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中元普渡期間縣市政府提供符合環保祭祀服務活動一覽表

紙錢集中燒收運服務
縣市
基隆市

民眾聯絡窗口
環保局

聯絡電話
(02)2465-1115

臺北市
(民政局)

各區清潔隊

(02)2720-8889 或 1999 市民當家熱線

新北市

各區清潔隊

新北市環保局(02)2953-2111
桃園區中隊(03)302-7566 轉 511
中壢區中隊(03)437-9628 轉 220
八德區中隊(03)363-2415 轉 58
平鎮區中隊(03)457-3264 轉 3011
大溪區中隊(03)388-4988 轉 26
楊梅區中隊(03)485-3304 轉 17
龜山區中隊(03)350-3877 轉 18
蘆竹區中隊(03)352-6354 轉 713
大園區中隊(03)386-6360 轉 206
觀音區中隊(03)473-4873 轉 209
龍潭區中隊(03)470-6420 轉 33
新屋區中隊(03)486-1197 轉 27
復興區中隊(03)382-1030 轉 15

桃園市

各區中隊

新竹市

環保局

(03)536-8920 轉 2022

新竹縣

環保局

(03)551-9345

苗栗縣

環保局
委辦公司

臺中市

各區清潔隊

南投縣

環保局

(037)558-558 轉 214 邱小姐
(037)351-759 轉 103 嚴先生
紙錢集中免費載運服務
1. 清潔隊管理科(04)2228-9111
2. 各行政區清潔隊

(049)224-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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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錢集中燒收運服務
縣市
雲林縣
彰化縣
嘉義市
嘉義縣

民眾聯絡窗口
聯絡電話
環保局
(05)552-6247
(05)537-9470
委辦公司
環保局
1.紙錢集中載運專線(04)711-9356
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2.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環保局
(05)225-1775 轉 207
委辦公司
(05)225-5771
環保局
1.(05)362-0800 轉 202
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2.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臺南市

環保局

高雄市

環保局
各區清潔隊

宜蘭縣

環保局

(03)990-7755 轉 211 游小姐
(03)990-9612 轉 2125 林小姐

屏東縣

環保局

(08)736-6324

花蓮縣

環保局

(03)824-6850

臺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環保局
環保局
民政處
環資局

(089)221-999

(06)268-6751
(07)735-1500 轉 2707

(06)922-1778 轉 125
(082)318-823 轉 62154
(0836)26520 轉 270

2

環保祭祀活動資訊
縣市

環保祭祀服務活動
一、「以善代金」宣導網：http://kldonate.cityweb.com.tw/keelung/
二、紙錢焚燒及以善代金正反兩面宣導海報，請里長向里民進行
宣導及推廣。
基隆
三、舉辦中元普渡祭祀紙錢集中焚燒活動祈福淨爐儀式。
市
四、推動轄區內各寺廟、殯葬單位以及社區單位紙錢減量集中
燒，中元節期間部分社區設有紙錢集中箱並於普渡結束後集
中收運。
一、拜拜減碳神明稱讚網站：
https://reduce-co2.civil.taipei/Default.aspx
二、 金銀紙錢集中焚燒：民政局網站
https://ca.gov.taipei/Default.aspx 下載區放置「臺北市運送集中
焚燒金銀紙錢通行證」
，民眾填寫相關資料後可將紙錢送至本
市焚化廠免費集中焚燒。
三、 本市計有 44 家寺廟響應環保祭祀「以米代金」：

服務期間

特定期間

松山區 振天宮
信義區 中坡福壽宮、松山奉天宮
大安區 泰安宮、福興宮、福景宮、大安車層景福宮
中山區 明山寺玄寶殿、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庄仔福德宮

臺北
市(民
政局)

中正區

長慶廟、財團法人台北市臺灣省城隍廟、財團法人台北
市南福宮

大同區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宮、大橋頭福德廟、法主公廟、聖
南宮、無極天元聖寶殿

全年常態

萬華區 台北佛光堂、奉聖宮
文山區

樟山寺、財團法人台北市木柵忠順廟、台北文山興安
宮、木柵集應廟

南港區 慈岩宮、後山坡福德爺廟、無極明聖宮、成福宮
碧山巖開漳聖王廟、佛光山內湖禪淨中心、安湖福德正
內湖區 神、興安宮、善德堂、下灣仔福德宮、聖嘉宮、安康福
德宮
士林區

