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001-B 鄧范來傅(簡易寄存)  未尋獲      

白-002-B 不明(簡易寄存)  未尋獲      

白-003-B 賴張宜妹  實 骨罈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白-004-B 不明(簡易寄存)  未尋獲      

白-005-B 房天居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白-006-B 鍾公妣婆太派下  未尋獲      

白-007-B 羅阿石(簡易寄存)  實 骨罈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008-B 陳志  實 骨罈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榮民 

白-009-B 郭椿如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白-010-B 林本源(簡易寄存)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011-B 冉崇林  未尋獲     榮民 

白-012-B 潘志烈  未尋獲     榮民 

白-013-B 米聯陞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榮民 

白-014-B 符發榮  未尋獲      

白-015-B 夏明絜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16-B 徐守三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17-B 劉 生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18-B 劉興瑞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19-B 李華德 廿二世李媽謝氏/白-019-B 神主牌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廿二世李媽邱氏/白-019-1-B 神主牌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廿二世李媽吳氏/白-019-2-B 神主牌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十九世李華壬/白-019-3-B 神主牌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廿二世李阿順/白-019-4-B 神主牌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廿一世祖李卋金/白-019-5-B 神主牌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十九世李媽張太/白-019-6-B 神主牌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廿一世李媽黃氏/白-019-7-B 神主牌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白-020-1-B 林阿緣 無名氏/白-020-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20-1-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20-2-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020-2-B 杜阿欽 無名氏/白-020-B1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20-1-B1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20-2-B1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021-B 湯啟發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22-B 朱盛英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023-B 彭阿城(簡易寄存)  實 骨罈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024-B 彭龍九妹  實 骨罈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025-B 彭阿鎮 無名氏/白-025-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彭阿鎮/白-025-1-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無名氏/白-025-2-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白-026-B 范楊漢  已遷 已查  105.04.21    

白-027-B 余福陞  空穴  105.04.26    

白-028-B 彭明宗  已遷 已查  105.04.21    

白-029-B 彭俊金  已遷 已查  105.04.21    

白-030-B 朱輝武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榮民 

白-031-B 張振江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白-032-B 林雲艷  空穴  105.04.26    

白-033-B 徐士庚  已遷 已查  105.04.22    

白-034-B 王德成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榮民 

白-035-B 王廷臣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榮民 

白-036-B 明道雲魁  已遷 已查  105.04.26    

白-037-B 范振金  已遷 已查  105.04.26    

白-038-B 萬振榮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039-B 墓碑不明  未尋獲      

白-040-B 李堯亭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041-B 梁成堅  土葬 骨骸 無 105.04.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軍人 

白-042-B 單興邦  土葬 骨骸 無 105.04.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043-B 王洪鈞  土葬 骨骸 無 105.04.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044-B 涂連淳  已遷 已查  105.04.07    

白-045-B 袁速興  土葬 骨骸 無 105.04.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046-B 黃勝標  土葬 骨骸 無 105.04.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047-B 葉標榜  已遷 已查  105.04.19    

白-048-B 李 寬  土葬 骨骸 無 105.04.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白-049-B 黃開發  土葬 骨骸 無 105.04.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軍人 

白-050-B 徐銘義  已遷 已查  105.04.07    

白-051-B 吳福保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白-052-B 陳 熙  已遷 已查  105.04.21    

白-053-B 陳照彬  土葬 骨骸 無 105.04.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054-B 梁 棉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55-B 曹鵬彪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白-056-B 彭家庭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白-057-B 翟其山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白-058-B 林美古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59-B 陳明華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60-B 不詳  已遷 已查  105.04.28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061-B 王琴賢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062-B 林德標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白-063-B 袁清山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64-B 潘大福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65-B 張 明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白-066-B 邱義訓 無名氏/白-066-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66-1-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66-2-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66-3-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66-4-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66-5-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66-6-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66-7-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066-8-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067-B 鍾意隆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白-068-B 陳國源  未尋獲      

白-069-B 陳添元(簡易寄存)  已遷 已查  105.04.07    

白-070-B 不詳(簡易寄存)  已遷 已查  105.04.07    

白-071-B 陳學貴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072-B 徐開鵬  已遷 已查  105.05.24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073-B 溫阿維  已遷 已查  105.04.29    

白-074-B 程 山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075-B 張秀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白-076-B 時雲程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077-B 陳日昌  已遷 已查  105.04.07    

白-078-B 藍永興  空穴  105.05.13    

白-079-B 羅美玲  未尋獲      

白-080-B 張立廷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081-B 羅土旺  空骨罈*11  105.05.25    

