序之一。兩岸殯葬管理

條例所規範之設置者、經營者、販售者或行為人，若受行政機關違法或不當之行

政處分，當依法有救濟之機會，訴願及行政復議即分別為兩岸救濟方式之一。台

灣訴願制度，原則上係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

或行政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致損害其權利

或利益者，依法向訴願機關所提之救濟方式。受理訴願之機關通常是原處分機關

之直接上級機關，但如原處分機關為國家最高機關，則以該原處分機關受理該訴

願之申請。對於二以上不同隸屬或不同層級之機關共為之行政處分，而向其共同

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之共同處分之管轄。無管轄權之機關就訴願所為決定，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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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機關應依職權或依申請撤銷之，並命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機關。 

台灣訴願之程序包括訴願之提起、訴願審議，以及訴願決定。訴願由訴願人

或代理人在訴願書上簽名或蓋章後提起，並應附原行政處分書影本及備妥訴願相

關文件後，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或向受理訴

願機關提起訴願者。訴願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前，訴願人得撤回之。訴願經撤

回後，不得復提起同一之訴願。訴願審議，以書面審查為原則，間採言詞辯論。

訴願提起後，除由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外，受理訴願之機關應就訴

願內容為全面性審查。訴願依決定之內容可以分為不受理之決定；訴願無理由之

決定；訴願有理由之決定；依職權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者以及依情況裁決。訴願之

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 

大陸行政復議，係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

權益，依法向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行政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作出行

政復議決定之法律制度，其係屬於行政機關內部救濟之方式。得提起行政復議

者，限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受理行政復議機關通常是做出原行政行為的

行政機關之上一級行政機關，或該行政機關所屬的人民政府；在特殊情形，原行

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亦可以為行政復議機關。行政復議係為了防止和糾正違法的或

者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而設之制度，以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故「違法的或者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乃行政復議的審查範圍。 

一級復議制度乃大陸【行政復議法】的基本原則，行政相對人對於復議不服

者，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故無須在行政系統內實行兩級或多級復議制度，但國

務院依照本法的規定作出最終裁決，的行政復議，屬於多級復議形式，此屬例外。

大陸行政復議制度，原則上與台灣同樣採用書面審理制度。例外於處理重大、複

雜案件時，復議機關可依職權改採直接審理。大陸行政復議管轄可分為一般管

轄、特殊管轄、轉送管轄，以及指定管轄四者。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也可以向國務院申請裁決，國務院依照本法的規定作出

最終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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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行政復議程序，一般包括行政復議之申請、受理、審理，與做出決定。

大陸行政復議與台灣訴願同樣採「不告不理」原則，行政復議須由明確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出，且對於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事實依據，依有

關法律、法規、規章向有權管轄之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申請行政復議可

以書面申請或口頭申請，申請人必須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申請。行政機關對合乎申

請條件之行政復議案件，須受理申請。行政復議機關受理申請後，對具體行政行

為主要依據申請書面資料進行審查。行政復議決定以前，申請人有權撤回申請，

但申請人撤回後，與台灣同樣不得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再申請復議，且撤回行政復

議申請的，行政復議終止。行政復議機關對具體行政行為之合法性與適當性進行

審查後則依法做出決定。包括維持決定；履行決定；撤銷、變更或確認決定。 

第二節  兩岸行政訴訟制度 

一、 台灣行政訴訟制度 

（一） 行政訴訟之概念 

台灣行政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

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

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

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

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 1 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由於台灣行政訴訟採用不告不理原則，

因此，需有原告之提起，原告通常是指行政處分之相對人，被告通常是指原行政

處分之機關。原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原行政處分係違法的行政處分，此與訴願

僅須對不當行政處分之提起有別。必須行政處分造成人民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的

損害，此所謂人民包括本國人及外國人，並包括自然人及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均得

提起行政訴訟。提起行政訴訟必須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

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方可提起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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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行政訴訟目的在於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

功能而設。 

（二）行政訴訟之管轄 

台灣行政訴訟之管轄，係指各個行政法院間對所審理案件之權限加以分工，

而定其受理之權限。台灣行政訴訟管轄從立法精神和具體條文上看，可以分為級

別管轄、職務管轄、土地管轄三類型。 

就級別管轄而言，台灣行政法院分為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二級，〔行

政訴訟法〕第13條至第237條高等行政法院對第1審之行政訴訟事件有管轄權，

〔行政訴訟法〕第 238 條第 1 項：「對於高等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除法律別有

規定外，得上訴於最高行政法院。」。 

就職務管轄而言，由於台灣行政法院係採二級二審制度，第一審法院為高等

行政法院，其具有執行法院與簡易程序進行之功能，例如行政訴訟之裁判命債務

人為一定之給付，經裁判確定後，債務人不為給付者，依〔行政訴訟法〕第305

條第 1 項：「債權人得以之為執行名義，聲請高等行政法院強制執行。」又〔行

政訴訟法〕第232條：「簡易訴訟程序在獨任法官前行之」屬之。最高行政法院

則扮演上訴法院、抗告法院或法律審法院之角色。皆彰顯各法院本身之功能。 

就土地管轄而言，係對相同事物管轄權間劃歸何一法院管轄之問題，通常係

依行政區加以劃分。 

（三） 行政訴訟之審判籍 

台灣行政訴訟原則上採用「以原就被」原則，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一編第

二章第一節行政法院管轄之規定，其內容大別可以包括普通審判籍、特別審判籍。 

普通審判籍，依〔行政訴訟法〕第 13 條「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

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

院管轄。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

業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對於外國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

訟，由其在中華民國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另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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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訴訟法〕第 14 條：「前條以外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其住

所地之行政法院不能行使職權者，由其居所地之行政法院管轄。被告在中華民國

現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之居所，視為其住所；無居所或居所不

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最後之住所，視為其住所；無最後住所者，以中央政府所

在地，視為其最後住所地。訴訟事實發生於被告居所地者，得由其居所地之行政

法院管轄。」此乃依「以原就被」原則而定。 

特別審判籍，例如依〔行政訴訟法〕第 15 條：「因不動產之公法上權利或

法律關係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例如為設置或擴充公立

殯葬設施而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11 條徵收私有土地，對該徵收不服而提起撤

銷訴訟，以核定徵收之機關為被告，向該被徵收土地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起

訴。對於不動產以外之財產權涉訟，依〔行政訴訟法〕第 18 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3條，被告在台灣現無住所或住所不明之人，得由被告可扣押之財產或請

求標的所在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之財產或請求標的如為債權，以債務人住所或該

債權擔保之標的所在地，視為被告財產或請求標的之所在地。依〔行政訴訟法〕

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6條依〔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 15 條「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因船舶碰撞或其他海上

事故，請求損害賠償而涉訟者，得由受損害之船舶最初到達地，或加害船舶被扣

留地，或其船籍港之法院管轄。因航空器飛航失事或其他空中事故，請求損害賠

償而涉訟者，得由損害航空器最初降落地，或加害航空器被扣留地之法院管轄」。

依〔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7條因登記涉訟者，得由登記

地之法院管轄。依〔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0條前段：「共

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在地之法院俱有

管轄權」皆屬之。 

（四）行政訴訟之程序 

台灣行政訴訟之程序，係指行政訴訟之法定步驟。由於台灣行政訴訟採行「不

告不理」原則，因此必須有原告起訴。所謂起訴，係指原告依法向管轄法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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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狀。管轄法院收到原告起訴後，為避免濫訴，因此必須於受理前進行審查，

例如審查原告之訴在法律上是否有理由；受理法院是否有管轄權；是否已逾時效

等。訴訟一經提起後，通常發生訴訟繫屬、法院管轄之恆定、當事人恆定、禁止

重複起訴，以及實體法上之效果等效力265。若原告起訴後，於判決確定前除撤回

會造成違反公益或有撤回不合法外，得撤回其訴之全部或一部，撤回起訴後，視

同未起訴，原告得就同一標的再行起訴，但已經終局判決後再行撤回者，不得再

提起同一之訴。法院就審理事件所為之判斷或意思表示稱之為裁判，包括判決與

裁定。判決由行政法院為之，原則上須經言詞辯論，且依法定方式作成判決書，

其內容係對實體上爭點之裁斷，經宣示或公告而生效。裁定原則上不必經言詞辯

論，係對當事人或關係人所為，其內容通常非實體上之爭點266。 

〔行政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規定：「對於高等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除

