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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推動高雄市《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 

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5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8分 

地 點：本會一樓第一會議室 

出（列）席： 

本 會－議員李雅慧 

          議員黃秋媖 

議員黃文益 

議員林智鴻 

議員鄭孟洳 

議員江瑞鴻 

政府官員－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法規一科科長陳裕凱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副處長段奇漢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副處技士簡苔芬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股長李薇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地用科科長湯福源 

其     他－趙天麟立法委員服務處特助何國璋 

李雅慧議員服務處副主任郭原甫 

高閔琳議員服務處助理吳國靖 

黃捷議員服務處助理吳京翰 

陳慧文議員服務處助理林力宏 

王義雄議員服務處主任蘇經孟 

中華民國寵物殯葬服務協會秘書長黃文徹  

高雄市獸醫師公會理事長高振庸 

高雄市流浪動物保育協會理事長趙奇華  

台灣愛狗人協會理事長顏杏娟 

英雄之家寵物用品執行總監鄭媖如 

寵物天堂總經理白濤碩 

寵物天堂總監楊鴻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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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天堂陳智暉先生 

誼馨園寵物庄園負責人鄭文筆 

誼馨園寵物庄園經理鄭景琨 

普和動物處理中心經理呂文晉 

康寧犬貓樂園組長劉秀惠 

康寧犬貓樂園顧問郭進吉 

高雄市嗡嗡嗡動保協會理事長龐志鵬 

璽福圓滿有限公司總監陳志強 

璽福圓滿有限公司總監陳珮宜 

璽福圓滿有限公司禮儀團隊凃景汶先生 

安禾田寵物紀念園區經理劉鈞銓 

高雄縣獸醫師公會常務監事許錫帄 

鼎升股東魏俊彥 

社福慈善總會榮譽理事長張美煌 

高雄市土地利用學會總幹事林弘炤 

聖祥禮儀公司董事楊喬名 

聖祥禮儀公司副董事宋芸熙        

高雄市動物關懷協會常務理事林南宏 

祈侑企業負責人簡榮漢 

高雄市環工技師公會理事長林玉青 

合鑫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地用規劃科員賴允強 

主 持 人：李議員雅慧、黃議員秋媖 

紀     錄：黃玉娟 

甲、主持人宣布公聽會開始並說明公聽會要旨。 

乙、與會人員陳述意見： 

黃議員秋媖 

李議員雅慧 

李雅慧議員服務處郭副主任原甫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段副處長奇漢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簡技士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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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智鴻 

鄭議員孟洳 

社福慈善總會張榮譽理事長美煌 

中華民國寵物殯葬服務協會黃秘書長文徹 

高雄市嗡嗡嗡動保協會龐理事長志鵬 

誼馨園寵物庄園鄭負責人文筆 

高閔琳議員服務處吳助理國靖 

寵物天堂陳智暉先生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法規一科陳科長裕凱 

康寧犬貓樂園郭顧問進吉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李股長薇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地用科湯科長福源 

黃議員文益 

江議員瑞鴻 

丙、主持人黃議員秋媖結語。 

丁、散會：上午 11 時 4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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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推動高雄市《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 

公聽會錄音紀錄整理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各界的嘉賓、市府各局處，然後還有我們動保業界的所有前賢，還有所有的記者

媒體先生，還有今天所有的業者以及我議會的好同事高閔琳議員的特助，還有我們

今天的共同主辦人李雅慧議員，大家帄安、大家好。我是高雄市動保議員黃秋瑛，

今天我跟雅慧議員一貣來推動「高雄市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那我們今天會議

現在是開始，那待會兒會議我們所有的流程會依照我們這一張公聽會的邀請函上面

的流程來進行，那會議結束之後不是結束，我希望說今天的會議只是一個開始，在

未來，我們推動寵物生命紀念合法化的儀式合法化的時候，我希望說未來在這推動

的過程當中，能夠協助我們業者解決業者的問題，協助我們的寵物家人他們在購買

這個生命紀念儀式的時候能有一個合法的、比較能夠讓他們安心的一個管道，然後

業者也能夠有法令可以依循，我們公部門有任何問題，我也希望說透過今天的公聽

會，我們一貣集力共策共力來解決。那現在來說的話，今天的會議要開始，由雅慧

議員先介紹來賓跟說明我們今天會議的簡報，在這邊跟大家先說明一下，謝謝。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大家早安，我是高雄市議員李雅慧，首先先感謝在座各位，包括我們公務部門以

及我們相關的協會代表以及我們很多的業者，都有在今天參與我們今天這樣子的一

個「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的一個公聽會。那我想，這個議題已經被討論非常非

常多年了，因為近年來少子化、老齡化的社會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了，那寵物的這

個數量其實也逐年在增加，那我們高雄，為什麼今天我跟秋媖議員要這麼積極的繼

續來討論這個議題呢？就是因為現在高雄市目前的這個家貓犬的登記數量，在經過

農委會登記的數量其實已經是全國第二了，那也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殯葬的一個

身後事的一個需求一定是越來越多，所以說在這個部分，如果我們地方政府沒有再

積極的一個作為，其實業者跟這個我們這些飼養者可能都會無所適從，所以說今天

才會特別再召開這樣子的一個公聽會，那也非常非常希望說能夠多聽聽我們相關的

公部門的聲音，以及我們這個業者跟協會的這樣子的一個意見，我們能夠凝聚共

識，然後很快的能夠制定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法令，是我們今天開這個公聽會的

一個目標。 

那首先，我在這邊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與會的所有的貴賓，首先是我們高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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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這個法制局科長陳裕凱陳科長，再來是我們的農業局的這個動保處的副處長段奇

漢段副處長，再來是我們都發局規劃科科長李薇，歡迎。再來是我們高雄市地政局

地用科科長湯福源湯科長，接下來是我們趙天麟立法委員服務處的代表我們何國璋

何執行長，接下來是中華民國寵物殯葬服務協會的秘書長黃文徹黃秘書長，歡迎

你。接下來是我們獸醫公會，高雄市獸醫師公會的理事長高振庸高理事長，接下來

是幫助我們市政府滿多協助的我們這個高雄市流浪動物保育協會的理事長趙奇華

趙理事長，以及我們社團法人台灣愛狗人協會的理事長顏杏娟顏理事長。接下來是

我們康寧犬貓樂園的郭進吉，你好，郭先生。再來是我們嗡嗡嗡動保協會的理事長

翁志鵬，歡迎，龐理事長，抱歉！再來是璽福圓滿有限公司的總監陳志強，歡迎，

接下來也是另外，也是我們璽福圓滿有限公司的總監陳珮宜，珮宜你好，歡迎，接

下來是我們這個，也是同樣是璽福圓滿有限公司的禮儀團隊，這是…，凃景汶，不

好意思，歡迎你，歡迎你們這麼多位來代表參加。再來是我們民意代表的這個代表

處的代表，高閔琳議員的助理，還有這個黃文益議員的助理，以及黃捷議員的助理

跟陳慧文議員的助理。這以上，那如果…，還有沒有介紹到的嗎？有介紹到嗎？有，

好，都有介紹到，如果有漏掉，我們待會兒隨時做補充，以上。 

那我們今天…，來，我再補充介紹一下，安禾田寵物紀念區劉鈞銓先生，你好，

歡迎你。接下來是高雄縣獸醫師公會許錫帄，歡迎、歡迎。我們現在到現場的是我

們也是這個非常關心動物流浪議題的議員我們鄭孟洳鄭議員，歡迎我們鄭議員。那

還有，我們也看到我們林智鴻林議員也來到現場了，兩位都先坐，待會兒也讓兩

位…。有，我剛有介紹到趙委員的代表。好，來，那接下來我們請這個兩位同樣都

是非常關心今天這個議題的議員，也讓他們跟大家打個招呼，請他們幫我們講兩句

話。等一下是不是？好，OK！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今天的公聽會的簡報，那我們

這個公聽會的緣貣，我們就請我們的服務處的我們副主任來為大家做這個簡報，來。 

李雅慧議員服務處郭副主任原甫： 

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那個李雅慧議員服務處的辦公室副主任，我是

郭原甫，那今天基本上我們這一個公聽會呢，簡單跟大家做一個前言的部分，這樣

子，就誠如我們議員剛剛所說的，就是說現在目前高雄市的家犬跟家貓的數量是全

台灣排名第二，那我們僅次於新北市，那現在這張圖大家可以看得出來，現在目前

我們高雄市的一個數量等於是跟台北市其實快接近，跟新北市比貣來雖然是還有一

段距離，但其實相關的一些關於寵物的一些保障啊、一些權益，我們其實應該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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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來努力這樣。 