坤天亭、芝山巖惠濟宮、財團法人台北葫蘆寺、士林千
手觀音廟、發久宮、無上天道天靈寺

北投區 福星宮、福慈宮、台北慈善宮

四、 中元普渡線上祭拜網站：https://iwnet.civil.taipei/Purdue
一、 推動及宣導「普渡新文化 少燒金、燒好金」活動。
(一) 少燒金：民眾可透過選購適量的普渡金或改以鮮花、素
新北
果等其他祭品祭拜外，也可選擇「網路普渡」
，即透過網
中元普渡期間
市
路普渡線上祭祀，取代傳統普渡活動。
(二) 燒好金：選購經檢驗符合國家標準(CNS)之金銀纸及香
品，均能達到減少因燃燒產生有害空氣污染物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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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環保祭祀服務活動
二、與家樂福、大潤發、愛買及頂好等賣場合作推出符合 CNS 國
家標準香品、紙錢。
三、與全聯合作推出環保普渡金，採用小份量紙錢，期民眾適量
燒金。
四、普渡專區：https://www.epd.ntpc.gov.tw/Article?catID=1942
五、「少燒金 燒好金 健康又誠心」網站：
http://pudu.epd.ntpc.gov.tw/pudu/
一、提供市民預約紙錢收運服務，部分寺廟設有紙錢集中箱並定
期收運。
桃園 二、製作環保祭祀、紙錢集中燒宣導摺頁、海報及單張發放給各
市
寺廟及民眾進行宣導與推廣。
三、結合民政局持續宣導民眾環保祭祀，以鮮花素果祭拜，以善
代金、以米代金、一爐一香、紙錢減量。
一、 竹竹苗聯合網路普渡網：http://www.hcepb.25u.com/
二、 中元節期間，提供宮廟及社區大樓申請到府集中收運紙錢。
三、 全年度提供宮廟申請自行載送紙錢至焚化廠。
新竹
四、 透過全家便利商店進行「以善代金」捐款，取代焚燒紙錢。
市
五、 各寺廟持續推廣低碳廟宇認證，並結合本市殯葬業者、各大
寺廟及社區等單位推動「紙錢集中燒」、「香支減量」及「以
善代金」等多項措施。
一、 竹竹苗聯合網路普渡網：http://www.hcepb.25u.com/
二、 中元普渡特定地點集中清運。

服務期間

特定期間/
全年常態

特定期間/
全年常態

特定期間

一、 由本局發文宣導「以善代金」透過全家便利商店進行捐款，
取代焚燒紙錢。
新竹 二、 除辦理紙錢集中燃燒預約代收服務，另於縣內寺廟設置金紙
縣
集中桶，統一收集至焚化爐處理。並針對寺廟宣傳暫時性封
全年常態
爐，配合紙錢集中清運，根據預定之收集路線，針對未預約
之民眾，沿途宣傳並收集紙錢。
三、 持續宣導「以米代金」活動以白米取代焚燒紙錢。
四、 針對縣內紙錢集中收廟宇推廣配合一爐一香。
一、 竹竹苗聯合網路普度網：http://www.hcepb.25u.com/
二、 推動寺廟金爐設置防制設備或封爐。
三、 辦理紙錢集中燃燒預約代收服務。
苗栗 四、 推動「以米代金」、「以善代金」代替燃燒金紙。
特定期間/
縣
五、 平日寺廟平安米推廣作業。
全年常態
六、 宣導「心誠則靈」
，採用鮮花素果、徒手祭拜是最環保的方式。
七、 提供環保電子禮炮機免費借用服務。
八、 推廣一爐一香及團拜一炷香。
一、 環保祭祀宣導網站：https://temple.epb.taichung.gov.tw/
二、 全年常態性提供紙錢集中清運服務，以電話聯繫各區清潔隊
臺中
預約免費載運。
全年常態
市
三、 辦理紙錢減量及低碳環保祭祀宣導會，農曆 7 月前至烏日及
后里焚化爐舉行「淨爐祈福法會」。
四、 環保局與民政局共同提倡「環保祭祀新文化－四少一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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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南投
縣