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上訴於最高行政法院。」上訴之要件包括需以得上訴之裁判

為對象、須有上訴權人為喪失其上訴權、須對原判決不服、需未逾越上訴期間、

須遵守上訴之程式、需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267。提起上訴，須向原高等行政

法院提出。上訴未經高等行政法院依法駁回者，依〔行政訴訟法〕第247條：「高

等行政法院應速將上訴狀送達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得於上訴狀或第245條第1項

理由書送達後 15 日內，提出答辯狀於原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送交訴訟

卷宗於最高行政法院，應於收到答辯狀或前項期間已滿，及各當事人之上訴期間

已滿後為之。前項應送交之卷宗，如為高等行政法院所需者，應自備繕本、影本

或節本。」上訴不合法者，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之規定：「最高行政法院

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上訴不合法

之情形，已經原高等行政法院命其補正而未補正者，得不行前項但書之程序。」

最高行政法院以書面審理為原則、言詞辯論為例外，依〔行政訴訟法〕第253條

第1項前段：「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又依〔行政訴訟法〕

                                                 
265
 參見吳庚，《行政爭訟法論》，第150-153頁，台北：自版，2005年10月第3版2刷。 

266
 參見吳庚，前揭書，第193頁，。 

267
 參見吳庚，《行政爭訟法論》，第239-245頁，台北：自版，2005年10月第3版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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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3條第2項：「言詞辯論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為之。」觀之，最高行政法

院原則上禁止提出新訴訟資料。最高行政法院審理後，所作出之裁判包括裁定駁

回上訴、判決駁回上訴，以及廢棄原判決。上訴因判決或撤回上訴而終結。 

二、 大陸行政訴訟制度 

（一） 行政訴訟之概念 

大陸行政訴訟制度，由【行政訴訟法】第2條觀之，係指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

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在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對具

體行政行為進行審理並作出裁決268。因此，行政訴訟之原告，為受具體行政行為

侵犯其合法權益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行政訴訟之被告，則是作出具體行

政行為之行政機關。原告須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僅就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合

法性問題進行審理，不受理抽象行政行為
269及具體行政行為之合理性與否的爭議

問題。行政訴訟制度，依【行政訴訟法】第1條之規定，其係：「為保證人民法

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

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而設。因此，行政訴訟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職權，

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不受行政機關之侵犯。 

（二） 行政訴訟之範圍 

行政訴訟之範圍，係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爭議案件的權限範圍。它是一個國

家民主法治發展的標誌，是界定司法權與行政權相互關係的標準，是行政相對人

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有力武器，且是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據270。根據大陸

【行政訴訟法】第 11 條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

的訴訟，包括：對拘留、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等

                                                 
268
 李希昆、陸志明，《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第253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3年4

月第1次印刷。 
269
 抽象行政行為，亦即【行政訴訟法】第12條第2款規定，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

發佈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所謂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係指行政機關所發布，

能反覆適用於不特定人之行政規範性文件。 
270
 胡建淼編，《行政訴訟法學》第40-41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7月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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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罰不服的；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

施不服的；認為行政機關侵犯法律規定的經營自主權的；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

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覆的；申請行政機關

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覆的；認為

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認為行政機關違法要求履行義務的；認為行政

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除前項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

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 

例如對民政部門會同建設、土地行政管理部門取締未經批准，擅自興建殯葬

設施的，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18 條，責令恢復原狀，沒收違法所得，並處違

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罰款，被處罰有不服者，自可提起行政訴訟。 

（三） 行政訴訟之管轄 

行政訴訟之管轄，係指各級人民法院間對所審理案件之權限加以分工，此係

行政案件之人民法院管轄權限的歸屬問題。大陸行政訴訟管轄從立法精神和具體

條文上看，可以分為級別管轄、地域管轄、裁定管轄三類型
271。 

級別管轄，係指上下級法院間對第一審行政案件的權限分工。大陸行政訴訟

法中人民法院分為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四級。基層人民法院主要任務是直接審判案件，一般行政案件多由基層人民

法院作為第一審法院，【行政訴訟法】第 13 條：「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行政

案件」即是。中級人民法院主要任務是對基層人民法院的審判進行監督指導和審

理不服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的上訴案件以及本院在審或檢察機關抗訴的案

件。例如【行政訴訟法】第 14 條對國務院各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

政府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以及本轄區內涉及台灣地區的重大、

複雜的案件，歸中級人民法院管轄。高級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務是對轄區內的基層

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工作進行監督指導，並審理不服各中級人民法院的

                                                 
271
 李希昆、陸志明，《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第278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3年4

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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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上訴案件和本院的再審、檢察機關的抗訴案件，【行政訴訟法】第 15 條：

「高級人民法院管轄本轄區內重大、複雜的第一審行政案件」即是。最高人民法

院主要任務是對全國各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進行監督指導，審理不服各高級人

民法院裁判的上訴案件和本院的在審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抗訴案件，並對審判工

作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具體適用進行司法解釋272。 

地域管轄是同級人民法院間，對審理第一審行政案件，依行政轄區劃分管轄

權限範圍。可分為一般地域管轄、特殊地域管轄，及共同管轄。所謂一般地域管

轄依「以原就被原則」，原告應向被告所在地之人民法院起訴，例如【行政訴訟

法】第 17 條：「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

管轄。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也可以由復議機關所在

地人民法院管轄」。所謂特殊地域管轄，是根據特殊行政法律關係來確定案件管

轄法院，【行政訴訟法】第 18 條：「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提起

的訴訟，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以及第 19 條：「因不動

產提起的行政訴訟，由不動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即屬之。所謂共同管轄，是

指兩個以上人民法院對同一行政案件都有管轄權，依【行政訴訟法】第 20 條：

「兩個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的案件，原告可以選擇其中一個人民法院提起訴

訟。原告向兩個以上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由最先收到起訴狀的人民

法院管轄」。最後關於裁定管轄，是由人民法院裁定行政案件之管轄法院。大陸

地區【行政訴訟法】第21 條移送管轄、第22 條指定管轄，及第23 條移交管轄

屬之。 

（四） 行政訴訟之程序 

大陸行政訴訟之程序，係指行政訴訟之法定步驟。其內容包括起訴、受理、

第一審程序、第二審程序、再審程序、執行程序，以及審判等。 

由於大陸行政訴訟亦採行「不告不理」原則，因此必須有起訴人，亦即原告，

與被訴人，及被告之存在。所謂起訴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

                                                 
272
 李希昆、陸志明，前揭書，第278-2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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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之單方訴訟行為，以為權利之救濟。人民法院收到原告起訴後，為避免濫訴，因

此必須於受理前進行審查，其審查之內容包括實質審查原告是否為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且具體行政行為客觀存在，以及兩者間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係；形

式書面審查；審查原告的起訴是否窮盡了行政救濟手段，以及是否超過起訴時效

等。人民法院對原告的起訴進行審查後，是否決定審理該行政案件的訴訟行為，

則作出受理與不予受理之裁定。【行政訴訟法】第 42 條：「人民法院接到起訴

狀，經審查，應當在7日內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

以提起上訴」。 

大陸行政訴訟採行兩審制，行政訴訟的第一審程序，是人民法院從裁定受理

到作出第一審判決的過程。第一審審理前之任務包括組成 3 人以上的單數合議

庭、文書送達訴訟相關人員、決定是否公開審理‧‧‧等。審理前準備階段後，

即進入開庭審理階段，人民法院在所有訴訟相關人員參加下，進行審查以認定事

實，並依法判決或裁定。所謂行政判決，係指具有國家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以國家

名義，根據查明的事實和法律、法規的規定對行政案件實體問題，以書面作出具

有拘束力、確定力和強制力的判定，以使爭訟的法律關係得以明確。所謂行政裁

定，係指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階段或在案件判決執行階段的過程中，就程序問題

所做的不要式判定，此與判決係就實體問題所做之要式的意思表示不同。除最高

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最終判決或裁定外，當事人對第一審人民法院之判決或裁定

不服，可於確定之前向第二審上訴。第二審人民法院應對原審的裁判和被訴具體

行政行為進行全面審查，並作出最後決定。例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依法改判；

發回更審。對於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定或判決確有錯誤時，所做補救方式則有

再審制度之設。大陸【行政訴訟法】第62條當事人申請再審、第63條人民法院

所提起再審、第64條人民檢察院所提起再審屬之。 

對於已生效之訴訟判決。義務人逾期不履行時，權利人可以依法向法院或行

政機關提出申請，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亦可依職權交執行人員執行，以強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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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訴訟內容實現。例如【行政訴訟法】第65條第1項、第2項：「當事人必須

