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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臺中市自 99年 12月 25日縣市合併後將原有臺中縣納入大台中，面

積為 2,214.8968平方公里，共分為 29個行政區、625個里、13,005鄰。

最大區為和平區，面積為 1,037.8192平方公里；最小區為中區，面積為

0.8803平方公里；人口數截至 104年 6月底止達 273萬 1,500人。殯葬業

務部份為原臺中市殯葬管理所管轄崇德館、東海館及十三公墓，為配合縣

市升格，更名為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並增加大甲館。 

長久以來，政府機關的服務，因為常受到「官僚組織」（Bureaucracy）

概念之影響，認為行政機關的特性與運作方式如同一封閉世界。因此大家

多認為政府是扮演管制者的角色，而忽略政府應是服務提供者的角色。由

於時代日益進步且社會日益複雜，人民對於政府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使政

府機關的服務功能不斷的擴大，因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也愈受重視。

本局為建構人性化殯葬設施，並推動公園化示範公墓，建立一個符合人性

尊嚴的生活空間，提供民眾莊嚴肅穆的慎終追遠治喪場所，刻正研議擬定

相關殯葬法規及設置相關殯葬設施，俾符合人民的期待。 

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等地殯葬設施及殯葬服務業之申請、管理、納

骨堂、壽墓及生前契約等監督管理及實際等面向，近幾十年來發展迅速，

一條龍理念、事業及企業經營模式，尊重往生者及家屬意願並以推廣簡葬、

環保葬(含樹葬、花壇葬、壁葬)及禁止點香燃燒金紙等政策及法令可供本

市未來推行殯葬業務發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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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國人員名單 

本次考察由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唐益滄副局長率民政局團隊（包含局本

部相關科室、潭子區公所、大肚區公所及生命禮儀管理所等人員），合計

14人，前往大陸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等兩地進行為期 5日考察，其出國

名單如下：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民 政 局 局 本 部 副 局 長 唐 益 滄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公 所 區   長 劉 振 村 

臺 中 市 大 肚 區 公 所 區   長 王 淑 貞 

民 政 局 宗 教 禮 俗 科 科   長 謝 東 任 

民 政 局 人 事 室 主   任 呂 秋 華 

民 政 局 資 訊 室 主 任 李 秀 香 

民 政 局 會 計 室 主 任 賴 慈 琪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 所 長 賴 榮 裕 

民 政 局 宗 教 禮 俗 科 股 長 楊 昆 諺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 主 任 白 永 正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 組 長 黃 朝 順 

宗 教 禮 俗 科 科 員 吳 明 哲 

勤 務 管 理 科 科 員 曾 芳 靜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 組 員 陳 芳 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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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行程 

日期 預訂行程 任務 

7/15(三) 臺中-上海 

啓程、北京 

拜會上海市政府民政局 

拜會上海市殯葬管理處 

拜會上海市殯葬行業協會交流 

參訪上海市龍華殯儀館 

參訪上海市殯葬博物館 

7/16(四) 
上海 參訪益善殯儀館 

參訪上海市福壽園 

7/17(五) 上海-杭州 

參訪回民公墓 

啓程-抵達杭州 

拜會浙江省政府民政廳 

拜會浙江省殯葬協會 

7/18(六) 杭州 

參訪安賢園 

參訪杭州市殯儀館 

7/19(日) 杭州-臺中 返程-返回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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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察目的 

    本次考察係為了解大陸民政暨殯葬相關政策及法令、民政業務推動現

況及未來施政目標，由本局唐副局長率團前往大陸上海及浙江考察相關民

政、殯葬機關及觀摩殯葬設施，並進行業務交流及經驗分享，以作為本市

未來推動民政及殯葬業務、擬定政策方向與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參考。另希

望藉由此次大陸民政業務及殯葬設施之訪察，能夠帶來許多不同的觀念與

做法，提高本局服務績效，增加公共設施收入，讓民眾感受到政府的用心

與努力，並致力於建構成為一個服務型政府。 

    藉由參訪過程，促進臺中市與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等地殯葬文化、

人員及業務交流，對爾後擬定本市殯葬相關法規及政策推動執行、殯葬設

施設置、葬儀制度建立等，提供實務上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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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察主題 

 （一）兩岸殯殯葬服務處理流程差異性？ 

 （二）殯儀館遺體處理流程及禮廳告別式規劃、管理方式等問題？ 

 （三）納骨堂、公墓、環保葬使用情形及園區綠美化維護管理問題？ 

 （四）殯葬設施設置有關水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申辦流程及期限等問題？ 

 （五）不同宗教習俗對殯葬服務流程、禮廳佈置、火化及墓園等差異？ 

 （六）目前殯葬產業之特色與規模及未來殯葬設施規劃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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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拜會機關 

(一) 上海市民政局 

1、主要職責   

(1)貫徹執行有關民政工作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方針、政策；研究起

草本市有關民政工作的地方性法規、規章草案,擬訂民政事業發展規

劃和政策,並組織實施有關地方性法規、規章和規劃、政策。   

  (2)負責本市社會救助工作。牽頭擬訂社會救助政策、標準和實施辦法;

健全城鄉社會救助體系;組織實施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

供養、因病支出型貧困家庭生活救助、醫療救助、臨時救助、社區

綜合幫扶和生活無著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工作；負責本市救助管理站

的指導和監督。    

       (3)負責本市居民經濟狀況核對工作。研究分析居民經濟狀況;擬訂居民

經濟狀況核對的專案、標準和實施辦法;管理居民經濟狀況核對工作，

指導核對工作機構建設。    

       (4)負責本市救災救助的組織、協調工作。組織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體系

建設;組織核查、上報、發佈災情;組織、指導救災捐贈工作,接收、

管理、分配和監督使用救災款物；承擔本市社區防災減災組織、協

調和指導工作。    

   (5)負責協調推進本市老齡工作。擬訂老齡事業發展規劃和政策;推動老

年人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實施；指導、協調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 