白-082-B 王公卿  空穴  105.05.13    

白-083-B 胡先明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084-B 朱啟清  已遷 已查  105.04.15    

白-085-B 張春榮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086-B 邵國泰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白-087-B 不詳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088-B 溫宗興  未尋獲      

白-089-B 范阿土  已遷 已查  105.04.15    

白-090-B 陳媽張太  空穴  105.04.15    

白-091-B 陳 璞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白-092-B 不詳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093-B 彭建宇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軍人 

白-094-B 吳正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白-095-B 吳開興  已遷 已查  105.04.15    

白-096-B 曾華秋  未尋獲      

白-097-B 潘炳元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098-B 雷聲明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099-B 徐明遠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軍人 

白-100-B 劉克明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軍人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101-B 琦劍輝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軍人 

白-102-B 陳應煌  已遷 已查  105.04.15    

白-103-B 羅阿錢  神主牌*1  105.06.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白-104-B 馬正洋  實 骨罐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105-B 梁國棟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白-106-B 金齊生  未尋獲      

白-107-B 魏 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白-108-B 陳 煊  實 骨罈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榮民 

白-109-B 趙 寅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榮民 

白-110-B 吳祥榕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111-B 朱永榮 十七世朱永榮/白-111-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十七世劉氏孺/白-111-1-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來台祖/白-111-2-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十六世杜氏孺/白-111-3-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十○世朱○○/白-111-4-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白-112-B 龍湖波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113-B 陳傳德  已遷 已查  105.05.01    

白-114-B 謝賴太  已遷 已查  105.04.15    

白-115-B 不詳  空 骨罈  105.05.13    

白-116-B 不詳  已遷 已查  105.05.13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117-B 黃阿山  已遷 已查  105.04.15    

白-118-B 邱阿德 邱阿德/白-118-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范太孺人/白-118-1-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邱阿立/白-118-2-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邱總清/白-118-3-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白-119-B 劉鳳尾  已遷 已查  105.05.01    

白-120-B 鄭成章  已遷 已查  105.05.01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121-B 陳廷光  已遷 已查  105.05.01    

白-122-B 余彭媽  已遷 已查  105.05.01    

白-123-B 張正元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124-B 楊葵祥  未尋獲      

白-125-B 陳永春  家屬自遷      

白-126-B 陳媽羅氏元  未尋獲      

白-127-B 羅阿華  未尋獲      

白-128-B 蘇謝蓮  已遷 已查  105.04.17    

白-129-B 李石松  已遷 已查  105.04.17    

白-130-B 楊東秀  已遷 已查  105.04.17    

白-131-B 何慶堂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白-132-B 房恆榜 無名氏/白-132-B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132-1-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132-2-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132-3-B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132-4-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十六世阿石/白-132-5-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徐媽滿妹/白-132-6-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十六世阿祥/白-132-7-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132-8-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十四世見識公/白-132-9-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十四世賴氏/白-132-10-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白-132-11-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十二世祖○梀林/白-132-12-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十二世恆榜/白-132-13-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133-B 萬春龍  未尋獲      

白-134-B 林俊集  已遷 已查  105.05.02    

白-135-B 不詳(簡易寄存)  實 骨罈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136-B 鄧阿旺  已遷 已查  105.05.02    

白-137-B 李媽張太  實 骨罈 無 105.06.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白-138-B 魏仁祥  已遷 已查  105.05.02    

白-139-B 楊章華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白-140-B 徐台生 潘連春/白-140-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無名氏/白-140-1-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141-B 陳其貴  未尋獲      

白-142-B 李保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白-143-B 金雲清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軍人 

白-144-B 甯金祥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白-145-B 李與善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軍人 

白-146-B 劉張太  空穴  105.05.23    

白-147-B 楊光廈 無名氏/白-147-B 破 骨罐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無名氏/白-147-1-B 破 骨罐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無名氏/白-147-2-B 破 骨罐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無名氏/白-147-3-B 破 骨罐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無名氏/白-147-4-B 破 骨罐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白-148-B 不詳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軍人 

白-149-B 彭金清  已遷 已查  105.05.15    

白-150-B 楊行榮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白-151-B 不詳  已遷 已查  105.05.15    

白-152-B 不詳  已遷 已查  105.05.15    

白-153-B 不詳  已遷 已查  105.05.15    

白-154-B 不詳  已遷 已查  105.05.15    

白-155-B 葉、黃 永傳  未尋獲      

白-156-B 徐阿義  已遷 已查  105.05.25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157-B 不詳  已遷 已查  105.05.15    