履行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拒絕履行判

決、裁定的，行政機關可以向第一審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 

例如在潘東不服唐河縣殯葬管理委員會殯葬管理決定案中，唐河縣殯葬管理

委員會於1997年4月28日限潘東於1997年5月30日以前，將其父墳墓自行遷

出，否則將按規定起屍火化，原告潘東不服，向唐河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

認為被告唐河縣殯葬管理委員會對原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具有行政處罰性

質，判原告敗訴。原告不服一審判決，上訴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期間，潘

東申請撤回上訴，中級人民法院審查認為，上訴人撤訴無規避法律之意，准許其

撤回273。從上述案例可看出本案行政訴訟，係原告認為其受具體行政行為侵害而

提起，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可向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二審上訴，判決確定前原告

可撤回，但撤回須經法院同意。 

三、 比較分析 

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造成人民權利之侵害，除上開訴願或行政復議之

內部救濟方式外，亦可透過司法途徑以救濟之，此即為行政訴訟範疇。台灣行政

訴訟，係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

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

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原告提起

行政訴訟，必須原行政處分係違法的行政處分，此與訴願僅須對不當行政處分之

提起有別。且該行政處分造成人民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的損害。行政訴訟目的在

於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而設。台灣行政法

院已採二級二審制度，其管轄可以分為級別管轄、職務管轄、土地管轄三類型。

台灣行政訴訟原則上採用「以原就被」原則，原告通常需於被告所在地提起行政

訴訟。例外如不動產涉訟則可於不動產所在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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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銘山編，《民政類行政訴訟》，第1-61至1-63頁，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9月第1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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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行政訴訟採行「不告不理」原則，因此由原告起訴而開始訴訟程序

之進行。若原告起訴後，於判決確定前除撤回會違反公益或有撤回不合法外，得

撤回其訴之全部或一部，撤回起訴後，視同未起訴，原告得就同一標的再行起訴，

但已經終局判決後再行撤回者，不得再提起同一之訴。法院就審理事件所為之判

斷或意思表示稱之為裁判，包括判決與裁定。對於高等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除

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上訴於最高行政法院。上訴不合法者，最高行政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最高行政法院以書

面審理為原則、言詞辯論為例外，其判決不經言詞辯論。最高行政法院原則上禁

止提出新訴訟資料。最高行政法院審理後，所作出之裁判包括裁定駁回上訴、判

決駁回上訴，以及廢棄原判決。 

大陸行政訴訟制度，係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法律、法

規授權組織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訴。行政

訴訟之範圍，包括：對拘留、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

物等行政處罰不服的；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

制措施不服的；認為行政機關侵犯法律規定的經營自主權的；認為符合法定條件

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覆的；申請行政

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覆的；

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認為行政機關違法要求履行義務的；認為

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除前項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

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大陸行政訴訟之管轄，從立法精神和具體條

文上看，可以分為級別管轄、地域管轄、裁定管轄三類型。 

行政訴訟之程序，大陸包括起訴、受理、第一審程序、第二審程序、再審程

序、執行程序，以及審判等。大陸行政訴訟與台灣同樣是採行「不告不理」原則，

因此必須有起訴人之存在。人民法院收到原告起訴後，於受理前先進行審查，審

查後是否決定審理該行政案件的訴訟行為，則作出受理與不予受理之裁定。大陸

行政訴訟採行兩審制，行政訴訟的第一審程序，是人民法院從裁定受理到作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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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判決的過程。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最終判決或裁定外，當事人對第一

審人民法院之判決或裁定不服，可於確定之前向第二審上訴。第二審人民法院應

對原審的裁判和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全面審查，並作出最後決定。 

第三節  結語 

兩岸在行政爭訟方面，對於合法性與適當性之審查通常是行政訴訟先行程序

審查之範疇，台灣有訴願制度，大陸則為行政復議制度，對該制度兩岸各有專法

於以規範，台灣訴願制度訂有〔訴願法〕，大陸行政復議制度則有【行政復議法】。

至於兩岸行政訴訟皆僅對違法之行政處分方得提起，不當的行政處分不得提起行

政訴訟。 

在行政訴訟先行程序中，台灣訴願制度，原則上係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

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或行政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

應作為而不作為，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依法向訴願機關所提之救濟方式。且

受理訴願之機關通常是原處分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但如原處分機關為國家最高

機關，則以該原處分機關受理該訴願之申請。大陸行政復議制度係指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向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

申請，行政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作出行政復議決定之法律制度，與台灣同樣

係屬於行政機關內部救濟之方式。受理行政復議機關通常是做出原行政行為的行

政機關之上一級行政機關，或該行政機關所屬的人民政府；在特殊情形，原行政

行為的行政機關亦可以為行政復議機關。台灣訴願之程序包括訴願之提起、訴願

審議，以及訴願決定。訴願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前，訴願人得撤回之。訴願經

撤回後，不得復提起同一之訴願。大陸行政復議程序，一般包括行政復議之申請、

受理、審理，與做出決定。行政復議決定以前，申請人有權撤回申請，但申請人

撤回後，與台灣同樣不得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再申請復議，且撤回行政復議申請

的，行政復議終止。兩岸行政訴訟先行程序，皆以書面審查為原則，言詞辯論為

例外。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行政復議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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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具體行政行為之合法性與適當性進行審查後則依法做出決定。包括維持決定；

履行決定；撤銷、變更或確認決定。 

兩岸行政訴訟制度係屬於司法救濟方式，與訴願或行政復議僅屬行政機關內

部救濟方式有別，行政訴訟目的在於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

使，增進司法功能而設。台灣行政訴訟，係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

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原告提

起行政訴訟，必須原行政處分係違法的行政處分，且該行政處分造成人民權利或

法律上之利益的損害。大陸行政訴訟制度，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

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定程序向人民

法院起訴。台灣行政法院係採二級二審制度。大陸行政訴訟並無專屬法院，由於

大陸法院分四級，行政訴訟案件依案件之性質亦分別歸四級法院管轄，但亦以二

審為終審。兩岸行政訴訟原則上皆採用「以原就被」原則以及「不告不理」原則，

原告須起訴且通常需於被告所在地提起行政訴訟。台灣若原告起訴後，於判決確

定前除撤回會違反公益或有撤回不合法外，得撤回其訴之全部或一部，撤回起訴

後，視同未起訴，原告得就同一標的再行起訴，但已經終局判決後再行撤回者，

不得再提起同一之訴。大陸人民法院對行政案件宣告判決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請

撤訴的，或者被告改變其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原告同意並申請撤訴的，是否准

許，須由人民法院裁定。台灣行政法院就審理事件所為之判斷或意思表示稱之為

裁判，包括判決與裁定。對於高等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

上訴於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以書面審理為原則、言詞辯論為例外，其判

決不經言詞辯論。最高行政法院原則上禁止提出新訴訟資料。大陸人民法院行政

訴訟採行兩審制，行政訴訟的第一審程序，是人民法院從裁定受理到作出第一審

判決的過程。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最終判決或裁定外，當事人對第一審人

民法院之判決或裁定不服，可於確定之前向第二審上訴。第二審人民法院應對原

審的裁判和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全面審查，並作出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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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總結論 

  第一節  兩岸殯葬管理法規比較之回顧 

兩岸業已逐漸邁入老齡化社會的同時，殯葬潛在屍體個數隨之增加，兩岸政

治上雖仍處於對立狀態，但民間交流實難以遏止，為能使兩岸在殯葬產業上既競

爭又合作，則對彼此殯葬管理制度當有所瞭解。從以上章節分析可以發現，總體

而言，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立法體例有很大差異外，相異處比相同處還多。就法規

條文規範方面，台灣通常於〔殯葬管理條例〕中列舉規範細節；大陸【殯葬管理

條例】通常僅具原則性規定，須透過單行法規、政府文件的解釋，以及由各地方

依當地之條件訂定出的地方性法規加以補充。以下分別回顧兩岸殯葬管理條例比

較後之異同處： 

（三） 就兩岸殯葬管理法規歷史沿革方面 

兩岸對節約土地都相當重視，台灣由於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有限；大陸也由

於人口眾多，而以實行火葬、允許土葬為政策目標。為了節約土地有效利用，兩

岸皆朝不占或少占土地面積的葬法推進，台灣對屍體土葬面積作有明確規定，從

過去約22.22平方公尺限縮至殯葬管理條例的8平方公尺，並開放多元的葬法；

大陸雖然開放多元的不占或少占土地面積的葬法，但並無由中央作統一規範。至

於葬法的推動方面，台灣趨向以政府誘導方式推行火化，大陸早期由重要領導人

帶頭起示範作用，在文革十年則採行強制作法，1985 年進入法制階段後，則透

過法規的運作以分區方式推行火化。對於公墓外埋葬問題，兩岸政府都朝禁止方

向作規範。兩岸殯葬管理的範圍越來越廣，台灣從過去對公墓管理增為今日對殯

葬設施、殯葬服務業、殯葬行為；大陸則由公墓增加到今日對殯葬設施、殯葬用

品等管理。由於兩岸公私有制的不同，台灣對殯葬服務業抱持開放態度，但由於

受到民眾抗爭導致要設置也很困難；大陸從過去禁止民間經營到特許經營，未來

你更為開放。對於少數民族殯葬習俗，大陸明文應予尊重，將其【憲法】之規範

具體落實；台灣並無此一立法例。在處罰方面，台灣從 1936 年的〔公墓暫行條

例〕即訂有罰則，到現今透過多種行政罰方式甚至行政刑罰，以達嚇阻作用。大

陸地區法制較晚，1997 年的【殯葬管理條例】才明定罰則，因此對違法者由地

方處罰，相對造成地方執法標準不一甚至與中央不同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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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兩岸殯葬管理條例總則章方面 

