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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題目界定 

研究背景及目的 

近年，本港面臨公營骨灰龕供應嚴重不足，公營骨灰龕平均輪候時間長達4.5年 ，
1

隨著人口增加及老化，骨灰龕短缺問題將日益嚴重。預料於2016－2035年，每年平均

骨灰龕短缺佔達死亡人數的三成(表1)。私營骨灰龕條例生效後，私營市場龕位禁止出 
租及售賣，一年間積存逾10萬骨灰未能得合理安置 。綠色殯葬設有的紀念花園或海上2

撒灰服務正能解決骨灰龕長期短缺的問題， 後人能透過"無盡思念"的網上方式及掃墓 
季節使用免費渡輪服務悼念先人。 此服務能長遠地解決骨灰龕輪侯時間過長情況，令 
先人能夠及早回歸自然並達至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骨灰處理方式 。 3

表1：香港過去20年平均死亡人數及公私營骨灰龕供應數目、 、  4 5 6

年份 每年平圴
死亡人數
(人) 

每年平衡公營及

私營骨灰龕供應

總數(個) 

每年平圴公營及

私營骨灰龕短缺

數目(個) 

1995年至2015年(實際死亡人數) 38,000 約12,000 (2000
年至2014年實際
每年均供應數
目) 

約26,000 

2016年至2035年(預計死亡人數) 57,000 38,653(2017至
2021預料每年平
均供應數目) 

18,347 

1 明報 (2015)。《公營灰位要等4.5年 輪候時間長過公屋》。
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5%AC%E7%87%9F%E7%81%B0%E4%BD%8D%E8%A6%8
1%E7%AD%894.5%E5%B9%B4%20%20%E8%BC%AA%E5%80%99%E6%99%82%E9%96%93%
E9%95%B7%E9%81%8E%E5%85%AC%E5%B1%8B/web_tc/article/20150401/s00002/1427823894
818 
2 東網 (2018)。 《10萬份骨灰未上位，政府強推新例逼先人坐監》。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80401/bkn-20180401124525219-0401_00822_001.html 
3 立法會 (2016)。《立法會會議有關推廣綠色殯葬背景資料簡介》。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160510cb2-1419-4-c.pdf 
4 立法會 (2016)。《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有關推廣綠色殯葬討論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160510cb2-1419-3-c.pdf 
5 衞生局 (2015)。《第4 章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環境衞生署土葬及火葬服務》。 
   http://www.aud.gov.hk/pdf_ca/c65ch04.pdf 
6 香港新聞公報 (2015)。《立法會二十一題：骨灰安置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4/12/P20170412007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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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對「厚葬薄養」的傳統思想根深柢固，後人以風光大葬以示對先人尊敬。

香港市民深受中西文化影響，對死後殯葬方式看法或有所改變。 近年，政府不斷進行 
綠色殯葬宣傳及教育工作 ， 以掃除市民因對綠色殯葬認識不足造成的誤解，增加他們 7

對綠色殯葬認知及接受程度。

 本研究希望透過了解哪些因素影響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接受程度，及近年推行綠

色殯葬的成效、困難，並提出建議，增加綠色殯葬接受程度及使用率。

焦點問題： 

1. 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有何看法，接受程度又如何?
2. 政府近年推行綠色殯葬成效如何，又面對什麼困難?
3. 甚麼因素影響香港市民接受/不接受綠色殯葬?
4. 政府可以怎樣增加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接受程度及提高其使用率?

7 政府於2016年1月起，在巴士、港鐵列車上及港鐵車站播放三段影片，分別推廣“無盡思念”網站和紀  
念公園及海上撒灰服務以及製作電視宣傳短片在各大傳媒和不同公眾場所播放。青少年方面，則透過學
校講座及“無盡思念”徵文比賽等方式，增加青少年對綠色殯葬的認識及興趣，自小培養他們對綠色殯葬 
的接受程度，以改變中國人對於「厚葬薄養」的傳統思想及心態。針對長者方面，則在老人中心／安老
院舍舉辦講座，並設立長者博覽。
 立法會 (2016)。《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有關推廣綠色殯葬討論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160510cb2-1419-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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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概念圖： 

圖B1：顯示了不同持分者對綠色殯葬的看法及推行綠色殯葬好處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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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綠色殯葬：指對環境造成最少影響， 簡約和可持續方式舉行殯葬的觀念 ，以最自然的 8

方式讓遺體回歸大自然。 在香港，食環署設有十一個紀念花園及在指定水域提供免費 
撒灰服務 ，並提供免費網上追思服務追悼逝者，這能解決骨灰龕嚴重短缺問題又能達 9

到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符合香港目前人口老化所需。 

中國傳統死亡觀：「入土為安」、「不做遊魂野鬼」 、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10

以禮」 ，中國人相信死後須有地方安葬，否則靈魂會四處飄蕩，不能安息。重孝表 11

現為對先人風光大葬以示尊敬，「厚葬薄養」觀念植根在中國人心中。 而綠色殯葬的 
骨灰處理方式有違傳統思想，影響市民對綠色殯葬接受程度。 本研究將探討在多大程 
度下傳統觀念影響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並提出建議。

可持續發展：指「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 同時又不損及後代滿足其本身需要的發展模

式。」 ，   綠色殯葬能滿足「塵歸塵，土歸土」的傳統觀念，同時提倡「減少消耗」
12

、「減少用地」而又能保護自然資源的殯葬形式。

8香港電台通識網 (2016)。《綠色殯葬》。 
   http://www.liberalstudies.hk/index.php?id=457 
9食物環境衛生署 (2016)。《 網上追思及撒灰服務》。 
  http://www.fehd.gov.hk/tc_chi/cc/promotion.html 
10文匯報 (2016)。《綠色殯葬系列二之一：何須入土 海葬亦安》。 
  http://paper.wenweipo.com/2016/10/03/ED1610030024.htm 
11中國文化研究院。 《中國喪葬習俗》 。 
   https://www.chiculture.net/index.php?file=topic_description&old_id=30077 
12GovHK香港政府一站通  (2017)。《可持續發展》。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environment/sustainable/dev.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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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圖B2：探究框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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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會透過質化及量化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包括(1)發放紙本問卷 、(2)實地考察13

及(3)食衞局陳肇始局長的電郵訪問 ，以調查哪些因素影響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接14 15

