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項 第一次 三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改善或補辦手續。 

第二次 四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改善或補辦手續。 

未經核准或未依核准之內

容設置、擴充、增建、改

建殯葬設施。 

第六條 

第三項 

第三次 五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改善或補辦手續。 

第四次 六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改善或補辦手續。 

第五次 八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改善或補辦手續。 
擅自啟用、販售墓基或骨

灰 (骸) 存放單位者。 
第二十條 第一項 

第六次 一百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改善或補辦手續。 

第七次 一百二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改善或補辦手續。 

第八次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改善或補辦手續。 

一 

未經核准，擅自使用移動

式火化設施經營火化業

務，或火化地點未符規定

者。 

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 

第七十三條 第一項 

處三十萬元以上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

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

辦手續者，得按次處

罰，情節重大或拒不遵

從者，得令其停止開

發、興建、營運或販售

墓基、骨灰（骸）存放

單位、強制拆除或回復

原狀。 

情節重大或拒

不遵從者 

一百五十萬元，並令其停止開發、興建、營運或販售

墓基、骨灰（骸）存放單位、強制拆除或回復原狀。 

第一次 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完工。 

第二次 二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完工。 

第三次 三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完工。 

第四次 四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完工。 

第五次以上 五十萬元，並令其六個月內完工。 

二 

殯葬設施經核准設置、擴

充、增建或改建者，未於

開工後五年內完工者。 

第七條 第三項 第七十三條 第二項 

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完

工；屆期仍未完工者，

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

大者，得廢止其核准。 

情節重大者 五十萬元，並得廢止其核准。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單獨設置之禮廳及靈堂不

得供屍體處理或舉行殮、

殯儀式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三 
單獨設置之禮廳及靈堂，

除出殯日舉行奠、祭儀式

外，不得停放屍體棺柩。 

第二十四條   第七十五條 第一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立

即改善；拒不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

大者，得廢止其禮廳及

靈堂設置許可。 

情節重大者 十五萬元，並得廢止其設置許可。 

第一次 三十萬元。 

第二次 四十萬元。 

第三次 五十萬元。 

第四次 六十萬元。 

第五次 八十萬元。 

第六次 一百萬元。 

第七次 一百二十萬元。 

第八次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 

四 
擅自收葬、收存或火化屍

體、骨灰（骸）者。 
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 第七十五條 第二項 

處三十萬元以上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情節重大者 一百五十萬元。 

第一次 得勒令停止營業六個月，並移送法辦。 

第二次 得勒令停止營業九個月，並移送法辦。 

第三次以上 得勒令停止營業一年，並移送法辦。 

五 

火化未經核發火化許可證

明之屍體，且涉及犯罪事

實者。 

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 第七十五條 第三項 

得勒令其經營者停止

營業六個月至一年。其

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 

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 

營許可。 
情節重大者 得廢止其經營許可，並移送法辦。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三萬元。 

第二次 六萬元。 

第三次 九萬元。 

第四次 十二萬元。 

六 

公墓內之墳墓棺柩、屍體

或骨灰(骸)，未經核發起

掘許可證明，擅自起掘者。 

第二十九條   第七十八條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 

第一次 一萬元。 

第二次 二萬元 

第三次 三萬元。 

第四次 四萬元 

七 

未依規定將公墓、骨灰

（骸）存放設施設置登記

簿永久保存，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第三十三條   第七十九條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第五次以上 五萬元。 

第一次 三十萬元。 

第二次 四十萬元。 

第三次 五十萬元。 

第四次 六十萬元。 

第五次 八十萬元。 

第六次 一百萬元。 

第七次 一百二十萬元。 

第八次 一百四十萬元。 

八 

營葬或存放日期、墓主或

存放者資料，故意為不實

之記載 

第三十三條 
第二款 

第四款 
第七十九條   

處三十萬元以上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九次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二次 二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三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 四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九 

私立公墓、骨灰 (骸) 存

放設施經營者未依規定明

定管理費、未設立管理費

專戶或未依規定於書面契

約中載明管理費之金額、

收取方式及其用途者。 

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 

第二項 
第八十條 第一項 

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第五次以上 五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 三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二次 四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五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 六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五次 八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六次 一百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七次 一百二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八次 一百四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十 

私立公墓、骨灰 (骸) 存

放設施經營者未依規定支

出管理費者。 

第三十五條 第三項 第八十條 第二項 

處三十萬元以上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九次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十一 