       (6)負責本市社會福利工作。擬訂扶持社會福利事業發展的規劃、政策、

標準和實施辦法;負責孤兒救助工作,指導孤兒權益保障工作；指導

各類社會福利設施建設和服務管理工作；推進本市養老服務體系建

設，加強對機構養老和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監督管理。    

       (7)負責本市殘疾人權益保障工作。擬訂殘疾人就業的扶持保護政策;負

責社會福利企業的資格認定和監督管理;負責城鎮重殘人員納入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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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的覆核;負責假肢矯形器生產裝配企業的資格認定；負責殘

疾人進口用品免稅的審核。    

       (8)負責本市慈善事業促進工作。擬訂促進慈善事業的政策；指導開展

慈善募捐活動,會同有關部門引導、扶持和規範慈善組織的發展；會

同有關部門做好募捐活動相關的服務和監督管理工作。    

       (9)負責本市福利彩票管理工作。規劃並批准建立本市福利彩票銷售網

路,監督福利彩票代銷者的代銷行為和彩票開獎活動；負責福利彩票

公益金的使用管理和監督。    

       (10)負責本市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建設工作。擬訂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

建設的意見、建議和政策；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指導基層群眾

自治建設,組織區縣開展居(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負責指導社區服

務體系建設，會同有關部門。  

2、內設機構    

   上海市民政局設 16個內設機構： 

  (1)辦公室 (2)政策法規處 (3)組織人事處(老幹部處) (4)計畫財務處 

(5)宣傳和資訊化處 (6)信訪辦公室 (7)救濟救災處(收入核對工作處) 

(8)老齡工作處 (9)社會福利處 (10)慈善事業促進處 (11)基層政權和

社區建設處 (12)職業社會工作和志願服務處 (13)「雙退」安置辦公室 

(14)優撫處 (15)區劃地名處 (16)婚姻管理處(收養登記處) 

3、人員編制     

   上海市民政局機關行政編制為 128名。其中，局長 1名、副局長 6名，

正副處級領導職數 43 名。非領導職數按照《公務員法》有關規定核定。 

(二) 浙江省政府民政廳 

1、省民政廳職能 

       (1)貫徹執行民政工作的法律、法規、規章；研究起草有關民政行政管

理的地方性法規、規章草案，制定全省民政事業的發展規劃、工作

計劃和政策，並組織實施；指導基層民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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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會同有關部門擬訂全省社會工作發展規劃、工作計劃和政策，推進

全省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和相關志願者隊伍建設。 

      （3）負責全省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登記、監督管理和

執法監察工作。  

      （4）負責全省擁軍優屬、優待撫恤和烈士褒揚工作，評定傷殘等級，承

辦烈士稱號的審核報批工作；承擔省雙擁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日常工

作。  

      （5）負責軍隊離退休幹部、復員退伍軍人和軍隊無軍籍退休退職職工等

接收安置、服務管理工作；負責全省復員退伍軍人數據庫的建設與

管理工作；協調、指導全省軍供管理和保障工作；承擔省退伍軍人

和軍隊離休退休幹部安置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日常工作。  

      （6）負責全省救災減災工作，核查上報發布災情，監督管理救災款物分

配使用；組織製定自然災害應急預案，指導避災安置場所建設和管

理；組織、指導社會救災捐贈，負責接收社會捐贈；指導全省政策

性農村住房保險倒塌房屋爭議裁定工作。  

      （7）牽頭擬訂全省社會救助規劃、政策和標準，健全城鄉社會救助體系；

指導和監督全省實施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醫療救助、臨時救助、

生活無著人員救助工作；負責全省城市低收入家庭認定工作。  

      （8）負責指導城鄉基層政權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建設工作；指導社區服           

務管理和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推進城鄉社區建設。  

      （9）負責行政區劃管理；規範全省地名標誌的設置和管理，負責全省標

準地名資料的編輯和審定；負責行政區域界線的勘定和日常管理工

作，調處行政區域邊界爭議；會同省測繪局組織編制、公佈行政區

劃信息。  

     （10）擬訂全省社會福利事業發展規劃、政策和標準；依法管理、指導慈

善事業；指導老年人、孤兒、殘疾人等特殊困難群體的權益保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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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組織、指導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負責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指導

農村敬老院建設和管理；指導、協調全省革命老區扶貧工作，負責

農村老黨員、老交通員、老游擊隊員的生活困難定期補助工作；負

責對口支援和結對幫扶工作。  

     （11）負責殯葬管理和婚姻登記管理工作；負責收養登記工作；負責城市

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工作。  

     （12）負責省級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工作。  

     （13）負責民政事業規劃財務和統計工作，指導、監督民政事業費的使用

管理。  

     （14）辦理省老齡工作委員會決定的事項。  

     （15）負責全省大中型水庫移民後期扶持、灘坑水電站移民安置、新建大

中型水庫移民安置規劃的審核，指導小型水庫移民有關扶持工作，

承擔核應急安置專業組工作。  

     （16）承辦省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2、各處室 

      辦公室、人事處、直屬機關黨委、駐廳監察專員辦公室、計劃財務

處、宣傳處、政策法規處、社會組織管理局（省社會組織管理局）、優

撫處、退伍軍人和軍隊離退休幹部安置處、救災處（省政策性農村住房

保險倒塌房屋爭議裁定辦公室）、社會救助處、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處、

區劃地名處、社會福利與老年服務處、兒童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處(省

收養登記處)、社會事務處（救助管理處）、社會工作處、老齡綜合處、

移民綜合處、移民資金管理處、移民安置處、移民扶持開發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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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察設施 

