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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羅美文議員。 

羅議員美文: 

  謝謝大會主席議長，也謝謝民政處長今天能夠提出這個

報告，我是湖口鄉的議員，至少能夠知道大約是蓋在哪裡 

，而且這麼厲害，能夠不用花錢就有將近 14公頃的土地可

以撥用，這案子若規劃好，真的是萬古千秋、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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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至今天為止都沒有居民反彈，因為這真的是縣民所需

要的建設，在此感謝縣府、感謝民政處能夠完善的處理。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徐瑜新議員。 

徐議員瑜新: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新竹縣真的非常需要設立生命紀

念園區，但本席聽到邱處長的報告感到非常憂心，因為這

麼大的面積卻在專案報告中，沒有聽到有關資金部分。之

前我提過生命園區規劃沒有編列預算，都是動用預備金，

未來的資金來源要透過公共造產採用自償性與銀行借款，

還是用縣款逐年編列預算?總工程費需要多少經費?未來自

償性要蓋多少個靈骨塔?20萬個有 40億收入，還是 50萬

個靈骨塔有 100億收入?未來要如何償還?我想資金是最大

的問題，尤其馬上要審預算了，預算是今年編列嗎?還是逐

年?何時動工?在簡報中也沒有看到，有關資金部分請處長

說明。 

  這次預備金動用 1,200萬，簡報中看到 4月 28日決標，

5月 7日簽約，得標廠商是邦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請問

是如何規劃的?是做環評，還是有其他方面?在資金規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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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最重要的預算部分在編列上有什麼想法?以上請處長

說明。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民政處長說明。 

民政處邱處長靖雅: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也謝謝徐議員的指教，有關整個

開發資金及開發方式，目前我們都還在規劃中，其實

1,200萬的規劃裡面就含執行計畫、可行性評估、興辦事

業計畫等，這些都還在審核的過程中，並沒有任何的定

案，所以有關整個開發方式以及開發總金額，目前都還在

研議，無法在此做實際的報告，等此案整個都確定也審核

完畢，我們可以跟議員再提出具體及詳細的資料。 

  有關 1,200萬的審查規劃含可行性報告，還有興辦事業 

、環境影響評估、水保相關資料等都在這個計畫案裡面要

協助我們完成。徐議員提到我們都用二備金，是因為當初

我們並不確定軍方的土地何時撥用，所以去年度的預算並

未編列這筆。我們非常幸運能夠在同仁的努力下，很快得

到軍方這塊土地，非常感謝軍方全力的支持及協助。 

徐議員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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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就要審預算了，如果明年度的預算要編列，整體

資金規劃請處長要事先跟議員說明，因為所需的資金非常

龐大。 

主席：(張議長鎮榮) 

    蔡志環議員。 

蔡議員志環: 

  謝謝議長，其實我們都很期待民政處做的專案報告，但

我沒想到 5分鐘就結束了，讓我感到非常驚訝!這麼大的案

子，108年楊縣長在議事堂提出第 5支箭的時候，新竹縣的

縣民都在看。本席瞭解處長剛接任，也許還在瞭解中，但

本席想你在擔任議員時，就應該很清楚知道未來的期許跟

未來的展望，相信應該也會比原來的處長更加瞭解，也更

加瞭解現在的縣民需要什麼?本席針對土地的有償撥用與無

償撥用，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有償撥用也許與軍方就

沒有任何配合，本席想瞭解無償撥用，未來是如何與軍方

達成共識與配合?籌劃生命紀念園區應該有規劃藍圖，要不

也應該取得他山之石，我知道最近最夯的苗栗福祿壽生命

園區，不知道處長是否有去吸取他人的經驗嗎?至少要讓我

們知道未來的藍圖是什麼?要呈現的是什麼?請問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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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動工?工程期需要多久?包括竹東生命禮儀館的優缺點

都要納入考量，停車動向及剛才徐瑜新議員談到的都要列

為準備。本席認為民政處的專案報告是不足的，生命禮儀

中心未來有多少臨時靈堂、大型、中型的公祭場所、停車

位有多少、動向如何?還有自然環保葬區及動物葬區是否會

納入，這些至少會有一個腹案不是嗎?可是專案報告中沒有

提到，火葬量、羽化量有多大?未來可以做到什麼情況縣民

都在期待，處長是否可以做得更完整，讓我們都能夠更加

的瞭解? 

