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一 111年清明期間各縣市「紙錢集中焚燒」服務相關資訊
縣市 集中焚燒地點 民眾聯絡窗口 聯絡電話
基隆市 天外天焚化廠 環保局 (02)2465-1115

臺北市
北投焚化廠
內湖焚化廠

各區清潔隊 (02)2720-8889或1999

新北市
樹林垃圾焚化廠
八里垃圾焚化廠
新店垃圾焚化廠

各區清潔隊

請洽各區清潔隊，聯絡電話可上新
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詢
(https://crd-rubbish.epd.ntpc.gov
.tw/dispPageBox/Ntpcepd/NtpCp.asp
x?ddsPageID=CONTACT&)

桃園市 各區清潔隊

大溪區中隊(03)388-4988 轉 26
八德區中隊(03)363-2415 轉 58
平鎮區中隊(03)457-3264 轉 3011
桃園區中隊(03)302-7566 轉 316
中壢區中隊(03)437-9628 轉 309
蘆竹區中隊(03)352-6354 轉 713
大園區中隊(03)386-6360 轉 206
龍潭區中隊(03)479-6726 轉 33
觀音區中隊(03)473-4873 轉 209
新屋區中隊(03)486-1197 轉 23
龜山區中隊(03)350-3877 轉 18
楊梅區中隊(03)485-3304 轉 17

新竹市 新竹焚化爐 環保局 (03)536-8920 轉 2022/2009

新竹縣 新竹焚化爐 環保局
(03)551-9345 轉 5217
紙錢集中載運專線 0928-131-489

苗栗縣
環保局
委辦公司

(037)558-558 轉  214
(037)351-759 轉  111

臺中市
烏日焚化爐
后里焚化爐

各區清潔隊 (04)2228-9111

南投縣 環保局 (049)224-0252

雲林縣 虎尾殯葬管理所
環保局

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紙錢集中載運專線: (05)536-2716
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彰化縣 溪州資源焚化廠
環保局

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紙錢集中載運專線: (04)711-9356
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嘉義市 環保局
(05)225-1775 轉 207、217
(05)225-5771

嘉義縣 鹿草焚化爐
環保局

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05)362-0800 轉 202
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臺南市
淨圓滿
紙錢專爐

環保局 (06)268-6751

高雄市
南區資源回收廠
仁武焚化廠

環保局
各區清潔隊

(07)735-1500 轉 2707
各區清潔隊聯絡電話詳
單位 電話 單位 電話

三民東區 3920932 三民西區 3164347
左營區 5883485 楠梓區 3510147
新興區 2387046 前鎮區 8158984
鹽埕區 5330950 小港區 8157664
前金區 2416229 旗津區 5710816
苓雅區 7132650 大社區 3531756
鼓山區 5330951 燕巢區 6160044
彌陀區 6176870 田寮區 6312569
梓官區 6195775 茂林區 6801045
那瑪夏區 6701992 仁武區 3748198
桃源區 6861523 鳥松區 7326697
美濃區 6817560 岡山區 6221496
湖內區 6997478 大樹區 6525069
永安區 6911793 橋頭區 6114284



旗山區 6612132 林園區 6410246
內門區 6673774 阿蓮區 6312195
北鳳山區 7429176 南鳳山區 7408025
茄萣區 6905228 甲仙區 6752813
大寮區 7815161 路竹區 6979226
杉林區 6776335 六龜區 6895717

屏東縣 崁頂環保金爐 環保局 (08)736-1441

宜蘭縣 利澤焚化廠 環保局
(03)990-7755 轉 211
(03)990-7733

花蓮縣
花蓮勝安宮

(環保金銀爐) 環保局 (03)823-7575 轉 307

臺東縣 臺東市第三公墓 環保局 (089)221-999
澎湖縣 無集中地點 環保局 (06)922-1778 轉 103
金門縣 無集中地點 民政處 (082)318-823 轉 62154
連江縣 無集中地點 環資局 (0836)26520 轉 270



表二 111年清明期間各縣市「推動環保祭祀」活動相關資訊
縣市 環保祭祀活動及特色作法 服務期間

基隆市
1、 轄區內公私立殯葬單位紙錢減量集中燒，清明節期

間設有紙錢集中箱集中收運。
清明期間

臺北市

1、 金銀紙錢集中焚燒：民政局網站（

https://ca.gov.taipei/Default.aspx)下載區填寫相關資
料可將紙錢送焚化廠焚燒。

新北市

1、 於公立公墓及納骨塔設置140個清明祭祀服務站，
免費提供紙錢集中焚燒專用袋，亦可將紙錢轉交清

潔隊集中收運。

2、 設置「線上追思祭拜」網站

(https://worship-online.ntpc.gov.tw/)，在本市21座公
立納骨塔實地取景，不用出門也可以掃墓，並鼓勵

民眾利用網路遙祭。

3、 提供掃墓接駁專車，提供便捷的大眾運輸服務，降

低私人運具污染排放。

3月19日至4月5日

桃園市

1、 網路祭祀服務：
線上祭祀：https://w3.ncet.com.tw/A2/ty-ep-worship/
追思祭祖：
https://funeral.tycg.gov.tw/efete/halls_new.aspx