  (一)上海市龍華殯儀館 

   上海市龍華殯儀館是上海市民政局所屬的事業單位,地處上海市西南

部,是上海市規模最大、全國知名、各項配套服務齊全的大型殯殮服務場

所。 龍華殯儀館以「讓逝者得其所，使生者了無憾」為服務宗旨，全力

追求文明、便捷、溫情的服務,為市民治喪營造溫馨舒適的追思環境。主

要服務專案包括：提供 24小時電話 64647444登記接運遺體、冷藏、防

腐、整容、當廳更衣整容、遺體告別、司儀、通宵守靈服務、預約上門

服務、國際殯儀運屍服務、禮儀出殯、喪宴預定、遺體鋪花、禮廳佈置

全面設計、港澳臺同胞及華僑土葬服務等全套殯殮服務以及各種喪葬用

品銷售。   

    龍華殯儀館占地面積 4.4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1.4萬平方米，綠化

面積 2.1萬平方米。以涉外業務和重大喪事為特色，在上海逝世的知名

人物一般都在龍華殯儀館舉行追悼會。龍華殯儀館擁有 24小時的「白事

熱線」電話，提供全套殯殮服務以及各種喪葬用品銷售。 

      龍華殯儀館建於 1952年，前身為龍華公墓。195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

將龍華公墓的職能一分為二，成立了火葬場，龍華殯儀館火葬場的興建

標誌著上海市開始全面推行火葬。1997年，龍華殯儀館火化功能轉移至

益善殯儀館，逐漸成為一家以常規殯儀項目為主的大型綜合性殯葬機構。

2005年 1月 21日龍華殯儀館啟動總體改造。2008年 3月 28日龍華殯儀

館新館正式啟用，改擴建後的龍華殯儀館成為世界規模最大的殯儀館之

一，布局更為合理，基礎設施更完善，停車位也得以增加。 

(二)上海市殯葬博物館 

      上海殯葬博物館是中國首家殯葬博物館，於 2008年 5月對外免費開

放，展館面積為一千五百多平方米，以行業發展史為主題。 其展示內容

包括：民間舊俗與傳統喪葬、商業化殯葬業的產生和擴展、殯葬業的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8%91%A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B%8A%E5%96%84%E6%AE%A1%E4%BB%AA%E9%A6%8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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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殯葬業走向新時代等。內有大量圖片、文檔和珍貴文物。館藏珍貴

文物 12萬件，其中尤以青銅器、陶器與瓷器、書法、繪畫為特色。 

自古以來殯葬就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文化，尤其是在華洋薈萃的上海，在

上個世紀初就有專業殯儀館，博物館打造了一個上海殯葬博物館的鎮館

之寶重 800公斤的大銅棺，一度要用來安放孫中山遺體，現在這些文物

都保存在殯葬博物館。  

    殯葬業在中國的發展已經有上千年，民初時期的上海洋人匯集，居

然還有洋人在上海開起殯儀館搶生意，打造高檔的殯儀服務，除了大銅

棺，還有氣派豪華的凱迪拉克禮車，當年可是接送過魯迅這種名人的棺

木，顯示出十里洋場另外一種奢華。  

(三)益善殯儀館 

    上海市益善殯儀館於 1995 年 6 月 15 日開館，直屬於上海市民政局，

是通過 ISO國際質量和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上海市唯一集殯、葬、祭為

一體的殯葬服務單位，專業從事遺體接運、防腐、沐浴、整容、化妝、

追悼、火化、骨灰寄存、壁葬、墓葬以及國際遺體運輸服務。 益善殯儀

館以遺體火化服務為特色，目前年火化遺體達 50,000多具，是世界上年

火化量最大的殯儀館，為國家一級殯儀館。 

     1999年益善殯儀館在全市首家推出「親情服務」；2008年，又率先

在全國業內引入國際先進的 5S現場管理。 20年來，益善殯儀館以專業

的服務品質享譽殯葬業內外，先後榮獲「全國殯葬改革示範單位」、

「全國消費者信得過單位」，「上海市文明單位」、「上海市五一勞動

獎狀」、 「上海市五星級誠信創建企業」等榮譽稱號。 火化服務團隊

榮獲「全國工人先鋒號」、「上海市模範集體」、「上海市青年文明號」

等稱號。 

  益善殯儀館特色服務介紹 

1、 火梧桐：遺體火化服務—現有火化機 25 台，其中揀灰爐 10 台，高

檔揀灰爐 2台，普通爐 13台，火化師全部具有國家執業資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9%93%9C%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3%B7%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A6%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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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橄欖：禮廳司儀服務—現有大中禮廳、守靈廳 6 個，配備曾在全