白-158-B 范香妹  已遷 已查  105.05.15    

白-159-B 王昔吾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白-160-B 羅火炎  已遷 已查  105.05.23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161-B 不詳  空穴  105.05.25    

白-162-B 不詳  已遷 已查  105.05.23    

白-163-B 林歷國  空 骨罈*6  105.05.24    

白-164-B 彭本源  已遷 已查  105.05.23    

白-165-B 劉抽輔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166-B 蔡濟清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167-B 邱綿全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168-B 趙允泉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軍人 

白-169-B 不詳(簡易寄存)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170-B 林礽英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171-B 林忠厚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172-B 羅高遠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173-B 彭阿榮  空 骨罈*2  105.05.15    

白-174-B 羅維谷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175-B 劉元進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176-B 賀 俊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177-B 彭阿隆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178-B 李紹卿  未尋獲      

白-179-B 梁來順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180-B 吳慶元  已遷 已查  105.04.16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181-B 不詳(簡易寄存)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182-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83-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84-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85-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86-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87-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88-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89-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90-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91-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92-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93-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94-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95-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96-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97-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98-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199-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200-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201-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202-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203-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204-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205-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206-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207-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208-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209-B 不詳(簡易寄存)  未尋獲      

白-210-B 廢棄空屋  已遷 已查  105.05.02    

白-211-B 陳伯鈞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白-212-B 李華壬  已遷 已查  105.04.17    

白-213-B 不詳(簡易寄存)  實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214-B 黃榮清  已遷 已查  105.05.02    

白-215-B 葉紹明  空 骨罈*31  105.05.25    

白-216-B 張萬福  土葬 骨骸 戒指*1 105.05.0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白-217-B 謝公妣婆太  已遷 已查  105.05.04    

白-218-B 余林敬妹  已遷 已查  105.05.04    

白-219-B 楊阿泉  已遷 已查  105.05.05    

白-220-B 陳德林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221-B 集雲瑞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222-B 清冊內 無此號墓座資料        

白-223-B 吳阿旺  已遷      

白-224-B 彭陳方  已遷      

白-225-B 萬金煥  已遷      

白-226-B 鄭河和  已遷      

白-227-B 曾文風  已遷      

白-228-B 彭營木  未尋獲      

白-229-B 羅蘭妹  已遷      

白-230-B 彭鳳蕉  已遷      

白-231-B 余阿妹  未尋獲      

白-232-B 李水旺  已遷      

白-233-B 不詳  已遷      

白-234-B 黃清萬  已遷      

白-235-B 范貴娘  已遷      

白-236-B 陳公妣  已遷      

白-237-B 黃炳財  已遷      

白-238-B 彭張菜娘(簡易寄存)  未尋獲      

白-239-B 彭胡氏  未尋獲      

白-240-B 詹佲賢  已遷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241-B 彭良桐  未尋獲      

白-242-B 徐友發  已遷      

白-243-B 傅媽紀念碑  已遷      

白-244-B 鄧家松  已遷      

白-245-B 黎天養  已遷      

白-246-B 陳天鼎  已遷      

白-247-B 范立增  已遷      

白-248-B 林雲艷  已遷      

白-249-B 吳奇廉  空穴      

白-250-B 廢棄空屋  已遷      

白-251-B 鄒永異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榮民 

白-252-B 朱寶成  已遷      

白-253-B 鄭建龍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白-254-B 張萬金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5.30  

白-255-B 周福初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白-256-B 朱士奇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白-257-B 湛全信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軍人 

白-258-B 朱立生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59-B 袁義和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260-B 湯德運  已遷 已查  105.04.16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261-B 邵 愷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262-B 鍾增仁  已遷 已查  105.05.02    

白-263-B 黃家靜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2  

白-264-B 農桂誠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軍人 

白-265-B 鄭媽黃太  未尋獲      

白-266-B 徐廣丁  已遷      

白-267-B 黃阿古  已遷      

白-268-B 不詳  未尋獲      

白-269-B 劉桂華  未尋獲      

白-270-B 徐連三  已遷      

白-271-B 不詳  未尋獲      

白-272-B 魏桂珍  未尋獲      

白-273-B 不詳  未尋獲      

白-274-B 河嘟嘟  未尋獲      

白-275-B 李媽曾太  已遷      

白-276-B 彭仕章  已遷      

白-277-B 戴子奎  已遷      

白-278-B 李子明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79-B 吳石春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80-B 不詳(露置)  實 骨罈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281-B 不詳  空穴  105.05.17    

