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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栗地方檢察署 
犯罪被害補償事件殯葬費項目金額參考表 

105 年 11 月 16 日修訂

編號 准許項目 准許支出金額（新台幣） 備考 

1 布帆 $16,000   

2 牌樓 $4,000   

3 壽衣 $6,000 91/1 補審會調整

4 穿衣工人費 $1,200   

5 金紙 $4,500   

6 香燭 $600   

7 棹裙燈 $200   

8 棺木（土葬） $40,000 91/1 補審會調整

9 棺木（火葬） $12,000   

10 骨灰罐（罈） $20,000   

11 刻字 $1,000   

12 入殮工人費 $2,400   

13 放棺工人費 $1,200   

14 抬棺工人費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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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靈車 $10,000 91/1 補審會調整

16 租冰箱 $6,000   

17 五層式場 $12,000   

18 孝服 $2,500   

19 發孝服工人費 $1,200   

20 地圖棹 $600   

21 公所殯葬規費 $6,700   

22 禮生 $2,000   

23 白布 $2,000   

24 紅布 $180   

25 麻布 $200   

26 瑞記 $160   

27 草蓆 $390   

28 採帶 $120   

29 承做墳墓 $105,000   

30 墓地管理費 $2,000   

31 代辦火葬手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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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理師 $3,600   

33 瓷相 $1,000   

34 棺罩（金字被） $1,500   

35 代理撿骨灰 $1,000   

36 訃文 $3,000   

37 小靈堂前布置 $3,000 91/1 補審會調整

38 念腳尾經師父 $1,200   

39 現場招魂 $1,000 105/11 補審會調整

40 禮堂租用 $6,000   

41 納骨塔位 $30,000 91/1 補審會調整

42 火葬柴油費 $8,000   

43 誦經或證（講）道 $6,000 91/1 補審會增列

44 壽內用品 $1,000 91/1 補審會增列

45 作七法會 $7,000 95/7 補審會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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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遺體運送費   $2,000/次 105/11補審會調整

47 解剖場地設備用品 $4,200 98/4 補審會增列

48 解剖助手工資 $2,000 98/4 補審會增列

49 協助相驗費 $2,000 99/4 補審會增列

50 遺體現場處理費 $3,000 99/4 補審會增列

51 屍袋 $1,000 99/4 補審會增列

52 告別式樂隊 $5,000 101/10補審會增列

53 祭品 $2,000 105/11補審會增列

54 毛巾 $5,000 105/11補審會增列

55 遺像 $1,500 105/11補審會增列

※ 「本表准駁之項目及核准金額，係依以往案例及實務見解整理而成，僅供參考之

用，實際個案之准駁項目及核准金額，可能因個案具體情況之不同而有所不同，附

此敘明。」。 

※ 不應准許項目： 

禮簿（86 台上 322 號）、小白胸花、白手巾、毛巾（85 台上 2789）、輓聯（台高上國

83-25）、花圈藍、花瓶（85 台上 2190）（89 台上 1485）、宴席費（86 台上 332.82.822）、

樂隊費用（87 台上 982）、電子琴（85 台上 2789）、喪宴（86 台上 332）、煙酒飲料

費用（82 台上 882）、交通費（86 台上 332）、車鼓陣（85 台上 1026）、亡魂陣（82

台上 822）、孝女子（86 台上 332）、五子哭墓（82 台上 822）、紙庴（86 台上 1559）、

祭獻牲禮（台高院 85 上國 8）、風水、看山禮（台南高分院 75 訴 92）、靈堂佈置費

（86 台上 1580）、靈庴（85 台上 2601）、鮮花（83 上國 25）、作七誦經（85 上國

25）、司議、法事（爭議）。 

其餘不准許項目配合法務部修正或增列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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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犯罪被害補償事件殯葬費項目金額參考表 

代號 項      目 單位 數量
金額    

(新台幣) 

 上限 

備        註 

1 禮堂使用費 小時 1 $600
參考『台北市殯

葬管理各項服務

收費標準表』 

2 禮堂冷氣費 小時 1 $300同上 

3 遺體接連 次具 1 $1,000同上 

4 遺體防腐 次 1 $500同上 

5 遺體冷藏 日具 1 $400同上 

6 遺體寄存 日具 1 $300同上 

7 遺體洗身 次具 1 $300同上 

8 
遺體化妝 

(含理髮) 
次具 1 $300同上 

9 遺體著裝 次具 1 $300同上 

10 遺體大殮 次具 1 $30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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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遺體縫補 吋 5 $1,050同上 

12 禮堂善後處理費 次 1 $200

1.同上          
2.含奠寄完畢輓
聯、垃圾等清運
處理費 

13 火葬費 具 1 $3,000同上 

14 骨灰罐封口 個 1 $300同上 

15 公墓使用費  1 $77,000同上 

16 骨灰罐寄存 個 1 $30,000同上 

17 
棺木、骨灰罐 

(含磁相) 
具(個) 1 $40,000   

18 靈車 次 1 $10,000   

19 扶工 次 1 $6,000   

20 
營造墳墓(含土

地)或靈骨塔位 
具(個) 1 $50,000   

21 紙錢   $3,000   

22 壽衣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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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靈堂布置 

(含鮮花)及司儀 
次 1 $20,000   

24 誦經或證(講)道   $6,000   

25 麻孝服   $2,000   

26 告別式樂隊   $5,000   

27 壽內用品   $1,000   

28 其他       

※附註： 

各項目及費用，仍請參酌被害人當地之喪禮習俗等，以及公立殯葬管理單

位服務收費標準於新台幣 30 萬元內酌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