受程度及近年推行綠色殯葬的成效及困難，提出建議令市民更為接受綠色殯葬。

問卷主要用作分析什麼因素影響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如家庭、教育程

度、認知等。從而對症下藥，並提出建議，增加市民對綠色殯葬接受程度。

同時，實地考察目的是了解現時紀念花園的使用情況、配套設施、環境、地理位置

等，藉此給予港府改善建議。

最後，是次探究會以電郵訪問食衞局陳肇始局長。食衞局負責綠色殯葬相關政策、

設施配套及死後安葬服務， 從而得知近年政府對綠色殯葬推行成效及困難。配合文獻

探究，分析近年政府對綠色殯葬宣傳是否足夠，再比較市民與政府的說法， 探討箇中

的矛盾，從而找出香港市民接受/不接受綠色殯葬的因素及推行綠色殯葬的困難，提出

改善建議。

13
紙本問卷相比電子問卷更能夠探究出不同年齡層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例如電子問卷的訪問對象可  

能大多為年輕一輩，忽略了長者的意見及看法。故此，紙本問卷在此議題所收集的數據更具真確性及代
表性。
14 實地考察地點為鑽石山紀念花園，而這裹設有新舊紀念花園設施。 
15 因陳肇始局長公務繁忙，未能以面談進行訪問，故以電郵方式進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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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深入解釋議題 

    本研究分為四部分 ，以分析市民對綠色殯葬接納程度，並提出建議。 16

1.1：年輕人相對長者對綠色殯葬的看法更為正面，而綠色殯葬最大障礙為骨灰處理方

式難以令人接受。

是次調查共收回50份有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逾5成受訪者認為綠色殯葬是簡約、 
方便及可持續發展的處理方式。 當中，18歲或以下的受訪者佔76.9%，而65歲或以上 
的則只佔33.3%。此外，3成受訪者認為綠色殯葬能及早回歸自然及16%的受訪者認為

綠色殯葬違反傳統道德倫理思想。 28%受訪者認為骨灰處理方式難以令人接受。 當中  
18歲以下受訪者只佔15.4%，65歲或以上的卻高達55.5%。 這反映年輕人對綠色殯葬 
看法較長者正面。

表3.1：市民對以綠色殯葬方式處理骨灰的看法 (可多選，最多三項)
N=50 

人次 百分比

及早回歸大自然 15 30%
違反傳統道德倫理思想   8 16%
骨灰的處理方式難以令人接受 14 28% 
簡約、方便及可持續發展的處理方式 26 52% 
其他   0   0%

16 本研究第一部分主要探討年輕人與長者對綠色殯葬的看法及接納程度會否不同。第二部分將分析綠
色殯葬推行成效及困難，例如不同持分者反對所造成的障礙。第三部分會了解那些因素引致綠色殯葬未
能普及，如傳統思想、認知及教育程度等，最後會提供建議以增加綠色殯葬的使用率，如中央登記名冊
等措施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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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市民普遍對綠色殯葬支持立場，而年輕受訪者更為接納綠色殯葬。 

問卷調查亦發現，近4成受訪者同意以綠色殯葬方式處理骨灰，僅3成受訪者持相

反意見。 其中，年輕受訪者對綠色殯葬接納程度較高，近5成41歲或以下受訪者同意 
以綠色殯葬方式處理骨灰，而42歲以上的僅佔23.8%。 

  圖C1：顯示了不同年齡層對以綠色殯葬方式處理骨灰的同意程度的百分比 

再者，「 香港身後事的世紀演化」調查結果顯示，以5分為滿，市民對紀念花園  
及海上撒灰的評分最高，分別為平均分3.40分及2.65分 ，這與問卷調查結果3.06分相17

似。

表3.2：市民對以綠色殯葬的方式處理骨灰的同意程度(非常同意=5；非常不同意=1) 
N=50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分 標準差

        1 18         16 13 2 3.06            0.93 
      (2%)         (34%)      (32%)         (26%) (4%) 

17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 (2015)。《｢香港身後事的世紀演化｣調查結果》。 
http://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12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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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數據，有望綠色殯葬接納及使用率持上升趨勢，相比政府所提及現時綠

色殯葬使用情況 ， 調查數據顯示會有更多人對此殯葬方式採正面接納程度。  18

2.1：政府近年推行綠色殯葬的成效雖已有所提升，但傳統觀念及文化是綠色殯葬未能

全面普及化的因素之一及困難。

       綠色殯葬服務宗數近年有顯著升幅，使用率由2010年佔全港死亡人數的4.6%，上

升至2017年的約14.3%  ，成效相當不俗。19

食環署認為，提倡綠色殯葬工作涉及改變傳統觀念和文化，市民大眾需要時間接

受這種可持續方式處理先人骨灰 ，亦是為何綠色殯葬未能普及化的原因之一。 20

問卷結果顯示， 逾3成受訪者同意死後須有固定地方安葬，僅26%受訪者持相反意  
見。 且近3成受訪者同意撒灰大海或紀念花園會灰飛煙滅及僅6%受訪者同意接受後人 
以網絡平台進行拜祭。調查數據與政府說法相似，中國傳統死亡觀令綠色殯葬遲遲未 
能成為主流殯葬方式。

表3.3：市民對下例句子的同意程度(非常同意=5；非常不同意=1) 
N=50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分 標準差

(Q11)死後須有固            4          12        21         11 2             3.10         0.95 
定地方安葬 (8%)    (24%)   (42%)    (22%)          (4%) 
(例如：土葬或火葬) 

(Q12)撒灰在大海           1          13        17         15 4 2.84        0.97 
或紀念花園 (2%)     (26%)   (34%)    (30%)          (8%) 
會灰飛煙滅

(Q14)你能接受後人       0           3         16         22 9 2.26        0.82 
以網絡平台進行拜祭   (0%)     (6%)    (32%)    (44%)         (18%) 
(即網上追思服務) 

18
2017年，食環署處理約5 900宗的綠色殯葬，佔全港死亡總人數約12.9%；如將華人永遠墳場和香港  

華人基督教聯會處理的綠色殯葬宗數也累計在內，總數則超過6 500宗，即佔全港死亡總人數約14.3% 
。(附錄四) 
19 此數據包括經華人永遠墳場和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處理的總綠色殯葬宗數。 (附錄四)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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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傳統殯葬業界利益受損及不滿，或是綠色殯葬成效未達最大的原因及困難。 

在殯儀業界方面，現行骨灰龕位有價有市。私營骨灰龕條例實施後，骨灰龕短缺

問題更為嚴重，以寶褔山為例，骨灰龕位價錢最低逾11萬 。 全面推行綠色殯葬會影21

響自身生計，相關傳統殯儀行業利益受損，因而引起不滿及反對，導致推行綠色殯葬

形成阻力及困難。

圖C2：部分私營骨灰龕場的最低價格 

21豐盛人生。《骨灰龕 易手買賣》。 
 http://www.ideal-life-hk.com/pofookhill    最後一次瀏覽日期：2018年7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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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骨灰龕輪侯時間、家人意願及殯葬場地位置是市民接受綠色殯葬與否的最重要

