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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殯葬

於紀念花園或海上撒放先人骨灰

本着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政府致力推廣

綠色殯葬，鼓勵市民以更環保及可持續

推行的方式處理先人骨灰，包括:



• 食環署轄下8個靈灰安置所共設
有12個紀念花園，分別位於:

港島區- 哥連臣角(2個)
九龍區- 鑽石山(2個)
新界區- 和合石(2個)

- 葵涌(2個)
- 富山

離島區- 長洲,坪洲,南丫島

• 紀念花園環境優美寧靜，栽種
四季花木，並豎立紀念碑牆或
設置電子屏幕(只限於新葵涌紀
念花園)，供市民鑲嵌先人紀念
牌匾或於網上悼念先人

紀念花園



哥連臣角紀念花園



鑽石山紀念花園



和合石紀念花園



紀念花園撒灰

(一) 將骨灰注入骨灰
散撒器

(二) 沿著小石路拉
動手把將骨灰
撒放在草地上



•市民可親自或由食環
署專人代為撒放先人
骨灰，費用全免

•如選擇為先人鑲嵌紀
念牌匾，食環署現時
會收取行政費90元

紀念花園撒灰



新葵涌紀念花園
於2019年1月啟用



新葵涌紀念花園

•設有一個電子悼念台
•首次引入4台觸控式電子屏幕「思念台」



•每個"思念台"裝有電子
應用系統，方便親友們
進入先人專頁留言表達
對先人的悼念

•這些先人包括已在"無
盡思念"網站設立紀念
網頁，或曾於新葵涌紀
念花園撒灰，或使用葵
涌骨灰暫存服務的先人

新葵涌紀念花園
「思念台」電子應用系統



•兩個位於私營墳場的紀念
花園:

- 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 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

私營紀念花園



紀念花園撒灰宣傳短片
- 楊立門(前發展局及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現時，市民可申請自
行安排船隻或使用食
環署提供的免費渡輪
服務於指定海域撒放
先人骨灰

•三個指定海域包括：

(1) 塔門以東；

(2) 東龍洲以東；及

(3) 西博寮海峽以南

海上撒灰



食環署
•自2010年起提供免費
海上撒灰渡輪服務

•為應付不斷增加的需求
及改善服務，自2012年
起使用較大型渡輪以接
載更多乘客，並增加渡
輪班次

海上撒灰



•現時，食環署每逢星
期六(公眾假期除外）
提供免費渡輪服務，
由北角東渡輪碼頭出
發

•每次服務最多接受25
宗申請，而每位申請
人最多可攜同10名家
人或親友出席告別儀
式

海上撒灰



海上撒灰

申請人必須遵辦下列的批准條件:

1.除非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另行書面批准，否則必須按已
批核的申請在指定的時間、日
期和地點將人類骨灰撒海

2.除已獲批准撒放的先人骨灰及
一小撮註鮮花瓣外，不得將食物、
祭品或其他任何物品拋進海中

註：一個容量為250毫升容量的器皿可盛載的
花瓣份量



海上撒灰
3.獲批准人士或獲其授權人士將人類骨灰撒海時，須
遵守所有相關的香港法例或規例

4.將人類骨灰撒海儀式須由獲批准人士或獲其授權人
士在船上進行

5.如獲批准的地點有漁船等其他船隻，須在離開這些
船隻的位置將人類骨灰撒海

6.如獲批准的地點有海豚，須待所有海豚離開後才將
人類骨灰撒海



•渡輪上設有簡單設備供市民進行不同宗教的告
別儀式。除有專業禮儀師協助家屬和親友進行
儀式，又提供水溶性膠袋以盛載骨灰，以及鮮
花瓣作祭祀

海上撒灰



•渡輪上，食環署會

1.協助家屬開設「無盡思念」網站，讓家
屬日後可以隨時隨地在網上追憶及悼念
離世者

2.提供印有先人名字、撒灰日期及地點的
紀念卡予家屬作紀念

•船上亦提供免費小食和熱水

海上撒灰



•為方便市民追思逝
者，食環署自2014
年清明節開始每年
安排四次海上追思
活動(清明節前後及
重陽節前後各兩次)

•海上追思活動費用
全免，並深受市民
歡迎

海上追思活動



海上撒灰宣傳短片
- 李純恩(著名作家)



年份
紀念花園
撒灰
(A) 

海上撒灰

(B) 

綠色殯葬
個案總數
(A)+(B) 

佔死亡總人數
的百分比

2012 2 023 791 2 814 6.4%

2013 2 354 797 3 151 7.3%

2014 2 697 856 3 553 7.8%

2015 3 196 877 4 073 8.7%

2016 4 004 900 4 904 10.5%

2017 4 966 966 5 932 12.9%

2018 5 352 972 6 324 13.3%

•綠色葬已由2012年的2814宗增加至2018年的 6324 宗，可見市民已逐漸接
受採用綠色殯葬以處理先人骨灰，讓先人回歸大自然



綠色殯葬申請手續

•填妥有關申請表格，連同“領取骨灰許可證”送交
港島或九龍的墳塲及火葬場辦事處:

