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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立法說明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65 條之規定：「醫院不得附設殮、殯、奠、

祭設施。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已經核准附設之殮、殯、奠、祭設施，得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繼續

使用五年，並不得擴大其規模；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此，本條文自

101年 7月 1日發布實行後，自 106年 7月 1日起醫院將不得再附

設殮、殯、奠、祭設施。 

貳、 101年至 106年本市各項殯葬設施增加情形： 

一、 崇德殯儀館部分： 

           冷凍櫃：由 177個增加至 252個(增加 75個) 

           小靈位：由 107個增加至 180個(增加 73個) 

           遺體退冰位：由 40個增加至 60個(增加 20個) 

二、 東海殯儀館部分： 

           冷凍櫃：由 60個增加至 84個(增加 24個) 

           小靈位：由 20個增加至 64個(增加 84個) 

三、 大甲殯儀館部分： 

          冷凍櫃：由 0個增加至 27個(預定 106年底完工) 

          小靈位：由 8個增加至 18個(增加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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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醫殯分流」實施前本市各項殯葬設施使用情形 

一、 本市崇德殯儀館及東海殯儀館冰櫃共有 336 個，每日使

用數共約 216 至 236 個，尚敷使用；崇德殯儀館、東海

殯儀館及大甲殯儀館現有小靈位共有 244 個，亦能足額

提供民眾使用之需求。 

二、 禮廳數：本市崇德殯儀館有 13間、東海殯儀館 2間及大

甲殯儀館 2間。 

三、 每日火化數：東海火化場 72具、大甲火化場 25具。 

肆、 「醫殯分流」實施後之因應措施 

一、 崇德殯儀館部分： 

(一) 自醫殯分流實施後，經統計所湧入崇德殯儀館之大

體數較往年同期增加約達 100具，為因應相關治喪

需求，已於館區內廊道新設戶外小靈位 71位，同

時向業者租賃移動式冰櫃 21個備用，如尚有大體

冰存需求，目前控管之懷恩廳可立即改為冰櫃存放

區，可再增加放置 30個，停棺室如有需要可即改

為冰櫃存放區，以備不時之需。 

(二) 有鑑於醫殯分流實施後處理大體湧入之亂象及因

應農曆年節期間大體不火化之冰存需求，本處經簽

奉市長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後，將擴增室內小靈位

區、戊級禮廳及冰櫃區，預計工程可於 10 月中旬

完成，可增加小靈位 110位、戊級禮廳 5間及可容

納 60櫃之冰櫃區，另冷凍櫃部分(15組四屜式冷凍

櫃)預計於 106年年底採購建置完成。 

(三) 為因應民眾治喪需求，經與殯葬公會開會協商後，

將崇德館館內 12 處誦經區分為每日 5 場次並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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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制，讓民眾得以安排法師誦經作業，有效紓解民

眾治喪誦經之民俗需求。 

二、 東海殯儀館 (含火化場) 部分： 

(一) 自醫殯分流實施後，經統計所湧入東海殯儀館之

大體數較往年同期增加約達 30具，為因應相關治

喪需求，已於館區二樓內新設無煙小靈位 18位；

另已向業者租賃移動式冰櫃 10個備用，未來如有

需求可再增加 10個移動式冰櫃，使東海殯儀館大

體冰存之最大量達 104具。 

(二) 因應醫殯分流實施及農曆年間大體不火化之冰存

需求，經簽奉市長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後，預計

擴增 10 組三屜式冷凍櫃(共 30 櫃)，並改善相關

電力供應設施，預計於 106年底建置完成。 

(三) 因東海殯儀館早期係規劃以火化業務為主之殯儀

館，因此禮廳數只有 2 間，為因應家屬舉辦告別

式的需求，同時紓解冰櫃冰存壓力，民眾如有辦

理告別式之需要，可向本處東海殯儀館登記申請

後無償使用殯儀館下方停車場搭棚辦理告別式。 

(四) 大體火化部份，為因應旺日火化需求及降低冰櫃

冰存壓力，已將火化數由現行 80 具提高至 100

具。 

三、 大甲殯儀館 (含火化場) 部分： 

(一) 因地方民情風俗及需求不同，本市海線地區民眾

多在自家治喪，因此實施醫殯分流後大甲殯儀館

的大體進館數並未大量增加。惟為因應未來需求，

已於大甲殯儀館進行冷凍櫃建置工程，待工程於



4 
 

106年底完工後可增加 27個冷凍櫃。 

(二) 大甲殯儀館原本禮廳數只有 2 間，為應家屬舉辦

告別式的需求，除持續將懷恩堂旁空地提供與家

屬搭棚使用外，另規劃於大甲殯儀館停車場設置 5

區的戶外告別式場，以提供家屬登記使用。 

(三) 大體火化部份，為因應旺日火化需求及降低冰櫃

冰存壓力，已將火化數由現行 25具提高至 32具。 

伍、 本市未來重大殯葬設施建置規劃 

一、 東勢殯儀館新建工程 

(一) 東勢殯儀館(東勢白鶴亭) 殯葬設施預計建置冷凍庫、

化妝室、禮廳、靈堂、家屬休息室等優質的現代化殯

葬設施，完工後可因應東勢、石岡、新社、和平等山

線地區的民眾需求，避免舟車勞頓來回奔波，總工程

費為 1億 440萬元，預計 107年 10月完工啟用。 

(二) 另規劃電子輓聯、金紙回收區及無煙靈位區、不設金

爐等措施，將建構一套完善有效率的管理方式，使殯

葬禮儀流程收費合理，節省市民喪葬費用，讓亡者能

夠莊嚴隆重的走完最後一程。 

二、 東海殯儀館擴建工程 

(一) 因東海殯儀館早期係規劃以火化業務為主之殯儀館，

因應綠色殯葬及強化殯葬設施的政策，東海殯儀館在

原基地內將舊有火化場拆除重新規劃禮廳、火化場、

靈位區、冷凍庫及無煙祭拜室等殯葬設施。 

(二) 現已於 106年 2月 22日完成相關規劃，現已刻正辦

理水土保持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及興辦事業計畫書等

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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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甲殯儀館新建工程 

(一) 規劃內容：目前水土保持規劃書已審核定稿，環境影

響評估說明書及興辦事業計畫書於主管機關審核中。

設施規劃內容，包括禮廳、火化場、停柩室、化妝室、

冷凍庫及服務中心家屬休息室等附屬設施。 

(二) 未來完成後，可提供本市海線地區民眾優質之治喪環

境，解決現有殯葬設施及環境老舊問題。 

 

陸、 結語 

    本府為體貼民眾喪葬需求，持續完善各項現代化殯

葬設施，並響應環保理念及改善環境空氣品質，既能尊

重習俗，落實節能減碳的綠色殯葬為目標，市府站在感

同身受的立場，陪伴治喪市民與亡者走過人生中的最後

一站，除了在既定的殯葬場所內，改善及增建殯葬設施，

同時訂定臺中市民相關殯葬優惠措施及規費減免辦法，

讓治喪民眾感受到市府的溫暖及體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