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制訂新修正之殯葬
管理條例規定，殯葬禮儀
服務業具一定規模者，應
置專業禮儀師，始得申請
許可及營業。 
為更加保障消費者內政部
特別強調，禮儀師資格不
具排他性，未領有禮儀師
證書者，雖可執行殯葬禮
儀服務工作，但不得自稱
為「禮儀師」違反者可處
新台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
以下罰鍰；且禮儀師非經
營或受僱於殯葬禮儀服務
業，不得承攬處理殯葬事
宜，如有違反，得廢止其
禮儀師資格並註銷證書。 

 瓏葳禮儀服務團隊 

殯 葬 服 務 定 型 化 契 約 

附件一 殯葬服務項目與規格 

附件二  殯葬服務實施程序與分工 

附件三  遺體接運切結書 

附件四  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 

瓏葳禮儀服務團隊拒絕惡性削價競爭。請還給自己及家人應有的尊重及尊嚴。 



 

瓏葳企業 邊葬服務契約 

瓏葳定型化殯葬服務項目與規格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經甲方攜回審閱 日 

（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三日） 

甲方：                 （簽章） 

乙方：       瓏葳企業社     （簽章） 

注意事項： 

一、本契約附件一所列服務項目，應以莊嚴、簡樸為原則。 

二、本契約附件一所列服務項目、規格及附件二所列實施程序與分工，因各殯葬服

務業者實際提供服務而有不同，請消費者與殯葬服務業者謹慎決定。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瓏葳企業社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殯葬服務，經雙方合意訂立契約，壹式兩份，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契約標的 

本契約係由甲乙雙方訂定，由乙方提供瓏葳禮儀服務團隊（以下稱被

服務人）之殯葬服務。 

第二條廣告責任與自訂服務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乙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甲方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文宣與廣告均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乙方自訂之殯葬服務相關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第三條服務內容、程序與分工 

乙方依本契約所提供之殯葬服務項目、規格與價格，如附件一。 

本契約提供之殯葬服務實施程序與分工如附件二。 

第四條對價與付款方式 

本契約總價款為新臺幣__________元整（未稅），甲方應支付予乙方，

作為提供殯葬服務之對價（內含禮儀師殯葬服務費 0.05%）。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預繳新台幣   元整。 

甲乙雙方議定簽約時，甲方繳付新臺幣   元，餘款新臺幣    

元，經雙方議定於全部服務完成時繳納。 

甲乙雙方議定付款方式如下：以 □現金 □匯款 □其他方式： 

乙方對甲方所繳納之款項，應開立發票（稅金外加）。 

第五條本契約總價款不包含下列行政規費： 

1.申請死亡證明書、火化規費。 



 

2.冰存、寄棺、拜飯費用。 

3.其他政府規費。 

4.殯儀館館方費用、相關小費、場地費用。 

因甲方之要求，致服務項目、規格變動，如服務地點超出乙方服務範圍時，

所衍生之費用，另訂約定。 

第六條提供服務之通知與切結 

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時起，應即依本契約提供殯葬服務。 

乙方提供接體服務者，應填具遺體接運切結書（如附件三）予甲方。 

第七條同級品之替換 

乙方於提供殯葬服務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導致

附件一所載之殯葬服務項目或商品無法提供時： 

□甲方得依乙方提供之選項，選擇以同級或等值之商品或服務替代

之。 

□甲方得要求乙方扣除相當於該項服務或商品之價款。退款時，如有

總價與分項總和不符者，該分項退款計算方式應以兩者比例為之。 

第八條契約之效力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契約履行完成時止。 

第九條契約之完成 

本契約於乙方履行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並經甲方於殯葬服務完成確

認書（如附件四）上簽字確認後完成。 

第十條未經使用部分之購回 

附件一所載之服務項目或物品數量，於服務完成後，如有未經使用者，

甲方得退還乙方，並扣除相當於該項服務或商品之價款。 

前項退款如有總價與分項總和不符者，該分項退款計算方式應以兩者

比例為之。 

第十一條違約及終止契約之處理 

乙方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經甲方催告仍未開始提供服務，或逾四

小時未開始提供服務者，甲方得通知乙方解除契約，並要求乙方無條

件返還已繳付之全部價款，乙方不得異議。甲方並得向乙方要求契約

總價款  2倍（不得低於二倍）之懲罰性賠償。但無法提供服務之原

因非可歸責於乙方者，不在此限。 

乙方依本契約提供服務後，甲方終止契約者，乙方得將甲方已繳納之

價款扣除已實際提供服務之費用，剩餘價款應於契約終止後七日內退

還甲方。 

第十二條資料保密義務 

乙方因簽訂本契約所獲得有關甲方及被服務人之個人必要資料，負有

保密義務。 

第十三條管轄法院 



 