然後呢！現在目前其實這個相關的法案呢，現在目前全台灣大家所知道的應該就

是屬於台中市，現在目前已經有訂定相關的法案。然後再來就是說，其實這個法案

的主要目的是說，本身呢其實它的一個直屬機關其實就是農業局嘛！那設置這個的

目的主要就是可能要防止一些寵物屍體的隨意的一個棄置，然後要保障我們市民的

健康跟環境等等的，它其實最主要就是剛剛所說的，就是為了要讓我們的寵物呢它

有一個比較完善的一個、有關於善終的部分這一塊，這樣子。 

那這個法令現在目前呢在台灣來看的話，其實台中市已經有相關法令之外，其實

苗栗縣呢在去年的 8月的時候，其實他們也已經訂定相關法規的一個規範。那針對

寵物的一個遺體處理的方式呢，現在目前呢，其實高雄市在去年的時候也有了，那

陸陸續續其實各個縣市也開始有。那針對可能家犬家貓，我們要提供更完善的一個

有關於牠們善終的部分，這也是我們今天開這個公聽會的一個目的，希望可以做相

關的一個訂定跟規範這樣子。 

好，那隨著近幾年呢，其實我們飼養的寵物越來越多，那也誠如剛剛所說的，我

們的家犬跟家貓是全國排名第二，那基本上其實我們每個家庭當中呢，飼養寵物都

一定有特殊的情感嘛！那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一個有關於法定的自治呢，可以讓

我們高雄市的一個寵物生命紀念服務能更加的完整這樣子。這樣一部分其實來講，

當然是說可以保障寵物的一個善後，那最主要的話也是可以讓各個業者，今天剛好

有各個業者的代表，可以讓這相關的一些業者，他們在從事相關的行業可以做一個

合法，讓等等的相關可以更完善這樣子。好，以上這些是主要是我們的一個前言這

樣子，那我們再來就會請相關的局處幫我們做一個說明這樣，謝謝。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我想這個寵物安葬的相關的這個法令不是只有我們台灣有在討論這樣子的議

題，其實有很多進步的國家都已經早在我們…，早很久了，幾十年前可能就已經開

始在推動了，相對於台灣這個部分，因為這個我們一般人的這個觀念可能還沒有建

立貣來，所以說其實在中央上，他們要訂定一個母法其實也有它執行上的一個困難

度，因為城鄉差距的問題，那跟這個地方政府一直沒有辦法達成共識，所以說我們

才有需要這樣訂自己的一個一套的一個自治法來做推動。 

我們知道我們的這個動保處這邊，其實已經有訂定了自己先擬定了一個草案，那

是不是也請我們副處長在這個部分先幫我們做一下簡單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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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段副處長奇漢： 

兩位今天公聽會的議員，就是黃議員跟李議員，還有包括林智鴻員，還有鄭議員，

那等一下我們請我們同仁先做一個簡報之後，我再做一個補充說明，以上。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簡技士苔芬： 

各位貴賓、各位議員，大家好。那我今天代表高雄市農業局動物保護處為大家在

今天的公聽會先做一個簡單的業務簡報，幫助大家在今天的公聽會能夠比較快速的

掌握跟聚焦。那我們提到這個寵物生命紀念業，它算是一個比較新興的行業，那比

較尷尬的處境就是目前其實沒有相關的法令去做規範，要用什麼樣的法令去讓業者

取得合法化呢？我們今天會在簡報裡面有一個簡單的提要跟說明。 

那我們先從名詞的部分來定義，在這幾年來說，議會對於這個案件來說是相當的

關心，那很多議員在提到這個案子的時候比較會用寵物殯葬這樣的字眼，那我們府

內目前的規劃，未來在寵物生命紀念管理的這個部分，我們會用「寵物生命紀念」

這 6個字下去做規劃，那原因是因為目前全台灣在針對這個所有業別的法制上面的

話，它只出現在區域計畫法裡面，有在變更編定執行要點裡面出現了這 6個字。那

針對殯葬的這個部分，在內政部的見解，他們比較希望「殯葬」是專屬於人的用字，

那所以未來我們在寵物這一塊的話，我們府內的規劃會使用「寵物生命紀念」這樣

子的字眼。 

那我們提到今天的主軸就是合法化的部分，我們今天會分成四個面向來說明，如

何讓業者能夠在這個業別裡面取得合法化。那第一個面向是在經營的合法化的部

分，第二個面向是在用地的合法化，然後第三個部分是其他法令，最後是回歸到我

們這個整個寵物生命紀念業的營業行為的管理，今天會分這個四個區塊跟大家做說

明。 

那第一個，在經營合法化的部分，目前的寵物生命紀念的公司大部分都已經有去

完成公司登記，那原則上這個公司本身的合法化，它只要有去完成公司登記、商業

登記，然後在稅籍的部分跟財政局有做這個稅籍的登記，之外呢，你可能還依這個

商業團體法去加入相對應的公會，基本上在經營部分，公司的本體都是可以取得合

法化的。 

那在商業登記的部分的話，目前因為中央沒有特定的法令去管理這一個業別，所

以它目前的營業登記項目是被劃分在寵物商業類下有一個細項叫做寵物生命紀念

服務，那它這個服務內容的話，它是有把這個屍體火化的業務除外，這個是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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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21號在分業標準裡面新修訂的。那除了這個火化之外，就是火化的話，我

們就是把它分類在這個 999這個未分類的其他服務業。那目前雖然沒有自己的行業

別，但是大家可以去用寵物商業或者是這個 999，去登記你的公司商業登記，所以

在這個公司登記的這個部分是不會有問題的，不會影響到公司登記。 

那第二個主軸是回到我們的那個用地合法化，我們剛剛有提到說這個寵物生命紀

念設施，它唯一目前出現在台灣的中央法規，就是出現在這個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執行要點的第 8點裡面有，在 107年增列了第 28項寵物生命紀念設施，那在這個

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裡面有，在容許項目裡面新增了一個在殯葬用地可以容許用做

灑葬，那這部分的話，殯葬用地它只能做灑葬。那寵物生命紀念設施的話，它完全

就是走變更編定的類別來做它的使用地，那我們有去問過中央權管機關，就是農委

會，在這個設施的定義別上面，它目前是沒有給我們定義的，那所以未來這個部分

可能由我們地方自己來做定義。 

再來其他法令的部分，未來業者在經營上面會比較碰觸到的這個相關法令大概是

這個空氣污染防治法；然後可能在用地的部分，會觸及到如果你有農地要做非農業

使用的話，可能會在農業發展條例裡面要去適應它的一些規定；然後未來在你們的

這個設施的用水跟排水部分，會涉及到水污染防治法；然後最後是包括你的整個建

築物本體，可能回歸到建築法、消防法這些相關的法令。 

那回到我們今天的主軸是寵物生命紀念的管理這個部分，因為中央目前的定義就

是只有在用地這一塊有去做了開放，那其他相關的管理辦法，中央其實是沒有去明

訂的，那是不是由我們高雄自己來制定呢？我這邊先跟大家說明一下，目前大家比

較常提到的就是說台中都已經有自治條例了，我們高雄是不是應該要有自己的自治

條例？那我們來說明一下台中的法規現況，台中目前呢他們在 106年、107年的時

候，分別發布施行了他們的寵物屍體的自治條例跟管理辦法，那他們的管理範疇目

前是規劃了設施經營業跟關懷服務業這兩個業別，然後分別去規範關懷業跟設施經

營業的設施，那施行的現況來說，台中目前他們核准的案例只有發出寵物生命關懷

服務業的許可證，然後在這個設施經營業，也就是大家比較重心比較觸及到的焚化

跟骨灰的存放，跟這個樹灑葬的部分它是完全沒有發出許可證的，那這個原因還是

受限於他們的硬體設施，在他們自治條例裡面他們在第 5點他有規範說，他需要設

施需要取得用地的合法化。然後第二個是他這個興辦事業，就是合法化的文件需要

有中央的核定，然後所以因為卡在這個部分的話，台中其實在硬體設施部分目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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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沒有發出許可證的。然後第三個困難點是，他們的興辦事業用地主要大部分還

是受到山坡地 10公頃的限制，因為台中的山坡地比較多，然後他們的山坡地比較

分佈在他們的山線這個部分，那海線這個部分因為比較不屬於他們的生活圈，所以

申請的業者意願比較少，所以受限這個部分的話，台中的業者他們送審的案例目前

是完全沒有。 

那我們高雄市因為議會一直對這個議題非常關心，所以其實我們也一直著手在規

劃這個部分，那我們的管理方案未來怎麼訂呢？因為中央他一直沒有去定義這個設

施，原來我們去問農委會，他是說他會告訴我說，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他包含哪些設