國和上海殯儀服務員職業技能競賽中獲獎的專職司儀。 

3、 紅楓葉：骨灰寄存服務—現有骨灰寄存格位 5000 格，骨灰壁葬穴位  

7000個，可提供骨灰送達、益善殯儀館火化骨灰代領取服務。 

4、 單殮房遺體停靈服務—提供家屬獨立表達哀思空間，遺體尊享獨立

冷藏棺，遺容維持效果好。 

            5、24 小時遺體接運服務—提供全年每天 24 小時遺體接運服務、跨省市

遺體外運服務、遺體出入境服務。 

       6、上門服務—提供工作時間上門服務，可上門洽談、上門提供家祭靈

堂設計佈置、鮮花背景製作、遺體化妝更衣、家祭禮儀指導等服務。 

(四)上海市福壽園 

     福壽園集團成立於 2003 年 1 月，是一家在上海、重慶、濟南、合肥、

鄭州五個城市擁有 8個分公司的中國殯葬業旗艦集團。上海福壽園地處

青浦城南，從 1994年建園至今，福壽園傳統陵園的概念不斷突破，在人

文資源、人文紀念、教育基地、雕塑藝術、文化旅遊等方面形成獨特的

優勢。園區占地八百多畝，目前已有汪道涵、章士釗、曹聚仁等 500多

位名人安息其中，成为國内一座獨特的人文紀念公園。 

福壽園在國內率先以「建文化陵園，創陵園文化」為企業發展定位，

將傳統的殯葬文化與現代經營理念相結合，運用現代企業經營模式進行

經營管理，已成為國內外殯葬行業的一個品牌。福壽園陵區集塔、亭、

樓、壁、墓、樹、草坪葬于一體，辟有分類的紀念墓區和紀念廣場，傳

統的古典建築、優美的庭院景色，獨特的人文景觀以及風格迥異的藝術

碑雕，使整個陵園氣勢恢宏、風範典雅。舉目紅花綠草、金魚白鴿，處

處亭臺樓閣、小橋流水，自然美景與人文景觀交相輝映。 

      成為國內獨特的一座人文紀念公園，被評上海市一級公墓。從首位

影視名人程之先生的入住，到迎徒步壯士余純順回家、為一代藝人阮玲玉

安家，這裡已薈集了曹荻秋、沈柔堅、曹聚仁、朱物華、孫大雨、黃紹芬、

http://www.bing.com/knows/%E7%A6%8F%E5%AF%BF%E5%9B%AD
http://www.bing.com/knows/%E9%99%B5%E5%9B%AD
http://www.bing.com/knows/%E4%BA%BA%E6%96%87%E8%B5%84%E6%BA%90
http://www.bing.com/knows/%E4%BA%BA%E6%96%87%E8%B5%84%E6%BA%90
http://www.bing.com/knows/%E6%95%99%E8%82%B2%E5%9F%BA%E5%9C%B0
http://www.bing.com/knows/%E9%9B%95%E5%A1%91%E8%89%BA%E6%9C%AF
http://www.bing.com/knows/%E6%B1%AA%E9%81%93%E6%B6%B5
http://www.bing.com/knows/%E7%AB%A0%E5%A3%AB%E9%92%8A
http://www.bing.com/knows/%E7%AB%A0%E5%A3%AB%E9%92%8A
http://www.bing.com/knows/%E6%9B%B9%E8%81%9A%E4%BB%81
http://www.bing.com/knows/%E5%AE%89%E6%81%AF
http://www.bing.com/knows/%E4%BA%BA%E6%96%87%E7%BA%AA%E5%BF%B5%E5%85%AC%E5%9B%AD


14 

 

金焰、張慧沖、楊振雄、萬賴鳴等滬上眾多傑出人物的紀念碑、藝術墓雕

和名人名家的勒石墨寶。這些寶貴的人文資源，濃縮了上海地區近、現代

歷史，是一處稱譽海內外的「仰社會名人，尋文化之根」的人文紀念公園。

特色就是不像很純粹的傳統陵墓。在人文資源、人文紀念、教育基地、雕

塑藝術、文化旅遊各個方面都有績效。  

(五)回民公墓 

     上海市回民公墓管理所座落在青浦區徐涇衛家角滬青平公路的北側,

是直屬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領導的自收自支事業單位,其職能是:

按照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撒拉族、烏茲別克族、柯爾克孜族、

塔吉克族、塔塔爾族、東鄉族和保安族等十個少數民族的喪葬習俗;為殯

葬活動全過程服務。 

1979年 4月 24日，上海市民政局、市民委聯合發出通知，在原吉安

公墓所在地恢復回民公墓。公墓分東、西兩個區域，占地 89.4畝。其中

東區 25.4畝，共有建築 1776平方米，該區的主要功能為辦公接待、殯

儀操作、生活設施等；西區 64畝均作為安葬墓地。1986年 10月經上海

市編制委員會批准，成立了上海市回民公墓管理所。    

      自 1979年 4月恢復土葬後到 2014年 6月止，公墓共落葬亡人約

15,000人。在全部的落葬人員中，除回、維吾爾、哈薩克、東鄉、撒拉

等民族的穆斯林外,還有港、澳、臺地區的穆斯林,旅居美國、愛爾蘭、

菲律賓、玻利維亞等國的華僑穆斯林,印尼、馬來西亞、吉布地等國籍的

穆斯林。二十多年來，回民公墓一直堅持發展創新的道路，一直宣導艱

苦創業的精神,一直強化誠信服務的意識,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如今,

她正再接再勵，為實現管理制度化，操作正常化，服務人性化，環境園

林化的目標作不懈努力。上海市回民公墓地處青浦區徐涇鎮衛家角滬青

平公路的北側，占地 95畝，是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撒拉族、烏

茲別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東鄉族和保安族等十個

少數民族(簡稱回族等十個少數民族)的土葬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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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等 10個少數民族實行土葬，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宗教影響，