2、 為響應環保祭祀，桃園殯儀館清明節春祭活動自2
月26日至4月5日止，提供紙錢集中焚燒服務，將暫
停開放第二納骨堂金銀爐。

3、 於桃園各區示範公墓、公墓公園及納骨塔皆有清潔
稽查中隊設點協助民眾紙錢集中清運。

4、 全年常態性提供紙錢集中清運服務，請洽各區中隊
預約載運。

5、 結合民政局持續宣導環保祭祀，以鮮花素果祭拜，

以功代金、以米代金、一爐一香、紙錢集中燒及紙

錢減量。

清明期間/全年常態

新竹市

1、 新竹市「環保祭祀5用心 守護竹市好空氣」：
https://hccworship.cityweb.com.tw/index.html

2、 全年度提供宮廟「紙錢集中桶」、「環保鞭炮機」免費
借用服務，並請宮廟自行載運或是申請到府集中收
運。

3、 透過四大超商多媒體事務機及環保祭祀網頁進行
「以功代金」捐款，取代焚燒紙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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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代金」等多項措施。

全年常態

1、 清明節期間，提供宮廟及社區大樓申請到府集中收
運紙錢。

2、 製作清明祭祀限定版的「環保祭祀袋」，並結合公益
團體現場義賣或線上憑捐款100元以上收據進行兌
換，後續會將環保祭祀袋寄送至家中，讓捐款者感
受「環保做功德、平安送到家」的貼心服務。

特定期間

新竹縣

1、 竹北市第四公墓設置紙錢收集點及設攤宣導以米

代金及以功代金等環保祭祀觀念。

2、 南天山濟化宮春祭法會辦理紙錢集中清運。

清明期間

苗栗縣
1、 竹竹苗聯合網路普度網：http://www.hcepb.25u.com/
2、 輔導各殯儀館、公墓、納骨塔設置紙錢集中區及環

特定期間/全年常態

https://w3.ncet.com.tw/A2/ty-ep-worship/


保金爐並推動寺廟紙錢集中燒。
3、 辦理縣內寺廟設置金紙集中桶，統一收集至焚化爐

處理，並提供紙錢集中燃燒預約代收服務，並於中
元節前禮聘法師於焚化廠舉行「淨爐儀式」，將紙錢
集中專用投入口及設備潔淨去穢。

4、 推動寺廟平安米推廣作業，「以米代金」、「以功代
金」代替燃燒金紙，宣導一爐一香、團拜一炷香或雙
手合十代替。

5、 舉辧紙錢減量跨局處研商會、紙錢減量集中燒宣導
說明會。

6、 環保局環保電子禮炮機提供公私場所、寺廟借用服
務，取代燃放傳統鞭炮，環保又降低空氣污染物。

7、 持續推動本縣廟宇進行封爐作業，有效減少紙錢燃

燒量。

臺中市

1、 紙錢集中燒
2、 拜拜一炷香宣導
3、 電話預約清潔隊至指定地點載運
4、 以米代金、以花代香、以功代金

全年常態

5、 淨爐儀式 清明期間

南投縣

1、 公墓舉牌宣導。

2、 發布新聞稿。

3、 跑馬燈刊載相關訊息。

4、 資源回收廣播宣導。

5、 臉書宣導。

清明期間

雲林縣

1、 鼓勵使用大面額紙錢並提供紙錢收運集中燃燒處

理。

2、 以捐款代替燒紙錢。

3、 鞭炮減量改採環保鞭炮、電子鞭炮機。

紙錢集中燃燒:於特定
期間(清明、中元、重
陽、宗教民俗活動)其
他則為全年常態。

彰化縣

1、 紙錢減燒、減量(以糧代金、以功代金)。
2、 香支減量(以花代香、一爐一炷香)。
3、 納骨塔或公墓紙錢集中焚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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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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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錢集中清運

(全年常態)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嘉義市

1、 嘉義市殯葬管理所封閉納骨堂金爐，於3月12日至4
月5日期間由環保局派駐紙錢集中專用車輛協助收
運。

2、 本市佛寺8處、墓地6處（配合消防局設置清明節掃
墓用火安全宣導站）皆設置紙錢集中箱（袋），於3月
26、27日與4月2、3、4、5日期間供市民使用。或可撥
打收運專線05-2251775、05-2255771，登記預約後
將前往載運統一集中焚燒。