施？但是最後公文的往返他是並沒有在這個部分給我們明確的文字去定義。所以未

來我們高雄市府內的規劃會用自治法規的部分，或者是審查條例裡面去定義這個設

施的內容。那我們目前府內的規畫未來在高雄市我們就不朝向台中的規劃方式，我

們只會在整個業別裡面去設計一個業別叫做寵物生命紀念業，然後經營這項寵物生

命紀念業的業者它可以經營四項設施，第一項是寵物生命關懷服務設施，主要指的

是辦寵物生命關懷活動的設施，就是可能就只有一些焚香禱告這樣的活動。第二個

設施是寵物屍體的處理設施，主要指的是未來我們規劃的是專供焚化或其他方式處

理屍體的設施，那這個部分我們就也不像台中市只寫焚化，因為未來可能業者部分

會有一些先行的其他水化還是氣化，相對的我們都把它先用處理設施下去做規範。

第三個是寵物骨灰的存放設施，它只專供存放寵物的骨灰的建築物、牆塔這樣的形

式存放設施。那第四個是骨灰的植存設施，他這個是比較屬於室外的拋灑的設施，

就是沒有涉及到建築物的部分。大概會以這樣一個業別四個設施的概念下去做定

義。 

那規劃的方向，我們這邊要先說一下這個法律的位階，因為議會這邊一直要求我

們以自治條例的方式下去制定以取得所有業者的整個業別的合法化，我剛才前頭的

說明，在這個用地的部分，因為他用地的部分它最後還是會回歸到區域計畫法，在

第二階的法律母法的部分，那以我們自治條例現階段其實它並沒有辦法去踰越區域

計畫法的這個架構，所以如果我們單用自治條例去訂定的話，它未來可能還是只能

說現在行為的管理部分，那在用地的部分它還是會回到上一階，前階的法律位階去

做適用。那所以我們未來的規劃在整個的法律位階來看的話，經營合法化、用地合

法化跟其他法令這些東西可能業者未來要先去適應合法之後，我們才做最後一階的

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或者是管理辦法的營業行為的管理，這樣的法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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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的進程大概目前府內的規劃是先朝向能讓業者在用地的部分，也就是在母

法的部分先能夠取得，有方法能夠取得用地的合法化。那這個部分因為中央並沒有

訂定相關的興辦事業的審查要點，所以府內目前的規劃會先從這個訂定審查作業要

點的方向下去前行，讓業者能夠有所依循去提出他們的興辦事業計畫，然後讓府內

機關去送審之後，讓他們能夠去完成這個土地的編訂。第四個之後我們才去訂定相

關的自治條例或者管理辦法去納管他們相關的營業行為。 

那我這邊有統整了一些未來業者可能在合法化的路上可能會遭遇到的困難點，那

前兩個部分在興辦事業計畫的審查跟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的審查，這兩

個部分可能是業者在用地上面可能會比較遇到問題的點是，它這個興辦事業本身要

提出滿多樣的資料，然後包括如果你取得的用地是農地的話，它會有一個農業用地

要變更做非農業用，要變更做非農業使用它還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審查，這個可能是

業者未來在用地要取得合法化的路上最需要面臨到的一個關卡。 

那第三個部分是在先行使用的部分，為了要申請這個興辦事業取得用地的合法，

他會，業者會需要送一個興辦事業計畫書來讓市府審定是否能夠去作變更編定，那

在這個用地的部分可能現行有一些業者它沒有辦法就地合法化，因為會面臨到這個

先行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第 15條的這個使用管制規定，那這個罰金的話就是 6到

30萬，這個可能是業者未來會比較遭遇到的困難點。第四個部分，是我們在這個興

辦事業的變更編定要點裡面他有一個細項是規定說，你們擬具的這個興辦事業計畫

如果位在山坡地的話面積不能少於 10公頃，那我知道有滿多業者他目前現行的用

地可能就是在山坡地上，那這個部分原則上你就是可能要把地買到 10公頃，那否

則的話這個部分原則上大概也是沒有辦法解套。然後其他的部分大概就是在，原有

你本來在經營的設施的部分可能都要加裝一些空氣污染的防制設備，未來在你的公

司跟土地合法之後，其他周邊的這些行為就是排放廢氣的這些行為，你才有辦法合

乎其他的環保法令。 

這個是一張這個農地的圖，我們剛才提到這個先行使用，就是現在有一些業者他

可能已經在現有的，或者工業用地、建地或者農地上面，那未來如果說在農地上面

做申請的話，可能在興辦事業送審之前，主管機關大概在用地的部分都會先要求要

回到素地的狀態去作申請。 

然後最後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有一些業者比較關心的問題是這個商業登記業別

新增的部分，因為滿多業者在推動這個整個產業的合法化的過程，會很希望積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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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得到一個自己的業別，能夠去成立自己的一個公會，那今天我不知道經發局的同

仁有沒有到現場？等一下可以幫我補充說明，我有大概詢問一下經發局的同仁，他

給我一個函釋，原則上這個依公司法他們在經濟部，中央權管是在經濟部，地方權

管在經發局，他們在這個新增一個特許的業別的時候，他會希望這個公司業務要依

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的命令，如果說我們用自治條例的位階的話，他其實原則上如

果農委會他沒有去中央權管這整個業別的話，依我們自治條例地方自治來講的話，

在經濟部是不會給予一個新的行業別，那依據的是這一個函釋。 

那我剛才前面有講到說，即使我們沒有一個自己的業別，一樣還是可以用寵物商

業這個業別去做登記，所以公司登記這個部分即使沒有自己的業別也不會不合法，

那我後面有附了一些簡單的興辦事業審查計畫表，幫助業者可以比較簡單的了解，

未來在興辦事業計畫審查在提送的流程這樣子。這個是農地非農用的審查，大概會

有一些表件需要業者去提出，那所以這個未來在合法化的進程上來講，其實還是滿

長的一條路。 

那我這邊，各位手上有的是我們的自治條例的草案，我今天有帶來我們管理辦法

草案的大概總說明，我們未來的架構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管理辦法裡面它訂

定的管理項目，主要還是在這個許可證的發放跟撤銷的部分，那所以主要能去管的

它沒有辦法去縮限到用地，因為架構上它還是會回到母法這個區域計畫法，那所以

未來的架構可能還是先會在這個審查辦法上面先下去做著手，然後幫助業者取得合

法化這樣的進程，那我今天簡單的簡報就到這邊結束，謝謝大家。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謝謝，我這邊再補充介紹一下，我們今天來的與會的貴賓，英雄之家寵物用

品執行總監鄭茵如鄭總監，歡迎。那是不是請副處長來幫我們補充一下剛剛的簡報。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段副處長奇漢： 

今天我們公聽會的主席黃議員跟李議員，包括我們林智鴻議員，還有各位來賓大

家好，其實動保處在這邊做一個補充說明，第一個就是說有關於高雄市寵物生命紀

念自治條例這部分，其實在議會多年來有很多議員在關心，譬如說包括陸淑美副議

長、高閔琳議員、李柏毅議員、邱俊憲議員等等，超過 20位以上的議員在關心這

個案子。第二個是有關於寵物殯葬業者他目前合法化基本上都卡在第一關，就是土

地合不合法的問題，因土地在中央有土地使用規範的限定，所以寵物生命紀念設施

土地他要合法，他都會走興辦事業，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所以目前僅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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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樹灑葬區可於殯葬用地以外，納骨塔或是焚化爐設置他皆頇變更為特定用地。 

第三個部分就是說，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其實無法逾越中央土地使用的規範限

制，所以說它只有規範說業者在土地合法化之後從事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之行為；但