由於兩岸政經體制的差異，從殯葬管理條例亦可看出，台灣重視公私益間的

調和，因此〔殯葬管理條例〕立法目的直接對所要規範的具體內容及立法目的直

接說明；大陸則強調公益性底下，將「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之意識形態

濃厚的東西直接作為立法目的。台灣在用詞定義雖然仍有待調整，對在定義或分

類較精確；大陸有待參考台灣之立法例。台灣明確界定殯葬各主管機關的權責；

大陸仍有待加強。大陸為推動火化，而有實行火葬區與允許土葬區之劃分，實行

火葬區強制火化；台灣除患有法定傳染病外並無強制火化之規定，雖然強制火化

對火化之推動有實際助益，但採誘導方式也能有效推動，例如台灣地區火化率由

1988 年的 26%提升到 2004 年的 72.35%274，其成效並不亞於大陸。但整體而言，

大陸於【殯葬管理條例】中確立殯葬管理的正面目標，有助於對殯葬改革的推動，

其所做的努力，仍值得肯定。另外，大陸明文對少數民族殯葬習俗之尊重，如此

的立法例對族群的和諧有正面積極作用，有值得台灣參考之處，但法的移植也應

避免權利遭受濫用，被動不動即以少數族群之理由，而行政爭或鬥爭之實，如此

反而妨害族群間的和諧。 
（五） 就兩岸殯葬設施設置管理方面 

兩岸在殯葬設施之設置規範方面，台灣〔殯葬管理條例〕將殯葬設施區分為

公立與私立二者，其申請條件與要求並無差異，但由於民眾視殯葬設施為鄰避設

施，加上台灣地狹人稠，合乎條件用地並不多，因此，像殯儀館、火化場仍以公

立為主；大陸【殯葬管理條例】雖然沒禁止私立殯葬設施之設置，但由於審批權

與經營權皆掌握在政府手中，審批與否端看政府主管機關，客觀條件要求較薄

弱，因此私立殯葬設施仍屬少數。兩岸對於殯葬設施之選址皆有規範，台灣除了

要求不影響水土保持等外，並設有特定距離限制；大陸禁止在特定地區建造墳

墓。對於殯葬設施的啟用販售，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定殯葬設施未經檢查符

合規定，不得啟用、販售墓基或骨灰（骸）櫃，若已依法啟用、販售墓基或骨灰

                                                 
274
台灣地區內政部統計處http://www.moi.gov.tw/stat/（檢索日：200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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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櫃，則不限制出售給活人；大陸對於合法設置啟用之殯葬設施，除有特殊

情形，禁止任何預售行為。 

（六） 就兩岸殯葬設施經營管理方面 

兩岸對於公立殯葬的管理，地方主管機關皆有權設置殯葬設施管理單位或管

理人員，以強化地方殯葬管理行政組織。在管理權與經營權分合方面，台灣殯葬

設施管理權與經營權基本上相分離，大陸管理權與經營者同屬一單位，產生殯葬

設施壟斷經營之現象。在經營上，台灣為能減輕政府負擔，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

委託民間經營。過去大陸對殯葬事業單位偏向行政管理，隨著改革開放，已漸轉

為經營管理，雖然民間參與公立殯葬設施的經營仍不易產生，但隨著開放力度的

增加，將更擴大民間參與的機會。此股潮流值得有意投資大陸的殯葬設施經營業

者注意。兩岸現今皆禁止公墓外之濫葬行為。對公墓內埋葬，並無對被埋葬者身

份或埋葬形式加以限制。對火化後骨灰的處理，提倡多元環保自然葬法，即使家

族、宗族墓（塔位）、活人墳只要在合法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內台灣並不

禁止。大陸由於公墓有公益性公墓與經營性公墓的不同，公益性公墓埋葬者身份

限於村民。又基於封建之理由，禁止家族墓、宗族墓、活人墳的建立，但對華僑

卻可以基於滿足廣大華僑尋根問祖的願望，照顧他們思祖懷鄉的感情之理由，同

意對他們提出修復祖墓的要求。另外，大陸針對台灣人民到大陸安葬有所規範。

為免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因故荒廢管理維護工作，損及消費者

之權益，台灣爰參考美國之作法，明定經營者應以收取管理費設立專戶，專款專

用於管理維護工作。未來大陸擬擴大殯葬設施民營的情形，台灣這一為保護消費

者權益的作法，或有值得未來大陸參考之處。 

（七） 就兩岸殯葬服務業之管理與輔導方面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確將殯葬服務業區分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與殯葬禮儀

服務業二者。大陸【殯葬管理條例】有將殯葬設施經營業與殯葬禮儀服務業混為

一體之情形，例如殯儀館本身即提供殯葬禮儀服務，這應與殯葬禮儀的簡化有

關。但由於大陸經濟快速發展，人們對殯葬禮儀的需求相對提高，於是有殯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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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代理機構提供殯葬禮儀方面的服務，但其係屬於代理性質，與台灣地區殯葬禮

儀服務業係屬於承攬者有別，法律效果自然也不同。台灣對於殯葬服務業之設

立、登記與開業期限直接於〔殯葬管理條例〕明文規定。大陸則將該等事項授權

各地方主管機關，根據不同性質的殯葬設施經營單位，其審批層級有所差別。對

於殯葬禮儀師之證照制度，台灣醞釀將其從專技人員考試，轉為技能檢定考試之

方向修正。大陸並無強制專任殯儀服務員之規定，至於殯儀服務員之證照規範，

有民政行業工人技術等級標準，將殯儀服務員分為二個等級，但其殯儀服務員等

級制度並未完全發揮。針對殯儀館方面，大陸設有分級制度，透過等級的評定，

促使殯儀館進行軟硬體的改善工作，以更能提供優質的殯葬服務。 

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文督促殯葬服務業資訊公開化，透過要求殯葬服務

業將相關證照、商品或服務項目、價金或收費標準展示於營業處所明顯處，並備

置收費標準表，進而達到保護消費者知的權利。大陸殯葬服務業方面仍多屬於公

部門壟斷經營，雖然殯葬服務價格由公部門制定，但也由於殯葬服務名目很多，

加上一般人少會跟殯葬服務業討價還價，使得大陸殯葬服務資訊透明度被削弱，

反而在公部門壟斷經營下，產生殯葬服務業的暴利現象。有關殯葬服務契約方

面，大陸【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特別規範。台灣〔殯葬管理條例〕明定殯葬服務

業承攬業務應與消費者簽訂書面契約，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供消

費者參考使用，相關定型化契約範本台灣內政部業已公告。 

（八） 就兩岸屍體處理和殯葬行為方面 

在屍體處理的規範中，台灣仍缺乏對屍體安全、衛生之防護性規範。使得

一般殯葬從業人員在接運屍體時，普遍缺乏警覺，連帶地可能出現傳染性疾病

防治上的缺口。大陸於【殯葬管理條例】中明文，運輸屍體必須進行必要的技

術處理，確保衛生，防止污染環境之立法例，有值得台灣參考之處。大陸針對

台灣人民的死亡處理問題，特別頒發【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公安部司法部民

政部關於台灣同胞在大陸死亡善後處理辦法】，因此，台灣人民於大陸處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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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相關問題時，除了對大陸人民規範之法規認識外，對於針對台灣人民所做的

規範性文件亦必須清楚掌握。 

兩岸在殯葬行為之規範上，台灣偏向就具體問題提出個別規範，例如道路搭

棚治喪問題；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問題等。大陸則以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來含

