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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指引 

 
I. 前言: 

(1) 根據《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下稱《條例》)，任何人士在香港營

辦骨灰安置所，均須先取得相關的「指明文書」，即牌照、豁免書

或暫免法律責任書，否則即屬違法 1。 

 

(2) 條例亦訂明，曾經或正在營辦、維持、管理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

某骨灰安置所的人士(下稱「經營者」)，不得不當地處置安放在該

骨灰安置所內的骨灰 。 

 

屬於下列情況的私營骨灰安置所，經營者須按《條例》規定進行

「訂明骨灰處置程序」： 

 2017 年 6 月 30 日或之後開始營辦，而沒有任何有效的指明文

書； 

 2017 年 6 月 30 日開始之前已營辦，但寬限期(見註解 1)過後，

在沒有任何有效指明文書的情況下繼續營辦；或 

 已棄辦或停辦的骨灰安置所。 

 

                                                      
1若有關骨灰安置所在緊接刊憲日期前正在營辦中，則可享有條例下的寬限期(一般為自

刊憲當日起計 9 個月, 但如在上述 9 個月屆滿時，有人已就該骨灰安置所提出申請，

要求發出暫免法律責任書，則寬限期延至該申請獲最終了結或被撤回時)。在寬限期

內，該等骨灰安置所若沒有出售或新出租骨灰安放權，可繼續營運而並不觸犯條例第

11 條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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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經營者沒有根據以上規定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屬於違法，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被判處罰款 $2,000,000 及監禁 3 年，而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則可被判處罰款 $5,000,000 及監禁 7 年。 

 

(3)  條例亦要求某些接管該處所的人(例如擁有人、承按人、清盤人和

受託人等)在接管骨灰安置所處所後的 7 日內通知食環署署長，並

盡快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

看第[VIII] 部分。 

 

(4) 本小冊子是為須要在《條例》下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人士

提供指引，使他們較易明白及掌握《條例》的要求。指引本身並不

能取代《條例》中的任何條文部分。若業界在履行有關「訂明骨灰

處置程序」時遇到任何法律疑問，應考慮徵詢法律意見，以確保遵

守有關《條例》的要求。 

 

II. 處置骨灰的一般原則 

 任何人士在處置存放在骨灰安置所內的骨灰時，必須在顧及對有

關受供奉者的尊重及尊嚴下進行，並採取適當措施確保骨灰(包括

骨灰、骨灰容器及其內所有物品)完好不受損壞，以及保存完整及

正確的紀錄。 

 

III. 如何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  

(1) 發出「展開骨灰處置通告」:  

 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第一步，就是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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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骨灰處置通告」。根據條例，骨灰處理者在開

啟有關骨灰安置所內被加封的龕位前，或在以其他

方式開始處理該骨灰安置所內的骨灰前，須發出

「展開骨灰處置通告」，向有關人士述明其處置有關

骨灰的意向。 

 

 (A) 「展開骨灰處置通告」的內容需包括:  

  (a) 該骨灰安置所的名稱及地址;  

  (b) 一項陳述，述明骨灰處理者在處置骨灰方

式的意向，該項陳述須指明: 

 

   (i) 「訂明骨灰處置程序」將要進行  

   (ii) 骨灰將按照條例附表 5 第 7(2)2 或 

7(3)3 條中哪一條處理，或同時按照

7(2) 及 7(3) 條處理 (如適用的話)  

 

   (iii) 關乎擬處理骨灰的詳情，包括: 

 場內交還骨灰的申索期(「場內申

索期」)的開始日期 (該日期不得早

於緊接展開骨灰處置通告的日期

之後的 14 日屆滿時，亦不得遲於

 

                                                      
2 7(2)條的方式是指 (i)容許最少 12 個月的申索期在場內交還骨灰(申索期首兩個

月內不能交還骨灰); 及(ii)申索期完結後，把未交還合資格申索人的骨灰交付署

長; 
 
3 7(3) 條的方式是指: (i)容許最少 8 個月的申索期在場內交還骨灰(申索期首兩個

月內不能交還骨灰); 及(ii)申索期完結後，把骨灰移離原先骨灰安置所，並安排

重置在另一間持有有效牌照的骨灰安置所或條例第 4 條列出的骨灰安置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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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該通告的日期之後的 30 日