白-282-B 徐阿雙  未尋獲      

白-283-B 不詳 徐阿勤/白-283-B 實 骨罈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徐沐興/白-283-1-B 實 骨罈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284-B 溫鎮梅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85-B 彭榮茂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86-B 邱禮環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87-B 徐阿錢 無名氏/白-287-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無名氏/白-287-1-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無名氏/白-287-2-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白-288-B 徐天來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89-B 不詳 三十世瑞坤徐公/白-289-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徐河春/白-289-1-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徐葉冉妹/白-289-2-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湯太孺人/白-289-3-B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白-290-B 范振鄉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91-B 劉連進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92-B 陳月梅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93-B 吳盛貴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白-294-B 徐阿財  已遷 已查  105.04.16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白-295-B 陳佛初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96-B 羅媽邱孺人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97-B 張友妹  已遷 已查  105.04.16    

白-298-B 振聲公  範圍外      

白-299-B 張雙福  範圍外      

白-300-B 鄧氏家歷代  範圍外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01-B 葉○○  空穴  105.04.06    

增-002-B 洪有祥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03-B 不詳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增-004-B 張吉文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05-B 不詳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06-B 楊 植  土葬 骨骸 無 105.04.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07-B 陸可琴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08-B 朱光明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增-009-B 李鄒秋妹  空穴  105.04.20    

增-010-B 馬鴻明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11-B 莊 平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12-B 梁青○  空穴  105.04.07    

增-013-B 不詳(簡易寄存)  空穴  105.04.07    

增-014-B 黃傳十  空穴  105.05.13    

增-015-B 倪易增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增-016-B 陳金生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增-017-B 田廣興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增-018-B 李華壬 廿世李媽吳太/增-018-B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廿一世李媽黃太/增-018-1-B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廿一世李世金/增-018-2-B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廿世李廣勝/增-018-3-B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十九世李媽張太/增-018-4-B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十九世李華壬/增-018-5-B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19-B 胡紹周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20-B 黃劍忠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21-B 邱天保  空穴  105.04.15    

增-022-B 卜 榮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增-023-B 陳茂源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24-B 朱陳玉英(簡易寄存)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25-B 徐媽吳氏(露置)  實 骨罐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增-026-B 徐阿業  破 骨罈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27-B 徐成宗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28-B 王傳孝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29-B 郭乃源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30-B 杜海雲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31-B 何芳根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32-B 不詳  空穴  105.05.05    

增-033-B 黃聲福 無名氏/增-033-B 破 骨罈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無名氏/增-033-1-B 破 骨罈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無名氏/增-033-2-B 破 骨罈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黃 福/增-033-3-B 實 骨罈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增-034-B ○傳元  破 骨罈 無 105.05.0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35-B 邱日秀 無名氏/增-035-B 破 骨罈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無名氏/增-035-1-B 破 骨罈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無名氏/增-035-2-B 破 骨罈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無名氏/增-035-3-B 破 骨罈 無 105.05.0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36-B 疊葬-不詳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37-B 疊葬-不詳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38-B 疊葬-不詳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增-039-B 林榮林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增-040-B 黃明春 等三位  空穴  105.04.2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41-B 徐世勳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增-042-B 楊子明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43-B 方振魁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44-B 張鳳鳴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45-B 葉舒現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46-B 張伯華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47-B 陳 文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增-048-B 喻生仁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增-049-B 王金全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50-B 溫良鄉 無名氏/增-050-B 破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溫良鄉/增-050-1-B 破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無名氏/增-050-2-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無名氏/增-050-3-B 破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溫招/增-050-4-B 破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溫運進/增-050-5-B 破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溫元華/增-050-6-B 實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增-051-B 邱賴王英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52-B 劉宋唐妹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53-B 婁合法  空穴  105.04.24   榮民 

增-054-B ○○斌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55-B 石碑-無名氏  空穴  105.04.22    

增-056-B 項兆田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57-B 金霄生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榮民 

增-058-B 疊葬-無名氏(孩童)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59-B 疊葬-無名氏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60-B 姜傅祥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61-B 陶大華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62-B 陳蔡淑女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63-B 空號        

增-064-B 無名氏 無名氏/增-064-B 破 骨罈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無名氏/增-064-1-B 破 骨罈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65-B 朱良棟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增-066-B 許永昌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增-067-B 劉阿保  實 骨罈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增-068-B 無名氏  破 骨罈 無 105.04.2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69-B 不詳(簡易寄存)  實 骨罈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增-070-B 柳公青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增-071-B 黃意香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72-B 梁青雲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增-073-B 鄭廷雄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榮民 