依照伊斯蘭教的教義,「安拉」(伊斯蘭教信奉的唯一主宰的名稱)用泥土

造化了人的生命，又回歸于泥土之中，然後再從泥土中復活。據此，信

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千百年來實行土葬，並演變成了回族等少數民族的生

活習俗。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實行殯葬改革提倡遺體火化時，國家民委和

民政部就明文規定回族等 10個少數民族保持土葬習俗不變。 解放後，

上海市人民政府為尊重回族等十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的土葬習俗,

在市郊大場、龍華、浦東等處劃定一些分散的小規模的回民墓地。文化

大革命期間，市內各處回民公墓均被毀,並強迫回民死亡後一律實行火葬。 

1979年 2月，國家民委、民政部發出《關於不要強迫回族實行火葬問題

的通知》。 同年 4月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民委發出《關於恢復回民公

墓的通知》，決定在青浦徐涇衛家角，原吉安公墓舊址恢復回民公墓。 

1985年上海市回民公墓由市民政局移交給市民委管理。1986年 10月經

上海市編制委員會批准，成立了上海市回民公墓管理所。           

    回民公墓自 1979年 4月恢復至今,在有關部門的領導下，經公墓各

族職工不斷努力,，已初步實現了園林化、制度化、正常化和「一條龍」

服務。 

(六) 安賢園 

浙江安賢園於 1999年由浙江省民政廳批准，並經多年努力創辦為

一家大型人文紀念景觀公園，該園位於杭州北郊半山水洪廟黃鶴山旁的

一處萃谷之中。 佔地 66.6公頃（約 1000畝），緊臨 320國道和繞城

高速半山出口。 三面青山環抱，前方京杭大運河從餘杭蜿蜒流過。浙

江安賢陵園項目是浙江省及杭州市區單體面積最大的陵園項目。 

    杭州位於中國東南沿海、浙江省北部、錢塘江下游北岸、京杭大運

河南端，是公安部授權的口岸簽證城市，國家旅遊局確定的中國最佳旅

遊目的地城市，自古有「人間天堂」的美譽，是中國七大古都，首批國

家歷史文化名城和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該園以人文紀念為主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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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園林藝術為風格，集紀念、遊覽、教育、安葬四大功能為一體，溶紀

念文化、人文歷史、佛家思想、儒學倫理為一園，構成氣勢恢弘、山水

交融、人文濃郁的千古聖地和天人合一的絕佳勝境。整個園區由文化園、

紀念園、忠孝園和敬天園等四大主題園區組成，不同歷史風貌的紀念建

築和極盡心智的藝術傑作與秀美的自然山水渾然天成，寓人文於山石之

上，寄生命於泉林之中。安賢園以規範化、生態化、園林化、藝術化為

建設理念，以人性為本、文化為根、科學為準、服務為宗，打造杭州獨

特的人文景觀和精神家園。 

浙江安賢園以表現和宣揚江浙歷史文化為己任，用文化來打造品牌

形象，從殯葬文化的視角來不斷探索經營發展的新途徑。浙江安賢園是

浙江省唯一的園林文化示範陵園和人文紀念景觀園地，地處杭州半山水

洪廟。 該園三面青山環抱，前方古運河蜿蜒而過。 明月松間照，清泉

石上流，宛如世外桃源。每穴均價約人民幣 6.2萬元。 

       浙江自古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靈秀清澈的江南山水孕育和繁衍了

豐富燦爛的人文藝術，眾多的先賢們用各自的風采展現了民族的精神。

陵園通過園林化設計、藝術化造型、人情化服務和現代化管理，以民族

文化為底蘊，人文藝術為主題，匯聚各種藝術風格，盡顯浙江人文歷史。 

浙江安賢園在杭州市區設立十三家辦事處營銷網點，以及與杭州殯

儀館合作創辦一家「好樂天」守靈中心。 形成一整套專業化、系列化、

標準化、禮儀化的服務體系，向社會傳播溫馨關愛。 並率先通過浙江

省首家殯葬行業 ISO9001質量認證和質量、環境、健康安全「三合一」

國際標準認證。安賢陵園由文化園、紀念園、忠孝園和敬天園四大園區

組成，以人文紀念為主題，集紀念、遊覽、教育、安葬四大功能為一

體。 安賢陵園先後獲得浙江省達標公墓、省檔案管理優秀級目標認定、

杭州市示範公墓（陵園）、杭州市殯葬改革示範單位、杭州市文明單位、

杭州市綠化模範單位、杭州市和諧企業等榮譽稱號，並在浙江省同行業

率先通過 ISO質量、環境、職業健康安全國際標準體系認證。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150.htm&usg=ALkJrhg9MsiDpoKTNa47VElDZZdmn9J66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1293103.htm&usg=ALkJrhhTcvycrgX4bmf5O6a7ES1qgx16I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3742.htm&usg=ALkJrhhrMczoSaw5UMjnxEmKXvAW3Ty2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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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杭州市殯儀館 

杭州殯儀館建於 1951年， 1970 年由城南遷至城西，現距市中心約

10公里佔地面積 58畝，總建築面積 11000平方米，大中小禮廳共 11個，

配有業務專用車輛 17 輛，火化爐 10 台，先進的冷藏設備、排煙除塵等

配套的附屬設施齊全，運用電腦微機聯網及大型顯示屏監控系統，顯示

高科技現代化的管理手段。 年殯殮量一萬餘具，是一個集殯儀、防腐、

火化、服務於一體的綜合性殯儀館。提供全天 24 小時上門服務，包括

佈置靈堂、更衣打包、遺體防腐、出租冰棺、靈棚，以及各類喪葬用品

送貨上門。  

1984年 12月杭州殯葬管理所與火葬場分設，1985年 7月 21日杭

州市民政局下文：經市政府領導研究同意將杭州火葬場改名杭州殯儀

館。 現下設“一室五科”，辦公室、總務科、業務科、財務科、社會

服務科、車輛設備科。主要職能：宣傳、貫徹國家有關殯葬管理政策法

規，承擔杭州市市區的殯儀服務、火化工作、辦理涉外喪事業務，同時

承擔全市無名遺體的保存、處置工作，承擔全市低保、特困、傷殘軍人、

勞模、烈士遺屬、兒童院孤兒的火化費用減免任務。 

       經過幾十年的不斷努力，曾先後獲得全國殯葬事業先進單位，國家

一級殯儀館，浙江省民政系統「十佳窗口單位」，杭州市文明單位，杭

州市綠化先進單位等榮譽。 2001年 7月杭州市殯儀館全省率先通過

ISO9001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同時在省內獲得首家（目前唯一）涉

外運屍服務資格。 

  1998年 2月 16日被市委授予 1997年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單 

位。 8月 18日，被授予杭州市第六批市級文明單位。 9月 1日由民政

部、中國殯葬協會、省民政廳、省殯葬協會、市民政局及有關省、市領

導 30餘人組成國家等級館檢評組檢測創國家一級館的成果，順利通過

了檢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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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杭州市殯儀館緊緊圍繞「科學化管理、規範化運作、人性