屆滿時 )，以及場內申索期間完結

的日期； 

 如按照條例附表 5 第 7(3) 條處理

——該等骨灰如沒有交還予合資

格申索人，便會在何日或之前重新

安放，及重新安放該等骨灰的骨灰

安置所的地址，以及重新安放的條

款 4；以及 

 如按照條例附表 5第 7(2)條處理—

—該等骨灰如沒有交還予合資格

申索人，便會在何日或之前交付署

長，並指明該等骨灰將以署長認為

合適的方式，作最終處置。 

 

  (c) 一項陳述，述明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

並不影響任何人在安放權出售協議之下獲

得補償的權利。 

 

 

  (d) 一項陳述，述明會按照條例附表 5 第 9 及

10 條處理要求交還骨灰及「相關物品」的

申索。 

 

                                                      
4骨灰處理者須以不遜於在原骨灰安置所安放骨灰的條款，把骨灰重新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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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開骨灰處置通告」的參考樣本見於附件一(A) 

及附件一(B)5。 

附件一(A) 

及 

附件一(B) 

 (B) 如何發出「展開骨灰處置通告」?  

  條例訂明，「展開骨灰處置通告」必須按照以下方

式發出: 

 

  (a) 連續 2 星期，每星期最少一次刊登於 3 份香

港廣泛流通的報章(1 份須為英文報章，1 份

須為中文報章); 

 

  (b) 把「展開骨灰處置通告」張貼於有關骨灰

安置所外的顯眼位置; 

 

  (c) 送達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 郵寄:   

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經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轉交) 

長沙灣郵政局 

郵政信箱 80011 號; 或 

- 親身遞交(必須事先致電 2350 7319 與本

辦事處聯絡) : 

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經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轉交) 

 

                                                      
5如骨灰處理者欲同時按照附表 5 第 7(2)及 7(3)條在同一骨灰安置所內處理骨

灰，須要同時發出附件一(A)及附件一(B)的「展開骨灰處置通告」。惟按照第

7(2) 條及 7(3)條進行處置骨灰程序的位置必須不同，並須在按照附件一(A)及附

件一(B)樣本發出的「展開骨灰處置通告」內分別清楚列出所涉位置及其部分。

例如某龕場的 A、B、C 座將按照第 7(2)條處理骨灰，D、E 座將按照第 7(3)條
處理骨灰。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A).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B).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A).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B).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A).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B).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A).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B).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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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長沙灣道 681 號貿易廣場 5 樓 501-

502 室 

  (d) 送達每名指明收訊者 6(如有的話) 

 

 

IV. 處理骨灰申索及「相關物品 7」交還申索:  

(1)  在「訂明骨灰處置程序」中，骨灰處理者須按他在

「展開骨灰處置通告」所選擇根據條例附表 5 第 7(2)

條或/及 7(3)條處理骨灰，並提供分別不少於 12 個月

及 8 個月的「場內申索期間」以交還骨灰或「指明物

品 8」給成功申請的合資格申索人。 

 

(2) 在「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場內申索期間」開始的

時候，合資格申索人可開始向骨灰處理者提出交還骨

灰或「相關物品」的申索。 

 

(3) 交還骨灰或「相關物品」的申索: 

以下是在處理交還骨灰或「相關物品」的申索時，骨

灰處理者需要注意及遵守的事項： 

 

 (A) 「骨灰」在條例下的定義: 

一般是指人類遺骸經火化後遺留的骨灰，包括由人

類骨灰轉化而成的人造鑽石、珠寶、裝飾品及任何

 

                                                      
6 指明收訊者是指: (i) 按某安放權出售協議獲授權申索骨灰的獲授權代表(如有

的話); (ii) 買方; 或 (iii) 聯絡資料已記入根據條例備存的任何登記冊或紀錄內的

任何其他人(如有的話)。 
7 「相關物品」就骨灰而言，指 ― (i) 該等骨灰的容器；或 (ii) 連同該等骨灰

安放在同一容器內的物品 
8 「指明物品」指死者的骨灰連同所有「相關物品」(如適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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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物料；及包括骨灰的容器，以及連同有關骨灰