括規範。因此，在解釋法律時，模糊空間相對地較台灣多且大。兩岸在殯葬行為

的處罰方式也不相同，大陸偏向先勸導再處罰，若勸導不聽則工程大隊出動剷除

違法，其嚇阻作用雖強，但對財政支出無疑增加了負擔，並由於強制動員剷除違

法時，其手段往往相當強烈，使人感到缺乏人性；台灣則直接處以罰鍰，並有連

續處罰之規定，如此對台灣政府執法所需支付的財政費用，將大幅縮減，有減輕

財政負擔之作用。 

（九） 就兩岸殯葬設施和殯葬用品方面 

就殯葬設備而言，台灣目前對於火化機、運屍車、屍體冷藏設備等殯葬設備，

尚無於〔殯葬管理條例〕做標準技術要求之規定。現今與商品檢驗有關者，規範

於〔商品檢驗法〕及其配套法規，但該等法規亦僅作原則性規範，並不具強制力。

大陸對殯葬設備技術之要求，直接於【殯葬管理條例】進行規範，並以個別法規

方式，分別訂定火化機、運屍車，及冷藏設備之技術標準。 

就殯葬用品而言，大陸明文規定禁止製造、銷售封建迷信的殯葬用品。對於

殯葬用品的取締，大陸是由許多不同的管理部門共同來配合執行，採用齊抓共管

的方式，進行綜合治理，這有助於更全面的對殯葬用品進行規範。但卻也造成不

同部門認定標準的不一致，增加執法上的困擾，若其他部門不願配合，民政部門

也無可奈何。若不同部門意見不一致，甚至可能造成多頭馬車的情形，這將與本

制度設計的原義背道而馳。 

（十） 就兩岸殯葬行政爭訟方面 

當人民有關殯葬相關權益受政府侵害時，則必須有救濟之管道，其主要者有

行政訴訟先行程序以及行政訴訟兩種關於行政爭訟之救濟程序。兩岸在行政爭訟

方面，對於合法性與適當性之審查通常是行政訴訟先行程序審查之範疇，台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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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制度，大陸則為行政復議制度。在行政訴訟先行程序中，台灣訴願制度，原

則上係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或行政機關對其

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依法

向訴願機關所提之救濟方式。且受理訴願之機關通常是原處分機關之直接上級機

關。大陸行政復議制度係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

法權益，依法向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行政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作出

行政復議決定之法律制度，與台灣同樣係屬於行政機關內部救濟之方式。台灣訴

願之程序包括訴願之提起、訴願審議，以及訴願決定；大陸行政復議程序，一般

包括行政復議之申請、受理、審理，與做出決定。兩岸行政訴訟先行程序，皆以

書面審查為原則，言詞辯論為例外。 

兩岸行政訴訟制度係屬於司法救濟方式，行政訴訟目的在於保障人民權益，

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而設。台灣行政訴訟，係人民因中央

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得向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撤銷訴訟。原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原行政處分係違法的行政處分，且該

行政處分造成人民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的損害。大陸行政訴訟制度，係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

權益，依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訴。台灣行政法院係採二級二審制度。大陸行政

訴訟並無專屬法院，由於大陸法院分四級，但亦以二審為終審。兩岸行政訴訟原

則上皆採用「以原就被」原則以及「不告不理」原則。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原則上台灣現行〔殯葬管理條例〕規範得較細，大陸則

較多原則性規範，至於細部內容如何操作，則留待各級政府，視具體需要情形來

因地制宜做規劃，但由於留給地方的權限，其彈性很大，造成地方主管機關有以

對自己最有利之方式，來解讀【殯葬管理條例】之內容。也由於大陸條文內容含

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在具體操作時，解釋上也有一定的困難。 

第二節  建議 

由於兩岸長期的阻隔在殯葬管理上也造成一定的落差，台灣若以台灣既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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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來解讀大陸殯葬作法恐會造成相當程度的誤解。例如大陸火葬場、殯儀館

的含義，除了 1985 年前後有所不同外，其內容與台灣也不盡相同，不能僅由外

在文字即認定其含義；公墓，台灣可依公、私立二種，大陸卻有農村公益性公墓

和經營性公墓之分，這都與台灣不同。比較法之運用，適足以發現兩種不同法制

的根本性差異，於比較中可發現他法之長以補自身之不足，綜上討論後，本文擬

對政府、有意進行大陸投資殯葬服務業者及一般民眾在大陸進行殯葬活動者提出

以下建議： 

（一） 對政府之建議 

首先，對〔殯葬管理條例〕修正建議方面，雖然本文以兩岸殯葬法規為比較

對象，但由於在進行比較前，先就兩岸個別條文進行分析，分析過程中難免發現

些許問題，因此，對政府修法建議部分，除主要是透過兩岸比較後發現之問題外，

對分析過程所發現之些許問題一併提出，故先說明。對法律用語不精確部分能進

行修改。就總則章方面，〔殯葬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關於法律適用順序建議

刪除，畢竟此本是法律適用之理，並不待言，明文規定「本條例所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卻反而可能造成適用法律時之困擾。又〔殯葬管理條例〕第

2條第2至5款基於條文編排次序一致性，建議移為第2條第1款第1至4目，

第6至12款則移為第2至8款。至於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或可限縮為「生前殯葬

禮儀服務契約」，此乃從實務角度及內政部針對〔殯葬管理條例〕第44條之一一

定規模之解釋中可看出。另外，大陸明文對少數民族殯葬習俗之尊重，如此的立

法例對族群的和諧有正面積極作用，台灣雖以漢族為大宗，但尚有許多原住民，

其本身殯葬習俗與漢人不甚相同，於〔殯葬管理條例〕明文揭示對原住民殯葬習

俗的尊重有助於族群的和諧。 

就殯葬設施之設置管理章方面，大陸對殯葬設施的數量、布局規劃由省、自

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提出，並由各自本級人民政府審批，做有整體規

劃。如此可避免殯葬設施設置過剩或不足，造成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低落。從宏

觀上來對殯葬設施做整體規劃，也有利於縮小地區間的不平衡，此有值得台灣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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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處，其實早在〔公墓暫行條例〕第8條也有類似規範。但在做宏觀規劃時應

避免一個地區範圍僅一家而造成壟斷經營情況。另〔殯葬管理條例〕第 11 條關

於私有土地徵收之規定建議刪除，有關私有土地徵收之規定直接適用〔土地法〕

與〔土地徵收條例〕即可。 

就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章方面，建議將第20 條第2 項修改為「前項殯葬設

施於必要時，得由民間參與建設。」由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不只委託一種，

租賃亦是一種方式，條文做此一修正可避免因條文本身的侷限卻反而限縮民間參

與殯葬設施建設的機會。如此，則有關民間參與殯葬設施建設的方式，可回到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法規之適用。 

就殯葬服務業之管理及輔導章方面，為宣導台灣人民超越死亡禁忌，於生前

即勇敢主張未來死亡後之殯葬事宜，爰明定成年人於生前得就殯葬事宜預立遺囑

或填具殯葬意願書，但由於該條僅具訓示性規定其資格要求卻比〔民法〕遺囑強

制規定者高，不甚妥當，建議將〔殯葬管理條例〕第 45 條刪除或降低標準以與

〔民法〕遺囑之規定相配合。 

就殯葬行為章方面，建議將「殯葬服務業」於條文中明確界定清楚，例如第

52條、第53條應專指殯葬禮儀服務業。 

另外，大陸在屍體處理方面有所規範，於【殯葬管理條例】中明文，運輸屍

體必須進行必要的技術處理，確保衛生，防止污染環境。台灣仍缺乏對屍體安全、

衛生之防護性規範，一般殯葬從業人員在接運屍體時，普遍缺乏警覺，連帶地可

能出現傳染性疾病防治上的缺口。因此，將屍體安全衛生問題納入殯葬管理範疇

有其實際必要性。 

為便於理解起見，茲表列如（表9-1）： 

表9-1殯葬管理條例修法建議表 

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參考建議 

第1條第2項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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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第2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殯葬設施：指公墓、殯儀館、

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

二、公墓：指供公眾營葬屍體、埋

藏骨灰或供樹葬之設施。 

三、殯儀館：指醫院以外，供屍體

處理及舉行殮、殯、奠、祭儀

式之設施。 

四、火化場：指供火化屍體或骨骸

之場所。 

五、骨灰（骸）存放設施：指供存

放骨灰（骸）之納骨堂（塔）、

納骨牆或其他形式之存放設

施。 

六、骨灰再處理設備：指加工處理

火化後之骨灰，使成更細小之

顆粒或縮小體積之設備。 

七、擴充：指增加殯葬設施土地面

積。 

八、增建：指增加殯葬設施原建築

物之面積或高度。 

九、改建：指拆除殯葬設施原建築

物之一部分，於原建築基地範

圍內改建，而不增加高度或擴

一、 第 2 條第 1 款改為

「殯葬設施：指供公

眾使用之公墓、殯儀

館、火化場及骨灰

（骸）存放設施。」

二、 第2款至第5款，調

整為第 1 款第 1 至 4

目。同條原第 6 款至

第12款調整為第2款

至第8款。 

三、 第 10 款樹葬改為

「植樹葬」。 

四、 第12款或可修改為

「生前殯葬禮儀服務

契約：指當事人約定

於一方或其約定之人

死亡後，由他方提供

殯葬禮儀服務之契

約。」在契約中即使

有骨灰（骸）櫃亦為

契約標的之一部分，

該標的亦應信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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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積。 