主席：(張議長鎮榮) 

    吳菊花議員。 

吳議員菊花: 

  謝謝主席，議會同仁大家好!生命紀念園區是未來的趨

勢，現在會在住家辦理喪事的已經非常少了，我想大家都

很期待新竹縣生命紀念園區的設置，因為這次土地是無

償，也沒有聽到湖口鄉親反彈的聲音，既然這是縣長 5支

箭中的其中 1箭，尊重生命大家都會走到這條路，我們樂

觀其成。生命紀念園區這麼大的設施，處長的專案報告卻

是這麼簡單，最起碼未來的藍圖要畫給大家看，處長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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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補上?也應該去其他縣市參觀取經?雖然生命紀念園

區設置的地點非常偏僻，我想若規劃完善也做得好，鄉親

就應該不會有很大的意見，請處長把規劃藍圖送給議員參

考可以嗎? 

主席：(張議長鎮榮) 

    何智達議員。 

何議員智達: 

  之前縣長在施政報告中就有提到這件事，我支持這件

事，這確實也是縣民所需要的，而且非常重要。坦白說，

今天這樣的專案報告我很失望，今天若我們的位置對調，

我做這樣的專案報告，你坐在這裡聽了會滿意嗎?我相信你

的意見會比我更多。生命園區現在的規劃只告訴我們土地

位置、平面配置圖及現況，可是你做這麼大的計劃，沒告

訴我們是如何評估納骨塔，蓋的規模多大，在簡報中完全

沒有資料。在此我順便提一件事，竹北鬧得沸沸揚揚的納

骨塔，在此我給處長一個建議，今天我們有一大遍不用錢

的土地，尤其納骨塔部分，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滿足全縣

縣民的需求，各鄉鎮就不必去設納骨塔了，因為這種東西

在那裡都令人討厭，這叫嫌惡設施，一次就把全縣縣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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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設計足夠，而設計這個設施必須要有根據的，今天要

用什麼做根據，要蓋多大規模的納骨塔，你完全沒有提

出。新竹縣的民情比較特殊，客家人也占多數，大部分的

客家人都有祖塔，所以要做這件事必須做調查，真正的需

求是多少，不是現在有一塊土地，就可以搞一個生命紀念

園區，裡面有納骨塔等設施，我們怎麼會不知道生命紀念

園區要有這些設施，如果民政處的報告就只是這樣，坦白

講我很失望，5分鐘就結束了，議員還沒坐定報告就結束

了，我真的很意外!本來上次就要請處長報告，延至 8月

份，給你這麼長的時間準備，結果你的報告只有三張紙。

議員不是凡事都反對，處長不用怕!只要縣府做對的事，我

們一定都支持，所以沒什麼好怕的，該怎麼做明明白白告

訴民意代表。其實這件事我們很早就知道，因為每次都是

在新聞報導中看到，所以民眾問我地點在哪裡，我都說不

知道，只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今天地點告訴我們了，這個

地點不錯，交通方便，但在設計上不是三張紙就可以說得

明白的，必須要有根據計算出來，這樣才算是報告。我敢

說，今天如果換是你做議員，相信你的意見比我更多，請

處長要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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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議長鎮榮)： 

羅美文議員。 

羅議員美文： 

謝謝議長，我第二次發言，其實我剛才發言那麼小心翼翼

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們的生命園區，本來要設在新埔的，而

且新埔鎮民代表會全部支持通過，後來地點設定的那個里的

里長反對，結果就辦不成，以前有這樣的經驗，所以這次在

湖口，這個地點我也知道在哪裡，而且地點離人群也非常遠

很不錯，那麼到底怎麼做？很多議員都反映說，有很多範例

可以參考、規劃，可以做的很好，因為快 14公頃大的地

方，就要有納骨塔，只要做得好，對於全縣居民的需要，解

決各鄉鎮的納骨塔的問題，這些民政處要好好的規劃，到今

天為止，大家都小心翼翼的，沒有人抗爭，沒有人來怎麼

樣？就是好的開始，可是對議員來講的話，議員當然說，站

在縣民的立場，要規劃的更漂亮，比新竹市更漂亮、更好，

拜託您、謝謝您。 

主席(張議長鎮榮)： 

陳新源議員。 

陳議員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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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很多議員的想法是一樣，就是說這麼大的一個案子，