增-074-B 郭增祥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75-B 劉房六妹  空穴  105.04.29    

增-076-B 范古玉露  空穴  105.04.29    

增-077-B 曹 清  土葬 骨骸 無 105.04.2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增-078-B 聶自忠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榮民 

增-079-B 洪陳勤青  空穴  105.05.01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80-B 陳海水  空穴  105.05.01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81-B 疊葬-無名氏  腿骨 1對 無 105.05.0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82-B 黃坤發  空穴  105.05.02    

增-083-B 蕭本生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84-B 石頭碑  空穴  105.05.04    

增-085-B 彭運乾  空穴  105.05.05    

增-086-B 郭阿貴  空穴  105.05.05    

增-087-B 石頭碑  空穴  105.05.05    

增-088-B 曾國清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榮民 

增-089-B 疊葬-無名氏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90-B 彭作火  空穴  105.05.07    

增-091-B 楊光華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增-092-B 謝黃勤柔  空穴  105.05.13    

增-093-B 陳鄧勤儉  空穴  105.05.15    

增-094-B 溫安標  空穴  105.05.15    

增-095-B 黃永傳  空穴  105.05.15    

增-096-B 陳文高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097-B 疊葬-不詳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4  

增-098-B 不詳  空穴  105.05.17    

增-099-B 不詳  破 骨罈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100-B 不詳  小 骨罐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101-B 露置-不詳  實 骨罈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增-102-B 疊葬-不詳  破 骨罈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103-B 疊葬-不詳  破 骨罈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增-104-B 莊榮金  空穴  105.05.24    

增-105-B 劉媽姜氏  空穴  105.05.24    

增-106-B 李梁勤慈  空穴  105.05.24    

增-107-B 吳 清  空穴  105.05.24   榮民 

增-108-B 疊葬-無名氏  破 骨罈 無 105.05.2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5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001-A 不詳 無名氏/紅-001-A 破 骨罈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無名氏/紅-001-1-A 破 骨罈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彭媽鄭太夫人/紅-001-2-A 破 骨罈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02-A 不詳  已遷 已查  105.04.06    

紅-003-A 房馮太  已遷 已查  105.04.06    

紅-004-A 萬添招  已遷 已查  105.04.06    

紅-005-A 不詳(簡易寄存)  已遷 已查  105.04.06    

紅-006-A 許彭金  已遷 已查  105.04.06    

紅-007-A 不詳(簡易寄存)  已遷 已查  105.04.06    

紅-008-A 謝德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09-A 李紹喜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010-A 翟明山  已遷 已查  105.04.06    

紅-011-A 江允恭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12-A 陳好金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013-A 鄒張吳娘(簡易寄存)  實 骨罈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014-A 徐士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15-A 不詳(簡易寄存)  已遷 已查  105.05.06    

紅-016-A 不詳(簡易寄存)  已遷 已查  105.05.06    

紅-017-A 不詳(簡易寄存)  未尋獲      

紅-018-A 不詳(簡易寄存)  未尋獲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019-A 何天惕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20-A 榮民靈位  空穴  105.05.06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021-A 王勳友  土葬 骨骸 錶*1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022-A 蕭森昌  空穴  105.05.06    

紅-023-A 陳 仁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24-A 林紅正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25-A 鍾阿河 無名氏/紅-025-A 實 骨罈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紅-025-1-A 實 骨罈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紅-025-2-A 實 骨罈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026-A 常東藩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軍人 

紅-027-A 湯紹箕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28-A 王正基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29-A 彭會生  已遷 已查  105.05.11    

紅-030-A 不詳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031-A 彭勤柔  空穴  105.05.14    

紅-032-A 林逢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033-A 周少雲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034-A 伍俊士  已遷 已查  105.04.19    

紅-035-A 不詳(簡易寄存)  已遷 已查  105.04.19    

紅-036-A 古有祥  已遷 已查  105.04.19    

紅-037-A 譚國義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038-A 郭良貴  實 骨罐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軍人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039-A 黃蘭喜  已遷 已查  105.05.12    

紅-040-A 李新球  已遷 已查  105.04.19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041-A 岳占魁  實 骨罐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042-A 王世元  實 骨罐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軍人 

紅-043-A 鄒少希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44-A 不詳(簡易寄存)  實 骨罈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045-A 姚寶旺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46-A 高富貴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47-A 李百綏  土葬 骨骸 錶*1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48-A 陳文柯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49-A 黃正偉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50-A 劉清泉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51-A 鄒佩奎  未尋獲     榮民 