三個因素。

       問卷結果顯示，逾5成(52%)受訪者認為骨灰龕輪侯時間是選取殯葬方式最重要因

素，其次為家人意願(44%)，最後為殯葬場地位置(26%)。

       實地考察所得，雖交通配套及環境不俗，但地方隱蔽 ，一般市民難以得知火葬場22

裹設有紀念花園服務。  殯葬場地位置整體良好，交通尚算方便，但入口附近宜加設更

多指示及綠色殯葬海報，以達宣傳效果。

表4.1：市民選取殯葬方式最為重要的因素 (可多選，最多三項) 

           N=50 

人次 百分比

可持續發展及環保 12          24% 
殯葬服務價格             3          6% 
拜祭地點  8          16% 
家人意願 22 44% 
殯葬的設施及配套 8          16% 
殯葬場地位置            13  26% 
宗教信仰 7          14% 
骨灰龕輪侯時間 26          52% 
其他 0          0% 

22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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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教育程度愈高的受訪者對綠色殯葬的接納程度亦較高 

調查結果顯示，僅14.3%中三或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同意死後會進行綠色殯葬服

務，而高中或以上教育程度受訪者則高達3成。這反映市民教育程度與其是否接受綠色

殯葬意願有關，隨普及教育及教育水平上升，綠色殯葬接納程度將隨時間增加。

 圖C3：顯示了不同教育程度對死後進行綠色殯葬服務的接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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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市民對綠色殯葬的認知是接納綠色殯葬與否因素之一，兩者有正向關係 

問卷結果顯示，近4成受訪者不同意了解現行政府對綠色殯葬的配套設施，及近5成 
受訪者不同意對綠色殯葬服務具有充分認知。此外，逾6成受訪者認為加深綠色殯葬的

認知有助更加接受綠色殯葬，這反映市民對綠色殯葬認知與其接受/不接受綠色殯葬服 
務有正向關係。

表4.2：市民對下例句子的同意程度(非常同意=5；非常不同意=1) 
    N=50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分 標準差

(Q6)你了解現行           2           14        15         17 2 2.94        0.97 
政府對綠色殯葬        (4%)      (28%)   (30%)    (34%)        (4%) 
的配套設施

(Q18)加深綠色殯葬     5           26        13          6 0 3.60        0.83 
的認知有助更加接   (10%)     (52%)   (26%)    (12%)         (0%) 
受綠色殯葬

(Q19)你對綠色殯葬    1            8         18         17 6 2.62        0.96 
服務具有充分認知    (2%)      (16%)   (36%)    (34%)        (12%) 

4.1：政府不應提供經濟誘因推動綠色殯葬。 

食衛局曾考慮以財政獎勵方式作為推動綠色殯葬誘因，但經權衡市民對殯葬的傳統

觀念後，決定擱置計劃 。 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逾5成受訪者不同意政府提供經濟誘 23

因支持綠色殯葬，僅14%的受訪者持相反意見。可見，短期內政府不宜以此方式增加 
綠色殯葬接受程度及使用率，否則可能弄巧成拙。

4.2：政府應大力推行及設立生前綠色殯葬中央登記名冊，以增加綠色殯葬的使用率。 

問卷數據反映大部分市民同意政府應設立生前綠色殯葬中央登記名冊，近8成受訪 
者同意此措施，不同意的僅4%。這反映市民對生前中央登記名冊持正面態度，而中央

登記名冊普及有望增加市民使用綠色殯葬意欲，長遠來說有助提高綠色殯葬使用率及 
推動其發展。

23政府亦有留意到內地一些城市提供財政獎勵的做法，並曾與選擇綠色殯葬的市民探討有關政府免收其 
火葬及部分身後事服務費用的做法。但經權衡後，為免此舉被部分人誤解為政府認為財政因素較孝道重
要，我們認為現階段不宜推展有關想法。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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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普遍市民認為必須有紀念名牌讓後人拜祭，而紀念名牌有助增加綠色殯葬的使用

率。

問卷結果中，逾7成受訪者同意離世後必須有紀念名牌讓後人拜祭， 不同意的僅 
10%，而紀念名牌有助增加市民對綠色殯葬接納程度及使用率。 可是，實地考察發現 
，紀念名牌約8成已使用 ， 政府提出設置電子紀念屏代替紀念牆，解決紀念牆短缺問 24

題 。 25

然而，市民對電子紀念名牌並不太為接納，僅3成受訪者同意政府增設此讓後人拜

祭。 短期內，政府不應投放大量資源於電子紀念名牌，反之宜增設大量紀念牆以提高 
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 。  26

表5.1：市民對下例句子的同意程度(非常同意=5；非常不同意=1) 
    N=50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分 標準差

(Q3)政府應提供經濟      1            6        14          23 6 2.46         0.92 
誘因支持綠色殯葬       (2%)      (12%)  (28%)   (46%)        (12%) 

(Q8)政府應設立生前      7           32        9            2 0 3.88         0.68 
綠色殯葬的中央登記   (14%)    (64%)  (18%)     (4%)          (0%) 
名冊

(Q9)政府應在紀念         1           14       20          12 3 2.96         0.92 
花園增設電子紀念      (2%)      (28%)  (40%)     (24%)       (6%) 
名牌讓後人拜祭

(Q13)離世後必須有      11          26        8            5 0 3.86         0.87 
紀念名牌讓後人拜祭  (22%)    (52%)  (16%)    (10%)         (0%) 

(Q18)加深綠色殯葬      5           26        13           6 0 3.60         0.82 
的認知有助更加         (10%)    (52%)  (26%)    (12%)         (0%) 
接受綠色殯葬

24 實地考察所得，紀念名牌約8成已使用，當天也有十餘人拜祭。 (附錄五) 
25 由於需求大，可設置紀念牆的地方有限，食環署計劃於現正籌劃中的新葵涌紀念花園設置電子紀念屏
，以代替紀念牆，供後人拜祭之用。(附錄四) 
26 長遠來說，當市民的傳統思想改變，政府可考慮全面使用及大力推行電子紀念名牌，以達至長遠及可
持續發展的環保殯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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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海上撒灰相比紀念花園撒灰宗數的使用率偏低，加強海上撒灰配套設施有助增加

