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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非題（20％，每題 2 分） 
 ○  01、依【墳墓設置管理條例】第二十條規定公墓更新或遷移，應擬具更新或遷移計畫報請縣(市)

；其由直轄市政府辦理者，應報請內政部備查。 P.12 政府核准

 ╳  02、【殯葬管理條例】第二條中對「樹葬」的定義：｢公園內將骨灰藏納土中，再植花樹於上，或

部周圍埋藏骨灰之安葬方式。｣。 (應是於樹木根  公墓內 ) P.67 

 ╳  03、依據【殯葬管理條例】第八條之規定，當設置擴充公墓或骨灰骸存放設施，需以不妨礙公共

與河川之距離不得少於 500 公尺。  (因地制宜)  P.83 衛生，其

 ○  04、依【殯葬管理條例】第三條規定對：「違法設置、擴建、增建、改建殯葬設施、違法從事殯葬

違法殯葬行為之查報。」的主管機關是鄉 (鎮、市)公所。 P.71 服務業及

 ╳  05、依【殯葬管理條例】第十七條之規定對於專供樹葬之公墓或於公墓內劃定一定區域實施樹葬

面積不得計入綠化空地面積。但在山坡地上實施樹葬面積得計入綠化空地面積者，以喬木

限。 (樹葬面積得計入綠化空地面積)P.93~94 

者，其樹葬

為之者為

 ╳  06、依【墳墓設置管理條例】之規定，經當地主管機關查明墳墓地點足以妨礙軍事設施、公共衛

規劃、都市發展或其他公共利益者，應予遷葬。應行遷葬之墓棺，只須當地主管機關應於遷

前公告即可為之。  (並應以書面通知營葬者或墓主，同時在墓棺前樹立標誌)P.13 

生、更新

葬三個月

 ╳  07、依【墳墓設置管理條例】中對公墓內及公墓外私人墳墓之墓基，規定其面積不得超過 8 平方

 ╳ 

公尺。   (16 平方公尺) P.12 

 08、依據【殯葬管理條例】第十七條之規定，於山坡地設置之公墓，應劃定公共綠化空地，綠化

十分之二

 ╳ 

空地面積占公墓總面積比例，不得小於十分之三。公墓內墳墓造型採平面草皮式者，其比例不得小於

。 (山坡地必須為前項面積二倍以上)P.93 

 09、依 藝術有重大貢獻者，於其死

審議通過

則】第十三

有戶籍者

 ○ 

據【殯葬管理條例】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於教育、文化、

亡後，經其出生地鄉 (鎮、市、區) 滿二十歲之居民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並經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

者，得於該鄉 (鎮、市、區) 內適當地點設公共性之紀念墓園。依據【殯葬管理條例施行細

條明定：｢所稱居民，指計畫設置公共性紀念墓園所在鄉 (鎮、市、區) 的居住者。｣   (設

) P.79 

 10、依 充公墓或骨灰 (骸) 存放設施，與學校、醫院、

二、選擇題（30％，每題 3 分） 

據【殯葬管理條例】第八條之規定，設置、擴

幼稚園、托兒所地點距離不得少於五百公尺。  P.83 

( 3 ) 01、依【墳墓設置管理條例】中對私立公墓之設置，規定其土地面積不得小於 （1）1 公頃 

( 3 )

（2）3 公頃 （3）5 公頃 （4）10 公頃  P.12  

 02、殯葬法規中【殯葬管理條例】是屬於何種性質法律？（1）組織法 （2）程序法（3）行政法

( 1 )

（4）地方自治法 P.45   

 03、 興建時，其聯外道路依規定 4 米寬度鋪設。但於 92 年 10 月納骨塔

而未發給

往原則 

( 4 )

某納骨塔於民國 89 年申請

完工時因【殯葬管理條例】中聯外道路應有 6 米而無法取得使用執照，請問主管機關依何種適用原則

使用執照？（1）從新從優原則 （2）後法優於前法（3）特別法優於普通法（4）不溯及既

P.44   

 04、依據【殯葬管理條例】第九條之規定，當設置、擴充殯儀館或火化場及非公墓內之骨灰骸存

公尺　（

( 4 )