違反有關管理費專戶收支

運用資料公開與更新、會

計師查核簽證及相關資料

報經備查之強制或禁止規

定者。 

第三十五條 第四項 第八十條 第三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十二 

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

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

經營業者，未將管理費以

外之其他費用提撥百分之

二者。 

第三十六條   第八十一條   

依其所收取之其他費

用之總額，定其罰鍰之

數額處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依其所收取之其他費用之總額，定其罰鍰之數額處

罰，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依

所應交付之總額定其罰鍰數額處罰。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依

所應交付之總額定其罰鍰數額處罰。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依

所應交付之總額定其罰鍰數額處罰。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依所應交付之總額定其罰鍰數額處罰。 

十三 

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

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

經營業者，未按月繕造清

冊交付者 

第三十七條   第八十二條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依所應交付之總額定

其罰鍰數額處罰。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依所應交付之總額定其罰鍰數額處罰。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一年內改善。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一年內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一年內改善。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一年內改善。 

十四 

經公告禁葬公墓之全部或

一部，於禁葬期間埋葬屍

體或埋藏骨灰者。 

第四十條 第二項 第八十三條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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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墓主徵收。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一年內改善。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經營殯葬服務業，未向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未

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

記或未加入殯葬服務業之

公會而擅自營業者。 

第四十二條 第一項 第一次 六萬元，並勒令停業。 

第二次 九萬元，並勒令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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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報經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者。 

第四十二條 第二項 

第八十四條 

第三次 十二萬元，並勒令停業。 

第四次 十五萬元，並勒令停業。 

殯葬禮儀服務業於第四十

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許可

設立之直轄市、縣（市）

外營業者，未持原許可經

營證明報請營業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查而擅自營業者；或設

有營業處所營業，未依規

定加入該營業處所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殯葬

服務業公會而擅自營業

者。 

第四十二條 第三項 

第五次 十八萬元，並勒令停業。 

第六次 二十一萬元，並勒令停業。 

十五 

殯葬設施經營業未依規定

加入該殯葬設施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殯葬服

務業公會而擅自營業者。 

第四十二條 第四項 

第八十四條 

  

除勒令停業外，並處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其不遵從而繼

續營業者，得按次處

罰。 

第七次 二十四萬元，並勒令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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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八次 二十七萬元，並勒令停業。 

十五 

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以

外之其他法人依其設立宗

旨，從事殯葬服務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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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所在地之殯葬服務業公

會，而擅自營業者。 

第四十二條 第五項 第八十四條   

除勒令停業外，並處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其不遵從而繼

續營業者，得按次處

罰。 第九次以上 三十萬元，並勒令停業。 

第一次 一萬元，並令其十五日內改善。 

第二次 二萬元，並令其十五日內改善。 

第三次 三萬元，並令其十五日內改善。 

第四次 四萬元，並令其十五日內改善。 

十六 

殯葬服務業於第四十二條

申請許可事項有所變更

時，未依規定於十五日

內，向許可經營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理變更登記者。 

第四十四條   第八十五條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第五次以上 五萬元，並令其十五日內改善。 

第一次 十萬元，並禁止其繼續營業。 

第二次 二十萬元，並禁止其繼續營業。 

第三次 三十萬元，並禁止其繼續營業。 

第四次 四十萬元，並禁止其繼續營業。 

第五次以上 五十萬元，並禁止其繼續營業。 

十七 
殯葬禮儀服務具一定規模

而未置專任禮儀師者 
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 第八十六條 第一項 

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應禁止

其繼續營業；拒不遵從

者，得按次加倍處罰，

其情節重大者，得廢止

其經營許可。 

情節重大或拒

不遵從者 

五十萬元，並禁止其繼續營業，如仍繼續營業者，得

廢止其許可。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二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二次 四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六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 八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五次以上 十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十八 

禮儀師違反有關執行業務

規範、再訓練之強制或禁

止規定者 

第四十五條 第二項 第八十六條 第二項 

處二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

大者，得廢止原核發處

分並註銷證書，三年內

並不得再核發禮儀師

證書。 

情節重大者 
十萬元，得廢止原核發處分及註銷證書，三年內不得

再核發禮儀師證書。 

第一次 六萬元。 

第二次 九萬元。 

第三次 十二萬元。 

第四次 十五萬元。 

第五次 十八萬元。 

第六次 二十一萬元。 

第七次 二十四萬元。 

第八次 二十七萬元。 

十九 
未具禮儀師資格而以禮儀

師名義執行業務者 
第四十六條 第二項 第八十七條   

處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連續違反

者，並得按次處罰。 

第九次以上 三十萬元。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殯葬服務業未將相關證

照、商品或服務項目、價

金、收費基準表公開展示

於營業處所明顯處，並備

置收費基準表，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第四十八條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殯葬服務業就其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未與消費者訂