我們也會希望說，納骨塔裡有幾罐？多高？停車位有幾個？

自然環保葬區大概面積是多少？這些要詳列，然後經費的使

用方式，一定要詳列非常清楚，因為我們也知道說，到時候

真的進入環評，上面還是要寫很清楚，那為什麼不讓我們先

瞭解？因為以前剛開始，真的是在我們新埔旱坑里，代表會

議通過，公所也通過了，但是里長說不行，所以後來就停

了，停了之後，我們大家都有一個默契，新竹縣需要再有一

個，我們大家都有一個默契，就不要問在哪裡？所以大家就

停著等我們的縣長，等我們的縣政府來規劃這個地方，所以

很久沒有人問，很多人問是不是我們水汴頭有一個軍用區？

我說我不知道，我們不要問了，因為這是一個必要的設施。

你越早讓人家知道，可能大家就開始集體反對，雖然是縣民

所需，但是每一個人也說要做，不要在我家，所以大家都非

常的體諒我們的縣政府，也體諒我們所有承辦的人員，但是

今天這個太簡單了，要說清楚一點，這麼大的一個案子，所

有的經費、使用土地面積的規劃、停車位有幾個？納骨塔有

幾個？我們到時候殯葬的大廳有幾個？這個大概一定要說清

楚，因為我們也知道，納骨塔只要規劃多一點，當我們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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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車輛非常多，農曆 2月 2日以後，就開始很多人會

有祭典，那個時候車輛非常多，這些都要納入我們必須的考

量當中，以上謝謝。 

主席(張議長鎮榮)： 

連郁婷議員。 

連議員郁婷： 

謝謝議長，我知道也許處長這邊可能沒有那麼多資料，所

以在這份專案報告裡面，你們可能著重在用地取得的部分，

也許的確真的有蠻多東西，可能還沒有辦法確定。比如說，

雖然有一個平面配置圖，但是納骨塔的內容是怎麼樣？你們

可能還沒有辦法掌握，我可以理解。但是，處長我跟你說下

面幾點，我覺得你們可以直接現在就先說清楚，第一個，你

們的容納量到底是多少？有沒有一個預估的東西？因為看你

現況說明的第二點，可行性評估已經完成，但是還沒有複

審，照道理應該有初步數據，這個是不是可以先給我們知

道？容納量預估會多少？第二個，本縣的需求應該是確定

的，包括長生天還有新竹市的這些地方，還有竹東的部分，

目前的容納量是多少？我們的需求數多少？我相信，這也是

在座議員想要知道的，你們現在爭取到這塊地很好，那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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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供應本縣納骨塔的需求？這是我們沒有辦法確定，也

沒有辦法在你這個專案報告看出來，第三個，我們回到昨天

的二備金，這邊有一個 1200萬的實質規劃計畫，你說已經

完成可行性評估，也就是說，你的可行性評估報告應該已經

花錢去做，那我就會想知道，你這個可行性評估報告跟實質

規劃計畫這兩個會有什麼樣不同的內容？以至於你現在專案

報告的內容比較沒有辦法完整的呈現出來，這個部分要麻煩

處長解釋一下，最後我必須要提醒，可行性評估報告，最後

應該會有一個公開說明會，然後會辦理環評，可能也會有一

個公開說明會，但是大概只有兩次，在場的議員大家都是要

看新聞，才知道這個生命園區的進度，我相信這是所有鄉親

都關心的事情，所有的鄉親都在問我們議員，所以除了這個

公開說明會，希望處長可以再找時間告訴我們，到底目前你

們的規劃是如何？有平面配置圖很好，其實我覺得看起來還

不錯，包括還有自然環保葬區這個部分，但是需求量，還有

容納量部分，可能需要處長，再跟我們說一下，也讓我們可

以跟鄉親報告，謝謝。 

主席（張議長鎮榮）： 

請民政處回答。  



17 
 

 

民政處邱處長靖雅： 

再次謝謝大會主席議長、也謝謝蔡志環議員、吳菊花議

員、何智達議員、羅美文議員、陳新源議員，以及連郁婷議

員，以上所有的提問及關心，因為這個案子非常多議員關

心，在這邊非常感謝很多議員給我們的指導跟支持，確實我

們很多的報告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提供詳細、細部的規

劃、實際的罐數，或者是剛才提到的靈堂數，這個案子在

110年 5月 7日簽約到現在，提出了執行報告跟可行性評

估，目前其實都還在複審。首先回應蔡議員剛才提到的有償

跟無償，因為當初在考慮用地的取得，我們在評估基地的時

候，從取得土地的成本、時間以及土地的現況，如果本來已

經是土葬公墓，可能要做遷葬，在處理時間上就會非常的

長，所以，以這三點來做考慮之後，如果我們要走有償，事

實上，在國防部的土地，要經過非常多的程序，然後在中央

要排到議程裡面，時間上是非常的漫長，所以最後在考量時

間、成本相關因素下，選擇這一個策略，將來是不是在這個

部分要怎麼樣來處理？事實上，在這個無償的土地取得後，

我們興辦所有的成本，都是可以扣除，真的有盈餘的時候，

我們才會跟軍方有財務上面的處理，財物部分，如剛才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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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提到的，我們都在做各種開發可能的評估、財務分析，到

