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新北北市市八八里里區區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進進塔塔申申請請須須知知  
一一、、火火化化進進塔塔者者  申申請請塔塔位位所所需需檢檢附附資資料料：：  

11..  亡亡者者個個人人除除戶戶謄謄本本正正本本乙乙份份。。  ((限限為為三三個個月月內內申申請請之之除除戶戶謄謄本本))  

22..  死死亡亡證證明明書書正正本本乙乙份份。。  

33..  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須須與與亡亡者者為為直直系系血血親親之之關關係係))  

44..  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  

55..  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塔塔位位預預選選單單。。  

66..  火火化化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乙乙份份。。((進進塔塔當當日日與與繳繳款款收收據據正正本本一一併併交交予予本本塔塔管管理理員員))  

二二、、遷遷葬葬進進塔塔者者  申申請請塔塔位位所所需需檢檢附附資資料料：：  

11..  亡亡者者個個人人除除戶戶謄謄本本正正本本乙乙份份。。  ((限限為為三三個個月月內內申申請請之之除除戶戶謄謄本本))  

22..  遷遷葬葬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乙乙份份。。  ((限限為為三三個個月月內內申申請請之之遷遷葬葬證證明明))  

33..  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  ((須須與與亡亡者者為為直直系系血血親親之之關關係係))  

44..  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  

55..  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塔塔位位預預選選單單。。  

三三、、神神主主牌牌位位進進塔塔者者  申申請請所所需需檢檢附附資資料料：：  

11..  亡亡者者個個人人除除戶戶謄謄本本正正本本乙乙份份。。((限限為為三三個個月月內內申申請請之之除除戶戶謄謄本本))  

22..  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須須與與亡亡者者為為直直系系血血親親之之關關係係))  

33..  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關關係係證證明明文文件件。。  

44..  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塔塔位位預預選選單單。。  

四四、、骨骨灰灰((骸骸))遷遷出出者者  申申請請所所須須檢檢附附資資料料：：  

11..  原原進進塔塔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  

22..  遷遷出出許許可可證證申申請請書書。。  

33..  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  

44..  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  

  44--11..  亡亡者者之之配配偶偶及及所所有有 33 等等親親內內之之血血親親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44--22..  配配偶偶及及血血親親資資料料無無法法開開立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及及切切結結書書。。  

五五、、塔塔位位暫暫厝厝者者  申申請請所所須須檢檢附附資資料料：：  

((辦辦理理入入塔塔作作業業))  

11..  亡亡者者個個人人除除戶戶謄謄本本正正本本乙乙份份。。  ((限限為為三三個個月月內內申申請請之之除除戶戶謄謄本本))  

22..  死死亡亡證證明明書書正正本本乙乙份份。。  

33..  塔塔位位暫暫厝厝使使用用申申請請書書。。  



44..  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  

55..  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  

66..  火火化化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火火化化暫暫厝厝者者須須檢檢附附))  

77..  遷遷葬葬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遷遷葬葬暫暫厝厝者者須須檢檢附附))  

((辦辦理理遷遷出出作作業業))  

11..  原原進進塔塔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  

22..  暫暫厝厝遷遷出出申申請請書書。。  

33..  退退還還保保證證金金之之領領據據。。  

44..  申申請請人人存存摺摺封封面面正正、、反反面面影影本本。。  

55..  保保證證金金專專戶戶繳繳款款書書繳繳款款人人收收執執聯聯正正本本。。  

66..  其其它它證證明明文文件件。。  

六六、、其其它它注注意意及及說說明明事事項項：：  

  11..  進進塔塔當當日日所所需需攜攜帶帶之之文文件件：：  

    AA..  繳繳款款收收據據正正本本。。  

    BB..  火火化化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  或或  遷遷葬葬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   