海上撒灰的使用率。

政府文件顯示，2014年紀念花園撒灰宗數是海上撒灰的3.15倍(表6)，而免費渡輪 
撒灰服務每月僅4班 ，且食環署每年僅安排4次追思服務讓家人拜祭 。相比紀念花園27 28

簡約、方便方式，海上撤灰服務對市民而言吸引力相對不足。問卷調查亦顯示，近6成
市民同意政府對綠色殯葬的工作及設施有改善空間，政府須改善海上撤灰相關配套， 
雙管齊下，綠色殯葬發展才得以全面提升。

表6：2005-2014年使用綠色殯葬服務的人數  29

年份 死亡人數 火化宗數 紀念花園
撒灰宗數

佔火化宗
數百分比

海上撒灰
宗數

佔火化宗
數百分比

2005 38, 683 33, 288 37 0.11% 17 (2007年 
前) 不適用

2006 37, 415 32, 215 58 0.18% 

2007 39, 963 34, 427 175 0.51% 160 0.46% 

2008 41, 530 36, 410 383 1.05% 243 0.67% 

2009 41, 034 36, 486 650 1.78% 279 0.76% 

2010 42, 705 38, 006 1, 171 3.08% 804 2.12% 

2011 42, 188 37, 916 1, 648 4.35% 661 1.74% 

2012 43, 672 39, 494 2, 023 5.12% 791 2.00% 

2013 43, 399 38, 914 2, 354 6.05% 797 2.05% 

2014 45, 710 41, 244 2, 697 6.54% 856 2.08% 

表6.1：市民對下例句子的同意程度(非常同意=5；非常不同意=1) 
      N=50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分    標準差

(Q7)政府對綠色殯       4             25       18          3 0 3.60       0.72 
葬的工作及設施質    (8%)       (50%)   (36%)    (6%)           (0%) 
素仍有改善空間

27
立法會 (2016)。《立法會會議有關推廣綠色殯葬背景資料簡介》。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160510cb2-1419-4-c.pdf 
28立法會 (2016)。《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有關推廣綠色殯葬討論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160510cb2-1419-3-c.pdf 
29
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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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判斷及論證 

研究結果發現，綠色殯葬未被廣泛接納及使用原因為中國傳統死亡觀 ，若要短期30

全面推行綠色殯葬服務實殊不容易。 然而長遠而言，政府能透過加強宣傳教育、改善 
設施配套，財政補助三方面改善現況，增加綠色殯葬的接納程度及使用率。

在殯儀業界方面，利益是首要考慮因素。 衛生局陳肇始局長指出，現行殯葬方式 
是在殯葬業商業化的過程製造出來的 ， 綠色殯葬的推行與傳統殯儀業界形成衝突， 31

引致使用率偏低。 然而，政府能夠資助殯儀業界推行綠色殯葬，例如若業界人士成功 
介紹及說服離世者家人同意使用綠色殯葬， 可得到一定數額現金補貼，這些補貼費用 
既能用作宣傳推廣綠色殯葬， 同時能減輕業界反對聲音，長期而言能增加綠色殯葬使 
用率。 而問卷調查顯示，家人意願是第二大選取殯葬方式的因素 ，家人在此方案得 32

不到任何財政補貼，解決政府所憂問題 ，令各方得益。 33

就政府而言，提倡綠色殯葬工作涉及移風易俗，不能一蹴即就 。雖政府在不同方34

面加強推廣綠色殯葬 及成效不俗 ，但綠色殯葬使用人數仍偏低。 政府現考慮設立綠 35 36

色殯葬服務和設施的查詢熱線及問卷調查了解市民的看法 ， 而問卷調查顯示逾6成市 37

民認為電話查詢熱線有助增加使用綠色殯葬意願。 可見，電話查詢熱線有助令綠色殯 
葬使用率上升，尤其長者一輩，短期而言，這亦是值得考慮措施之一，以增加綠色殯 
葬的接受程度。

30 「入土為安」、「不做遊魂野鬼」、「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死後需有固定地方安葬及
「厚葬薄養」等思想根深柢固。
31 香港大學健康教研中心 (2015)。 《「香港身後事的世紀演化」紀錄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T6Q8gbNfQ 
32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44%的市民認為家人意願是選取殯葬方式中最為重要，僅次於52%的骨灰龕輪
侯時間。
33 政府亦有留意到內地一些城市提供財政獎勵的做法，並曾與選擇綠色殯葬的市民探討有關政府免收其
火葬及部分身後事服務費用的做法。但經權衡後，為免此舉被部分人誤解為政府認為財政因素較孝道重
要，我們認為現階段不宜推展有關想法。(附錄四) 
34 申訴專員公署 (2016) 。《政府就公營骨灰龕供應不足的跟進 主動調查報告》。 
http://ofomb.ombudsman.hk/abc/files/DI399_full_TC-28_6_2016_0.pdf 
35 政府宣傳工作包括，市民可在食環署網站閱覽或在食環署各墳場及火葬場辦事處取得綠色殯葬刊物、
大幅橫額在食環署場地和公眾地方持續懸掛及多次在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網絡的大型廣告板和全港
各區的有蓋巴士站展示。此外，有三套有關綠色殯葬的政府宣傳短片及舉行展覽(50+博覽)、講座、研
討會和活動。
36市民經食環署處理綠色殯葬由2010年佔全港死亡人數的4.6%上升至2017年的12.9% 
   立法會 (2018)  。《公眾龕位的新配售安排及綠色殯葬措施》。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180213cb2-832-7-c.pdf 
3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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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考慮以電子紀念名牌代替紀念牆 ，此方案雖比興建紀念牆環保及節省38

土地資源，卻打擊了部分市民使用綠色殯葬的意欲。 上述研究結果得知，市民較為接 
納以實體名牌而非電子方式拜祭先人， 政府不宜一時三刻實行這類措施，降低推行綠 
色殯葬的成效。 反之，政府宜配合宣傳及教育工作，自小灌輸新一代環保殯葬意識， 
才能讓環保殯葬成為主流模式。 電子紀念名牌方式涉及改變市民對殯葬的傳統思想， 
不宜短期內花費資源推行，宜當市民對綠色殯葬有進一步接受程度時，才考慮增設，  
現應善用資源短期內進行加設紀念牆工作、配合公眾教育，雙管齊下，提升殯葬意識

，解決問題。

再者，中央登記名冊乃政府推廣綠色殯葬發展最持之有效方法，政府角度認為要在

設立中央登記名冊及在資源運用方面作出平衡 ， 而問卷數據則指出近8成市民同意要 39

設立名冊。 可見，這措施能長遠地增加綠色殯葬使用率，皆因這方便市民生前表達殯 
葬意願， 亦無雖面臨傳統殯葬思想令綠色殯葬未能全面推行的最大難題，加快綠色殯 
葬服務發展。