定書面契約，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第一項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二十 

殯葬服務業未依規定將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定型化

契約書範本公開並印製於

收據憑證或交付消費者，

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 

第四十九條 

第三項 

第八十八條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 六十萬元。 

第二次 一百二十萬元。 

第三次 一百八十萬元。 

第四次 二百四十萬元。 

二十一 

非依第四十二條規定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許可經營殯葬禮儀服務業

之公司逕與消費者簽訂生

前殯葬服務契約者 

第五十條 第一項 第八十九條 第一項 

處六十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第五次以上 三百萬元。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二十二 

殯葬禮儀服務業未依規定

將第一項交付信託業管理

之費用，按月逐筆結算造

冊後，於次月底前交付信

託業管理者。 

第五十一條 第三項 第九十條 第二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二十萬元，並令其二個月內改善。 

第二次 三十萬元，並令其二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四十萬元，並令其二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 五十萬元，並令其二個月內改善。 

第五次 六十萬元，並令其二個月內改善。 

第六次 七十萬元，並令其二個月內改善。 

第七次 八十萬元，並令其二個月內改善。 

第八次 九十萬元，並令其二個月內改善。 

二十三 

殯葬禮儀服務業違反第五

十二條第一項交付信託業

管理之費用運用範圍規定

者。 

第五十二條 第一項 第九十一條   

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第九次以上 一百萬元，並令其二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 六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二次 九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 十五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殯葬禮儀服務業依第五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交付信託

業管理之費用，經結算未

達預先收取費用之百分之

七十五，殯葬禮儀服務業

未依規定以現金補足其差

額者。 

第五十三條 第一項 

第五次 十八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六次 二十一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七次 二十四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八次 二十七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二十四 

殯葬禮儀服務業解除或終

止依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與信託業簽訂之信託契

約時，未依規定指定新受

託人者。 

第五十四條 第一項 

第九十二條   

處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並得廢止其

經營許可。 

第九次以上 三十萬元，得廢止其經營許可。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二十五 

信託業未依規定於次年一

月三十一日前將結算報告

送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者。 

第五十三條 第三項 第九十三條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 六萬元。 

第二次 九萬元。 

第三次 十二萬元。 

第四次 十五萬元。 

第五次 十八萬元。 

第六次 二十一萬元。 

第七次 二十四萬元。 

第八次 二十七萬元。 

二十六 

殯葬服務業規避、妨礙或

拒絕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派員或委託專業人

員查核其依第三十五條規

定提撥之款項、依第五十

一條至第五十四條規定預

收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費

用收支及交付信託之情形

者。 

第五十五條 第一項 第九十四條   
處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第九次以上 三十萬元。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殯葬服務業違反規定委託

公司、商業以外之人代為

銷售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或

墓基、骨灰（骸）存放單

位者。 

第一項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二十七 

殯葬服務業未依規定備具

銷售墓基、骨灰（骸）存

放單位、生前殯葬服務契

約之營業處所及依第五十

六條第一項受委託之公

司、商業相關文件，報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並公開相關資訊

者；或受委託之公司、商

業異動時，未依規定報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者。 

第五十六條 

第二項 

第九十五條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一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十五日內改善。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十五日內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十五日內改善。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十五日內改善。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十五日內改善。 

二十八 

殯葬服務業預定暫停營業

三個月以上，未依規定於

停止營業之日十五日前，

以書面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停業者；或

未依規定於停業期限屆滿

十五日前申請復業者。 

第五十七條 第一項 第九十六條 第一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之罰鍰，並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重大者，得廢止其許

可。 

情節重大者 十五萬元，得廢止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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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或補辦手續。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或補辦手續。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或補辦手續。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或補辦手續。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或補辦手續。 

二十九 

辦理殯葬事宜，如因殯儀

館設施不足需使用道路搭

棚者，未依規定擬具使用

計畫報經當地警察機關核

准者。 

第六十二條 第一項 第九十六條 第一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之罰鍰，並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重大者，得廢止其許

可。 

情節重大者 十五萬元，得廢止其許可。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殯葬服務業提供或媒介非