安放在同一容器內的物品(如有的話)。 

 (B) 如在骨灰已經按條例的規定交還予合資格申索人

後，再收到骨灰申索或「相關物品」的申索，即使

仍在「場內申索期間」，骨灰處理者不須受理。 

 

 (C) 在處理「骨灰」或任何「相關物品」的申索時，除

非法院另有指示，骨灰處理者須把骨灰、骨灰的容

器連同容器內的物品(如有的話)，交還該合資格申

索人。 

 

 (D) 在處理「相關物品」的申索及交還時，除非法院另

有指示，骨灰處理者並不須要開啟該骨灰容器以確

定容器內是否有任何「相關物品」，或只交還容器

內的「相關物品」而不交還容器內的骨灰。 

 

(4) 接受申索及最早可交還骨灰/「指明物品」(即死者的骨灰連同所有

「相關物品」)的時間 

骨灰處理者請參照以下列表處理相關事宜: 

 
可提出骨灰申索或「相關物品」 

交還申索的時間: 
最早可交還骨灰 

或「指明物品」的時間 

 
整個場內申索期間 

場內申索期間 
首兩個月屆滿後 

 
如根據條例附表 5

第 7(2)條進行 
最少 12 個月 

如根據條例附表 5

第 7(3)條進行 
最少 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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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申索人的資格及可申索物品 

骨灰處理者請參照以下列表處理相關事宜: 

 

 
誰人可提出申索 

可提出申索 
的物品 

應歸還的物品 
最早可領回物

品的時間 

 (A)「訂明申索人」  
 
(「訂明申索人」的

定義請參閱下頁第

(6) 段) 

骨灰 
 

骨灰、骨灰容

器及容器內的

物品 

「場內申索期

間」首兩個月

屆滿後 

 「相關物

品」  
 
(即骨灰的容

器；或連同

該等骨灰安

放在同一容

器內的物品) 

  
(但申索人必

須提出自己

為該「相關

物品」的擁

有人) 

骨灰、骨灰容

器及容器內的

物品 

同上 

 (B)「相關物品」的

擁有人但非 
 「訂明申索

人」  
 

「相關物品」 
 
(即骨灰的容

器；或連同該

等骨灰安放

在同一容器

內的物品) 
  
(但申索人必

須提出自己

骨灰、骨灰容

器及容器內的

物品 

整個「場內申

索期間」屆滿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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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相關

物品」的擁

有人) 
(6) 「訂明申索人」的定義  

 就申索骨灰而言，在條例下只有「訂明申索人」才有資

格提出有關申索。「訂明申索人」只包括以下五類人

士： 

 

 (A) 獲授權代表 

(即在安放權出售協議內獲授權提出申索骨灰的人

士，但經營者本身或其代理人不可成為獲授權代

表) 

 

 (B) 遺產代理人  

 (C) 親屬 

「親屬」是指條例附表 5 第 6(2)條所訂明為「親

屬」的人士。詳情請參閱附件二。 

附件二 

 

 (D) 「相關人士」 

「相關人士」就某死者而言，指符合以下說明的

人士 —— 

(i) 在緊接該死者逝世的日期前，與該死者在同

一住户內生活；以及 

(ii) 在該日期前，與該死者在同一住户內生活最

少 2 年； 

 

 (E) 安放權的買方  

(7) 處理骨灰申索及「相關物品」交還申索須注意的重點:  

 請參考附件三。 附件三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A%8C.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A%8C.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9.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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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處理申索的程序:  

 請參考附件四。  附件四 

(9) 在處理申索過程中收集申索人個人資料的聲明  

 骨灰處理者在處理各種申索過程中，均會收集申索人

的個人資料，包括其姓名、身份證號碼及聯絡電話

等，以利便他們就每宗申索作出詳細紀錄，並按條例

要求把有關申索紀錄交付給署長。 

 