是若自治條例先行制定完成以後，業者土地他又沒辦法合法化，若經檢舉，它有可

能說，它或許通過自治條例，但是它土地還是違法，違法使用的部分由相關單位做

處理。第四個就是說，動保處曾於 107年和 109年函請中央來釐清寵物生命紀念相

關設施的範圍，但是中央其實皆函覆說目前尚無相關制定規畫，在去年年底的全國

動保聯繫會議在台中舉行的時候，動保處有再度提出說，建請農委會來研議訂定寵

物生命紀念設施興辦事業的計畫審查要點這案子，會議就決議說，因為農委會他們

要成立一個所謂的寵物管理科，整個管理科在成立之後，會通盤來檢視寵物生命紀

念業涵蓋的範圍以及相關的管理制度之擬定，這是他們後來會議紀錄所函示的。 

第五個是說，為不悖離中央旨意透過使日後自治法規無法進入實質管理化，目前

會先朝向輔導業者土地合法化，所以我們會研訂說，本市寵物生命紀念設施的興辦

事業審查要點的方向來執行，當然這個部分也會視中央農委會未來規範的方向，所

以說輔導業者完成用地合法化之後的程序，再搭配我們今天自治條例來研訂以後，

才可以順利進入所謂實質管理階段，以上報告。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那我們就請我們林智鴻議員來幫我們做…。 

林議員智鴻： 

謝謝這麼有前瞻而且有遠見，而且進步的法案的擬定的公聽會，謝謝李雅慧議員

和黃秋媖議員，還有孟洳議員一貣要推動這個法令。那這是一個進步法案，也是象

徵我們一般人對於寵物生命權的看待、重視的一個法案。剛才聽副處長講貣來應該

還有幾個關卡要過，第一個就是說變更為特目用地這件事情，所以這個要怎麼走？

到時候可以請主管機關再跟大家作一個協助，就是說要到立法管理而且是符合民間

企業跟我們所有的動保團體、關注寵物的所有每個人對生命的期待這管理辦法，大

概剛才講用地以外，還有需要那個興辦事業登記等等這些程序，看來是會有很繁瑣

的一個行政程序的過程。 

那我們這邊跟大家做宣示，今年秋媖議員跟我都是在這個法規會，我們希望說是

不是有一些草擬的版本當作一個參考，我們先在法規會可以，就是公聽會蒐集大家

的意見之後，把意見彙整完，我們可以在議會的法規會，就是在訂定自治條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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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可以更務實、更具體的可以讓這個自治條例被成案這樣，中間會有幾個過

程，比如說，土地興辦事業等等行政程序的部分，大概分幾個層次，法律層次、行

政層次和管理辦法的層次，這樣自治條例定下去之後，就是對所有對這件事情有關

注的、想要參與的人，有一個要符合大家需求的管理辦法，這是一個自治條例的精

神，所以我們會在法規會協助大家來做這件事情，需要大家更多在第一線實際執行

上的意見，才有辦法讓這樣的立法更周延、更符合大家的期待，以上，謝謝大家。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謝謝智鴻議員，期待說我們今天這樣的公聽會之後，相關的這個草案能夠儘

速在我們的法規會達成一個共識，這樣子在一步一步的推進會比較圓滿一點，那因

為今天兩位議員都有各自的行程，現在也是邀請鄭孟洳議員向大家說幾句。 

鄭議員孟洳： 

謝謝今天與會的大家，因為寵物對我們來講，就是情感和家人一樣的存在，像本

身我們家就養了五隻狗狗，其實說實在的，對於我們要如何去送我們寵物最後一

程，我們是非常重視的，不希望隨便被對待，但是有一個自治條例讓我們的業者都

有所依據，對我們來講都是非常好的，那其實這個趨勢很多不管是民意代表和民間

團體其實都有在做討論也有在倡議，那我也希望說我們的市府甚至中央，我們有一

個完善的法條、有一個完善的規範，不管對我們的業者、甚至是我們的飼主和寵物

來講，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那希望說可以在這方面我們都是一貣來加強，謝謝。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謝謝，剛剛相關我們動保處的簡報，不曉得現場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要提出

的？有沒有？如果沒有的話，我這邊有幾點我想要特別的了解一下，剛剛有提到說

未來經營合法化的這個規劃，裡面有提到所謂的 9990未分類的行業別是什麼？這

個其實有一點模糊，待會兒請動保處也說明一下大概是有哪一類型的？再來就是用

地的部分，如果說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凌駕就是我們的法律嘛！在這個取得用地的

部分的限制現在沒有辦法突破的話，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輔導這個相關的想

要朝著合法的這個業者來努力這個部分，等一下也請一併做補充。 

再來有一個例子我在這邊跟大家作分享，就是說去年其實有一個寵物安葬、骨灰

安葬的一個業者，他就是登記了這個倉儲業，然後這個好像相關的規範他是沒有限

制場所的，所以他放置的地點、他登記的公司就是在一般的住家大樓裡面，那要進

駐之前造成整棟大樓的恐慌，到後來還是民意代表就是多少，大樓就出了一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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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代表也掏了一些錢，請他們不要在這邊設置這個公司，其實未來如果說相關的

這個用地，或者場所上的管理辦法沒有明確的限制，這還是會不斷的在發生，這個

是站在一般民眾的角度，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你們也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在相關的一個草案管理辦法上也能夠做相關的限制。以上是不是再請副處長幫

我們做剛剛的幾個問題的回復。 

高雄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段副處長奇漢： 

    議員，我請我們同事跟你回復好不好？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OK。 

高雄市政府動物保護處簡技士苔芬： 

    大家好，剛剛議員有提到這分業別999的部分，因為今天我們經發局的同仁沒有

來，這個由經發局來解釋可能會比較清楚。那原則上現在所有的公司商號他有一個

商業登記，他都會有他的項目別，原則上，我問經發，這個因為不是我權管，所以

我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問過經發局的同仁，原則上這個公司登記是你只要有登

記，他只要看你有登記，你登記什麼項目、細項，他其實是不管的，那原則上他還

是會希望你做什麼業務就登記什麼。那我剛剛提到的999的部分，就是說其實大部

分，我知道現在的公司，幾乎每一家都會登記999，那也就是有登記999的，未來就

是可以做焚化這個項目。那焚化之外的這個他有特列一個新的細項，就是在寵物商

業類下面有一個寵物生命紀念，大概是這樣子的分類。 

    那在用地進程的部分的話，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自治條例的訂定並沒有辦法幫助

業者在這個階段去取得合法化，它比較不像其他業別，像夾娃娃機業，他可能只要

一個簡單的自治條例就可以去規範相關的商業行為。因為我們這個業別的話，它比

較特殊的是有設施用地的問題。在區域計畫法裡面他就把它單獨列出來，有一個特

定縮限的用地限制，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單單透過自治條例去讓他取得合法。未來在

這個合法的部分，因為目前有詢問過中央，他們雖然是有規劃，但是不知道他們的

進程怎麼樣，所以目前府內的態度是積極朝向如果中央不做，我們就先訂定這個相

關的用地的審查，未來中央不訂，我們地方就自己訂，自己審。那我們這個整個審

查要點，其實我們手上有一個簡單的草案了，那未來如果說要做到可以施行的話，

大概是我們局內函辦，所以這個進程其實不會很久。那可能就是在會審單位一些審

查要點部分，我們會積極的去取得一些相關的細項，讓這個審查要點能夠儘快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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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讓業者儘快有一個依循，能夠儘快送件，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審這個用地的部分。

那後續在針對業別的管理，我們去訂定自治條例或者是管理辦法去管理這個業別，

這樣子去發放許可證。 

    那剛剛議員有提到大樓裡面去做設置的部分，因為這個部分是屬於都內土地的部

分，他比較不是涉及區域計畫法裡面變更編定的部分。那因為今天都發局我們裡面

有同仁來到現場，是不是由都發局的同仁來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我們現場還有沒有其他相關的問題要提出的？有嗎？好，麻煩麥克風遞一下。 

社福慈善總會張榮譽理事長美煌： 

議員、大家好，還有我們市府裡面的各位科長。其實業者可能要聽的，除了我們

的自治條例、自治法規以外，這個土地要怎麼合法化？我想今天大家來，在商業登

記的部分，我想業者們都已經有了，對不對？在場應該都已經有了吧！商業登記都

已經有了，這個合法是沒問題。但是因為殯葬的問題、生命紀念館的問題，怎麼樣

讓這個土地合法，這個是農業局那個動保處這邊應該會有，在你們編定自治條例，

你看台中的、苗栗的，他們的用地都沒有很明確的告知，只是說按照土地管制規則

去執行。當然我們有編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對不對？第28項，第28項對不對？他有

這樣的一個規範，那是不是朝這個方向，我們在制定的時候把它明確化，這才是重

點。我們應該自治條例裡面，要突破台中、苗栗的這個盲點。謝謝。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至於這個部分，剛剛我們有做過說明，就是在用地的審查要點，如果說未來

中央的母法上速度還沒有那麼快的話，我們地方上就會先有一個嘛！對、對、對，

那是不是跟我們報告一下這個期程好了，讓我們的業者也稍微比較安心一下，就是

說在這些相關的審查要點，大概什麼時候可能可以執行，正確的執行。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段副處長奇漢： 