雲林
縣

彰化
縣

嘉義
市

環保祭祀服務活動
全民運動，推動少焚香、少燒紙錢、少放鞭炮、少點蠟燭及
推廣以善(米)代金。
五、 推動集合式住宅、樓管公司及公寓大廈紙錢減量集中燒，推
廣四大超商以功代金。
六、 於各殯儀館、公墓、納骨塔設置紙錢集中區及環保金爐，並
推動紙錢減量、一爐一香、團拜一炷香或雙手合十代替。
七、 空污宣導月活動-拍攝宣導短片及辦理抽獎。
一、 紙錢減量網站：http://paper.ntepb.gov.tw/index.asp
二、 結合各清潔隊辦理紙錢集中燃燒預約代收服務。
三、 製作紙錢集中袋發放各寺廟使用。
四、 推動大面額紙錢、紙錢與香支減量及環保寺廟。
五、 推廣環保電子禮炮機。
一、 網路祭祀平台：http://worship.ylepb.gov.tw/
二、 推動一爐一香、以米/以善代金、環保金爐、環保鞭炮、及媒
合地方寺廟合作。
三、 清明及中元節期間廟宇、公墓可透過公所清潔隊或環保局媒
合載運至補助設置的大型環保金爐(如虎尾殯葬管理所)統一
煉化。
一、 全年提供「紙錢集中燒」服務，設置紙錢集中載運專人專線
預約服務，有效推動紙錢集中燒。
二、 中元節期間提供祭祀疏文供民眾使用。
三、 聘請法師於溪州焚化廠舉辦「淨爐科儀」
，讓民眾安心配合紙
錢集中燒。
四、 推動「以糧代金」，本縣部分宮廟提供「代金糧」，供民眾代
替紙錢使用，民眾祭祀後也可選擇捐贈公益團體。
五、 推動紙錢減燒「大面額紙錢」、「環保紙錢」等替代方案，推
廣源頭減量，推動「香支減量」
、
「一爐一香」
、
「以花代香」。
六、 提供宣導海報及紙錢集中袋供本縣各宮廟善用。
七、 發佈新聞稿宣導環保祭祀，並透過跑馬燈、媒體、展示板及
海報等，加強宣導紙錢減量與環境健康之重要性。
一、 中元節前夕舉辦淨爐祈福法會，以示尊重民俗信仰。
二、 辦理紙錢集中載運，提供電話及線上預約服務，並於本市東、
西區共設 14 處集中響應站，讓市民集中更便利。
三、 推出以善代金換平安米活動，加強推廣民眾響應以善代金，
以下響應方式擇一參與，即可兌換壽金造型平安米及功德感
謝狀乙份，限量 200 份。
1. 全家超商 FamiPort 響應捐款，憑單據至環保局兌換。
2. 本市社福團體服務據點臨櫃響應現場兌換。(創世基金會、
家扶基金會)
3. 大賣場響應服務站臨櫃響應現場兌換。偕同創世基金會及
家扶基金會，於大潤發嘉義店、家樂福嘉義店設置響應服
務站，方便民眾採買供品同時捐款並兌換平安米。
四、 輔導本市嘉邑城隍廟、九華山地藏庵自主購置以糧代金平安
符造型代金米共計 1,500 份(另補助 500 份)，於中元節法會、
慶典供民眾替代使用，促成源頭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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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期間

特定期間/
全年常態

特定期間/
全年常態

特定期間/
全年常態

特定期間/
全年常態

縣市

嘉義
縣

臺南
市

高雄
市

宜蘭
縣

環保祭祀服務活動
服務期間
五、 透過資源回收車、海報、FB 社群等方式宣導中元環保普渡。
六、 發佈環保普渡慶讚中元新聞稿，推廣環保祭祀三大攻略，
「聯
合普渡做伙拜」、「紙錢集中燒好金」、「以善代金存好心」。
一、 推廣紙錢集中燒。
二、 舉辦淨爐祈福儀式辦理淨爐祈福法會及紙錢集中燒。
全年常態
三、 於各寺廟宣傳一爐一香、以米(糧)代金、紙錢減量及設立紙
錢集中站並響應紙錢集中燒。
一、 紙錢集中及減量燒：http://epb2.tainan.gov.tw/lucky/
二、 線上參拜網：http://epb2.tainan.gov.tw/purdue/
三、 搭配全家、OK、萊爾富代收服務，方便民眾響應以功代金。
四、 重大節慶結合 10 家社福至納骨塔設置服務台推廣以功代金。
全年常態
五、 中元前於舉辦淨爐儀式、中元過後舉辦祈福法會。
六、 透過新聞稿、FB、市府 Line 推播等方式宣導紙錢減量集中等
相關政策。
七、 推廣一爐一香、低污染拜香。
一、 紙錢集中燒及線上祭拜網站：
http://www.escotech.com.tw/pudu/
二、 發布新聞稿宣導紙錢減量，透過平面媒體、報紙及網路新聞
等方式宣導相關紙錢減量與相關環保知識概念。
三、 於環保局臉書粉絲專頁發布紙錢集中燒及以善代金相關訊
息，並協助宣傳各項活動。
特定期間
四、 於傳統三大節日(春節祭祖及天公生、清明節及中元節)期間
進行紙錢集中作業。
五、 舉辦中元普渡灑淨祈福法會及淨爐儀式。
六、 推動以善代金，結合統一、全家、萊爾富及 OK 等便利超商
電子通路平台，提供民眾管道捐助 24 家社福團體。
一、 中元普渡期間辦理紙錢集中收運宣導工作，於頭城鎮、礁溪
鄉、宜蘭市、羅東鎮、冬山鄉、蘇澳鎮等六鄉鎮超商(全家、
統一、萊爾富及 OK)、超市(喜互惠、全聯)及縣內 23 間寺廟
作為代收管道，共計 171 處代收點，提供民眾就近代收服務。
二、 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於收運資源回收物同時，提供民眾集中
紙錢管道。寺廟平日、初一十五或節慶之紙錢可事先通知委
由清潔隊資源回收車定點收運處理。
特定期間/
三、 於所屬機關之普渡活動皆不燒傳統紙錢，改以結合巾衣、金
全年常態
銀紙之「改良式紙錢」做為祭祀使用。
四、 舉辦中元拜拜環保祭祀宣導記者會。
五、 舉辦淨爐祈福法會儀式。
六、 透過電台廣播、新聞稿、社群平台及國道客運等管道進行媒
體宣導，讓不同年齡層的民眾接收到減燒、集中燒及環保祭
祀的觀念，強化宣導效益。
七、 推動紙錢及香支減量，環保低碳廟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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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屏東
縣