就此，骨灰處理者有責任提醒每名骨灰/「相關物品」申

索人關於收集他們個人資料的目的及用途。他們可參照

夾附在附件五的樣本，考慮向每位申索人派發一份「收

集個人資料目的及聲明」。   

附件五 

(10) 交還骨灰或「指明物品」給合資格申索人時須保存及

其後向署長提交的紀錄: 

 

 在交還骨灰或「指明物品」給合資格申索人時，骨灰處

理者必須根據附件六(A)及附件六(B) ，妥善準備及保存

各項紀錄，包括執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所採取的步

驟、交還骨灰、對立骨灰申索等相關申索的紀錄，以及

在指明的不同時間把各項紀錄交付給署長。 

附件六(A)

及 

附件六(B)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5%9B%9B.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5%9B%9B.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A%94.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A%94.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5%85%AD(A).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5%85%AD(B).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5%85%AD(A).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5%85%AD(A).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5%85%AD(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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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交付骨灰給署長  

(1) 在以下情況下，骨灰處理者須交付骨灰給署長:  

 (A) 如骨灰處理者在「展開骨灰處置通告」中指明按

照條例附表 5 第 7(2)條處理骨灰，而在「場內申

索期間」屆滿後，沒有人就該等骨灰提出申索； 

 

 (B) 若在「場內申索期間」內收到就着該等骨灰的對

立申索而沒有收到一個優先權高於所有其他申索

人的「訂明申索人」提出的骨灰申索，並且在「場

內申索期間」後的 12 個月屆滿時，仍沒有人就該

等骨灰提起法院程序；以及 

 

 (C) 若收到涉及「相關物品」的對立申索，在「場內

申索期間」後的 12 個月屆滿時，沒有人提起法院

程序。 

 

(2) 交付骨灰或「指明物品」給署長所必須採取的指明步

驟: 

 

 如根據條例附表 5 第 7(2)條處理骨灰，骨灰處理者把骨

灰或「指明物品」交給署長時必須採取載於附件七的指

明步驟。 

 

有關的指明步驟，亦適用於條例附表 5 第 9(6)(b)及

10(5)(b)(ii)條下涉及對立申索的骨灰或「相關物品」，即

在「場內申索期間」後的 12 個月屆滿時仍沒有人就有

關對立申索提起法院程序，骨灰處理者須按附件七的指

附件七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3.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3.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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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步驟，將該等骨灰或「相關物品」交付予署長。 

VI. 重新安放骨灰  

 如骨灰處理者選擇條例附表 5 第 7(3)條處理骨灰，在不

少於 8 個月的「場內申索期間」屆滿後，須安排將沒有

交還予合資格申索人的骨灰，重新安放在另一間持有效

牌照的骨灰安置所或條例第四條所列的骨灰安置所內。 

 

VII. 「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簡化流程圖  

 骨灰處理者可參考載於附件八的簡化流程圖，以更容易

掌握整個「訂明骨灰處置程序」。 

附件八 

VIII. 接管骨灰安置所處所的第三方（即非營辦人）的責任  

  這些人士包括接管骨灰安置所處所的擁有人、承按

人、清盤人和受託人等(下統稱為「接管人」)。 

 接管人在接管有關處所後，須盡快進行「訂明骨灰

處置程序」9。 

 接管人須在接管該處所後的七個曆日內向食物環

境衞生署署長(下稱「署長」) 送達書面通知(七日

通知規定 )。然而，鑑於《條例》是一條全新法例，

政府明白一些接管人在條例實施初期未必熟悉《條

例》的七日通知規定，故此在《條例》實施的第一

年(即就 2017 年 6 月 30 日至 2018 年 6 月 29 日接

 

                                                      
9如接管人並非受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責任所規限下接管骨灰安置所處

所的人士 (詳情見以下註解 11)，則可以書面請求食環署署長協助進行場內所需

處置骨灰的步驟。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5%85%AB.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5%85%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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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骨灰安置所而言)，如果接管人未能趕及在接管