十、樹葬：指於公墓內將骨灰藏納

土中，再植花樹於上，或於樹

木根部周圍埋藏骨灰之安葬方

式。 

十一、移動式火化設施：指組裝於

車、船等交通工具，用於火化

屍體、骨骸之設施。 

十二、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指當事

人約定於一方或其約定之人死

亡後，由他方提供殯葬服務之

契約。 

第 3 條第 1 項

第3款第3目 

違法設置、擴建、增建‧‧‧。 「擴建」一詞為求與第2

條第7款配合與一致，建

議修改為「擴充」。 

新增第 4 條之

1 

 新增應尊重原住民的殯

葬習俗之規定。 

第 5 條新增第

4項 

 各直轄市、縣（市）應行

設置殯葬設施之數量、布

局，應由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轄區

人口數量酌定比例規定

之。 

第7條第6款 「經營者之證明文件」 改為「設置者之證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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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 依本條例規定設置或擴充之公立殯

葬設施用地屬私有者，經協議價購

不成，得依法徵收之。 

刪除。 

第12條第1項

第2款 

骨灰（骸）存放設施。 刪除。 

第16條第1項 殯葬設施得分別或共同設置，其經

營者相同，且殯葬設施相鄰者，第

12條至前條規定之應有設施得共用

之。 

殯葬設施得分別或共同

設置，其經營者及設置者

相同，且殯葬設施相鄰

者，第 12 條至前條規定

之應有設施得共用之。 

第20條第2項 前項殯葬設施於必要時，並得委託

民間經營。 

前項殯葬設施於必要

時，得由民間參與建設。

新增第30條第

3項 

 對於前項墓主或存放

者，不能通知或通知後不

為處理，經營者應先行修

繕。 

第38條第1項

後段 

其他法人依其設立宗旨，從事殯葬

服務業者，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領

得經營許可證書，始得營業。 

其他法人依其設立宗

旨，從事殯葬服務業者，

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

許可，領得經營許可證

書，並加入殯葬服務業之

公會，始得營業。 

第39條第1項 殯葬服務業具一定規模者，應置專

任禮儀師，始得申請許可及營業。

殯葬禮儀服務業具一定

規模者，應置專任殯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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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師，始得申請許可及營

業。 

第39條第2項 禮儀師之資格及管理，另以法律定

之。 

殯葬禮儀師之資格及管

理，另以法律定之。 

第40條第1項

第5款 

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 刪除。 

第40條第2項 未取得禮儀師資格者，不得以禮儀

師名義執行前項各款業務。 

刪除「以禮儀師名義」修

改為「未取得禮儀師資格

者，不得執行前項各款業

務。」 

第44條第1項

前段 

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

殯葬服務業，須具一定之規模‧‧‧

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

服務契約，須具一定規模

之殯葬服務業‧‧‧ 

第４５條第１

項 

成年人且有行為能力者得於生前就

其死亡後之殯葬事宜，預立遺囑或

以填具意願書之形式表示之。 

「滿 16 歲之限制行為能

力人得於生前就其死亡

後之殯葬事宜，預立遺囑

或以填具意願書之形式

表示之。」 

甚至可以考慮將本條刪

除。 

第５１條第１

項 

殯葬服務業不得提供或媒介非法殯

葬設施供消費者使用。 

殯葬服務業或個人不得

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

施供消費者使用。 

甚至可以修改為「不得提

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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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消費者使用。」刪除殯

葬服務業等字。使處罰對

象擴及殯葬服務業以外

之行為人。 

第５１條第２

項 

殯葬服務業不得擅自進入醫院招攬

業務；未經醫院或家屬同意，不得

搬移屍體。 

修改為「殯葬服務業及個

人不得擅自進入醫院招

攬業務；未經醫院或家屬

同意，不得搬移屍體。」

甚至可以修改為「不得擅

自進入醫院招攬業務；未

經醫院或家屬同意，不得

搬移屍體。」刪除殯葬服

務業等字。使處罰對象擴

及殯葬服務業以外之行

為人。 

第５２條 殯葬服務業就其承攬之殯葬服務應

於出殯前，將出殯行經路線報請辦

理殯葬事宜所在地警察機關備查。

修改為「殯葬禮儀服務業

就其承攬之殯葬服務應

於出殯前，將出殯行經路

線報請辦理殯葬事宜所

在地警察機關備查。」 

第５２條第２

項 

 新增「前項規定，無殯葬

禮儀服務業者，由喪主將

出殯行經路線報請辦理

殯葬事宜所在地警察機

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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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３條 殯葬服務業或其他個人提供之殯葬

服務，不得有製造噪音、深夜喧嘩

或其他妨礙公眾安寧、善良風俗之

情事，且不得於晚間九時至翌日上

午七時間使用擴音設備。 

修改為「殯葬禮儀服務業

或其他個人提供之殯葬

服務，不得有製造噪音、

深夜喧嘩或其他妨礙公

眾安寧、善良風俗之情

事，且不得於晚間九時至

翌日上午七時間使用擴

音設備。」 

第55條第2項 「無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處罰設

置、擴大、增建或改建者；無設置

者，處罰販售者。」 

無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處

罰設置、擴充、增建或改

建者；無設置者，處罰販

售者。 

第６７條地１

項 

「殯葬服務業違反．．．第五十二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得廢止其

許可。」 

殯葬服務業違反．．．第

五十二條致礙公眾通

行．．．規定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之罰鍰，經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

處罰。情節重大或再次違

反者，得廢止其許可。 

第６７條第２

項 

「前項處罰規定，於個人違反第五

十三條規定時，亦同。」 

前項處罰規定，於個人違

反規定時，亦同。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其次，大陸政府殯葬相關設備的基礎研發由來已久，從早期瀋陽建新機械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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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建火化設備科研所，到今日中央民政部有101研究所，地方如上海有殯葬文化

研究所、遺體防腐研究所以及火化機研究所，政府每年投注相當經費在科研工作

上。在教育方面，長沙民政技術學院早有殯儀系成立，另外上海殯葬文化研究所

預計出版《殯葬學科叢書》一套 24 本以做為未來殯葬教學之用，現已出版其中

12 本。可見大陸除了基礎研發的重視外，並透過殯葬教育以及與國外交流，來

提升殯葬水平。反觀台灣，雖然較為自由，但由於缺乏政府資源投入殯葬基礎研

發工作，政府殯葬設施的盈餘，常常用在回饋鄰里、提成獎金以及相關開銷的彌

補，缺少研發之動力，雖然過去台灣在殯葬軟硬體居於優勢，但現今大陸部分重

點地區的硬體設施已超越台灣，殯儀方面大陸亦在急起直追，政府若缺乏資源投

入殯葬相關研發，則台灣優勢將可能不在，畢竟基礎研發工作投入相當資金後，

其成果難以一時間看出，殯葬服務業者由於缺少獲利誘因，通常放棄基礎研發工

作，果真如此，則殯葬服務業之競爭能力相對可能減弱。況且伴隨著大陸消費水

平不斷提升，台灣殯葬產業外移的趨勢勢必加劇。因此，政府實在有必要投注更

多資源在殯葬產業相關研發工作。 

再其次，就殯葬禮儀師證照制度方面，殯葬禮儀師證照制度之建立，目的在

於考試引導教學，促進養成教育之開設，並提升殯葬禮儀服務人員之服務品質，

扭轉以往民眾對於殯葬業之刻板印象，實乃各界所引領企盼。近幾年來，內政部

對於規劃推動殯葬專業證照考試的努力雖值得肯定，但未來能否順利成功，仍有

待更細緻周延的設計及相關配套措施的配合。從內政部結合勞委會推動喪禮服務

人員技術士的證照規劃來看，殯葬禮儀師資格對喪禮服務人員技術士級別的要

求；各級別專精程度的劃分方式；修畢殯葬專業課程之規劃；2年實務經驗的起

算及火化爐操作方面，是否一併規劃相關證照等，均需進一步審慎研議，詳加規

劃。除證照制度本身之規劃外，尚涉及殯葬管理條例是否配合修法之問題。內政

部擬議將殯葬管理條例第39條規定：「禮儀師之資格及管理，另以法律定之」擬

修正為「禮儀師之資格及管理，另訂管理辦法」。由於殯葬禮儀師之資格及管理

可能涉及業務責任、公會及獎懲等權利義務關係，如同建築師、會計師等專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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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管理，似以法律定之為宜。或謂管理辦法較易因應環境，配合修正，惟實際