紅-052-A 裴昌和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53-A 吳賢耀  空穴  105.05.11    

紅-054-A 陳敦煥  空穴  105.05.11    

紅-055-A 謝清雲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紅-056-A 趙傳林  未尋獲      

紅-057-A 關英民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58-A 陳邦龍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59-A 趙 佩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紅-060-A 鐘達勳  空穴  105.04.19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061-A 鄭德成  空穴  105.04.19   榮民 

紅-062-A 汪社祥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63-A 黃英忠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64-A   未尋獲      

紅-065-A 季桂林  空穴  105.04.19    

紅-066-A 林福亭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67-A 胡壽金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68-A 唐兆奎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069-A 陳增坤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70-A 羅銀章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榮民 

紅-071-A 黃春賀  已遷 已查  105.05.11    

紅-072-A 謝長坤 陳照遠  已遷 已查  105.05.11    

紅-073-A 余昌敖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074-A 古志和  已遷 已查  105.05.15    

紅-075-A 韓定璧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76-A 林葆勛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77-A 王之銳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078-A 曾 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79-A 利榮坤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80-A 梁善崇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081-A 艾洪九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82-A 不詳(簡易寄存)  未尋獲      

紅-083-A 彭河招  已遷 已查  105.05.18    

紅-084-A 余立長  已遷 已查  105.05.18    

紅-085-A 呂阿運  未尋獲      

紅-086-A 不詳(簡易寄存)  未尋獲      

紅-087-A 邱煜恭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紅-088-A 謝德興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紅-089-A 林勝肇  已遷 已查  105.05.18    

紅-090-A 李世通  空穴  105.05.2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091-A 謝應永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092-A 劉雲開  空穴  105.05.22    

紅-093-A 黃海章 黃俞其金/紅-093-A 神主牌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黃俞海章/紅-093-1-A 神主牌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黃俞允連/紅-093-2-A 神主牌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何氏太孺人/紅-093-3-A 實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樟氏太孺人/紅-093-4-A 實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紅-093-5-A 實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094-A 汪 濤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軍人 

紅-095-A 林祥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96-A 邱萬松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097-A 周孝斌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098-A 陳 公  已遷 已查  105.05.18    

紅-099-A 邱媽鄧太  已遷 已查  105.05.18    

紅-100-A 李火勝 李火勝/紅-100-A 實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紅-100-1-A 實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101-A 楊勝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軍人 

紅-102-A 吳金華  已遷 已查  105.05.18    

紅-103-A 江媽邱太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04-A 葉媽陳太孺人  已遷 已查  105.05.25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105-A 范光前 徐紫羚/紅-105-A 實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范永昌/紅-105-1-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振龍/紅-105-2-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范曾端妹/紅-105-3-A 實 骨罐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紅-105-4-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申妹/紅-105-5-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新妹/紅-105-6-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楊枝/紅-105-7-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光前/紅-105-8-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張太/紅-105-9-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楊秋/紅-105-10-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106-A 范公太  已遷 已查  105.05.20    

紅-107-A 羅東申  已遷      

紅-108-A 徐俊生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09-A 林公妣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10-A 鍾貴芳  已遷      

紅-111-A 羅媽曾太  已遷      

紅-112-A 呂 品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軍人 

紅-113-A 羅天來  已遷      

紅-114-A 石金蓮 石金蓮/紅-114-A 實 骨罈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丹/紅-114-1-A 實 骨罈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空金斗/紅-114-2-A 空 骨罈      

  文正/紅-114-3-A 實 骨罈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115-A 楊阿生  空穴  105.05.22    

紅-116-A 王炳祥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17-A 廢塔 骨罈*3 不詳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18-A 王其彬  土葬 骨骸 瓷碗 匙*1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軍人 

紅-119-A 劉月漬  空穴  105.05.20    

紅-120-A 范阿錦  空穴  105.05.22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121-A 古阿才  未尋獲      

紅-122-A 上官昇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軍人 

紅-123-A 王金亭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24-A 張鵬科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25-A 陳榮貴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26-A 劉光君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27-A 劉瑞初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榮民 

紅-128-A 谷佐國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129-A 謝德連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130-A 王正芝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31-A 王金海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榮民 

紅-132-A 周勝軍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6  

紅-133-A 范玉華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134-A 郭豫生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35-A 顏煥袍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36-A 黃雲洲 無名氏/紅-136-A 實 骨罈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黎明賢/紅-136-1-A 實 骨罈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李伯○/紅-136-2-A 實 骨罈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彭邱勤良/空金斗   105.05.17    