就市民而言，殯葬的傳統思想短期內難以改變，但增加市民對綠色殯葬接納程度並 
非不能任務。 問卷調查顯示，加強市民對綠色殯葬認知有助增加對此的接納程度。 而  
實地考察所得，綠色殯葬現行的設施及配套有改善空間，例如紀念名牌不足等問題會 
降低市民使用綠色殯葬服務意欲。 政府雖籌劃設立電子名牌及設立了「無盡思念」網 
站 ， 但這些工作對市民而言吸引力不大， 市民的傳統死亡觀不會因而改變。 這工作   40

雖長期能達至綠色殯葬可持續發展宗旨，但對短期內加強市民對綠色殯葬接受程度作 
用不大。

此外，綠色殯葬簡約、方便是該服務的優勢，私營骨灰龕條例生效令原本骨灰龕短

缺更嚴重 。 問卷調查亦顯示骨灰龕輪侯時間是市民考慮殯葬方式首要因素，隨輪侯 41

時間加長， 政府宜把握良機，加快推廣綠色殯葬簡短輪侯時間的好處，舒緩現況，令 
綠色殯葬普及化。

38 (附錄四) 
39 立法會 (2018) 。《公眾龕位的新配售安排及綠色殯葬措施》。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180213cb2-832-7-c.pdf 
40 立法會 (2013)。《有關紀念花園、海上撒灰及"無盡思念"網站上追思服務 的使用情況及推廣工作的背
景資料》。
https://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108cb2-415-5-c.pdf 
41 私營骨灰龕條例生效前，政府文件顯示預料於2016年至2035每年平圴公營及私營骨灰龕短缺數目為 
18347個，(表1) 公營骨灰龕平均時間為4.5年。私營骨灰龕條例生效後，一年間更突然多出逾10萬骨灰
未能安置，問題更趨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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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政府需增加追思渡輪服務以增加海上撤灰吸引力 ， 例如父親節、母親節42

及新年等特殊節日安排免費渡輪服務，讓子女盡孝意，同時減輕長者對海上撤灰的負

面觀感，增加他們使用該服務意欲。隨使用宗數增加，  政府應加強免費渡輪服務及43

放寬限制 ，每名陪同申請人撤灰之人士不應設限， 以讓所有有意欲使用此服務的人44

士不會因而卻步，增加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接納程度。

總結及建議

總括而言，綠色殯葬不論政府所提及還是問卷結果顯示，市民仍存對傳統死亡觀

的思想，例如市民對實體名牌的需要，這些觀念短期內或不能輕易改變。然而，問卷

數據顯示，要短期內提升綠色殯葬並非不能之事，政府可考慮設立中央登記名冊、增

設實體名牌、加強認知及推廣，以及加強免費渡輪服務配套四方面全面提升市民對綠

色殯葬的接受程度及使用率，並配合長期公眾教育工作，改變新一代的傳統觀念和文

化，以增加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當市民對綠色殯葬有一定接受程度，政府才

宜大量增設電子紀念名牌，讓綠色殯葬成為主流殯葬方式及達至可持續發展宗旨。

42 現時，食環署每年會安排四次海上追思活動，分別在清明節前和重陽節前各兩次。 
 立法會 (2016)。《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有關推廣綠色殯葬討論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160510cb2-1419-3-c.pdf 
43 由二零零七年七月至二零一六年三月， 食環署收到約 5 600 宗海上撒灰申請。  
44現時，食環署每星期六安排一次免費渡輪撒灰服務，最多25名申請者，而每名申請人可帶同最多10
位家屬上船進行撒灰。
  食物環境衛生署 (2018)。《綠色殯葬專題網站》。  
https://www.greenburial.gov.hk/tc/scattering-cremains-sea/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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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調查樣本 

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通識教育科

獨立專題探究

《探討香港市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綠色殯葬》問卷調查 

你好！  我是　　　　　中學的學生，現正進行一項有關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接受程度

的專題探究， 目的是調查哪些因素影響香港市民接受/不接受綠色殯葬及綠色殯葬成為

主流殯葬方式的可行性。閣下的個人資料將會進行保密並用於研究目的，  所有個人資

料會於文憑試結束後進行銷毀。 若閣下能抽空5分鐘進行有關問卷調查，感激不盡!

定義：綠色殯葬指對環境造成最少影響， 簡約和可持續的方式舉行殯葬的觀念，以最

自然的方式讓遺體回歸大自然。 目前香港綠色殯葬服務主要包括紀念花園撒灰服務，
及在指定香港水域免費撒灰服務 (即海葬)，以及免費的網上追思服務以解決骨灰龕嚴

重不足的問題，及達成長遠且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模式。 

基本資料：

性別 ：  ☐男 ☐女

年齡       ：  ☐18歲或以下      ☐19歲至41歲      ☐42歲至64歲      ☐65歲或以上

教育程度：  ☐小學 ☐中一至中三 ☐高中或預科 ☐大專或以上

宗教信仰：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沒有☐其他______(請說      
明)  

1. 你認為下列哪些因素對你選取殯葬方式原因最為重要？(可多選，最多三項)
☐可持續發展及環保 ☐殯葬服務價格 ☐拜祭地點 ☐家人意願

☐殯葬的設施及配套 ☐殯葬場地位置 ☐宗教信仰 ☐骨灰龕輪侯時間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2. 你曾否在下列途徑得知綠色殯葬的信息?(可多選於一項)
☐香港長者博覽 ☐綠色殯葬宣傳小冊子 ☐講座

☐短片廣告(例如：電視或互聯網) ☐沒有

3. 你對綠色殯葬的殯葬方式有何看法?(可多選於一項)
☐及早回歸大自然 ☐違反傳統道德倫理思想 ☐骨灰處理方式難以令人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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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約、方便及可持續發展的處理方式 ☐其他___________(請說明)

你有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句子？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中
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3.政府應提供經濟誘因支持綠色殯葬 ☐ ☐ ☐ ☐ ☐