化服務」這些實踐主題，以奉獻在崗位，服務於喪戶為宗旨，著力館的

各項建設。 

   杭州市殯儀館特色及理念 

1、是堅持辦事程序、辦事項目、收費標準、投訴電話四個公開，嚴禁  

職工私自收受喪戶的饋贈。 每年喪屬辦事滿意率達到 99%以上。 

2、是堅持靠制度管理。 引入新的管理理念，開展優質安全月活動，嚴

格 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運行，定期檢查，修正不足，持續改

進。 幾年來建立和健全安全生產、優質服務、環境衛生、館容儀表、

作風紀律、電話回訪等系列制度 80餘條，使廣大職工行為規範，有

章可循。 

3、是注重以人為本，重視人性化服務，堅持 24小時面向社會，上門及

接屍等服務，堅持對特殊群體實行“三免一減半”優待減免服務，

在工作過程中，強調一對一、面對面、一條龍服務，讓逝者得其所，

使生者了無憾。 

4、是多為群眾著想，拓展服務內容，近年來在服務的內容，服務的質

量上都有新的開拓，在館外主在城區設立了七家殯儀服務網點，啟

動殯葬服務進社區；館內引入禮炮、攝像、樂隊、禮儀出殯等項目，

針對喪屬的困難和需求，既減輕他們的負擔，又滿足人們對親人的

追念的之情。 

      杭州市殯儀館將在未來的時間裡堅持「以民為本，為民解困，為民

服務」為宗旨，承擔「解決民生、維護民利、落實民權」的重要社會管

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肩負排除社會糾紛，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職責，努力創建和諧殯儀館，為推進杭州市殯儀館

市建設生活品質之城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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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考察過程 

    本次由本市民政局副局長唐益滄率領民政局宗教禮俗科謝東任科長及

科內同仁、民政局人事室呂秋華主任、資訊室李秀香主任、會計室賴慈琪

主任、潭子區公所劉振村區長、大肚區公所王淑貞區長、生命禮儀管理所

賴榮裕所長及所內同仁等一行 14人，於 7月 15日從桃園機場啓程前往大

陸上海市，本次參訪主要目的係為進行殯儀館、火化場、墓園等相關殯葬

設施人員、管理及維護考察，以及進行兩岸政府機關間業務交流座談。 

  (一)104年 7月 15日(星期三) 

      15日上午 11時從桃園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班機飛往上海後於 13時抵

達上海浦東機機場，15時 47分到達上海市殯葬博物館，由上海市民政局

副局長周靜波親自接待。 

第一站抵達殯葬博物館，館內展示內容包括：民間舊俗與傳統喪葬、

商業化殯葬業的產生和擴展、殯葬業的轉型、殯葬業走向新時代等。內

有大量圖片、文檔和珍貴文物。館藏珍貴文物 12 萬件，其中尤以青銅器、

陶器與瓷器、書法、繪畫為特色。殯葬業在中國的發展已經有上千年，

民初時期的上海洋人匯集，居然還有洋人在上海開起殯儀館搶生意，打

造高檔的殯儀服務，一個重 800公斤的大銅棺，一度要用來安放孫中山

遺體，據上海殯葬博物館人員表示，「要給孫中山先生用的，後來說在

一九八一年的時候，宋慶齡病危的時候，原本是要打算給她用的，但後

來情況發生變化，根據她自己生前的意願，她要火化，火化這銅棺就沒

有用武之地了。」 除了大銅棺，還有氣派豪華的凱迪拉克禮車，當年可

是接送過魯迅這種名人的棺木，顯示出十里洋場另外一種奢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9%93%9C%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3%B7%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A6%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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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殯葬博物館之情形及館內相關擺設 

上海市殯葬服務中心所屬龍華殯儀館、寶興殯儀館及益善殯儀館是國際遺

體運輸網指定的涉外遺體服務單位，將近 17時到達龍華殯儀館，龍華殯儀館特

色服務包括：陪同服務、惠民千元辦喪事、預約「上門服務」、遺體養護、全

國首創遺體修復「王剛工作室」、單殮服務、儀仗隊服務、專職司儀；一樓禮

廳包括：普安廳、長安廳、泰安廳、八仙廳、龍柏廳、松鶴廳、永安廳、懷安

廳；二樓包括：銀河廳、歸源廳、歸德廳、歸真廳、歸仁廳、雲歸廳、雲瀚廳、

雲霄廳、雲瑞廳、雲尚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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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察龍華殯儀館禮廳及相互交流討論情形(上圖全) 

17時 30分與民政局副局長周靜波、上海殯葬管理處副處長王良永、上海殯

葬服務中心副主任何兆瑉、上海殯葬服務中心黨辦主任魏超、上海殯葬服務中

心王豔華、龍華殯儀館主任餘忠明、中國殯葬行業協會會長王宏階、中國殯葬

行業協會副會長宋專勤及上海市社會福利國際交流中心主任張臨俊進行殯葬設

施管理及理念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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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海民政局、殯葬服務中心、中國殯葬行業協會等進行意見交流 

 (二)104年 7月 16日(星期四) 

16日上午 10時到達益善殯儀館由上海市殯葬管理處劉小軍接待，益

善殯儀館上海市唯一的國家一級殯儀館，年火化遺體高達 5萬具，負責上

海一半的遺體火化任務，作為接擔負遺體火化服務重任的「火梧桐」遺體

火化服務團隊在全國勞模帶領下，踐行低碳環保，真誠提供誠信、專業、

貼心的遺體火化及配套服務，「做生命最美的送行者」和現代遺體火化服

務理念先行者。火化爐具分為普通爐 12台、撿灰爐 12台，基本火化費

180元，揀灰爐有 2台為提供私密空間、火化爐配有獨立納骨納、獨立等

候室及獨立衛生間貴賓級服務。 

益善山庄主要經營骨灰寄存、壁葬、墓地等業務，離市區最近、交通

便捷的心靈安息地，融自然與人文為一體，迄今已有九十多年的歷史。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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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善殯儀館(山庄)辦理火化、骨灰寄存、壁葬、墓地等業務 