紅-137-A 韋秉章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138-A 黃清公 黃青/紅-138-A 實 骨罐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紅-138-1-A 實 骨罈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139-A 沈成澤  已遷 已查  105.05.17    

紅-140-A 黎基生  未尋獲     榮民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141-A 陳阿生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42-A 李 公  已遷 已查  105.05.17    

紅-143-A 王升文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44-A 林添順 林勝和/紅-144-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林添順/紅-144-1-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邱氏/紅-144-2-A 實 骨罈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145-A 陳錫善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46-A 袁湛秋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47-A 張阿進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48-A 陳潤書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49-A 曾仕華  已遷 已查  105.05.20    

紅-150-A 福氣伯  實 骨罈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紅-151-A 葉公妣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52-A 姜壽河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53-A 周德利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54-A 杜海雲 後 列 增-030-B 未尋獲      

紅-155-A 何芳根 後 列 增-031-B 未尋獲      

紅-156-A 陳佺財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57-A 方冬生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158-A 潘仁傑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軍人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159-A 麥燕南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榮民 

紅-160-A 蘇富德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161-A 張廣和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162-A 羅官旺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163-A 黃旭群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164-A 李南軒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紅-165-A 程維武  已遷      

紅-166-A 韓兆慶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紅-167-A 張羅田  已遷      

紅-168-A 李徐逢仁(簡易寄存)  未尋獲      

紅-169-A 22世祖和郎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70-A 周新茂  已遷 已查  105.05.20    

紅-171-A 林開華  已遷 已查  105.05.20    

紅-172-A 彭崇華  已遷 已查  105.05.20    

紅-173-A 胡阿健  已遷      

紅-174-A 曾新貴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75-A 陳勤真  已遷 已查  105.05.22    

紅-176-A 謝 水  空穴  105.05.22    

紅-177-A 邱阿立  空穴  105.05.22    

紅-178-A 彭開接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79-A 邱公妣  已遷 已查  105.05.25    

紅-180-A 不詳  已遷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181-A 謝祥文  已遷 已查  105.05.22    

紅-182-A 萬阿文 廿三世萬肇基/紅-182-A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廿三世萬天來/紅-182-1-A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廿三世萬添財/紅-182-2-A 神主牌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紅-183-A 徐雲生  已遷      

紅-184-A 呂乾和  已遷      

紅-185-A 林石華  未尋獲      

紅-186-A 不詳(簡易寄存)  未尋獲      

紅-187-A 不詳(簡易寄存)  未尋獲      

紅-188-A 不詳(簡易寄存)  未尋獲      

紅-189-A 不詳(簡易寄存)  未尋獲      

紅-190-A 林媽陳太  未尋獲      

紅-191-A 李媽黃太  未尋獲      

紅-192-A 彭登高  已遷      

紅-193-A 余榮康  已遷      

紅-194-A 黃振里  範圍外      

紅-195-A 邱阿龍  範圍外      

紅-196-A 周宜里  範圍外      

紅-197-A 彭阿魁  範圍外      

紅-198-A 黃金耀  範圍外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紅-199-A 李從龍  範圍外     軍人 

紅-200-A 胡永友  範圍外      

紅-201-A 歐陽奇  範圍外      

紅-202-A 不詳  範圍外      

紅-203-A 洪承壽  範圍外      

紅-204-A 徐來光  範圍外      

紅-205-A 景兆榮  範圍外      

紅-206-A 張作福  範圍外      

紅-207-A 劉聰宸  範圍外      

紅-208-A 胡九田  範圍外      

紅-209-A 盛 公  範圍外      

紅-210-A 廖成丁  範圍外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01-A 無名氏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7  

增-002-A 不詳  米袋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增-003-A 李玉林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增-004-A 孫榮美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05-A 夏肖榮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增-006-A 紀清聯  空穴  105.05.12    

增-007-A 楊光敏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增-007-A-1 王桂林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增-008-A 疊葬-無名氏  破 骨罈 無 105.05.06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09-A 李鄒四妹  空穴  105.05.07    

增-010-A 盧慶交  空穴  105.05.07    

增-011-A 陳森基  破 骨罐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增-012-A 王洪鑾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增-013-A 李華欽  空穴  105.05.07    

增-014-A 劉余氏 劉陳氏  空穴  105.05.08    

增-015-A 疊葬-無名氏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16-A 疊葬-無名氏 無名氏/增-016-A 破 骨罈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無名氏/增-016-1-A 破 骨罈 無 105.05.0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增-017-A 陳燕雄  空穴  105.05.08    