後的七日內作出所需通知，但卻在接管後的三十個

曆日內把所需通知送達食環署署長，政府將不會因

有關人士未能遵行《條例》七日通知規定而向他們

採取執法行動。 

 除非符合《條例》第 75(4) 條請求食環署署長協助

處置骨灰的資格，並已作出書面請求，接管人須在

發出上述接管通知後三十天內發出「展開骨灰處置

通告」[見附件一(A)及附件一(B)]。 

 如發牌委員會收到就該骨灰安置所的指明文書的

轉讓申請，則接管人在獲得署長的書面准許下-(a)無

須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b)或在署長指明的

期間結束前，無須如此行事。 

 受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責任所規限下接管

骨灰安置所處所的擁有人或承按人 10，若(i)沒有在

條例指定的時限內發出「展開骨灰處置通告」；或(ii)

沒有按照條例附表 5 第 2 部的規定，在採取有關「展

開骨灰處置通告」所指明的步驟的時限(該通告所指

明者)內，採取該步驟，即屬違反法例，最高可被判

罰港幣五十萬。 

 其他接管骨灰安置所處所的人士，若沒有(i)進行上

                                                      
10 『受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責任所規限下接管骨灰安置所處所的人

士』，是指取得骨灰安置所處所的權益的擁有人或承按人，而其取得該權益，是

受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責任所規限，即在取得該處所權益時，有一份骨灰

安置所用途證明書於土地註冊處針對該有關處所而註冊，而沒有結束骨灰安置

所用途證明書於土地註冊處針對該處所而註冊。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A).pdf
http://www.fehd.gov.hk/rpc/tc_chi/files/%E9%99%84%E4%BB%B6%E4%B8%80(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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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訂明骨灰處置程序」或(ii)以書面請求署長協

助進行場內所需處置骨灰步驟，即屬違反法例，最

高可被判罰港幣二十五萬。 

 若接管人沒有按《條例》第 75(2)條規定進行「訂明

骨灰處置程序」，而署長在有關骨灰安置所進行了

署長認為屬必需的處置骨灰步驟，則該接管人負有

法律責任，向署長繳付進行該等步驟而招致的所有

開支。 

 若接管人符合《條例》第 75(4) 條所述資格，並已

以書面請求署長協助進行所需處置骨灰步驟，該接

管人則毋須負上法律責任，向署長繳付進行該等步

驟而招致的所有開支。 

 如有法律責任繳付有關開支的人，是骨灰安置所處

所的擁有人，則在該開支(包括累算的利息) 全數討

回前，署長可隨時於土地註冊處針對該處所的業

權，註冊一張就該骨灰安置所招致有關開支的證明

書。 

 

備註: 

《條例》第 75(3)(a)條所指的「擁有人」並不包括分別

藉《破產條例》(第 6 章)第 58 條或《公司(清盤及雜項

條文)條例》(第 32 章)第 198 條獲財產歸屬的受託人、

臨時受託人、清盤人或臨時清盤人。換言之，在骨灰安

置所棄辦或停止營辦時，上述類別的人士可根據《條例》

第 75(4)條選擇請求食環署署長的協助，完成骨灰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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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以履行《條例》第 75(2)條的規定。至於接管骨灰

安置所處所的其他第三方，若有關類別的人士也屬因法

例使然須履行法定責任而成為處所擁有人，該等人士也

非第 75(3)(a)條所指的「擁有人」。 

IX. 其他骨灰處置程序  

 骨灰處理者按個別情況及實際需要，可以根據條例附表

5 第 18 條向署長提出書面申請，提交一個其他骨灰處

置程序方案，以取代「訂明骨灰處置程序」。如署長信

納有關方案就利便交還安放在該骨灰安置所內的骨灰

而言，或就利便根據本附表重新安放該等骨灰而言，與

「訂明骨灰處置程序」同樣有效，則署長可考慮批准該

方案。 

 

有關申請必須在指定時限內以書面向署長提出。就條例

下的「接管人」而言，有關申請必須在接管通知送達署

長當日後的 30 天內提出。對曾接獲「懷疑棄辦通告」

而承諾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營辦人而言，有關

申請必須在作出該書面承諾當日後的 30 天內提出。 

 

如有關骨灰處理者就某骨灰安置所，已進行署長批准的

其他骨灰處置方案所指明的程序，則該骨灰處理者將被

視為已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