雙方因消費爭議發生訴訟時，同意桃園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不得

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

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十四條契約分存 

本契約壹式兩份，甲乙雙方各收執乙份，乙方不得藉故將應交甲方收

執之契約收回或留存。 

   

立契約書人： 

甲方：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乙方：瓏葳企業社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31585990 

代表人：吳成龍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至善里後寮二路 227巷 25號 2樓 

電話：(03)283-0742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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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體接運切結書 附件三 

本人 (甲方)依據與瓏葳企業社所簽「殯葬服務契

約」約定，接運 （被服務人）之遺體。 

切結事項如下： 

接體人員姓名： 杜薇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A2******08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該遺體經甲方或其他指定人確定為（被服務人） 

無訛。 簽名： 

            此 致 

                     (甲方) 

 

 

 

切 結 人：瓏葳企業社 

代表人：吳成龍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培英路322號 

聯絡電話：(03)4627138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附件四 
 

         (甲方)與 瓏葳企業社 （乙方）簽訂「殯葬服

務契約」，今乙方已依約提供           （被服務人）殯葬服

務，且內容與品質均合乎約定，本契約之帳款已結清，雙方同意

本契約已完成無訛，特此確認。 

  

甲方：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乙方：瓏葳企業社 

代表人：吳成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31585990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培英路 322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瓏葳禮儀服務團隊 
 殯葬服務業個人資料之同意書 

瓏葳企業社「禮儀服務」(乙方) 

由本人及代表家族(甲方) 

針對喪葬事宜及流程，所拍攝之照片同意被使用

在瓏葳企業社的粉絲專頁或留存為瓏葳企業社內

部教學。 

唯同意之事項必須與事實吻合，不得造假致使有發

生毀損同意人、家族之名譽及個人資料之外洩。 

對於以上所述內容均無異議 

甲方 

立同意書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乙方：瓏葳企業社 

代表人：吳成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31585990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培英路 322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瓏葳禮儀服務團隊 杜 薇禮儀師 電話：0912237821 

授權書 
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為保障家屬之權益，禮儀業者受家

屬委託至醫院承接大體時，請家屬填寫授權書；經家屬授權後，承攬業者若有：

藉故拖延、招攬業務、拒受委託業者全程陪同家屬…等行為恐觸法。 

 
茲授權 瓏葳企業社(禮儀公司)處理亡者  (亡者姓名)之遺體暨必要相關事宜。 

授權人：       家屬姓名(親簽) 

與亡者關係：   親屬關係       

授權人身份證號：   證號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接體當日) 

禮儀師證號：台內民字第 1050028180 

瓏葳：府民儀字第 1070134418 號       府經登字第 1079006948 號 

《太平間相關法條》 
※殯葬管理條例第 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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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搬移遺體。 

 

※行政院衛生署所屬醫院太平間管理要點第 13項 

  各醫院應嚴禁所屬人員或委外管理人員向死者家屬強迫殯葬事宜以及仲介推銷奠儀物

品。 

 

※殯葬管理條例第 64條 

  醫院依法設太平間者，對於在醫院死亡之遺體，應負責安置。 

 醫院得劃設適當空間，暫時停放屍體，供家屬助念或悲傷撫慰之用。 

 醫院不得拒絕死亡者之家屬或其委託之殯葬禮儀服務業領回遺體；並不得拒絕使用前

項劃設之空間。 

 

※殯葬管理條例第 65條 

 醫院不得附設殮、殯、葬、祭設施。 

 另，為落實政府「醫、殯分流」政策，在醫院承接遺體暨處理相關事宜，遇太平間承

攬業者有違反以上法規之虞，可透過以下申訴管道舉報，以反應該醫院之太平間管理

失當，而影響喪親家屬之權益。 

 

《申訴管道》 

 ※所屬醫院申訴專線或 1999 

 ※所屬醫院之縣市衛生局(處) 

 ※內政部衛服部 



 瓏葳禮儀服務團隊 
親人離開時可申請補助之貼心提醒~~禮儀師 杜薇 

辦理地點 項目 限期 資料 

戶政事務所 除戶 30天 

1.死亡證明書、當事人(及死亡者)戶口名簿、身分證 

2.當事人(即死亡者)配偶之身分證及相片一張(若無配偶則免) 