4.你經常得知有關推廣綠色殯葬的宣傳信息 ☐ ☐ ☐ ☐ ☐

5.政府對綠色殯葬的宣傳已經足夠 ☐ ☐ ☐ ☐ ☐

6.你了解現行政府對綠色殯葬的配套設施 ☐ ☐ ☐ ☐ ☐

7.政府對綠色殯葬的工作及設施質素仍有改
善空間

☐ ☐ ☐ ☐ ☐

8.政府應設立生前綠色殯葬的中央登記名冊 ☐ ☐ ☐ ☐ ☐

9.政府應在紀念花園增設電子紀念名牌讓後

人拜祭

☐ ☐ ☐ ☐ ☐

10.政府新增有關綠色殯葬服務和設施的電話

查詢熱線有助增長你使用綠色殯葬的意願

☐ ☐ ☐ ☐ ☐

11.死後須有固定地方安葬(例如：火葬) ☐ ☐ ☐ ☐ ☐

12.撒灰在大海或紀念花園會灰飛煙滅 ☐ ☐ ☐ ☐ ☐

13.離世後必須有紀念名牌讓後人拜祭 ☐ ☐ ☐ ☐ ☐

14.你能接受後人以網絡平台進行拜祭(即網上

追思服務)
☐ ☐ ☐ ☐ ☐

15.你能接受已故親人或朋友使用綠色殯葬 ☐ ☐ ☐ ☐ ☐

16.離世後必須風光大葬 ☐ ☐ ☐ ☐ ☐

17.長遠來說綠色殯葬將會取替火葬成為主流
模式

☐ ☐ ☐ ☐ ☐

18.加深綠色殯葬的認知有助更加接受綠色殯
葬

☐ ☐ ☐ ☐ ☐

19.你對綠色殯葬服務具有充分認知 ☐ ☐ ☐ ☐ ☐

20.你死後會進行綠色殯葬服務(例如：紀念花
園及海葬)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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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你接受綠色殯葬的骨灰處理方式 ☐ ☐ ☐ ☐ ☐

附錄二：問卷數據

發出問卷：50份 
有效問卷：50份 
抽樣模式：隨機派發給不同年齡層為目標，約每20路人抽選一人 
調查方法：紙本問卷

派發日期：2018年6月17日－2018年6月24日 
派發地點：沙田新城市廣場對出地下及沙田城門河附近

受訪者年齡：

18歲或以下 13 (26%) 

19歲至41歲 16 (32%) 

42歲至64歲 12 (24%) 

65歲或以上  9  (18%) 

1.你認為下列哪些因素對你選取殯葬方式原因最為重要？(可多選，最多三項) (N=50)

人次 百分比

可持續發展及環保 12 24% 

殯葬服務價格  3 6% 

拜祭地點  8 16% 

家人意願 22 44% 

殯葬的設施及配套  8 16% 

殯葬場地位置 13 26% 

宗教信仰  7 14% 

骨灰龕輪侯時間 26 52%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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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曾否在下列途徑得知綠色殯葬的信息? (可多選於一項) (N=50)

人次 百分比

香港長者博覽 2 4% 

綠色殯葬宣傳小冊子 1 2% 

短片廣告(例如：電視或互

聯網) 
31 62% 

講座 9 18% 

沒有 7 14% 

3.1你對綠色殯葬的殯葬方式有何看法?(可多選於一項) (N=50) 

人次 百分比

及早回歸大自然 15 30% 

違反傳統道德倫理思想 8 16% 

骨灰處理方式難以令人接

受

14 28% 

簡約、方便及可持續發展

的處理方式

26 52% 

其他 0 0 

3.2以不同年齡層分析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方式的看法 

綠色殯葬是簡

約、方便及可持

續發展的處理方

式

綠色殯葬的骨灰

處理方式難以令

人接受

18歲或以下 10人 (76.9%) 2人 (15.4%) 

19歲至41歲 8人   (50.0%) 3人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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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歲至64歲 5人   (41.6%) 4人 (33.3%) 

65歲或以上 3人   (33.3%) 5人 (55.5%) 

你有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句子：(非常同意=5；非常不同意=1) (N=5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平均
分

標準
差

3.政府應提供經濟誘因支持綠
色殯葬

 1 
(2%) 

 6 
(12%) 

 14 
(28%) 

 23 
(46%) 

 6 
(12%) 

 2.46  0.92 

4.你經常得知有關推廣綠色殯
葬的宣傳信息

 0 
(0%) 

 4 
(8%) 

 29 
(58%) 

 14 
(28%) 

 3 
(6%) 

 2.68  0.71 

5.政府對綠色殯葬的宣傳已經
足夠

 0 
(0%) 

 6 
(12%) 

 22 
(44%) 

 19 
(38%) 

 3 
(6%) 

 2.62  0.77 

6.你了解現行政府對綠色殯葬
的配套設施

 2 
(4%) 

 14 
(28%) 

 15 
(30%) 

 17 
(34%) 

 2 
(4%) 

 2.94  0.97 

7.政府對綠色殯葬的工作及設
施質素仍有改善空間

 4 
(8%) 

 25 
(50%) 

 18 
(36%) 

 3 
(6%) 

 0 
(0%) 

 3.60  0.72 

8.政府應設立生前綠色殯葬的
中央登記名冊

 7 
(14%) 

 32 
(64%) 

 9 
(18%) 

 2 
(4%) 

 0 
(0%) 

 3.88  0.68 

9.政府應在紀念花園增設電子

紀念名牌讓後人拜祭

 1 
(2%) 

 14 
(28%) 

 20 
(40%) 

 12 
(24%) 

 3 
(6%) 

 2.96  0.92 

10.政府新增有關綠色殯葬服務

和設施的電話查詢熱線有助增

長你使用綠色殯葬的意願

 3 
(6%) 

 28 
(56%) 

 10 
(20%) 

 9 
(18%) 

 0 
(0%) 

 3.50  0.85 

11.死後須有固定地方安葬

(例如：土葬或火葬)
 4 
(8%) 

 12 
(24%) 

 21 
(42%) 

 11 
(22%) 

 2 
(4%) 

 3.10  0.96 

12.撒灰在大海或紀念花園會灰
飛煙滅

 1 
(2%) 

 13 
(26%) 

 17 
(34%) 

 15 
(30%) 

 4 
(8%) 

 2.84  0.97 

13.離世後必須有紀念名牌讓後
人拜祭

 11 
(22%) 

 26 
(52%) 

 8 
(16%) 

 5 
(10%) 

 0 
(0%) 

 3.86  0.87 

14.你能接受後人以網絡平台進
行拜祭(即網上追思服務)

 0 
(0%) 

 3 
(6%) 

 16 
(32%) 

 22 
(44%) 

 9 
(18%) 

 2.26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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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你能接受已故親人或朋友使
用綠色殯葬

 3 
(6%) 

 15 
(30%) 

 24 
(48%) 

 6 
(12%) 

 2 
(4%) 