其實剛剛我們同仁有報告過，其實我們這個審查要點的草案其實已經出來了，我

們現在等於要經過一個行政程序，大概到農業局，由局來發布，可能至少要差不多

三個月到四個月的時間應該是可以完成。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好，那剛剛動保處段副處長說的他是針對我們地方的自治條例，那推動了這麼多

年，我覺得今天很高興有看到我們動保處提出了草案，有了一些進步的作法。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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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業者他有提到的部分來說的話，其實他是比較屬於偏向在中央法令要解釋的部

分，這個部分之前趙天麟委員的那個台北辦公室有協助我們在處理這個法規、土地

限制、用地合法的問題，那農委會目前還沒有做個說明，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說

明。那我們也知道在去年110年的時候，我們農委會有成立一個寵物科，所以我們對

於新科室的成立，我們對於它的期待也賦予重望。希望未來他透過農委會動物管理

科，它是動物管理科的成立，能夠跟我們地方更接地氣，了解我們所有現在我們的

寵物家人的需求，那有需求才會有業者介入這一塊來做服務。那業者在服務的時候，

法令上一定要有一個能夠讓大家合法去經營，比較有保障，不只保障業者，我們也

保障業者的員工，那也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所以你這個部分來說的話，我們這幾

位議員跟趙天麟委員都有一貣在努力。 

好，接下來還有沒有業者要提出問題，或是我們的寵物界？好，謝謝。我們等一

下跟其他相關的問題一併答。 

中華民國寵物殯葬服務協會黃秘書長文徹： 

議員、動保處的官員以及各位先進，我們是寵物的殯葬業者，那麼目前最困難的

大概就是土地的使用合法化，如果門檻訂得那麼高，雖然說他是有，我曾經問過農

委會的技正，他說有啊！可以做特定事業或是目的事業來做變更，但是那個是非常

的繁雜。所以說我們業者還是建議不要訂得太高，你訂得太高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還是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差不多在台灣我們業者就是因為土地的使用沒有辦法合法

化，這是我們最困難最困難的地方，所以在這個地方看能不能說能夠降低門檻，讓

我們都合法化。因為現在的寵物火化都是寵物業者在做，雖然說宜蘭有設置一個公

有，但是他們那是比較屬於那種集體火化的，個別火化還是業者在做。雖然說容許

業者在做，但是門檻又訂那麼高，業者又取不到合法化。那還要做這個工作是為了

這個社會的需求，我們這些業者是為社會在處理寵物火化的這個部分，做出了這個

貢獻。但是政府就是沒有辦法給一個合法化，這是有一點遺憾。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這個大家都集體面對的問題。好，我們感謝中華民國寵物殯葬服務協會的秘書長，

黃秘書長他的意見。他代表所有的業者提出來的都是大家共同的心聲，那針對這個

你也可以看得到我們今天的標題，就是高雄市寵物生命紀念。我們為什麼沒有叫做

寵物殯葬？因為殯葬其實在法令上的解釋，寵物是不是有殯葬這個適用這個條例？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我們跟動保處都一直在努力，希望說能夠用生命紀念這



17 

個這樣的字眼，能夠另外讓法律去說明，說明說你們的服務是不是有哪一種，不要

用適用於殯葬的項目的法令，我們適用生命紀念，這個目前是一個新的事業，由新

的事業我們另外再來解釋說明。我相信就跟剛剛的議題一樣，這個是未來我們要努

力的方向，那今天的公聽會不是結束，是開始，謝謝。請你繼續，謝謝。 

中華民國寵物殯葬服務協會黃秘書長文徹： 

關於這個名稱的部分，我想跟各位報告，我們剛剛創立、創會的時候也是高雄的

這個郭進益理事長，他創會的時候，那時候的那個名稱是中華民國寵物往生服務協

會，後來我們在第三屆就換呂國文理事長，那時候就向內政部申請就改為寵物殯葬

服務協會，所以在這個地方，他們內政部也做了很多的討論。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解釋說明。 

中華民國寵物殯葬服務協會黃秘書長文徹： 

解釋。台大教授李茂生教授也認為說並無不可，這個為什麼不能夠用？因為殯葬

涵蓋的那個字義就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們應該是說讓我們這個行業讓人家很清楚

就是說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所以這個名稱，你弄了一個什麼生命紀念，有時候我們

把名片拿出來看，你到底在做什麼，人家看不懂。但是你如果講殯葬的話，馬上很

清楚。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能夠名詞上就是用寵物殯葬，這個就非常的清楚，社會

大眾也非常了解這個。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對，我相信業者提的跟我們在法令上要說明的不相衝突，業者你要做寵物殯葬業，

要在你的名片印上寵物殯葬這幾個字眼這個都是可以的，你只要公司登記就ok。但

是我們在法令上的推動來說的話，有一些法令既有的限制，我希望說業者也要了解，

了解法令上公部門的困難。當然我們會儘量朝向大家的意思，只是因為之前，今天

處長沒有來，之前處長在說明的時候是希望用生命紀念這樣的方式，來讓中央另外

來說明，他們就比較有法令可以解釋的空間這樣子。謝謝。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那我們現場還有來到另外一位議員，黃文益議員，待會也請他給我們指導，

謝謝。剛才我想我們的業者都有提到…。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不好意思，我今天還有一位貴賓要發言，就是我們嗡嗡嗡動保協會的龐志鵬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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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他代表我們寵物業也簡單的跟大家說明，謝謝。 

高雄市嗡嗡嗡動保協會龐理事長志鵬： 

    那各位議員和各位貴賓，大家早。上個禮拜動保處有開過一次那個公聽會，管理

辦法的公聽會，我上次就有代表黃秋媖議員發言。那其實這個法，我相信不只是要

保障業者，也要保障消費者，所以這個法是一定要訂，管理辦法是一定要訂。但是

訂了之後如何去合法才是最重要的，上次發言我就有提示了，現在唯一比較可行而

且快速的方法就是，第一個，如果這業別大家不care的話，那就是比照我們寵物商

業同業公會，在寵物商業這一塊，因為我們之前努力了很多年才通過了農地容許的

使用辦法，我們現在全省各地已經可以開放申請容許，你的土地可以蓋到60%，這是

容許的這一塊。如果說，因為當初我們並不知道殯葬業是屬於我們寵物商業這一塊，

所以我們當初在開會都沒有討論到這一塊，所以我們就是只有在繁殖、買賣、寄養，

甚至訓練我們都把它放進去了，所以都可以走容許這一塊。這一塊會比較快速，而

且可行性也比較高。 

那另外就是這個法過了之後，我們去申請了，第二點就是我的地上物我已經蓋好

了怎麼辦？剛剛承辦人有講，你的地上物你需要把它再移為素地，要不然你會被開

罰6萬元。相信大部分業者都已經蓋好了，這將是未來如果這個法通過的話，會是一

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是不是可以比照，相信地政局也在這邊，比照我們之前畜牧的

一些豬舍、雞舍，就是開罰6萬之後，就讓他補正後面的程序，這樣子的話可行性會

比較高。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大家。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謝謝。龐理事長的提議，我們會把他列入會議紀錄，事後我們在議會我們會幫忙

追蹤。再來貴賓補充，就是普和動物處理中心經理呂文晉先生。接下來最後一位發

言，就是協終生命禮儀公司誼馨園寵物有限公司鄭負責人。 

誼馨園寵物庄園鄭負責人文筆： 

    與會長官和議員大家好。因為我現在看到這個台中市法規現況，他興辦事業計畫

用地條件受制於山坡地10公頃。那如果說我比較自私一點的話，如果說以我現在誼

馨園寵物庄園的土地剛好是位於卡在山坡地，那如果受限於10公頃以內的話，其實

我已經打算跟我們那邊的飼主說，不好意思，我可能要歇業了。因為現在10公頃的

土地在南部來講的話，其實說真的也不好找。如果要找的話，像上次在動保處開會，

他說土地的規劃跟用水，其實我們現在所有的業者，我相信大家都是找在農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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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就是山坡農牧用地。那關於土地上的問題，其實討論了那麼多，開會開那麼多

次，其實還是業者最大的困難點之一。所以我想說藉由這次的機會，能不能反映出

來就是說，土地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範圍之內，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做，不

然現在開會開那麼多次，你說土地要合法化，要如何合法化？其實很多業者還是像

無頭蒼蠅這樣子，要去找哪一條法令？怎麼建？用水、排水要去怎麼做？其實都還

是一個大問題。謝謝。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謝謝，謝謝鄭先生。業者通常來說的話，面積大概都多大？大概多大？ 