 

館內廣場景緻 與館方人員討論情形 

益善殯儀館簡介 館內火化爐 

益善山莊大門 園區內墓基之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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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時到達上海市福壽園，由副總經理葛千松及行政人事中心總經理

助理周晨負責接待。走進福壽園墓園，大面積的草坪、綠樹、小橋流水、

亭台樓閣映入眼簾，還有配套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2008年被世界殯葬

協會列入全球十大公墓，被稱為「東方最美的墓園」。現在一年到福壽

園約有 40萬人口，30%為各地的遊客，特別是日韓遊客，到上海通常就

會留一天時間來參觀墓園，紀念他們的偶像等等。 

 

  

益善殯儀館(山庄)墓葬園區現場情景 

 

個山庄分為四部份：骨灰寄存區-寬敞明亮、典雅莊重；壁葬區-佈局

合理、簡潔實用；墓區-松柏點翠、紅楓相映；中式藝術墓集經典與

時尚於一體，用料講究，雕工精細，有單穴、雙穴、三穴，供不同客

戶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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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壽園大門 福壽園遊園車 

福壽園賦 園區內景緻 

園區內雕像雕像設置情形 園區內墓基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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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副局長益滄代表致贈感謝牌並與上海福壽園副總經理葛千松合影 

 

(三)104年 7月 17日(星期五) 

上午 9時 35分到上海市最特別回民公墓，由主任馬仁慈百忙中撥空解

說回民公墓，每年約有 400餘位下葬者，今年已有 250位，佔地約 95畝，

全園已剩下 500 空穴，已覓得另一新園區，主張往生後回歸自然，不撿骨，

完全無陪葬品，墓碑全部坐北朝南，大體頭部均面向西邊。告別式約估 3

日完成所有儀式，所有殯服費用約估 2萬元。 

 

 

 

 

 

 

 

 

      

     唐副局長益滄代表致贈感謝牌並與上海回民公墓管理所馬仁慈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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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公墓內之道路 回民公墓大門 

          墓基設置情形                   回民公墓園內景緻 

回民公墓包容各種不同宗教—現場設置情形 

 

下午拜會浙江省民政廳，由浙江省民政廳副廳長梁星心、社會事務處

處長胡玉民民政廳浙江省台灣同胞聯誼會組織處處長曾為辛、浙江省殯葬

協會副會長陳景蓮及浙江省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交流處處長何永明等

接待，於浙江省軍供站與大家進行意見交流。 

浙江省民間重視厚葬、入土為安觀念深遠，青山白化和「椅子墳」聞

名全國，1996 年全省遺體火化率僅為 26%，全國第三次殯葬會議後，省委、

省政府下定決心推動殯葬改革，堅持政府主導、文化引領、社會參與，把

深化殯葬改革與維護人民群眾基本殯葬權益相結合，全面推行遺體火化，

積極推廣生態葬法，持之以恒地推動殯葬管理體制改革，改革重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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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現火化率百分之百：目前全省共有 76座殯儀館，年火化遺體 31

萬具，火化率已連續 5年保持 100%，全國領先。 

2、 徹底執行惠民殯葬政策：四項基本服務最明確，照顧人民族群最廣，

群眾反應最好，為民眾提供治喪優惠，減輕民眾負擔，徹底解決了

「死不起」、「葬不起」的問題。 

3、 積極引導綠色殯葬、人文殯葬：全省墳墓生態化改造 300萬墳墓，

恢復可利用土地 100餘畝。結合「四邊三化」專項行動，分期分批

推行墳墓生態化改造，實現私墳「禁新率」100%、四邊區域墳墓生

態化改造 100%，從源頭上構建殯葬改革長效管理機制。 

4、 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殯葬改革：2014 年 7 月成立浙江省殯葬協會，

各地依續改組或成立殯葬協會計有杭州、溫州、湖州、嘉興、紹興、

衢州，全省涉及殯葬的各類基層社會組織約 2.1萬家。 

5、 確實滿足群眾對殯葬服務的需求：自 2012年 6月開始，浙江省殯葬

行業實施「陽光服務」工程，各殯儀服務單位不斷強化內部管理制

度建設、規範操作規程、實行崗位任制、責任追究制、確保接運、

悼念、火化、骨灰零差錯。 

6、 文明祭拜形成常態：積極宣導引導以鮮懟換鞭炮、鮮花換紙錢等活

動，倡導全社會形成敬獻鮮花、植樹綠化、踏青遙祭等方式緬懷故

人，積極組織社區公祭、網絡祭拜等現代追思活動，推動祭拜活動

更多體現人生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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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浙江省政府民政廳副廳長梁星心及殯葬相關單位座談討論情形 

(四)104年 7月 18日(星期六) 

上午 10時到達安賢園，由業務主管劉春羊為我們詳細解說。陵園擁有

樹葬 、 花葬 、 壁葬 、 塔葬 、 墓葬 、藝術墓穴等多種安葬方式。 

浙江社會文化名流的雕塑紀念像點綴在園林之中，就像走進一座藝術

的宮殿。 由省民政廳推出安賢園網上紀念館服務，為逝者精彩的人生和親

人無盡的思念保留永遠的空間。 

安賢園在杭州設立的十三個辦事處將為廣大客戶提供全方位的優質服

務。園內由安息園、紀念園、文化園三大園區和八大景觀組成，營造為集

安葬、紀念、教育、休閒為一體的人文紀念園，成為杭州文化歷史名城的

又一獨特的人文景觀。全園禁止燃香、焚燒紙錢，推廣生態包括壁葬、草

坪葬、室內葬、花壇葬及樹葬等。十大特色為專線接送、帶辦手續、宣傳

咨詢、網上紀念、醫療救護、專業介紹、代客祭拜、全程服務、要事提示

及 24時熱線。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1430/9692413.htm&usg=ALkJrhhFHIFsB5w465vjPGpBa9dPwy0oH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356696.htm&usg=ALkJrhjUjpdaPvpQunDICHWjYnWzUl6Fr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3446439.htm&usg=ALkJrhimhlKXnPfloTW8y29R8_H4hqzeq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133393.htm&usg=ALkJrhjuA7SVG2PuQLq0CgTQa21V664zQ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95807.htm&usg=ALkJrhiOCnma-NkfNIYFBIMECktDpYwc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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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生態葬、強調公園化的陵園 