花蓮
縣

臺東
縣

澎湖
縣

金門
縣

連江
縣

環保祭祀服務活動
服務期間
一、 紙錢回收集中焚化線上申請及減量宣傳網：
http://pt.clweb.com.tw/
二、 線上參拜網：http://worship.clweb.com.tw/
三、 推動使用祭祀替代品、減少紙錢使用量及環保紙錢，並舉行 特定期間
淨爐儀式。
四、 辦理相關宣傳作業。
五、 推廣紙錢集中燒。
一、 推廣紙錢減量配套方案，如以善代金-將欲購買紙錢費用轉贈
弱勢團體，另推廣全家以善代金 FamiPort 取代、減少燃燒紙
錢量，以降低空氣污染物；以米代金-改用米進行祭拜，減少
焚燒之紙錢量。
二、 中元節前將機關推行紙錢減量與集中焚燒之措施，以平面媒
特定期間/
體方式將宣導內容利用平面媒體刊登於報章雜誌，以達宣導
全年常態
效果。
三、 為提升集中燒之便利性，特別在便利超商、賣場、金紙店、
社區及道路等設置集中點，方便民眾放置，達有效紙錢集中
之目的。
四、 在營建工地推行以米代金與以糧代金。
一、 臺東縣網路祭祀平台：
http://www.evec.com.tw/worship/index.php
一、 全年
二、 透過新聞稿發布方式宣傳，包含平面媒體、網路社群平臺、
二、 元宵、清
縣政資訊 APP 等，宣導紙錢不燒或減燒對環境及健康的優
明、中元
點，提供相關環保祭祀作法，中元節新聞稿預定於 109 年 8
等節日前
月 19 日(農曆 7 月初一刊出)。
加強宣導
三、 輔導臺東市區寺廟逐步改行環保祭祀(如以米代金、一爐一香
環保祭祀
等)，提供本縣及其他縣市寺廟成功案例供轄內寺廟參考。
觀念
四、 109 年 8 月份排定執行本縣環保寺廟認證作業，認證通過寺
廟供其他單位作為標竿學習。
一、 推廣環保祭祀方法，如「減少紙錢攜帶量」、「以鮮花取代燒
香」、「以素果代替紙錢」、「使用大面額紙錢」及「以香傳意
不燒紙錢」等。
特定期間/
二、 發佈紙錢減量相關新聞稿宣導，透過平面及電視媒體、報紙、 全年常態
網路新聞及社群媒體，宣導紙錢減量之重要性，並提供相關
環保祭祀方法。
一、 配合辦理社區紙錢減量及環保祭祀宣導會。
二、 提供免費電子炮香供民眾借用，以達到實際污染減量的目的。
特定期間/
三、 各鄉鎮 45 處即時顯示 AQI 空氣品質，逐時播放紙錢減量宣
全年常態
導廣告。
四、 補助寺廟設置環保金爐等空氣污染減量措施。
一、 透過新聞稿發布方式宣傳(以米代金、以善代金)。
二、 拜訪輔導寺廟管理會，張貼相關減量文宣，推廣使用電子鞭
全年常態
炮與光明燈。
三、 輔導大同之家建立管理制度，避免信眾焚燒大量金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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