放設施，以不妨礙公共衛生，其與公共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距離為何？（1）1,000公尺　（2）500

3）300公尺　（4）無此規定  P.84 

 05、依據【殯葬管理條例】第八條之規定，當設置擴充公墓或骨灰骸存放設施，需以不妨礙公共

 

( 3 )

衛生，其與河川之距離不得少於：（1）1,000公尺　（2）500公尺　（3）300公尺　（4）因地制宜  P.83

 06、依據【殯葬管理條例】第十七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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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小於多少？ （1）十分之一 （2）十分之二　（3）十分之三　（4）視情形決定。  



P.93 

( 1 ) 07、  

(市) 政府（3）內政部（4）民政局  P.71 

人民申請｢埋葬、火化及起掘許可證明之核發｣的主管機關是？（1）鄉 (鎮、市) 公所（2）縣

( 3 ) 08、依據【殯葬管理條例】第九條之規定，於山坡地設置私立公墓，其面積不得小於： 

（1）2 公頃　（2）3 公頃　（3）5 公頃　（4）10 公頃。 P.83 

( 2 ) 09、依據【殯葬管理條例】第三條之規定，殯葬服務業之設立許可、經營許可、輔導、管理、評

鑑及獎勵 主管機關　 

( 2 )

，係屬何種機關權責？ （1）中央主管機關 （2）直轄市、縣(市)

（3）鄉鎮、市主管機關　（4）視個案決定  P.70 

 10、殯葬設施經營業違反第七條第一項，未經核准或未依核准之內容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殯

葬設施， 存放單位，經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

條例】第

建或改建

大、增建

殯葬設施

 

三、填
(一)、依【殯葬管理條例】第五條規定對｢直轄市、市｣主管機關所應設立之殯葬設施為何？ 

 

或違反第十八條規定擅自啟用、販售墓基或骨灰骸

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連續處罰之。依【殯葬管理

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請問其處罰對象之優先順序為何？（1）無殯葬設施設置、擴大、增

者，處罰經營業者；無經營業者，處罰販售者　（2）無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處罰設置、擴

或改建者；無設置者，處罰販售者　（3）無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直接處罰販售者　（4）無

經營業者，直接處罰設置者，不罰販售者。 P.95 

充題（20％，每格 2 分） 

     答：(1).                             (2).                         
         (3).                             (4).                        

解答：(1).公墓  (2).殯儀館  (3).火化場  (4).骨灰 (骸) 存放設施  P.77 (順序不拘) 

 

 

)、依【殯葬管理條例】第十三條對｢公墓｣應具備之設施規定有哪些？ 

1. 墓基                       2.   (7)             

 

 (二)、依【殯葬管理條例】所規範之內容，請填入適當名稱於架構圖空格中。 

（請填入正確的答案，次序不拘） 

 

殯葬管理條

 

 

 

例規範內容 

(6).              
 

 

 

解答: (5).殯葬行為管理  (6).殯葬設施管理  P.56 (順序不拘) 

 

(三
（請填入正確的答案，次序不拘） 

 
3.   (8)                      4. 公共衛生設備 
5.   (9)                      6. 給水及照明設備 

     
7.  墓道                       8. 停車場 
9. 聯外道路                 10.  (10)         

  1

公墓標誌  P.89 (順序不拘) 

三

1. 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    
 

解答：(7)骨灰(骸)存放設施 (8)服務中心 (9)排水系統 (10)
 

、簡答題（30％，每題 10 分） 

  殯葬業管理(5).             



(一)、【殯葬管理條例】的立法目的為何？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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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答：1.

 禁止片面接觸原則    5. 禁止行政行為不當聯結原則。 

(三 .70 

(市) 政府；在鄉 (鎮、市) 為鄉 
) 公所。 

答：為促進 殯葬設施 符合環保 並 永續經營；殯葬服務業

     

)、請說明殯葬法規的一般原則除｢明確性原則｣及｢平等原則｣外，還有哪些原則？ P.46~47 

 比例原則   2. 誠實信用與信賴保護原則   3. 行使裁量權原則   
    4.

     

)、依【殯葬管理條例】第三條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主管機關為何？  P

答：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鎮、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