上，在行政法規中，「朝令夕改」之情形所在多有，若無太多既得利益者反對，

採殯葬禮儀師法設計考照制度，有實際需要時，修法並無太大困難，因此並非一

定要降低法之位階不可275。近來大陸亦積極對殯葬職工等級證照進行修訂。為能

使殯葬禮儀服務人員水準更為提升，以增強競爭力，證照制度的及早落實，且有

效推動扮演重要角色。  

最後，現代化國家已有朝福利國方向邁進，例如現今各種社會保險制度即是

一例。待時機成熟後，或可推動殯葬國家化政策，以今日觀之或許陳議過高，但

此不失為未來民眾殯葬服務之方向。若殯葬禮儀師證照制度實施後，無論採另定

新法模式或授權勞委會舉辦技能檢定方式進行，其取得殯葬禮儀師資格皆受到相

當的制度規範，未來殯葬禮儀服務人員的素質，必然更為提升，甚至殯葬禮儀師

須具備大專以上學歷，還須有一定年限實務經驗，並通過國家考試。加上台灣有

許多不同性質之社會保險，其中有喪葬津貼，對低收入戶者，政府也有給予殯葬

相關補助。再加上由死亡的必然性觀之，今日各種社會福利皆無具備此一特性，

在不具此一特性下都能推動，何況對必然的事情呢？因此，未來或可朝殯葬給付

國家化邁進，殯葬服務業服務完畢，不對喪家請求支付，而向國家申請殯葬費。

大陸【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第 10 條透過喪葬費之發給以推動火化

政策。本文殯葬給付國家化則站在福利國原則下，所推動之理想制度，與大陸將

喪葬費當作一種政策之手段有別。 

（二） 對有意進行大陸投資者之建議 

首先，大陸雖然發布不少相關殯葬管理法規，但其人治色彩尚濃，此種風險

較難預測，往往行政命令一頒布，將造成政策大轉彎，雖然自2004 年7 月1 日

【行政許可法】已開始施行，該法第1條即開宗明義「為了規範行政許可的設定

和實施，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

                                                 
275
 楊國柱、葉修文，〈殯葬專業證照制度規劃之評議〉，第15期，《中華禮儀》，第26-29頁，台

北，2006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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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對於設定和實施

行政許可，依第 4 條：「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範圍、條件和程序」並應當遵

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有關行政許可的規定應當公布；未經公布的，不得

作為實施行政許可的依據。行政許可的實施和結果，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

或者個人隱私的外，應當公開。符合法定條件、標準的，申請人有依法取得行政

許可的平等權利，行政機關不得歧視‧‧‧較以往進步很多。但由於大陸長期的

人治，現今雖然立了許多法規，一直朝法制努力，但要能達到「法治」仍有差距。

因此，投資殯葬服務業前，除了對大陸殯葬政策之大方向須先掌握外，對於重要

領導人相關的言論仍須加以注意。 

其次，過去大陸對殯葬事業單位偏向行政管理，隨著改革開放，已漸轉為經

營管理，雖然民間參與公立殯葬設施的經營仍不易產生，但隨著開放力度的增

加，將更擴大民間參與的機會。此股潮流值得有意投資大陸的殯葬設施經營業注

意。但台灣若以台灣既有之觀念，來解讀大陸之殯葬法規恐會造成相當程度的誤

解。例如同樣稱殯葬設施，大陸的殯葬設施有「殯儀服務站」這是台灣沒有的詞

彙；大陸火葬場、殯儀館的含義，除了 1985 年前後有所不同外，其內容與台灣

也不盡相同，不能僅由外在文字即認定其含義；公墓，台灣可依公、私立二種，

大陸卻有農村公益性公墓和經營性公墓之分，這都與台灣有所差異。因此，在進

行大陸殯葬服務業投資之評估，尚須對兩岸相異作法有明確認識。 

再其次，由於大陸【殯葬管理條例】僅為原則性規定，留給地方相當大的解

釋空間，與台灣規範方式不盡相同，因此，大陸可能造成不同地方有不同標準的

審批規定，因此有意從事大陸殯葬服務業者，除對中央法規的認識外，亦需一併

注意投資所在地的地方法規之規定。而大陸地方與中央規定也有不同調之情形，

雖然中央有統一的法規，但地方也有與中央作法不一。因此，殯葬服務業即使符

合地方有關規定，但與中央意見不一，隨時必須面臨違法之危險，畢竟中央法規

位階高過地方，此時殯葬服務業者往往處於弱勢，因此，在進行大陸殯葬服務業

投資前，仍須瞭解中央與地方之作法是否有衝突，否則一旦中央政府認其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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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業者往往血本無歸。而且大陸不同部門間對於【殯葬管理條例】的作法可能產

生差異，例如工商部門允許經營殯葬用品，但卻被民政部門認定違法，因此，不

同部門間的解讀差異，也徒增投資風險。殯葬服務業者必須有所瞭解，避免對情

勢誤判。 

另外，由於大陸有所謂火葬區與土葬區之劃分，火葬區內禁止埋葬屍體及出

售棺材等土葬用品，因此投資前必須先確定所在地區為土葬區或火葬區。再者，

大陸禁止墓基、骨灰（骸）櫃之預售，因此，殯葬設施經營業必須評估，投入龐

大資金後回收的效益問題，畢竟殯葬設施之興建往往是以億元計，若投入龐大資

金，由於無法預售，則殯葬設施之不動產無法轉換成流動資產，加上無法短期內

回收，業者利息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最後，如果興建的殯葬設施有外資介入，其審批更必須直達國務院民政部，

實際能通過者相當困難。無論是殯葬事業單位或殯葬服務代理單位，其經批准

後，必須向工商行政部門辦理登記手續，開業前必須取得「殯葬服務證」才可以

營業。因此，兩岸審批的單位及程序規定並不相同。現階段通常是以大陸本地人

為申請人之方式進行投資通過可能性較高，未來修法方向值得觀察。但在新法未

公布前，為能掌握先機，大陸相關研討會業者應參與，並非等修法完成後才著手

規劃。另外，當殯葬服務業於大陸權益受損時，則可透過行政爭訟程序解決。 

（三） 對一般民眾在大陸進行殯葬事宜之建議 

首先，大陸由於實行共產主義，雖然改革開放後，經濟上稍有鬆綁，但在殯

葬服務業方面仍多屬於公部門壟斷，造成殯葬服務業的暴利現象。從大陸殯葬服

務業觀察，殯葬服務業過度集中在公部門下，產生殯葬壟斷現象，使殯葬服務業

成為暴利行業。雖然殯葬服務價格由公部門制定，但也由於殯葬服務名目很多，

加上一般人少會跟殯葬服務業討價還價，使得大陸殯葬服務資訊透明度相對地也

被削弱，反而在公部門壟斷經營下，產生殯葬服務業的暴利現象。因此，於大陸

處理殯葬事宜時，須看清其公告之價目，若不在公告內，是否需要則有待評估。

又由於大陸經濟快速發展，人們對殯葬禮儀的需求相對提高，於是有殯葬服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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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構提供殯葬禮儀方面的服務，但其係屬於代理性質，與台灣殯葬禮儀服務業

