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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華人)墳場一覽表  
 

開辦年份 墳場名稱 現今之地址 備忘 

1842以前 太平山墳場 普仁街東華醫院 1869改稱「普仁街」 

1871 油麻地墳場 約九龍華仁書院一帶  

1875 東華義莊 薄扶林大口環村  

1882 筲箕灣華人基督教墳場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1882 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 薄扶林道  

1882 香港華人墳場 摩星嶺道恆琪園一帶  

1885 馬頭圍華人墳場 亞皆老街眼科醫院 1909列疫症墳場 

1885 筲箕灣華人墳場/ 

柴灣墳場 

約今之柴灣墳場 1889與同區基督教墳場
合併，1911擴建更名柴
灣擴建墳場 

1885 赤柱華人墳場 赤柱  

1891 摩星嶺華人墳場 薄扶林道 屬原有墳場之擴張，
1900擴建 

1891 咖啡園墳場/ 

加路連山道墳場 

銅鑼灣政府大球場  

1891後 電訊山金塔墳場/ 

掃捍埔金塔墳場 

政府大球場及後山  

約 1892 石澳墳場 石澳  

1894-1901 堅尼地城墳場 域多利道舊警察宿舍一帶 1894年之疫症墳場 

1895前 雞籠環國家墳場 華富村一帶 
約租庇利道交界 

1923設有潮州墳場;部
份租給東華三院； 

1895前 雞籠環東國家墳場 雞籠灣配水庫一帶 1907之疫症墳場，含潮
州墳場等 

1896以前 蒲崗埔墳場 新蒲崗舊工廠大廈一帶  

1897 昭遠墳場 摩星嶺東北 何東家族私人墳場 

1901 長沙灣墳場 長沙灣天主教墳場東邊 疫症墳場 

1903 晒魚石華人墳場 橫頭磡摩士公園 新九龍四號墳場 

1904 晒魚石基督教墳場 聯合道基督教墳場一帶 新九龍一號墳場 

1904 深水埗墳場 大埔道與界限街交界  

1904 九龍華人基督教墳場 九龍城聯合道 耶穌教墳場 

1907 茶果嶺墳場 藍田至油塘之山坡  

1908 長洲墳場 長洲西灣  

1910 九龍塘墳場 大坑東東滿樓一帶  

約 1910 華人基督教墳場/ 

石硤尾基督教墳場 

警察會後小山  

1911 柴灣擴建墳場 筲箕灣鯉魚門峽 筲箕灣墳場之擴建部份 

1912 福建墳場 聯合道及杏林街交界  

1912 荃灣基督教墳場 荃灣分區 453段  

1913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香港仔  

1913 後背壟墳場 紅磡靠背壟  

1914 鴨脷洲公眾墳場 鴨脷洲村  

1919 九龍華人基督教墳場 毗連新九龍地段 5號  

1920以前 深灣墳場 香港深灣  

1921 何文田公共墳場 何文田村、愛民村  

1922 東華東院掃捍捕墳場 銅鑼灣政府大球場 馬棚先友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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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青山基督教墳場 屯門青山  

1930 何文田華人墳場 何文田及愛民村 九龍二號墳場 

1930 天主教墳場 何文田  

1931 鑽石山墳場 鑽石山 新九龍五號墳場(東華醫
院專屬金塔墳地) 

1931 崇謙堂崇真會基督教墳場 粉嶺崇謙堂附近  

1931 長洲基督教聯合墳場 長洲北社新村以北  

1931 道風山基督教墳場 沙田道風山  

1932 大澳墳場 大嶼山大澳狗伸地一帶  

1933  新赤柱墳場 聖士提反書院南邊  

1934 西貢天主教 西貢躉場  

1935 荃灣華人永遠墳場 荃灣海濱花園對面山坡  

1935 鑽石山墳場/牛池灣墳場 彩雲村至順利村一帶 新九龍七號墳場 

1936 石硤尾墳場 大坑西村 新九龍六號墳場 

1938 深灣墳場 深灣  

1938 鑽石山金塔墳場 鑽石山斧山道 八號墳場 

1937 青衣金塔墳場 青衣  

1937 咸馬山墳場 新九龍咸馬山  

1941 天主教聖辣法厄爾墳場 長沙灣琵琶山 前身為長沙灣墳場 

1946 赤柱國殤紀念墳場 赤柱黃麻角道  

1946 香港一號應急墳場 薄扶林道港大球場  

1947 香港二號 A 應急墳場 堅尼地道花園道交界  

1947 香港二號 B 應急墳場 上亞厘畢道雅賓利道交界  

約 1947 西環應急墳場 贊育醫院及佐治五世公園  

約 1947 薄扶林應急墳場 瑪麗醫院近  

約 1947 香港仔應急墳場 香港仔工業學校旁  

約 1947 筲箕灣應急墳場 筲箕灣道香島道交界  

1947 赤柱監獄墳場 赤柱水上活動中心南邊  

1948 加美烈墳場 淺水灣地段 淺水灣墳地 

1949 沙嶺墳場 羅湖禁區  

1949.7 沙嶺金塔墳場 羅湖禁區  

1950.2 和合石墳場 粉嶺華明村後山  

1951 荃灣全完堂墳場 荃灣馬閃排  

1957 長洲天主教墳場 長洲西灣  

1960 柴灣天主教聖十字架墳場 柴灣哥連臣角  

1961 哥連臣角華人永遠教墳場 柴灣哥連臣角  

1961 回教墳場 柴灣哥連臣角  

1963 佛教墳場 柴灣哥連臣角  

1976 川龍全完堂墳場 荃灣川龍  

1989 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將軍澳  

1996 浩園 和合石墳場  

2003 景仰園 和合石墳場  

2009 南丫島紀念花園 南丫島  

2009 坪洲紀念花園 坪洲  

不詳 東華醫院墳場 西環域多利道公民村遺址  

不詳 （傳說）九號墳場 傳：秀茂坪山 又稱掃墓坪 

不詳 禮智園墳場 梅窩荔枝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