法殯葬設施供消費者使用

者。 

第一項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殯葬服務業擅自進入醫院

招攬業務者。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三十 

殯葬服務業未經醫院或家

屬同意，搬移屍體者。 

第六十三條 

第二項 

第九十六條 第一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之罰鍰，並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重大者，得廢止其許

可。 

情節重大者 十五萬元，得廢止其許可。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三十一 

殯葬禮儀服務業就其承攬

之殯葬服務未依規定於出

殯前一日，將出殯行經路

線報請辦理殯葬事宜所在

地警察機關備查者。 

第六十七條   第九十六條 第一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之罰鍰，並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重大者，得廢止其許

可。 

情節重大者 十五萬元，得廢止其許可。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三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二次 六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三次 九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四次 十二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令其立即改善。 

三十二 

殯葬禮儀服務業提供之殯

葬服務，製造噪音、深夜

喧嘩或其他妨礙公眾安

寧、善良風俗之情事者，

或於晚間九時至翌日上午

七時間使用擴音設備者。 

第六十八條   第九十六條 第一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之罰鍰，並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重大者，得廢止其許

可。 
情節重大者 十五萬元，得廢止其許可。 

第一次 六萬元。 醫院依法設太平間者，對

於在醫院死亡者之屍體，

不予安置者。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二次 十八萬元。 

第二項 
三十三 醫院拒絕死亡者之家屬或

其委託之殯葬禮儀服務業

領回屍體者；或拒絕其使

用醫院劃設供家屬助念或

悲傷撫慰使用之空間。 

第六十四條 

第三項 

第九十六條 

第四項 

處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違反第六

十四條第三項達三次

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轉請直轄

市、縣（市）衛生主管

機關廢止該醫院附設

殮、殯、奠、祭設施之

核准。 

第三次以上 三十萬元。 

第一次 三萬元。 

第二次 六萬元。 

第三次 九萬元。 

第四次 十二萬元。 

三十四 

醫院或其受託經營第六十

四條、第六十五條所定空

間及設施者，未依規定將

服務項目及收費基準表公

開展示於明顯處。 

第六十六條   第九十六條 第三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第五次以上 十五萬元。 

第一次 六萬元。 
醫院委託他人經營第六十

四條、第六十五條所定空

間及設施者者，未於委託

契約定明服務項目、收費

基準表及應遵行事項。 

第一項 第三項 

第二次 十八萬元。 

第三項 

三十五 

受託經營者除經消費者同

意支付之項目外，額外請

求其他費用者。 

第六十六條 

第二項 

第九十六條 

第四項 

處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違反第六

十六條第二項達三次

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轉請直轄

市、縣（市）衛生主管

機關廢止該醫院附設

殮、殯、奠、祭設施之

核准。 

第三次以上 三十萬元。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        （罰鍰金額單位：新臺幣）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法條 
項次 違反事實 

條 次 項、款次     條 次 項、款次 
罰則條文規定 

違規情節 

/次數 

裁罰內容、罰鍰金額、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期限 

第一次 三十萬元，並令設施停止營運。 

第二次 六十萬元，並令設施停止營運。 

第三次 九十萬元，並令設施停止營運。 

第四次 一百二十萬元，並令設施停止營運。 

三十六 
醫院違反規定附設殮、

殯、奠、祭設施者。  
第六十五條   第九十七條 第一項 

處三十萬元以上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設施停止營運；繼續

營運者，得按次處罰。 

第五次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並令設施停止營運。 

第一次 三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二次 六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 九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 一百二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三十七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

二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經核准附設殮、

殯、奠、祭設施之醫院違

反規定擴大其規模者。 

第六十五條   第九十七條 第二項 

處三十萬元以上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五次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並令其三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 三萬元，並移送所屬機關依法懲處。 

第二次 九萬元，並移送所屬機關依法懲處。 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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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自轉介或縱容殯葬服務業

逕行提供服務。 

第六十九條 第一項 第九十八條   

除移送所屬機關依法

懲處外，並處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次以上 十五萬元，並移送所屬機關依法懲處。 

未達一倍 六萬元。 

第七十一條 第一項 一倍以上未達

五倍 
六萬元乘以其倍數。 

五倍以上未達

十倍 
十八萬元乘以其倍數。 

三十九 

墓主修繕逾越原墳墓之面

積或高度者，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第七十二條 第二項 

第九十九條   

處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超過面積

或高度達一倍以上

者，按其倍數處罰。 

十倍以上 三十萬元乘以其倍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