誼馨園寵物庄園鄭負責人文筆： 

依我現在的土地，大概是1,560幾坪。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大概3分多。 

誼馨園寵物庄園鄭負責人文筆： 

大概5分多。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好，謝謝。好，那我們請高議員的助理。 

高閔琳議員服務處吳助理國靖： 

    兩位會議主席，李議員跟黃議員，還有我們與會的黃議員，黃文益議員、鄭孟洳

議員。我這裡代表高閔琳議員發表那個意見，高議員在非常關心我們動物保護的福

利，持續也監督市府動保處推動政策，其中還包括積極協調為市府爭取了經費，成

功爭取設立燕巢的樹灑生命園區。這一座園區也是全台灣第一個合法公立的動物生

命紀念園區，也非常有指標性。 

    另外，針對輔導規範本市府殯葬政策與輔導業者，高議員早在2019年11月27日就

召開了公聽會，主題就是給毛小孩的善終，一一的推動了高雄市的寵物自治條例。

針對訂定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或者是我們高議員邀請的專家學者與動保處的學

者一貣探討。 

    第二個，在高議員主持的公聽會上明確的表達幾項結論，其中的一個結論就是市

府制定自治條例，高議員也在建議動保處參考台中自治條例，要求自治條例改為寵

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這個名稱也就是今天我們現在議員召開的公聽會名稱。其間

高議員也是很陸續地執行動保處的相關進度，不過動保處遇到的問題，包括了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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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定型化契約，還有環保問題跟土地取得，特別是輔導業者的合法土地才是第

一個關卡，因此建議要先訂定興辦事業審查要點，並需要動保處積極地與農委會持

續溝通，盼望中央、地方政府能夠正式重視這個相關問題，積極地予以措施讓業者

可以遵循合法的經營。 

第三個，感謝與會專家、代表提供寶貴的建議，給我們高雄市修法帶來了很多想

法和提醒，未來高議員也會跟各位議員都持續地在市府一同努力制定相關法律政策

，謝謝。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謝謝高閔琳議員的服務處代表，那我們後面是不是還有一位有意見？ 

寵物天堂陳智暉先生： 

各位長官、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本身是水土保持技師，就是說我針對這一種開

發行為其實是滿敏感的，那首先先講到興辦事業計畫位於那個山坡地 10公頃的限

制。那第一個 10公頃的限制，如果將來還是採用這 10公頃限制一定會牽涉到環評

，那環評在審查的過程中至少是兩、三年，而且業者會付出的開發成本會相當的大

，不僅是土地取得的成本，上千萬、上億，包含環評做一次貣碼至少兩、三百萬，

三、四百萬，那就是說是否是建議在母法中有增加一些建議就是面積，或者是增加

審查的作業要點、審議規範等等，可以參照一些回收廢棄物，甚至是興辦事業、興

辦文化事業，他們都會在母法推行的過程當中有增加一些審查作業要點跟審議的規

範，就是有明確的來去針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2-1條，這一條就是 10公

頃的這一條來做一些解釋跟說明這樣子。 

第二點，那剛剛有提到環評的部分，那我們今天在那個公聽會這邊有明確的指出

，我們未來將用寵物生命紀念設施這幾個字，有把殯葬這個，我們把這個殯葬做為

人，隷屬於人，寵物的話就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但是在那個環評的部分，環評他在

開發行為界定有好幾種，好幾十種，那裡面目前就只有殯葬這兩個字，那我們在環

評的相關法令裡面是不是要增加寵物生命紀念的一個開發行為？因為每一種開發

行為一定會牽涉到是否要環評，這個一定是到後面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所以說我建

議相關的主管機關在制定的時候，也可以邀集環保單位共同來討論這個開發行為這

樣子，那以上是我的兩個問題這樣子，謝謝。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這兩個問題都相當的重要，尤其是剛剛我們業者也有提到，就是說山坡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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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10公頃的限制，它其實衍生出來的就是我們現場這位專家點出的這兩點，就是

在環評上有時間跟造成業者成本上的這個耗費的問題，這很重要。再來就是名詞跟

這個環評的相關規定的衝突，這個部分是我們法制局可以跟我們做說明，還是說我

們動保處這邊？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地政。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地政局，是，好，都可以。好，ok，好，我們先請我們法制局針對這個問題來做

一下回應。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法規一科陳科長裕凱：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法制局第一次發言。其實剛剛討論那麼

多，就是動保處的那個簡報他有提到一個點，就是說這可能是一個新興行業他一個

尷尬的處境，因為現在我們…，我剛有統整貣來，有幾個問題就是大家都還有一些

爭議嘛！第一個就是連名稱是叫生命紀念或殯葬就有一個爭議，剛剛理事長有提到

確實學者，那個李茂生學者，就很多學者，甚至中央單位對於是不是要叫做殯葬或

是其他名稱，本來就有諸多爭議，這個沒有什麼絕對的對錯，這本來就是每個人見

解不同，所以從名稱開始本身就大家需要討論。 

過來，從業別、從經營到用地、到行為，這個部分都是每一個關卡必頇要去突破

的。其中如果說業別的話，我想不管是目前以那種商業管理的話，其實你經營不是

你登記的項目或是用那個所謂的 999那個去代替，這個都是可以解決的問題，甚至

以後新增，這個也都可以解決，所以這個問題也不大。然後在經營的部分，我們在

自治條例裡面，因為地制法，我們本來就是可以對那個工商事業的管理或是農林漁

牧業的管理去做自治條例，所以這個部分也不會是問題，也是這一次動保處他自治

條例的核心。行為的部分，我們不管經營任何行業，我們都必頇要符合那個空污法

、水污法、廢清法的規定，所以這個我相信各位業者也不會是問題，也會都努力地

去適法，所以確實真正的問題的核心就是卡在用地的容許使用合法的這個問題。 

這個部分甚至剛剛還有那個與會同仁也有提到關於那個環評的問題，現在問題就

是在於說這是一個新興行業，確實不管你中央在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是環評

法，他根本沒有想過這樣一個新興業別的產生，所以這個部分，有些部分我們有點

像多路並進，可能我在商業登記那部分我去爭取一個新的業別，然後我們每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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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我們有自治條例突然都出來，甚至我們一直去希望中央他去立一個中央的專法

，當這些東西慢慢地成型的時候，其他那些配套他也必頇要去到位啊，因為環評就

卡到問題了，甚至用地都卡到問題了，他也會迫使中央的那些各權管機關他必頇要

去正視這個問題啊！因為他們現在會看到反正這個不存在嘛！他們看到那些東西

根本就沒有這樣一個經營行為，其實實際是有，可是他們可以某種程度就是有點是

視而不見，所以變成說如果從各個層面我們都慢慢推進的話，其實會讓整個這樣一

個行業的，我剛剛講的這 5個層面，他慢慢都會逐步地到位。 

我覺得這個坦白講這個沒有辦法一蹴可成，你看連個名稱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見

解，但是我相信不管是議員，然後還有各位業者或是動保處都很用心，其實真的，

這幾個月來真的開了蠻多次會，然後我每次都有參加，我是覺得每次大家都還是有

一些獲得，然後很多先進都有提供一些、一些他們可能在處理其他業務上的一些經

驗，我是覺得這個對於在推展這個新興行業上其實都很有幫助。那我們法制局的立

場就是說像剛剛我有看到動保處那個自治條例，那我們會全力協助他們把它擬訂完

成，但是坦白講那擬訂完不會是完全解決這個行業的問題，因為確實這個行業還有

很多關卡必頇要突破，但是我是覺得你有走出一步，它會慢慢、慢慢地一直往前推

進，以上。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謝謝我們法制局的說明，那我們是不是秘書長這邊還有一些意見？好，來，

我們請秘書長。 

中華民國寵物殯葬服務協會黃秘書長文徹： 

我是中華民國寵物殯葬服務協會，我們第三次發言，那麼有關於這個行業別，那

個我想跟各位報告，就是說寵物商業公會他們這個服務的項目，應該是說寵物的生

前服務的項目，那麼寵物生前的服務項目跟身後的這個服務項目是完全不一樣，所

以把它列為同一個業別是不合理，這完全不合理，那麼應該是兩年半以前，經濟部

也是為了這個行業別也是那個時候有把我們這個殯葬行業要併入，後來我們跟農委

會反應，後來經濟部也特別開了一個會，後來農委會也做了一個解釋以後，我們的

殯葬行業是沒有列入在寵物殯葬行業裡面，但是呢，到底要另外怎麼樣列？那時候

就還在考慮，所以我們是希望說，當然我們這個寵物殯葬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行業，