 3.22  0.88 

你有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句子：(非常同意=5；非常不同意=1) (N=5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平均分 標準差

16.離世後必須風光大葬  0 
(0%) 

 4 
(8%) 

 31 
(62%) 

 12 
(24%) 

 3 
(6%) 

 2.72  0.69 

17.長遠來說綠色殯葬將會取
替火葬成為主流模式

 7 
(14%) 

 22 
(44%) 

 17 
(34%) 

 4 
(8%) 

 0 
(0%) 

 3.64  0.82 

18.加深綠色殯葬的認知有助
更加接受綠色殯葬

 5 
(10%) 

 26 
(52%) 

 13 
(26%) 

 6 
(12%) 

 0 
(0%) 

 3.60  0.82 

19.你對綠色殯葬服務具有充
分認知

 1 
(2%) 

 8 
(16%) 

 18 
(36%) 

 17 
(34%) 

 6 
(12%) 

 2.62  0.96 

20 你有多大程度上同意
你死後會進行綠色殯葬
服務 (例如:紀念花園及
海葬)？(非常同意=5；非
常不同意=1) 

非常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平均
分

標準
差

中三或以下教育程度  0 
 (0%) 

 1 
(14.3%) 

 2 
(28.6%) 

 3 
(42.9%) 

 1 
(14.3%) 

 2.42  0.90 

高中或以上教育程度  1 
(2.33%) 

 12 
(27.9%) 

 22 
(51.2%) 

 8 
(18.6%) 

 0 
 (0%) 

 3.14  0.73 

合共總數  1 
(2.00%) 

 13 
(26.0%) 

 24 
(48.0%) 

 11 
(22.0%) 

 1 
(2.00%) 

 3.04  0.80 

21 你有多大程度上同意
接受綠色殯葬的骨灰處
理方式？(非常同意=5；
非常不同意=1) 

非常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平均
分

標準
差

41歲或以下  1 
(3.45%) 

 13 
(44.8%) 

 12 
(41.4%) 

 2 
(6.90%) 

 1 
(3.45%) 

 3.38  0.81 

42歲以上  0 
 (0%) 

 5 
(23.8%) 

 4 
(19.0%) 

 11 
(52.4%) 

 1 
(4.76%) 

 2.62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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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總數  1 
(2.00%) 

 18 
(36.0%) 

 16 
(32.0%) 

 13 
(26.0%) 

 2 
(4.00%) 

 3.06  0.93 

附錄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訪問邀請信

食衛局陳肇始局長女士：

本人是　　　　　中學中五級的學生，現正進行一項有關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

接受程度的獨立專題探究，藉此探討綠色殯葬成為主流殯葬方式的可行性。在此希望

局長能抽空30分鐘進行訪問，以完成是次獨立專題報告。訪問問題如下： 

1. 您認為甚麼主要因素影響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
2. 您認為近年來綠色殯葬未能成主流殯葬模式的因素是什麼?
3. 您認為政府推動綠色殯葬時面臨哪些困難，成效又如何?
4. 政府會否考慮為有需要人士增設電子紀念名牌讓後人拜祭?
5. 政府會否推出新政策(例如：提供經濟誘因)以增加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

       如局長願意接受訪談，本人可於7月至8月期間及任何地點進行是次訪問。是次訪

談會經局長您同意下才會進行錄音按排，以便分析報告之用途。訪談內容會進行保密

並用於研究目的，研究結束後將會銷毀。如局長有意參與是次訪談，可於電郵或電話

方式與本人聯絡。局長如未暇參與是次訪談，亦可透過書面等方式進行回覆，感激不

盡！局長如對是次訪談內容或方式有任何疑問，亦可透過下列方式與本人聯繫。 

電郵： 
電話： 

敬祝：

鈞安

　　　　中學中五級學生

謹啟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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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食物及衛生局局長訪問回覆信 

　　　同學︰ 

謝謝你給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的電郵。 由於陳肇始局長公務繁忙，故未能接受你的訪問
，她囑我代為回覆如下︰ 

「本着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政府鼓勵市民採用較環保和可持續推行的綠色殯葬方式，
包括在紀念花園及海上撒放骨灰。

提倡綠色殯葬的工作涉及改變傳統觀念和文化，  市民大眾需要時間接受這種可持續方
式處理先人骨灰。 而合適的做法是通過宣傳、推廣及敎育方式，獲取更多市民支持。
例如1980年代以前，以土葬方式處理先人遺體是主流的做法， 而火葬只為少數人所採
納。 惟經過多年的持續公眾教育，社會的意識已大為改變， 至今超過九成離世人士採
用火葬。可見只要我們繼續努力不懈，市民接受綠色殯葬服務的程度也會日益增加。

我們在2017-18年度推廣綠色殯葬的開支約為1,000萬元， 包括推行一系列大型的推廣 
活動， 如在巴士站、港鐵車廂內及港鐵站內展示宣傳海報及播放宣傳片等， 宣傳綠色 
殯葬。在2018-19年度我們會增撥資源及人手。 

在2018年3月30日，食環署推出全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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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 現時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管理的紀念花
園均設有紀念牆，供市民設置牌匾以悼念先人。 但由於需求大，可設置紀念牆的地方
有限， 食環署計劃於現正籌劃中的新葵涌紀念花園設置電子紀念屏，以代替紀念牆，
供後人拜祭之用。 除食環署會繼續與提供身後事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加強協作外， 我們
也正與非政府機構或宗教團體探討在宣傳及提供設施方面進一步合作。 此外，我們也
會物色合適地方興建更多紀念花園及相關設施，例如在情況許可下， 在新建的公營骨
灰安置所提供紀念花園。

政府亦有留意到內地一些城市提供財政獎勵的做法， 並曾與選擇綠色殯葬的市民探討 
有關政府免收其火葬及部分身後事服務費用的做法。 但經權衡後，為免此舉被部分人
誤解為政府認為財政因素較孝道重要，我們認為現階段不宜推展有關想法。 不過，我
們對此方案持開放態度， 當社會普遍認為可透過免收若干費用及收費作為適當的財政
誘因時，我們會適當跟進。

我們這些年來推動綠色殯葬的工作已初見成果。2017年，食環署處理約5900宗的綠色 
殯葬，佔全港死亡總人數約12.9%； 如將華人永遠墳場和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處理的
綠色殯葬宗數也累計在內，總數則超過6 500宗，即佔全港死亡總人數約14.3%。相對
在2010年的4.6%，有明顯升幅。我們會繼續改善綠色殯葬設施和服務，爭取社區持份
者的支持，並加強宣傳和教育工作。

