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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殯葬政策與法規 一律橫式作答 4-1頁 

一、是非題（30％，每題 2 分） 

 ○  01、為將來民眾營葬之福址，並減少政府編列預算興建殯葬設施之財政負擔，應改採以鼓勵民間

部門利用其充裕資金、土地及精良技術獨立開發經營，或以公部門提供土地，私部門提供

資金、技術的合作模式興建殯葬設施；甚至現有殯葬設施亦須加速民營化，以提昇服務品

質。此殯葬設施委託民間之經營模式，可稱之為｢公辦民營｣。P.104~105  

 ╳  02、依【移動式火化設施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三條內容之規定，該設施之第二燃燒室燃燒氣體需

滯留時間二秒以上，容積應在四點八立方公尺以上，其溫度一小時平均值不得低於攝氏七

百五十度。(應是 八百五十度 ) P.107 

 ╳  03、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內容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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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平方公尺。但二棺以上合葬者，每增加一棺，

墓基得放寬四平方公尺。其屬埋藏骨灰者，每一骨灰盒 (罐) 用地面積不得超過零點三六平

方公尺。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考量民眾之實際需要，酌增加前項面積。 (應是 為

節約土地利用，得考量實際需要，酌減前項面積。)  P.114 

 ○  04、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埋葬棺柩時，其棺面應深入地面以下至少七十公分，

墓頂至高不得超過地面一公尺五十公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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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尺。」 P.115 

 ╳  05、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八條之規定，私立殯葬設施不敷使用時，其更新或遷移計畫，應

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查。 (應是 核准 ) P.116 

 ○  06、依據【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殯葬禮儀服務業，指以承攬處理殯葬事

宜為業者。   P.129 

 ╳  07、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五十四條之規定，殯葬服務業未經家屬同意，自行運送屍體者，僅得

請求遺體運送費用。  (不得請求任何費用)P.178 

 ╳  08、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六條之規定：主管機關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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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P.164 

 ○  09、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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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款之立法意旨，其政策目標在於防免私立公墓、骨灰 (骸) 存放設施經營者，因故荒廢

管理維護工作，致損及消費者權益。 P.118 

 ○  10、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四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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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預先收取費用者，應將該費用 75％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理。  P.144 

 ╳  11、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一條之規定，犯詐欺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

執行後終生不得申請經營殯葬服務業。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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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三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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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內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

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 P.140 

 ○  13、依【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殯葬服務業不得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供消費者使用。如有

媒介喪家使用非法設施或濫葬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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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76~177 

 ╳  14、我國【殯葬管理條例】對於生前殯葬服務契約將預收費用採行由殯葬禮儀服務業交付制度，

是屬於｢他益信託｣。    (屬｢自益信託｣) P.147 

 ○  15、『生前契約』其意為當需求發生前，預先為此需求提出規劃與準備，並透過安全機制的機構

服務，以便需求發生時，能提供履約責任之確保，所訂下之書面文件。  P.144 

 

二、選擇題（40％，每題 4 分） 

( 3 ) 01、依【移動式火化設施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三條內容之規定，該設施之消防設備應具有經檢驗

合格之 ABC 乾粉滅火器 10 型多少具以上。？ （1）十具 （2）八具 （3）四具 （4）六具  P.108 

( 3 ) 02、依【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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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劃定墓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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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多少平方公尺？（1）八平方公尺 （2）十二平方公尺 （3）十六平方公尺 （4）以上皆非   

P.114~115    

( 4 ) 03、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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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後，應如何處理？（1）由經營者出資修

繕 （2）由墓主或存放者出資修繕 （3）召開協調會審議責任之歸屬，再由何者出資修繕 （4）

依雙方簽訂之服務契約規定辦理  P.117   

( 4 ) 04、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埋藏骨灰者，應以平面式為之。但以公共藝術之

造型設計，須經何單位審查通過者，不在此限？ （1）視個案決定 （2）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3）鄉 (鎮、市) 公所 （4）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  P.115 

( 2 ) 05、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九條之規定，殯葬服務業預定暫停營業三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止

營業之日十五日前，以書面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停業；並應於期限屆滿十五日前

申請復業。暫停營業期間，以多久為限？ （1）六個月 （2）一年 （3）一年六個月 （4）

二年  P.169 

( 3 ) 06、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五十三條之規定，殯葬服務業或其他個人提供之殯葬服務，不得於

晚間何時至翌日上午何時間使用擴音設備？ （1）晚間 7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2）晚間 11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3）晚間 9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4）晚間 10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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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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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殯葬管理條例】

第四十五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1）成年人且有行為能力者得於生前就其死亡後之

殯葬事宜，以預立遺囑之形式表示之（2）依【民法】第十二條之規定：｢滿二十歲為成年。｣

（3）所謂｢有行為能力者｣為非禁治產人，且具有行為能力者 （4）死者生前曾以遺囑或意願

書表示其死後殯葬事宜者，其家屬或承辦其殯葬事宜者應予照辦。  P.159~160 

( 3 ) 08、依據【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專戶管理辦法】第七條之規定，本設施經營者應將本

專戶之年度決算書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於年度結束後幾個月內，應將查核報告書併同決

算書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查？ （1）二個月（2）三個月（3）四個月（4）

六個月。 P.119 

( 1 ) 09、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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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何主管機關訂定？ （1）中央主管機關 （2）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3）鄉(鎮、市)主管機關（4）視個案決定  P.118 

( 2 ) 10、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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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應有多久之期間？（1）二個月（2）三個月

（3）四個月（4）五個月 。 P.121 

 

三、簡答題（30％，每題 10分）（請將答案填入題目下方之空格中） 

(一)、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條之規定，具有｢禮儀師｣資格者得執行業務內容為何？ 

 

   答： (1).                                         

(2).                                         

(3).                                         

(4).                                         

(5).                                         

(6).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項目。    

 

解答：(1). 殯葬禮儀之規劃及諮詢。      

      (2). 殯殮葬會場之規劃及設計。 

      (3). 指導喪葬文書之設計及撰寫。  

      (4). 指導或擔任出殯奠儀會場司儀。  

      (5). 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  P.138 (順序不拘，每單項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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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宗教團體法】(草案)內容若審通過，將對【殯葬管理條例】所規範之內容造成嚴重衝擊，請簡

述其理由為何？ 

 

     答：(1).                                        

(2).                                         

(3).                                         

(4).                                         

(5).                                         

 

解答: (1).法公信力與政府公權力之斷喪 

      (2).嚴重妨礙環境保護與公共安全 

      (3).喪家權益難以確保 

      (4).違反社會之公平正義原則 

      (5).國家財政將喪失挹注改善之機會  P.186~187 (順序不拘，每單項 2分) 

 

(三)、依【民法】之規定，預立遺囑的方式有哪些？ 

 

     答：(1).                                        

(2).                                         

(3).                                         

(4).                                         

(5).                                         

 

解答: (1).自書遺囑 

      (2).公證遺囑 

      (3).密封遺囑 

      (4).代筆遺囑 

      (5).口授遺囑  P.161 (順序不拘，每單項 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