-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一號Ｊ地下
- 九龍紅磡暢行道六號地下高層

•海上撒灰申請必須在擬撒灰日期前至少10天遞交

•在接獲申請後，食環署一般可在5個工作天內批核



綠色殯葬

中央登記名冊



中央登記名冊

•食環署於2019年1月設立綠色殯葬中央登記名冊，
方便市民登記他們選擇綠色殯葬的心願

•有關登記屬自願性質

綠色殯葬心願登記表格

• 登記人只需填寫姓名、身分證號碼、聯絡電話、
地址、撒放骨灰方式和知道其心願的聯絡人

• 登記人一旦離世，其親友申請火化服務時，食
環署可從登記名冊知道登記人的意願，並會接
觸聯絡人，按需要提供協助



中央登記名冊

如何登記

• 手續簡單，可在網上www.greenburial.gov.hk

登記或下載表格填寫

• 如有查詢，請致電 2562 7130或
電郵致 greenburial@fehd.gov.hk

http://www.greenburial.gov.hk/
mailto:greenburial@fehd.gov.hk


中央登記名冊宣傳短片



•為未來，請支持綠色殯葬，於紀念花園或海上撒放
先人骨灰，既保護環境又可減少使用土地資源

•政府鼓勵市民預先計劃身後安排，將心願告知家人
及上中央名冊登記，令自己放心，至親安心

•政府亦鼓勵市民選用環保棺木，可減少砍伐樹木，
火化時亦可減少釋放污染物質

•食環署已於2018年3月推出全新「綠色殯葬」專題
網站(greenburial.gov.hk)，方便市民瀏覽有關綠
色殯葬服務和中央登記名冊的資訊

•有關安排講座和參觀相關服務和設施，請致電2174

7697聯絡行政及發展特別職務隊

https://www.greenburial.gov.hk/


隨時隨地表達思念

「無盡思念」網站



「無盡思念」網站

食環署

• 於2010年6月推出「無盡思念」
網站（www.memorial.gov.hk）

• 於2011年9月推出「無盡思念」
流動網站版（m.memorial.gov.hk）

• 於2018年6月推出「無盡思念」
流動應用程式，該程式具個人化
設定、訊息通知和社交媒體分享
功能，並分別設有iOS及Android
版本

https://www.memorial.gov.hk


「無盡思念」網站

開設紀念網頁，無需費用，
市民只需在上述網頁:

•輸入逝者的簡單資料
•揀選喜愛的版面
•撰寫逝者生平及上載照片
或錄像



「無盡思念」網站

•網上追思不受地點及時間限制

•只要接上互聯網，輸入逝者的姓名，便可搜尋
及瀏覽已上載公開的紀念網頁

•亦可於瀏覽時留言，表示對逝者的思念



善用龕位

至親相伴 方便拜祭



食環署公眾骨灰龕位分兩類:

•標凖型(只可安放2位先人骨灰)

•大型(只可安放4位先人骨灰)

2014年1月後，為善用龕位，食環署撤銷公眾骨
灰龕位安放骨灰的數目上限，只要與首位先人有
近親或密切關係的先人，市民可申請將其骨灰安
放於同龕內，讓離世至親相伴在一起，亦方便後
人拜祭



申請辦法
•填妥申請表格

•準備所需證明文件

•親自到食環署墳場及火葬場辦事處辦理手續

•亦可於網上填寫電子表格及遞交申請，食環
署在收到表格後將聯絡申請人，安排遞交有
關文件

•辦妥手續及繳付行政費140元後，可安排加
放骨灰甕



骨灰暫存服務



骨灰暫存服務

合資格申請先人:

•死亡時是香港居民，而其遺骸於死亡後三個月內在政府火
葬場內火葬；或

•其遺骸在《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附表5第6
部所指明的私營火葬場內火葬；或

•在緊接其死亡前的二十年內，有最少十年是香港居民，而
其遺骸經證實是在香港以外的合法火葬場內火葬；或

•其遺骸是在香港經合法撿拾後並在政府火葬場火葬；或

•其骨灰在遞交申請前曾存放於香港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內

38



•根據《火葬及紀念花園規例》第132M章，任
何遺骸在政府火葬場火化後，其骨灰可免費存
放於該火葬場內2個月

•如2個月免費存放期後仍繼續需要暫存服務，
可申請將先人骨灰轉送至食環署骨灰暫存設施
內存放

•隨後的存放期分為三、六或十二個月；每月收
費80元，並可續期



•現時食環署備有約28,000個骨灰暫存位。市民可
申請將先人的骨灰暫存於下列的骨灰暫存設施
內：

1. 葵涌火葬場
（只供存放骨灰袋）

2. 和合石靈灰安置所第三期
（只供存放骨灰甕）

•未來兩年，食環署會增加約4萬個骨灰暫存位，
即合共提供約68,0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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