 

  

現場考察人員與民政廳及園區人員討論安賢園概況情形 

 

10時 50分到達杭州市殯儀館，由浙江省台灣同胞聯論會組織絡處處長曾為

辛及浙江省殯葬協會副會長陳景蓮等接待。目前杭州殯儀館設有 11個禮廳，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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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式平均 3日即完成，每場告別式約估 1小時，簡化追悼流程，不分旺淡日，

以單日即為旺日，另設 10台火化爐具與寄存骨灰大樓，佔地約 60畝，追悼會

中不准放鞭炮、不點香及不燃燒金紙。 

 

  

  

環境幽雅的杭州市殯儀館 

 

 

(五)104年 7月 19日(星期日)： 

    考察團順利圓滿完成上海市及浙江省杭州市相關殯葬設施考察，於上

午各自整裝行李，下午前往杭州市蕭山機場返回臺灣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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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心得 

(一) 想起殯葬大家心裡都會覺得不舒服，不過特殊文化似乎也記錄著時代演

進，全中國第一個以殯葬為主題的博物館在上海開幕，沒有陰森恐怖的

氣氛，遊客湧入，似乎想感受一下生死之 間的界線。以前會覺得殯葬是

那種白色意象，很多人在哭的氛圍，但在博物館裡面，那樣的看了之後，

感覺不一樣，感覺是一種歷史，一種文化，而不是就是形式的傳統哭喪，

一朵大白花祭祀的景象，而是讓大家在文化中追思亡故的先人。  

(二) 本次參訪活動時拜會了上海市政府民政局及浙江省政府民政廳，與公私

立殯葬機關管理者相互進行殯葬業務相關意見交流座談，並從中得知大

陸現今火化率普及化，均達 100%，這也是臺灣目前須努力朝向的目標 

。當年政府推行火化的觀念也是歷經十多年甚至更久的時間方才推動到

目前火化普遍為民眾接受之情況，然而在邁向新世紀的今天，許多年輕

一代移居外國，傳統的祭祖掃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每年回來舉行，我們

也看到網路上出現代為祭祖的網站，只要點選方式、儀式、祭品等等，

付費後即可在網路上實行掃墓儀式，雖然部分方式悖離「人倫」，但是

也適時反應出社會變遷下的許多傳統習俗都必須用新的ｅ時代思考方式

來改革。 

(三) 龍華殯儀館及福壽園內均設有殯葬博物館，內有陳列相當多殯葬古物及

資料，園內另有專區提供往生名人擺設追思遺物，供民眾追悼，這是不

同面向的經營方式及作法。其中龍華殯儀館業務大樓內博物館係中國首

家殯葬博物館，時常湧進大批想了解上海殯葬歷史的人潮。博物館內擺

設的一具銅棺，產自義大利，重八百公斤，由萬國殯儀館訂製，當時價

值二十萬多兩銀元，遍查上海地方史發現，該銅棺原準備給孫中山先生

使用，但沒用上，而宋慶齡女士往生後也想用銅棺安葬，卻因採火化方

式，因此銅棺隨同許多殯葬文物一直保存至今，是本次考察團印象比較

深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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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海福壽園及杭州安賢園均為山林化陵園，重視環保自然葬，與回民公

墓回歸自然理念相符合，將公墓公園化、制度化、環境十分幽雅，提供

人們追思順便踏青，藉由幽美環境，讓市民減緩失去摯親悲慟。上海福

壽園是一個人文紀念公園。這裡安息著已過世的潘漢年、汪道涵等上海

市領導，還有蔡元培、章士釗、阮玲玉、陳潔如等歷史名人，墓區規劃

整齊且各有主題及特色。 

(五) 大陸殯儀館、火化場均提供一條龍服務，館內販售所有殯葬產品，市民

遭逢親友往生，心理必須承受巨大壓力，一條龍貼心服務可以讓市民將

治喪全部事務交給殯儀館處理。 

(六) 本次訪察上海市及杭州市多處殯葬設施過程，市民均以鮮花進行追思，

各地均禁燃鞭炮、點香及燃燒金銀紙錢，落實環保節能減碳。 

 

十、建議 

(一) 為減少繁文縟節，避免遺體佔用殯儀館各項設施期間過長，目前中國大

陸整個殯葬作業程序期限分為 3日（正常時間）5日（異常時間）7日

（特殊時間），實施限期出葬火化，結果成效良好。基於國情不同及為

移風易俗，建議由本市配合研訂各項規費減免措施，將遺體入館期限訂

為 7日、9日、11日，實施限期出館，越快出館者能享受減免優惠，以

解決目前殯葬設施不足之窘境，讓更多亡生者家屬能夠有機會申請。 

(二)為提倡環保政策，減少空氣污染，建議本市所有公私立殯葬設施（含殯

儀館區、公墓區、納骨堂塔）禁止點香、燃燒金銀紙，並以鮮花替代金

銀紙方式，讓市民真正感受到無污染之祭祀環境；初期針對私立殯葬設

施部分，先以宣導方式辦理，公立殯葬設施則由本市目前殯葬設施管理

機關規劃逐步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