係屬於承攬者有別，法律效果自然也不同。 

其次，針對台灣人民去世後到大陸埋葬的問題，大陸民政部1988年3月16

日民〔1988〕民字8號【民政部關於台灣同胞回大陸辦理喪葬問題的通知】提到：

「台胞去世後，其親屬要求回大陸安葬，一般只允許安葬骨灰。要求將遺體運回

大陸安葬的，須由其親屬報請其原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部門依當

地有關規定從嚴審批，批准後還須經海關衛生檢疫合格。安葬地點由民政部門負

責安排。當地有公墓的，安葬在公墓內；沒有公墓的，可在當地政府指定的荒山

荒地或不宜耕種的瘠地埋葬。」大陸對台灣人民到大陸安葬做個別法規規範。台

灣人民去世後，原則上大陸允許安葬骨灰，特殊情形才允許屍體的埋葬。埋葬地

點以在當地公墓內為原則，在當地政府指定的荒山荒地或不宜耕種的瘠地埋葬為

例外。此可謂對台灣人民埋葬的一種禮遇。由於二次大戰結束以及國共內戰後，

有許多人係由大陸來台，開放台灣人民到大陸安葬，正合乎傳統上落葉歸根之需

求。根據海協與海基會【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的規定，死亡公證屬應寄送

公證書副本的範圍。台灣人民在大陸死亡，除出具相關鑒定書外，同時應由死亡

地公證部門出具公證書。因此，在處理大陸殯葬事宜時個別法規須加以注意。 

再其次，大陸規定港澳台同胞，要求將屍體或骨灰運出境外或運進中國境內

安葬者，應由其親屬、所屬駐華使領館或接待單位申報，經死亡當地或原籍或屍

體安葬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僑務和外事部門同意後，按衛生部【實

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口岸衛生監督辦法的若干規定】〔（１９８３）衛防字第５

號〕和海關總署【關於對屍體、棺柩和骨灰進出境管理問題的通知】〔（８４）署

行字第５４０號〕辦理屍體、骨灰進出境手續，由中國殯葬協會國際運屍網路服

務中心或分設在國內的地方機構承運屍體。由此可見，大陸對於屍體的運輸，強

制規定必須由殯儀館專車運送，禁止私自承攬運屍服務，運輸屍體並要求檢附相

關證件。 

最後，大陸針對台灣人民的骨灰、屍體運輸方面，回大陸探親、旅遊期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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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台胞，如其親屬要求將屍體或骨灰運出大陸以外安葬，根據【民政部關於台

灣同胞回大陸辦理喪葬問題的通知】一般應予同意，殯葬管理部門要提供方便。

但對患急性傳染病去世或高度腐敗的屍體，則須就地火化或深埋。另外，於１９

９６年７月２２日頒布【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關於台灣同

胞在大陸死亡善後處理辦法】（國台發[１９９６]１０號），其中規定：將屍體運

出境外的，應嚴格按照衛生部【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口岸衛生監督辦法〉

的若干規定】〔（１９８３）衛防字第五號〕和海關總署【關於對屍體棺柩和骨灰

進出境管理問題的通知】〔（８４）署外字第５４０號〕辦理屍體出境手續。骨灰、

屍體運輸出境均由中國國際運屍網路服務中心負責，實務上由北京、天津、上海、

廣州等四個辦事處承辦，也可委託當地殯儀館承辦。如親屬提出將屍體運回台

灣，運輸手續和費用均由親屬自理。在兩岸實現直接通航前，死者家屬要求通過

第三地運送屍體時，由其家屬自行辦理第三地手續，有關部門應予協助。如台灣

人民提出由台灣直接派飛機或船舶運送屍體，應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有關部

門後處理。基本上對台灣人民於大陸死亡之技術處理方式，與大陸人民無異，僅

於承辦運輸單位有別。關於台灣人民在大陸的喪葬事宜，統一由民政部門管理。

因此，台灣人民於大陸處理死亡相關問題時，除了對大陸人民規範之法規認識

外，對於針對台灣人民所做的規範性文件亦必須清楚掌握。 

第三節  未來兩岸殯葬交流 

兩岸政治上雖仍處於對立，但隨著兩岸人民交流互動之頻繁，經貿投資已日

益活絡，在殯葬服務業方面，台灣民間擁有豐沛的人才、資金與技術，大陸擁有

廣大人口與天然資源。大陸殯葬服務業目前雖以公立為主，但民間對於殯葬服務

業開放民營的呼聲不斷升高下，預計2006年底以前通過【殯葬管理條例】修法，

將擴大民間參與殯葬服務業的廣度與深度。過去大陸對殯葬事業單位偏向行政管

理，隨著改革開放，已漸轉為經營管理，雖然民間參與公立殯葬設施的經營仍屬

不易，但隨著開放力度的增加，將更擴大民間參與的機會，此一改革方向值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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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投資大陸的殯葬服務業注意。【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做好國務院2006年立法

工作的意見和國務院2006年立法工作計畫的通知】（2006年1月5日國辦發[2006]2

號頒布實施），民政部起草的【殯葬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即列入本年度的立法

工作計畫。根據筆者於 2005 年 8 月在大陸進行訪談得知，大陸預計 2006 年 10

月通過【殯葬管理條例】的修訂，先試行3至5年，待時機成熟後，將行政法規

位階的【殯葬管理條例】，提升為法律位階的【殯葬法】。綜合各章所討論之內容，

加以評估後，本節試圖提出未來兩岸殯葬交流的可能方向。 

首先，由於〔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及行政院主計處「行

業標準分類-分類系統表」分析，殯葬服務業並不歸為禁止類。又「在大陸地區

從事商業行為應經許可或禁止之事項公告項目表」中，許可類及禁止類並無涉及

殯葬服務業。故殯葬服務業應不屬於禁止赴大陸投資之項目。因此，有意進行大

陸殯葬服務業投資者其申請條件、應檢附之文件及審查程序‧‧‧等，應依一般

類向經濟部提出申請。因此，在大陸進行殯葬服務業投資，台灣目前並不禁止，

276。至於進入大陸投資後，則須合乎【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由於現今大陸對

於外資興建殯葬設施，其審批須直達中央民政部，條件較嚴格。現今修法中的【殯

葬管理條例】預計擴大開放民營，期待開放的對象包括台商，畢竟大陸一直強調

殯葬改革，在火化的強制推動下，相關輔助的殯葬設備對火化格外重要，優質的

殯葬設備對一般民眾火化的意願有加分作用，因此，生產合乎技術標準的殯葬設

備是推動火化政策不可缺的一環。大陸殯葬設備之技術標準政策，是經長期錯中

學習改良的結果，例如早期火化機講求火化速度快和耗油少，卻忽略環保，到必

須兼顧避免環境污染，排放物必須控制等方面。但相關設施的建設仍有待配合。

尤其殯葬設施的是否健全，會影響殯葬改革的成敗，設施不足要人民不違法有其

困難，因此，透過殯葬設施之交流，可瞭解彼此之長短，而為互補。。 

                                                 
276
 根據筆者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詢問，目前台灣到大陸投資殯葬服務業之情形，至今並無

人申請，但根據筆者瞭解，大陸確實有台商投資殯葬服務業，例如轟動大陸的唐京塔陵案，其中

就有台資，為何台灣有合法投資管道，台商卻不用，此雖有待探討，由於非本文範圍故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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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於台灣山多平原少，人地比例相當高，台灣公墓、骨灰（骸）存放

設施相對較大陸貴。而且台灣在自由開放下，對居住品質相對提高，殯葬設施常

被視為鄰避設施而引起群眾抗爭，由於台灣可合法投資大陸殯葬服務業，從技術

合作層面來看兩岸的殯葬亦能進行交流，未來是否可以考慮台灣提供人才、資金

與技術，大陸提供土地與資源，甚至給予獎勵措施，在大陸建立專為台灣人民而

設的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此正可以抒解台灣用地取得困難之問題。 

再其次，在殯葬禮儀方面，大陸殯葬禮儀已簡化許多，而有對死者表達追念

哀思之追悼會(memorial service )或向死者告別之告別式，其中西化程度很深。台

灣還保留濃厚的傳統殯葬禮儀，過去曾有大陸業者來台灣取經，試圖引進台灣的

殯葬禮儀到大陸。另外台灣殯葬禮儀除了保有濃厚傳統儀式特性外，近年來亦從

國外引入新式殯葬儀式，在融合國內外優點下，轉化成莊重的新式殯葬禮儀。因

此，台灣提供殯葬禮儀、行銷、管理等專業人才，大陸提供明確簡便之行政審批

程序，透過兩岸交流進而創造合作的空間，並共同打造優質的殯葬服務環境。或

可為兩岸未來交流方向。 

最後，大陸近年來舉辦許多殯葬研討會，其中已舉辦多次國際性之殯葬研討

會及殯葬設備用品博覽會，全國性者亦不少。過去台灣學者將其由歐美澳日引進

之些許成果直接提供大陸，而缺乏研究之心力。然而隨著大陸近來經濟突飛猛

進，過去或須透過台灣來一窺世界殯葬情勢，今日其已不斷直接與先進國家進行

接觸交流，過去那少數學者優勢不再。因此，在進行學術交流時，學者自身心態

亦不可輕忽，不斷研究發展再將研究發展之成果與大陸進行交流，如此才能創造

兩岸雙贏。另外，兩岸進行殯葬交流時，大陸通常以中國殯葬協會或政府部門為

對口單位，台灣由於較為自由開放，因此，常常各自組團與大陸進行個別接觸，

在交流過程中，顯出台灣多頭馬車之現象，也造成大陸一定困擾，未來在進行兩

岸交流時，如何有一基本共識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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