希望有一個專屬的業別，以上報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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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ok，那這個我們動保處這個也跟我們法制局都有相關這樣子的一個意見都納

入參考，那我們先來再介紹一下，先來再介紹一下我們剛到的這個，我們的市議員

江瑞鴻，江市議員也來到場跟我們關心，今天真的很多的議員對於這個的議題實在

是都非常的關心，所以說我希望今天我們這樣子的公聽會有實質上的一個意義，我

們相關這個的代表局處回去都能夠積極地來做討論跟推動。好，那我們剛剛是不是

還有一位要幫我們做發言？來，我們時間的關係，我們可能今天這是最後一位業者

的發言。 

康寧犬貓樂園郭顧問進吉： 

各位民意代表、先進，大家好。我是康寧，我是義務顧問，家兄就是郭進億，他

已經往生了，但是說這個是新興行業，他就有先見之明，他在 1970年，差不多民

國 60年的時候就從國外有看到這一點的那個事業在台灣可以做，走在政府那個發

現之前先做這個行業，但是以前到現在都沒有很明顯地合法化，就是政府沒有重視

這一塊，所有寵物往生了就是當作廢棄物，所以我們民間大家有這個，還有老百姓

的經濟貣飛，所以對這個生命，還有像少子化都有關係，所以業者今天到現在這三

、四十年遇到的困難，還是總總的問題，就是政府都…，怎麼講？沒有注重這一塊

的問題而已啦！最重視這一點。 

還有剛才他們這個先進，秘書長講的就是土地，還有這業者應該我們這個民意代

表應該實際上每一家業者去參訪，因為那個地方，辦公室、火化的地方跟放進塔的

地方都分開，所以現在限那 10公頃，那是完全沒道理的。他腦袋的思想就是說可

能是不是還要土葬，要有 10公頃的土地限制，那根本就不切實際啦！所以因為這

個行業從家兄那麼久以前就在從事這個行業，我本身過去經營動物醫院，現在交給

第二代。過去的狗就是說我們有環保意識，就是埋在馬路的安全島給這裡的樹木做

有機肥，我們就有那個思想、那個觀念，不會說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我們就

沒這樣做，我們就已經走在時代的先端，所以最近這幾年政府跟民意代表有在反應

業者，這是很好的，希望這些民意代表跟政府官員真正確確實實地為了業者的生存

，這也是對國家的一個貢獻，謝謝。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好，謝謝郭先生，他代表很多業者反應出來說我們今天與會的這些議員一貣來關

心這件事情，他剛剛也提到一個重點，如果很多，像我們民意代表雖然有很多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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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毛孩的家人，甚至我本身也是動保議員，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去參觀過我們寵物殯

葬業者大家的用地啊！還有你們所提供的服務項目跟你們服務的一個過程，大概我

們寵物家人他們是怎麼跟你們購買？買的是哪些產品？你們目前提供的服務是怎

樣？所以等一會我跟雅慧議員我們會去，剛好就是上個禮拜我家養的一隻浪浪，牠

叫歐巴馬，我們的歐兄牠往生了，現在正在某一位業者那裡，待會我們剛好也預約

12點公聽會結束之後我們要去參觀，牠往生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幫牠做往生的一些儀

式跟火化，然後未來你們有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待會我們會去現場看。 

因為有看、有關心，我們才更了解說你們需要的是什麼，我們是很接地氣的啦！

在這邊跟郭先生講一下，所以這是最後一次發言了，因為我們今天活動有時間的限

制，我知道大家都關心，你們剛提出來的，我們也都有列入我們未來要關心的一些

議會問政，像我之前我在議會剛開始就任議員的時候，我成功推動岡山寵物公園，

上個月，在年底的時候也落成，感謝我們市府的養工處的協助。然後再來，樹灑葬

或者是寵物殯葬，甚至在高雄市議會質詢的時候，我也第一次跟陳其邁市長，我們

的動保市長，提出說我想要幫高雄市的寵物也爭取 1座，在燕巢寵物關愛園區爭取

焚化，或者是由業者也可以來做經營之類的，市長也很關心，所以未來在推動的路

上我們有支持我們寵物殯葬業者的市長，還有我們這些議員，還有我們最認真、最

努力的我們動保處，還有殯葬處等等，市府各局處都會相當的協助。 

今天討論的這個訂定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它這個名稱其實真的如我剛剛所說

的，我們不需要去計較說我們今天用的是什麼名稱。我們今天用的這個任何名稱只

是為了讓它更顯現出它是新興行業，新興行業就不適用舊法，它可能就有別的門路

可以去解釋這些法令，所以我們的用意是這樣，在這邊特別跟各位先進說明一下。 

我們剛剛我們市府的代表還有幾位還沒有發言，等一下，我們現在開始要陸續請

我們市府各代表，大家就針對我們今天的自治條例的一個業者跟我們的交流會，大

家就自己的業務上再繼續說明，說明完之後我們還有兩位議員發言，這個時間的流

程，我們要掌控一下，在這邊跟大家報告。好，我們接下來請我們都發局。好，都

發局，我們科長發言，謝謝。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李股長薇： 

主席、議員、各位先進代表，大家好，都發局這邊說明。都發局這邊管的土地是

都市土地，等一下非都市土地的編定會由我們地政局再補充。 

我們現在就是參照最早 107年我這邊有過的，有關動物屍體的這些相關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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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當初的土管是有寫到說要準用殯葬設施，那再來是依照現在目前簡報所附的

非都市土地的管制，殯葬用地裡面包含的也是，他可以使用的項目也是有含殯葬設

施或者是寵物骨灰的這些內容，所以參照上面的精神，那是不是？因為我們現在就

誠如前面先進所述的，這個寵物生命紀念設施它是屬於新興行業，目前在我們的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並沒有特別去管理它，如果是參照前面所說的那些精神，應該是不

是要請我們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表明這個行業的管制是不是要再去準用殯葬管

理條例的規定？如果是的話，他可以設置的地點在都市計畫範圍他的分區就會在例

如觀音山、觀音湖的殯葬設施用地，或者是大坪頂以東的殯葬用地、大坪頂的墳墓

專用區，或是鳥松納骨塔專用區、灣仔內殯儀館用地、墳墓用地、殯葬專用區等等

，這些地方就可以設置。好，以上說明。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謝謝，我們謝謝我們都發局，但是因為我們業者大部分都是在農牧用地或者是農

業用地上面，所以我們現在請地政局說明，謝謝。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地用科湯科長福源： 

地政局這邊還是先謝謝我們今天的黃秋媖議員、李雅慧議員，還有我們黃文益議

員，還有我們的江瑞鴻議員，還有我們那個趙天麟委員服務處，那另外還有我們剛

剛的那個孟洳議員，還有智鴻議員，還有我們黃捷議員團隊、高閔琳議員團隊，還

有我們關心我們寵物的業者代表，今天是非常高興有看到這個自治條例的出現，因

為這個內政部早在 106年，106年剛已經有提到，內政部早在 106年在我們的那個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已經增訂，在第 8點第 28款已經有增訂一個寵物生

命紀念設施，只是後來就是這些後續的配套措施，包括審查辦法就沒有看到，也是

非常感謝我們農業局這邊有提到，終於重視它這個問題，因為農業局是滿努力在這

部分。 

    另外是在剛剛農業局的報告裡面有提到非都市土地變殯葬用地，其實今天大概業

者大部分都是在我們的非都市土地上面，非都市土地上面的殯葬用地當然它只能做

灑葬設施，我們的那個容許使用項目裡面，大部分的都是在我們的農牧用地，就是

非法使用的部分。剛剛有提到，比如說是不是有裁罰之後，會有後續的問題？基本

上來講，裁罰不是目的，裁罰不是目的，違反區域計畫法只是我們都希望業者能夠

在合法的土地上面去進行使用。今天剛剛有聽到幾位業者代表有提到，最主要是在

土地使用的問題，土地使用問題的話，最主要是合法化。當然目前來講已經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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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比如是寵物生命紀念設施這個項目讓業者來合法，只是在過程當中要有一個