佛寺8處：彌陀禪寺、大明禪寺、圓福寺、增光寺、天
龍寺、太元寺、普德寺、普照寺。

墓地6處：彌陀路西側靜思堂旁、學府路公墓、林森
東路269巷內、北社尾路601巷、光正街
12巷一帶、潭頂路新闢道路一帶。

3、 清明期間與家扶基金會、創世基金會設置以善代金

服務站，3月26日於家樂福嘉義店與大潤發嘉義店、

清明期間



4月4~5日於嘉義市殯葬管理所（市立納骨塔）、4月5
日於彌陀禪寺，現場響應可填寫以善代金功德感謝

狀，將委由九華山地藏庵迴向祈福，讓市民追思祭

祖誠心不減。亦可透過四大超商事務機捐款響應嘉

義市以善代金，環保局另提供以善代金功德感謝狀

代寫服務。

嘉義縣

1、 透由民政處清明工作協調會，嘉義縣各鄉鎮市清明

期間共同推廣紙錢集中燒。

2、 於4月12日舉辦淨爐祈福儀式理法會，尊重民俗及
兼顧環保。

3、 於各寺廟調查時宣傳一爐一香、以米/糧代金等紙
錢減量措施，並推廣金爐設置防制措施。

4、 結合環保署政策於四大超商讓民眾響應以功代金，

善款會由社團法人嘉義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統籌

分配。

全年常態

臺南市

1、 紙錢集中及減量燒：https://epb2.tnepb.gov.tw/lucky/
2、 線上參拜網：http://epb2.tnepb.gov.tw/purdue/
3、 以功代金四大超商代收服務，方便民眾響應。
4、 輔導本市5家社福團體建置以功代金線上捐款管道

，以利推廣。
5、 清明、中元等節慶結合10家社福至納骨塔設置服務

台推廣以功代金。
6、 以功代金祈福法會(一年一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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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常態

高雄市

1、 紙錢集中燒及線上祭拜網站：

https://www.escotech.com.tw/pudu/index.htm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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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推動三大民俗節日(春節祭祖暨天公生、清明節、中
元普渡)及平日紙錢集中至紙錢專用金爐統一燒化
，減少紙錢露天燒化情形。

4、 於環保局臉書粉絲專頁及LINE 群組推播等管道發
布紙錢集中燒及以功代金相關訊息，並協助宣傳各

項活動。

5、 宣導民眾透過四大超商電子捐款平台響應「以功代

金」，將欲購買紙錢費用轉而捐助弱勢團體。

6、 結合「一爐一炷香」、「紙錢減量」等政策持續推廣紙

錢及香支源頭減量。

全年常態

屏東縣

1、 免費紙錢集中收運至環保金爐處理，請洽專線電話

08-7361441 。
2、 自行運送紙錢至環保金爐，交由現場人員協助處

理。

3、 紙錢收運用專用袋免費申請。

4、 紙錢集中桶設置於寺廟與納骨塔，方便民眾集中紙

錢。

5、 輔導寺廟紙錢與香支減量，並頒獎表揚優良環保廟

宇。

全年常態

宜蘭縣 1、 於清明期間設立便民服務站並設置紙錢集中代收 清明期間



處，並鼓勵民眾放入紙錢集中代收處，可兌換宣導

品。

2、 於便民服務站停靠之回收車懸掛紙錢集中收運專

車布條，結束後統一由公所載運至利澤焚化廠處

理。

3、 設立便民服務站全縣分布地圖，民眾掃碼便可得知

周遭紙錢集中代收處資訊。

花蓮縣

1、 設置紙錢集中點與集中箱。

2、 電臺託播紙錢集中燒及推廣以功/米代金。
3、 清潔隊垃圾車託播懸掛宣導紅布條。

4、 推廣網路普渡。

5、 民眾預約紙錢收運。

全年常態

臺東縣

1、 租借環保金爐3天，放置於第三公墓，以降低環境污
染之燃燒。

2、 環保局於第三公墓設利以金換米服務處，民眾可將

自己的金紙提供給環保局集中燒，即可換取一包平

安米。

3、 推廣以功代金，建議民眾將原先購買紙錢的預算，

捐款給需要幫助的慈善團體，可以最直接的將功德

發揮於民間，實質的幫助慈善團體。

(一) 環保金爐租借：
111年4月3日－111年4
月5日（連續三天）
(二) 以金換米服務處：
111年4月4日（大型法
會）－111年4月5日（
08:30~14:30）

澎湖縣
1、 新聞露出紙錢減量宣導。

2、 紙錢集中至菜園生命紀念館的環保金爐焚燒。
清明期間

金門縣
1、 推動低碳民俗及多元祭祀，於四大超商操作事務機

平台【以功代金】捐款作業，減少傳統金紙燃燒量。

111年1月25日起至
111年11月30日止

連江縣 1、 推動以功代金、環保禮炮車及電子蠟燭。 全年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