我們祝願你的專題報告順利完成。如需要進一步資料，可參閱上述的專題網站 
（greenburial.gov.hk）或聯絡食環署統籌主管(行政及發展)特別職務朱蘭英女士 
（電話：2566 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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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重雅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新聞秘書

附錄五：實地考察報告

地點：鑽石山紀念花園

日期：2018年6月17日 
考察時間：16:40-17:40 

考察目的：
鑽石山紀念花園設有新舊撒灰地方，藉此探究新舊紀念花園的使用情況及有關配套設

施是否足夠。此外，藉著實地考察，以了解紀念花園內的環境及後人拜祭情況及給予

港府一些改善建議，以增加本港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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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鑽石山顯示新舊紀念花園地點 鑽石山新舊紀念花園位置
相近，而新紀念花園於
2012年正式啟用，藉此了
解新舊紀念花園的使用情
況，及殯葬場地位置、設
施、配套及拜祭地點是否
方便市民，以及給予港府
一些建議，增加本港市民
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

鑽石山新舊紀念花園距離
最近的鑽石山站約20分鐘
的步行路程，亦有小巴接
駁，車程約數分鐘，亦有
巴士連接人口較密集地方
，(如尖沙咀、黃大仙等)
交通配套尚算方便。

然而，鑽石山新舊紀念花
園入口位置隱蔽，途人難
以發展火葬場內還設有紀
念花園的撒灰服務，入口
附近亦沒有清楚明顯的指
示說明紀念花園的位置。 

考察相片(新舊紀念花園) 

圖2至圖9顯示新舊紀念花園合共8個的撒灰地方，而4個撒灰地方正在開放服務，全部

皆為於新紀念花園內，兩個舊紀念花園及新紀念花園皆暫停服務， 而舊紀念花園看出

已有一段時間沒有使用，綠色殯葬的使用率或出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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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新紀念花園撒灰地方(第一個) 
(暫停使用) 

圖3：新紀念花園撒灰地方(第二個) 
(開放服務) 

圖4：新紀念花園撒灰地方(第三個) 
(暫停使用) 

圖5：新紀念花園撒灰地方(第四個) 
(相片可見骨灰已撒園內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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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新紀念花園撒灰地方(第五個) 
(相片可見骨灰已撒園內草地) 

圖7：新紀念花園撒灰地方(第六個) 
(開放服務) 

圖8：舊紀念花園撒灰地方(第七個) 
(相片可見撒灰地方已被封鎖及禁止使用) 

圖9：舊紀念花園撒灰地方(第八個) 
(相片可見撒灰地方已被封鎖及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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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2-圖9可見，八個紀念花園撒灰地方只有四個是正在開放服務的， 而其中兩

個有撒灰不久的痕跡，另外兩個則是開放服務但未有使用。這反映紀念花園撒灰地方

暫時來說仍相當充足，且有時間及空間進行紀念花園草地保養。此外，舊紀念花園撒

灰的兩個地方卻因不明原因而被圍封，    與新紀念花園撒灰的兩個地方貼有「草地保

養」相比，舊紀念花園撒灰地方看似已有一段時間沒有使用。這或許與使用程度不足

有關，導致舊紀念花園一段時間沒有對外開放及打理。整體來說，新舊紀念花園的配

套及設施仍充足，能夠應付近年來增長使用綠色殯葬的人數，新紀念花園撒灰地方仍

相當整潔及有條理，而舊紀念花園撒灰地方相信在需求充足時亦會開放投入服務。

紀念花園內外附近的環境 

圖10：踏入紀念花園入口面對著馬路外

的牆身貼有綠色殯葬回歸自然的宣傳海

報

圖11：顯示新舊紀念花園旁有著「恩親
堂」的骨灰龕場

圖12：顯示紀念花園連同骨灰龕場附近

設施配套及寧靜的環境

圖13：顯示紀念名牌兩旁的溪流，以及
一些植物在名牌兩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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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花園附近環境清靜，實地考察當天，約有10餘人在不同時間先後在紀念名牌

前拜祭先人，他們攜著鮮花及生果放置在名牌前，以示對先人的紀念 。 紀念花園附45

近大多為後人前來拜祭先人，附近人煙稀少，環境寧靜，烏語花香，實屬良好的先人

居住地方。    此外，紀念花園旁有敬福堂、致誠堂、興仁堂等灰場，配套設施尚算足

夠。只是略有不足的地方是舊紀念花園位於馬路旁，紀念名牌的數量亦不足以應付需

求，當天所觀察到的近8成 紀念名牌已佈滿先人的遺照。46

       總括而言，紀念花園的配套設施是足夠的，環境亦屬不俗。可是政府或許可以考

慮增設更多實體紀念名牌，以吸引更多人考慮接受綠色殯葬，皆因要改變市民的殯葬

傳統思想仍十分不容易的。再者，政府需要從小教育，以增加推廣綠色殯葬的長遠成

效。當天所見有部分撒灰土草地需尚未使用，然而隨著近年來市民對綠色殯葬需求不

斷增加，政府或許可增加紀念花園的數量，以應付需求。就著當天的實地考察，亦可

見政府近來對綠色殯葬的工作成效良好，若加以增設紀念名牌，相信綠色殯葬能成為

主流的殯葬方式。

45由於拍攝紀念名牌有對先人不敬之嫌，因此只是隱約的以不同角度拍照，盡量避免對先人造成不便 
46 以隨機方式，在鑽石山紀念花園抽取其中4個放置名牌的地方計算已使用名牌的大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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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分數 *  評語  

S2 

 

探討香港市民在

多大程度上接受

綠色殯葬  

 

AB 8   背景資料充足，能呈現支持這探究議題的社會價值。  

  焦點問題可更清楚指出，衡量香港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接受程度的因素，

幸在研究方法中展示了資料搜集的恰當方向，從而補充了焦點問題的不

足。  

  概念恰當且相關，惟部分在圖表中提及的重要概念，也應在內文加以說

明。  

  問卷問題恰當，能搜集反映市民接受程度的表現及行為 (如對殯葬方式的

選擇 )的數據，而不只是觀感回應。  

  能運用問卷調查所得論證其立場，論據清晰。惟 D 部的部分論點與問卷

調查結果不符，例如頁 18 所提及的現金補貼。  

  報告組織有條理，展示資料清晰，能以註釋準確說明所引用的資料。  

CD 8 

PO 9 

 

* AB: 題目界定和概念∕知識辨識（A 及 B 部分 )  

 CD: 解釋和論證（C 及 D 部分 )  

 PO: 表達與組識（整份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