興辦事業計畫的審查，興辦事業計畫審查我們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在市政府的農

業局這邊，也很高興有看到我們農業局這邊已經提出一個自治條例的辦法，後續還

有一個審查辦法的制定，我想繼續如果說是經過我們農業局這邊審過興辦事業計畫

之後，業者就可以依照我們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7條跟第28條規定，來辦理

變更編定讓我們的使用地來合法化。 

    另外就是剛剛所提到的裁罰問題，裁罰之後，其實我們如果違反區域計畫法，裁

罰之後還是會有給改善跟限期變更的一個規定，並不是說我罰完之後就沒有後續，

就讓你完全沒辦法去變更。目前的法令是有可以變更的部分，只是在審查辦法還沒

制定之前，可能還是有一些困難，當然在後續如果有審查辦法出來之後，我們都很

期待這些業者能夠趕快去做審查，做一些興辦事業計畫，然後去送審查、辦理變更。 

    另外，剛剛有提到一個山坡地10公頃的問題，這個是在我們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

第52條之1的規定。剛剛技士也很清楚的說明，我們剛剛不曉得是不是在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這邊，未來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農委會這邊是中央辦法有沒有把它有一個排

除。第52條之1是有一個例外，在山坡地範圍裡面是10公頃，當然在一般帄地、山坡

地之外，並沒有10公頃的限制，只有在山坡地範圍裡面才有10公頃的限制，將來在

中央的審查辦法裡面或是相關的審查裡面有沒有10公頃的排除，這個部分來看將來

的審查報告裡面有沒有這樣的規定。大概以上做這樣的報告，謝謝。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好，謝謝。今天兩位議員在現場也跟我們做一下指導，首先邀請黃文益議員。 

黃議員文益： 

    謝謝兩位主席秋媖議員跟雅慧議員，還有與會的政府單位，以及我們的業者還有

民間團體。這個案子其實我感同身受，因為像那個段副處長就知道，其實在我的選

區裡面就發生過，我們的業者因為現在都在灰色地帶，所以他就在住宅區裡面、在

華廈裡面就設了一個寵物生命紀念館，那就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因為它裡面也有納

骨塔，也在裡面做法會，當地居民就幾百人反彈，但是我們找遍了所有的法令，就

他也沒有違法，完全就是在灰色地帶。所以我說這個部分應該真的是政府實在腳步

比業者慢太多年了，剛剛有先進有講實在差太遠了，因為這個行業本來早就該有了，

只是好像政府都沒有去關注到這個點，到現在才在說高雄市的自治條例、中央的法

案要過，所以其實我個人是樂觀其成。我在法規委員會，所以自治條例送進來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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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我這個小組來，我們會花比較長的時間逐條跟主管單位做討論，今天雖然我比

較晚來，但是後續大家所有的業者意見跟重點我相信我都會再吸收，在討論的時候

把它討論好。因為我覺得這個不能再拖，這要很明確的一個規範，然後讓原本的業

者他跑在前面不是他的錯，這是政府沒有把所有的遊戲規則訂清楚，所以我覺得在

業者先行的部分應該要比較寬鬆的態度去看待，然後讓後來的如何有法源依據可以

追尋規範，這是我們今天開公聽會，以及未來自治條例送進來大家的精神，我覺得

要先有這個共識，要不要去懲罰之前，因為大家其實都在沒有法源規範底下，大家

很努力在做這個事情，所以我認為要保障原本的業者先走的這個部分，如何把這個

法令，包括我看最主要還是土地取得跟土地使用的問題，這個可能是未來會比較大

的爭執點；至於裡面的營業項目、收費標準，那個我覺得都是可以有一個比較公開、

合理、公帄、客觀的解決方法，就是土地的部分考慮到的層面會比較多。所以我相

信到法規委員會的時候，大家還會對土地使用的部分我們會再多做一些討論，也歡

迎所有對這個部分有想法的業者或者先進可以繼續給我們一些資訊，讓我們在訂自

治條例的時候，可以更客觀公正的找到一個最佳的方法。以上是我的見解，謝謝大

家。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謝謝文益議員的寶貴意見，接下來我們邀請江瑞鴻議員，也來幫我們提議一下。 

江議員瑞鴻： 

    在座與會所有的長官、貴賓和議員同仁，大家帄安，大家好。小弟在這裡發表的

感受，是提供啦！因為我前陣子有遇到一個，尤其這個問題是我跟秋媖的選區一定

時常碰到，就是我們的新興行業要設立寵物紀念園區卻非法什麼的，我要向市府所

有單位，尤其農業局和都發局建議，是不是你們的法規規定出來，要讓業者尋找取

得土地的時候，他要先去找出地目是不是合法化？如果你們沒有規定出來，譬如他

去大樹我的選區那邊買山坡地也好、農地也好，現在他開始稍微有動作時，旁邊的

住家就已經發現去檢舉，一檢舉下去，導致業者投資一大筆錢買這塊地，結果又開

發不貣來，而他的成本也賠光了，重點是還沒辦法提供服務，是不是能夠促成兩全

其美？ 

    再建議一點，當你的土地要設這種使用地目時，是不是跟村莊要有一段距離？不

然整個村莊的人都出來抗議，真的是會很棘手！業者也不願意花一大堆錢還跟地方

相處不好，導致花錢又開發不貣來，所以我希望政府這邊把所有距離跟村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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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做出更詳細的規劃，讓他們能安心更願意投資，這真的是個需要愛心的行業，

也是環保的行業，這真的是未來趨勢一定要走的。所以市府這邊是不是趕快將法規、

地目、土地取得的位置儘快訂定好，讓業者安心找地方投資這個行業，誠如你說的，

不要讓民眾家中飼養的小寵物死了包一包丟進垃圾車，這樣真的很不好，尤其那些

清潔人員看到也覺得不捨。以上。 

共同主持人（李議員雅慧）： 

    謝謝兩位議員，我想今天這個公聽會我們其實在上個月月底的時候，其實我們動

保處自己就有開過相關的公聽會，當時邀請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團體還有專家學者，

他們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見解。今天來到現場，我們這個公聽會其實邀請的大部分都

是以業者為主，當然我們也有幾位協會的代表，我想這樣綜合上一次的公聽會我相

信有一些不少的意見跟結論，相關的局處應該都要把它仔細的去納入，然後積極地

跨局處去做一些討論相關的法令訂定、遊戲規則怎麼訂定，讓我們這些業者也有一

些規則可以遵從，也讓飼主的這些消費者也比較安心，對於這個自己家人的一些身

後事的處理也會比較安心，這是我們今天公聽會的一個主要目的。 

    另外就是說今天其實有很多業者提到土地這個部分的問題，因為土地這個部分的

相關法令確實都是要靠中央，所以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趙天麟立委服務處這邊代

表，所以相關土地方面的意見他今天都會…，對，尤其是剛剛有特別提到10公頃的

這個部分，我相信趙委員這邊也把意見帶回去之後，我們持續來跟辦公室這邊做密

切的聯繫，希望從中央到地方政府我們這樣子雙管齊下，才能夠真正解決業者現在

的困難以及飼主的期待。以上公聽會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是不是也請秋媖議員來

幫我們做個結語？謝謝。 

共同主持人（黃議員秋媖）： 

    謝謝，謝謝今天所有與會的各界代表。我希望還是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地方能

做的事跟中央能做的事不一樣，議員能做的事跟立法委員能做的事是不一樣。在地

方，我們今天來說的話，是協助我們所有的寵物家人跟所有的業者在我們地方要制

定自治條例的時候，希望制定出來的自治條例是能夠讓業者去遵循，能夠保護使用

者的權益，然後讓我們政府機關有一些法令可以讓你們依循來做管理。 

    今天我們主軸還是要放在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的制定是符合比較實用的，消費

者期待、業者好遵循、主管機關好管理，以這三個方向為導向，今天的主軸是這樣。

但是今天所有業者提出來的困難問題，我覺得有時候雖然不是我們能處理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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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有鑑於之前業者都有提出反映，我們實務上也有遇到這些問題，所以這個

問題我們會交給天麟委員，還有未來在動保處協助往上向上反映的時候，確實的提

出來。這個問題不可能說大家有使用的需求，但是卻沒有一個合法的業者可以去做

到合法化的經營，這個是滑天下之大稽，有一點社會亂象，這種亂象的問題，政府

他是有義務要協助大家，能夠讓大家合法。今天的公聽會來說的話，我覺得我們的

共識就像我剛剛說的，我們今天推動這個自治條例讓大家好遵循、好使用、好管理，

這個是我們的開始，在未來寵物生命紀念的路上，我相信在推動合法化的過程，我

們這幾位議員絕對不會缺席，我們一定跟大家站在一貣，謝謝。 

    今天非常的感謝大家來參加，待會如果可以的話，可以留下來把你個人剛剛沒有

發言的問題我們再繼續討論，好，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