增-018-A 李阿滿  空穴  105.05.08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19-A 黃英妹  空穴  105.05.09    

增-020-A 張伯○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21-A 趙傳林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增-022-A 馮世新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榮民 

增-023-A 羅國榮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榮民 

增-024-A 李進鵬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增-025-A 彭徐蘭妹  空穴  105.05.09    

增-026-A 劉題瑤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增-027-A 鄒佩奎  土葬 骨骸 無 105.05.0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增-028-A 梁 德  空穴  105.05.09    

增-029-A 孫寶明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1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增-030-A 江曾錦妹  空穴  105.05.11    

增-031-A 范蕭細妹  空穴  105.05.11    

增-032-A 梁開吉  空穴  105.05.12    

增-033-A 邱阿盛  空穴  105.05.12    

增-034-A 邱謝子貞  空穴  105.05.13    

增-035-A 梁詹勤惠  空穴  105.05.13    

增-036-A ○忠原 無名氏/增-036-A 破 骨罈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無名氏/增-036-1-A 實 骨罈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37-A 溫劉勤善  空穴  105.05.13    

增-038-A 陳李勤操  空穴  105.05.13    

增-039-A 賴曾江慈惠  空穴  105.05.13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40-A 戴彭柿妹  空穴  105.05.13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41-A 房木昌  空穴  105.05.13    

增-042-A 疊葬-無名氏 無名氏/增-042-A 破 骨罈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無名氏/增-042-1-A 破 骨罈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無名氏/增-042-2-A 破 骨罈 無 105.05.1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43-A 翁阿定  空穴  105.05.14   榮民 

增-044-A 葉黃柑妹  空穴  105.05.14    

增-045-A 陳番古  空穴  105.05.14    

增-046-A 周小保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47-A 王耀新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48-A 梁有田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3  

增-049-A 高鳳祥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4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50-A 蕭羅甜妹  空穴  105.05.14    

增-051-A 呂應時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52-A 劉成帝  空穴  105.05.15    

增-053-A 徐鳴鐘  空穴  105.05.15    

增-054-A 魯仲漢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增-055-A 蕭枝田  空穴  105.05.15    

增-056-A 范蕭勤儉  空穴  105.05.15    

增-057-A 邱鍾菊妹  空穴  105.05.15    

增-058-A 黎基生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榮民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59-A 聶萬壽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軍人 

增-060-A 不詳  空穴  105.05.15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61-A 陳廷富  空穴  105.05.17    

增-062-A 主鳳地  空穴  105.05.17    

增-063-A 彭進添  破 骨罐 無 105.05.17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增-064-A 歐邱勤儉  空穴  105.05.18    

增-065-A 程義田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66-A 羅乾坤  空穴  105.05.18    

增-067-A 伍京灰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68-A 饒恆志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8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軍人 

增-069-A 王佩剛  空穴  105.05.19    

增-070-A 彭吳菊英  空穴  105.05.19    

增-071-A 李廷海  土葬 骨骸 無 105.05.19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72-A 葉自增  空穴  105.05.20    

增-073-A 張 虞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74-A 姜林山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75-A 不詳(簡易寄存)  實 骨罈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增-076-A 李家奎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77-A 陳盧太  空穴  105.05.20    

增-078-A 劉海青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增-079-A 沈文厚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增-080-A 魏阿欽  空穴  105.05.20    



 

新竹縣竹東鎮第四公墓有(無)主骨灰(骸)起掘遷葬勞務採購案 總清冊 

公告編號 墓碑姓名 骨罈姓名及編號 起掘情形 陪葬品 起掘日期 塔位編號 晉塔日期 備註 

增-081-A 傅昌侯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82-A 不詳  空穴  105.05.20    

增-083-A 韋瑞琤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0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增-084-A 不詳 無名氏/增-084-A 實 骨罈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無名氏/增-084-1-A 實 骨罈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增-085-A 疊葬-不詳  破 骨罈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86-A 崔金生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增-087-A 賈致中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88-A 曾國清  空穴  105.05.22    

增-089-A 詹國祥  空穴  105.05.22    

增-090-A 李志成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10 軍人 

增-091-A 彭媽黃太  空穴  105.05.22    

增-092-A 王靜軒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2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93-A 馬鴻德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94-A 范賴勤喜  空穴  105.05.23    

增-095-A 江 松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96-A 余瑞霖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軍人 

增-097-A 張昌炳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3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98-A 黃健華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8  

增-099-A 鄭從奇  土葬 骨骸 無 105.05.25 生命紀念館 B1 105.06.09 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