目前為止，還在評估中，所以我們還沒有辦法給議員們做很

明確的報告，先跟您說明，您剛剛也提到，其實議員一直以

來都非常關心我們殯葬設施，還有我們生命禮儀的業務，羽

化館的量、禮廳的量，還有整個停車的量，整個的規劃，我

們只提供了一個很簡略的配置，因為我們同時也在做全縣的

盤點，其實在定期會您給我們指導，也特別提醒我們應該要

更積極的做前瞻規劃，因為要做未來的規劃，我們更需要做

詳實的盤點，這部分也在可行性報告裡面，廠商花了很多的

時間在做處理、盤點，我們才能對未來的規劃及需求做有數

據的依據判斷，所以目前我們所有的規劃，都還非常的初

步，這個部分是議員剛才所提到的，我們非常瞭解蔡議員一

直非常關心縣立生命園區的規劃，一旦有很詳實的資料，我

們一定會對全縣，尤其是議會做報告，您剛剛也特別提到，

吳菊花議員也提到了，是不是在其他縣市，尤其是苗栗縣的

福祿壽，當然苗栗縣的福祿壽，以及目前新竹市整個園區飽

和，包括還有桃園，我們全部都有參考未來的趨勢，還有目

前已開發園區的優缺點，也是我們可行性評估裡面重要一

環，把優點包括他們的開發經驗，甚至他們開發方式的優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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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都一併列入我們可行性評估報告的資料裡面，包括宜蘭

的福園，也都納在我們參考裡面，這個部分也同步跟吳議

員、蔡議員說明，在納骨塔的數量，剛才何議員以及陳新源

議員，這邊都希望我們在納骨塔的數量上，是不是能夠滿足

全縣的需求？確實如何議員所說的，這樣的報告的確是沒有

辦法，讓議員對我們目前生命園區能夠通盤的了解。這個案

子至今大概三個多月，整個實質報告裡面就是含執行報告計

畫書、可行性評估、興辦事業、土地的測量、鑽探等很多不

同面向，在 1,200萬裡面都要完成，所以在可行性評估裡

面，如同剛才何智達議員提醒的，就是要做非常周詳的調

查，以此調查提出我們真正數量的配置，當然這個數量的配

置還要配合這塊土地本身的容積率跟建蔽率的基礎，這個部

分也跟議員報告，剛才羅美文議員提到之前新埔的案子跟現

在的狀況，我們就是從整個開發的時間，以及取得成本、土

地現況的這些面向，找到一個能夠儘快及早，為我們新竹縣

成立一個生命園區的方向來選擇這個基地，也回應陳新源議

員提到的是不是能夠更詳列這個配置？還有經費的編列，以

目前我們還在做可行性報告複審的情況下，確實沒有辦法跟

議會這邊做很明確的報告，我們再次致歉，等資料整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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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定會跟議會這邊做說明，再一次感謝連郁婷議員對

我們民政處的指教，尤其謝謝連郁婷議員對我們目前現況的

了解，首先回應連議員提到的 1,200萬實質規劃書裡面的內

容，剛剛也跟您報告，可行性評估是裡面的一本報告書，未

來會有興辦事業計畫、環評、水保的規劃，都含在在這

1,200萬的實質規劃裡面，可行性評估的確是需要辦理公開

說明會，但因為之前在提報資料的時候，因為疫情，所以我

們允許在疫情過後，再做說明會，另外，目前的容納量也是

沒有辦法跟議員做很明確的報告，因為這個部分，是在興辦

事業的時候才會提出具體的內容，以上回應各位議員的提

問，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張議長鎮榮)： 

張良印議員。 

張議員良印： 

謝謝議長，非常感謝我們的處長，因為我們縣議會所有的

議員及全縣的縣民都非常的關心新竹縣立生命園區，這整個

的業務報告裡面，目前也還在初期當中，也尚未定案，我想

等我們的民政處整個規劃案定稿、定案之後，是不是請縣府

團隊再次跟我們所有的議員們來做個說明？所有議員非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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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這個議案，也是全縣所有縣民所關注的一個議題，是不是

規劃完備、定稿之後跟我們議會做個說明？這樣子對我們新

竹縣政府以及所有縣民的期待，謝謝。 

主席(張議長鎮榮)： 

各位議員，縣立生命園區目前還在規劃中，規劃內容尚不

明確，等細部規劃定案之後，再請我們縣政府向本會做詳細

的說明，現在就進行下一個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