22..  本本塔塔每每年年舉舉辦辦二二次次祭祭典典法法會會  ((清清明明、、中中元元))，，並並於於法法會會前前寄寄發發請請柬柬予予申申請請人人。。本本塔塔

法法會會未未收收取取任任何何費費用用，，若若有有不不法法人人士士假假借借本本塔塔名名義義收收取取費費用用，，請請撥撥打打 116655 專專線線或或

致致電電本本塔塔詢詢問問。。  

33..  本本塔塔之之塔塔位位請請勿勿於於塔塔位位門門外外張張貼貼任任何何物物品品。。((如如：：相相片片、、符符、、貼貼紙紙、、……等等))。。  

44..  本本塔塔無無提提供供焚焚燒燒靈靈厝厝或或其其它它大大型型物物((例例如如：：衣衣物物、、庫庫錢錢、、紙紙紮紮……等等))，，若若仍仍需需祭祭拜拜者者，，

其其大大型型焚焚燒燒物物將將由由本本區區清清潔潔隊隊統統一一載載往往焚焚化化爐爐集集中中焚焚燒燒，，敬敬請請民民眾眾配配合合。。  

55..  本本塔塔座座向向為為：：座座西西南南向向東東北北。。  

七七、、本本塔塔連連絡絡資資訊訊：：  

  11..  電電話話：：００２２－－２２６６１１００－－５５５５４４２２            傳傳真真：：００２２－－２２６６１１００－－５５５５４４３３  

  22..  地地址址：：新新北北市市八八里里區區米米倉倉里里龍龍米米路路二二段段 117711 巷巷 11 號號  

  33..  管管理理人人員員：：許許先先生生、、傅傅小小姐姐、、賴賴先先生生  

  44..  服服務務時時間間：：每每周周二二至至周周日日上上午午 0088::0000 至至下下午午 0044::0000  ((國國定定假假日日公公休休))  
為配合一例一休政策，自 106 年 2 月 1 日起，每星期一休館。  

八八、、申申訴訴管管道道：：  

  新新北北市市八八里里區區公公所所  政政風風室室          新新北北市市政政府府  市市民民專專線線  

  連連絡絡電電話話：：0022--22661100--22662211  ##990011        連連絡絡電電話話：：11999999  

  服服務務時時間間：：上上午午  0088::0000  至至  下下午午  0055::0000  服服務務時時間間：：2244 小小時時全全天天候候  



新新北北市市八八里里區區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一一、、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11..  本本塔塔收收費費標標準準依依新新北北市市公公立立公公墓墓及及公公立立骨骨灰灰骨骨骸骸存存放放設設施施使使用用收收費費標標準準規規定定辦辦

理理，，自自民民國國 110000 年年 0099 月月 2233 日日起起實實施施。。  

22..  本本塔塔各各樓樓層層塔塔位位及及牌牌位位收收費費標標準準請請參參照照背背面面說說明明。。  

33..  亡亡者者為為本本市市列列冊冊內內之之低低收收入入戶戶者者，，申申請請時時檢檢附附相相關關證證明明文文件件，，得得減減收收公公墓墓使使用用規規

費費新新台台幣幣貳貳萬萬元元整整。。  ((僅僅適適用用於於骨骨灰灰櫃櫃位位使使用用))  

44..  亡亡者者為為本本市市列列冊冊內內之之中中低低收收入入戶戶((有有請請領領中中低低老老人人、、身身障障生生活活補補助助、、兒兒少少))者者，，申申請請

時時檢檢附附相相關關證證明明文文件件，，得得減減收收公公墓墓使使用用規規費費新新台台幣幣壹壹萬萬元元整整。。  ((僅僅適適用用於於骨骨灰灰櫃櫃

位位使使用用))  