3.申請人身分證、印章 

地檢署 加開死亡證明書 無 
1.死亡證明書   2.除戶謄本    

3.亡者的退保單 4.申請人身分證印章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退勞國健保 

(可跨區辦理) 
3天內 

1.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或居留證或來台證明文件。 

2.死亡證明或除戶證明。 

3.申請人或代辦人私章及代辦人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遺產稅 

6個月內 

1.遺產稅申報書 1份。 

2.被繼承人之除籍戶籍謄本或載有死亡日期之戶籍資料及
各繼承人之戶籍資料 1份。 

3.繼承系統表；繼承人若有拋棄繼承權或限定繼承者，應
檢附法院准予核備之證明文件。 

遺屬&遺囑指定請領
人請領退休金 

（影本請加註"與正
本相同"並簽章） 

5年內 

1.勞工退休金遺屬或指定請領人申請書及收據 

2.載有勞工死亡日期之戶口名簿影本、死亡證明書 

3.遺囑指定請領人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遺囑影本。 

二 

擇 

一 

喪葬給付 

(73歲以前) 
5年內 

1.國民年金喪葬給付申請書-「金融帳戶&郵局帳戶影本二擇一(必須是
國內帳戶)，申請人的身分證(支出喪葬費的人) 

2.死亡證明書 

3.載有死亡登記日期之戶口名簿影本 

4.支出殯葬費之證明正本 

喪葬津貼 

（記事勿省略） 
5年內 

1.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死亡證明書一份 

3.載有被保險人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 
 

二 

擇 

一 

遺囑津貼 

(記事勿省略） 
5年內 

1.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死亡證明書一份 

3.載有被保險人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受益人與死者
非同一戶籍者，應同時提出各該戶籍謄本。 

遺囑年金 

（記事勿省略） 
5年內 

1.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死亡證明書一份 

3.載有被保險人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 

農保喪葬津貼 2年內 

1.喪葬津貼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應詳填並加蓋投保單
位、負責人、經辦人及請領人印章) 

2.死亡證明書一份 

3.載有被保險人死亡日期之戶籍謄本或載有死亡登記日期
之戶口名簿影本。  

4.全戶戶籍謄本及加保農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或承租契約或

                                              



會員證明資料  

各 

地 

區 

榮 

民 

服 

務 

處 

喪葬慰問津貼 6個月內 

1.死亡證明書一份 

2.申請人身分證影本一份 

3.親屬關係證明文件一份 

4.未領取政府機關編列預算核發喪葬補助費（慰問金）切結書。 

5.低、中低收入戶或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 

6.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或帳號資料 

特殊事故慰問 無 
遭逢重大意外事件或特殊急難事故者，由本會首長或其授
權之人發給慰問金，最高以新臺幣五萬元為限。榮服處並
得依實際狀況濟送民生物資。    

急難救助 

6個月內 

1.關核發有相片之身分證件。 

2.低收入戶或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 

3.死亡證明書及繳費收據。 4.喪葬救助者，檢附死亡證明。 

5.礙證明或重大傷病證明文件。 6.佐證資料 

遺眷證 無 

1.申請表及無職業切結書。 

2.榮民遺眷國民身分證正本。 

3.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4.榮民遺眷申請日前三個月脫帽照片。 

5.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大學以下就學在學證明、身心障礙證明等)。 

榮民遺孤三節慰問 

於每年三節 

春節 

端午節 

中秋節
前 15日 

1.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2.已成年仍在學之在學證明。 

3.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之證明文件。 

4.無工作能力者之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料。 

5.亡故榮民配偶或實際扶養者之監護或扶養事實證明。 

6.領取亡故榮民退休俸半數之相關資料。 

各 

地 

區 

國 

防 

部 

後 

備 

指 

揮 

部 

軍人眷屬喪葬津貼 3 個月內 

1.軍人保險眷屬喪葬津貼申請書及切結書 

2.眷屬死亡證明文件。 

3.眷屬死亡登記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4.被保險人戶籍所在地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5.被保險人指定存入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軍眷喪葬補助費 3個月內 
1.除戶戶籍謄本。2.申請人印章。 

※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軍公教職者，對同一死亡事實以報領一份為限。 

死亡撫卹申請 3 個月內 
1. 傷亡(失蹤)報告函。 2. 死亡證明書正本。 

3. 兵籍表影本。 

旌忠狀 

(旌忠狀如有遺失、損
毀，不予補發。但遺
族得申請補發證明書。) 

無 

1.退除役官兵亡故請發旌忠狀申請表。 

2.退伍令或除役令影本。 

3.死亡證明書正本。 

4.勳章證書或獎章執照影本。 

5.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各地區 

社會局 
急難救助金 無 

1.桃園市急難救助金核發標準申請訪查表 

2.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戶口名簿(記事勿省略) 

3.申請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4.急難事由相關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