55..  申申請請人人應應自自許許可可日日起起 33 個個月月內內完完成成進進塔塔存存放放手手續續，，逾逾期期將將廢廢止止其其許許可可，，已已繳繳之之使使

用用規規費費不不予予退退還還。。  

66..  申申請請人人自自許許可可日日起起 22 個個月月內內，，尚尚未未進進塔塔存存放放前前，，得得申申請請變變更更塔塔位位乙乙次次，，逾逾期期者者視視

為為重重新新申申請請，，原原已已繳繳納納之之規規費費不不予予退退還還。。  

77..  申申請請人人自自許許可可日日起起 1100 天天內內，，尚尚未未進進塔塔存存放放前前，，得得申申請請註註銷銷塔塔位位及及退退費費，，逾逾期期者者，，

不不予予退退費費。。  

88..  依依據據 110044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新新北北府府法法規規字字第第 11004400008811330055 號號公公告告修修訂訂「「新新北北市市公公立立公公

墓墓及及公公立立骨骨灰灰骨骨骸骸存存放放設設施施使使用用收收費費標標準準」」第第三三條條：：設設籍籍各各回回饋饋里里((本本區區為為米米倉倉

里里))44 年年以以上上者者，，減減收收百百分分之之 5500 使使用用費費，，並並以以個個人人骨骨灰灰((骸骸))櫃櫃位位為為限限。。  

二二、、其其它它注注意意及及說說明明事事項項：：  

  11..  進進塔塔當當日日所所需需攜攜帶帶之之文文件件：：  

    AA..  繳繳款款收收據據正正本本。。  

    BB..  火火化化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  或或  遷遷葬葬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   

三三、、本本塔塔連連絡絡資資訊訊：：  

  11..  電電話話：：００２２－－２２６６１１００－－５５５５４４２２            傳傳真真：：００２２－－２２６６１１００－－５５５５４４３３  

  22..  地地址址：：新新北北市市八八里里區區米米倉倉里里龍龍米米路路二二段段 117711 巷巷 11 號號  

  33..  管管理理人人員員：：許許先先生生、、傅傅小小姐姐、、賴賴先先生生  

  44..  服服務務時時間間：：每每周周二二至至周周日日上上午午 0088::0000 至至下下午午 0044::0000  ((國國定定假假日日公公休休))  
為配合一例一休政策，自 106 年 2 月 1 日起，每星期一休館。  

四四、、申申訴訴管管道道：：  

  新新北北市市八八里里區區公公所所  政政風風室室          新新北北市市政政府府  市市民民專專線線  

  連連絡絡電電話話：：0022--22661100--22662211  ##990011        連連絡絡電電話話：：11999999  

  服服務務時時間間：：上上午午  0088::0000  至至  下下午午  0055::0000  服服務務時時間間：：2244 小小時時全全天天候候  



八八里里區區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神神主主牌牌位位暨暨塔塔位位收收費費標標準準價價格格表表  

樓樓別別  塔塔位位別別  層層別別  
亡亡者者為為新新北北市市市市民民  

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亡亡者者為為非非新新北北市市市市民民  

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二二樓樓  

三三樓樓  

四四樓樓  

五五樓樓  

骨骨灰灰櫃櫃  

第第９９層層  1155,,000000 元元  4455,,000000 元元  

第第８８層層  2200,,000000 元元  6600,,000000 元元  

第第７７層層  2222,,000000 元元  6666,,000000 元元  

第第６６層層  3300,,000000 元元  9900,,000000 元元  

第第５５層層  3300,,000000 元元  9900,,000000 元元  

第第４４層層  3300,,000000 元元  9900,,000000 元元  

第第３３層層  2222,,000000 元元  6666,,000000 元元  

第第２２層層  2200,,000000 元元  6600,,000000 元元  

第第１１層層  1155,,000000 元元  4455,,000000 元元  
  

樓樓別別  塔塔位位別別  層層別別  
申申請請人人為為新新北北市市市市民民  

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申申請請人人為為非非新新北北市市市市民民  

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一一樓樓  
神神主主牌牌位位  

((已已額額滿滿))  
  

2200,,000000 元元  

((不不再再受受理理))  

6600,,000000 元元  

((不不再再受受理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