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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vale长青墓园内的莲花园曲回清雅，风水考究，园内采用亚洲原生植物装点，设计独特。
园内分为清雅花园区和水景区，两区均有全规格土葬墓位及火葬墓碑供选择。莲花园开阔通透，讲
究人与自然生气之和谐，本次豪华墓位限量开放，在此纪念安息长眠的亲人，共度时光深处的宁静与	
回忆。

本限量豪华墓区有土葬单墓位、双墓位、三墓位供选购。每个土葬墓位均配有外围地基，可安装
完整尺寸的墓碑。土葬墓位朝向可按风水原理或根据客户要求调整确定。另有水景雕塑碑墓，设计雅
致，一旁宁静水景相傍，可容纳多个骨灰翁。

土葬墓地 墓地预留费 安葬人数 下葬费用#
最大 

合葬人数 墓地费 总价

草坪墓碑 单墓位 2 x 3米 $360* 1 $1,435* 2 $49,478* $51,273*

双墓位 3 x 3米 $360* 2 $2,870* 4 $75,788* $79,018*

三墓位 4.5 x 3米 $360* 3 $4,305* 6 $113,468* $118,133*

	— 每个土葬墓位均配有外围地基，可安装完整尺寸的墓碑。

火葬墓碑 （永久性购买——永久拥有）
最大 

合葬人数 墓地费 总价

水景雕塑 单墓位 2 $21,168* $21,168*

双墓位 4 $29,608* $29,608*

	— 不含纪念物品、建筑等，不含纪念碑地基，此类服务需咨询墓碑石匠另作安排

莲花园

*含商品及服务税（GST）。在Springvale长青墓园直接购买价目表上不带“*”标志的物品时免商品与服务税（GST）。Springvale长青墓园保留刊登公报及修订费用的权利。

#下葬费用为正常营业时间（不包括公共节假日）的单次下葬（墓圹深1.52米）。

费用自2021年10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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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墓碑 （永久性购买——永久拥有）
最大 

合葬人数 墓地费 总价

水景雕塑 单墓位 2 $21,168 $21,168

双墓位 4 $29,608 $29,608

	— 不含纪念物品、建筑等，不含纪念碑地基，此类服务需咨询墓碑石匠另作安排

四季墙 纪念墙 	— 双人铭文石牌与照片 2 $15,898 $20,683*

树葬墓位 合葬 	— 双人花岗岩基底、铭文石牌和骨灰翁 2 $13,408 $19,228*

特制 	— 首次下葬时提供花岗岩饰边、铭文石
牌和骨灰翁

6 $27,218 $39,493*

松鹤新园
松鹤新园气势恢宏，风水考究，现代感与传统相结合的设计元素相配合，是今古传奇的延续。园

内有土葬墓位及火葬墓碑供选择。松鹤新园，是在Springvale长青墓园内历史悠久的松鹤园基础上扩
建的新墓区。许多澳洲华裔的祖辈在这里安葬长眠，也是整个南半球同类型墓区中规模最大的亚裔逝
者墓园。

松鹤新园独具一格，有家族土葬墓位及豪华规格的高档土葬碑墓供选购。每个土葬墓位均配有外
围地基，可安装完整尺寸的墓碑。

土葬墓地 墓地预留费 安葬人数 下葬费用#
最大 

合葬人数 墓地费 总价

家族墓位 $360* 3 $4,305* 6 $332,708* $337,373*

高档墓位 
（双墓位）

B行 $360* 2 $2,870* 4 $120,238* $123,468*

C行 $360* 2 $2,870* 4 $101,738* $104,968*

	— 每个土葬墓位均配有外围地基，可安装完整尺寸的墓碑。

四季墙前的大钟

*含商品及服务税（GST）。在Springvale长青墓园直接购买价目表上不带“*”标志的物品时免商品与服务税（GST）。Springvale长青墓园保留刊登公报及修订费用的权利。

#下葬费用为正常营业时间（不包括公共节假日）的单次下葬（墓圹深1.52米）。

费用自2021年10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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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墓碑 （永久性购买——永久拥有） 总价

水景墓位 单墓位 $34,998*

双墓位 $55,858*

	— 不含纪念物品、建筑等，不含纪念碑地基，	
此类服务需咨询墓碑石匠另作安排

花园墓位 树葬特别墓位 $27,748*

树葬（合葬）	
特别墓位 $13,408*

特别纪念墓石 $16,318*

精品灌木园墓位 $6,568*

灌木园墓位 $5,498*

云柱纪念碑 $6,568*

祖先牌位 	— 此类纪念物位于地藏王庙内 $2,615*

铭文石牌、骨灰翁和花岗岩饰物

花园墓位 花园单墓位	
铭文石牌，含：

	— 花园台
	— 圆柱形青铜骨灰瓮

$2,330*

云柱纪念碑 花岗岩云柱，含： 	— 铭文金字
	— 圆柱形青铜骨灰瓮

$2,330*

土葬墓地 墓地预留费 安葬人数 下葬费用#
最大 

合葬人数 墓地费 总价

家族墓位 $360* 3 $4,305* 6 $332,708 $337,373*

高档墓位 
（双墓位）

首行 $360* 2 $2,870* 4 $120,238 $123,468*

第二行 $360* 2 $2,870* 4 $101,738 $104,968*

第三行 $360* 2 $2,870* 4 $89,518 $92,748*

第四至七行 $360* 2 $2,870* 4 $74,608 $77,838*

至尊豪华墓位 双墓位 $360* 2 $2,870* 4 $37,058 $40,288*

豪华墓位 单墓位 $360* 1 $1,435* 2 $21,248 $23,043*

水景墓位 高档墓位	
（双墓位） $360* 2 $2,870* 4 $98,268 $101,498*

双墓位 $360* 2 $2,870* 4 $65,538 $68,768*

单墓位 $360* 1 $1,435* 2 $25,278 $27,073*

草坪碑墓 单墓位 $360* 1 $1,435* 2 $16,758+ $18,553*

双墓位 $360* 2 $2,870* 4 $34,678+ $37,908*

三墓位 $360* 3 $4,305* 6 $51,938+ $56,603*

草坪墓位 $360* 1 $1,435* 2 $9,118 $10,913*

松鹤园
松鹤园是Springvale长青墓园内历史悠久的墓区，庄严大气，地处生气凝聚之地，提供土葬及火

葬碑墓。园内墓位讲究风水，整体环境优雅，庭院水景怡人，花园景致错落。陵园根据风水大师的建议
而设计，并由著名如山大师与尊圣萨迦法王祈福，这里是践行孝德，礼敬先祖的不二之选。

松鹤园雄伟大气，有土葬墓地、火葬墓位以及多种凭吊形式供选择，可满足各类尺寸、朝向和地段
等不同需求。

地藏王庙
*含商品及服务税（GST）。在Springvale长青墓园直接购买价目表上不带“*”标志的物品时免商品与服务税（GST）。Springvale长青墓园保留刊登公报及修订费用的权利。

#下葬费用为正常营业时间（不包括公共节假日）的单次下葬（墓圹深1.52米）。

+含50%的高档地段费。

费用自2021年10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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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CT标准收费 价格

土葬/下葬 除非首次下葬时提出其他要求，否则墓圹挖掘深度一般为一人位

葬坑
成人葬坑 工作日 墓圹深度可最多容纳2人 $1,755*

周末或公共节假日 墓圹深度可最多容纳2人 $2,280*

土葬/下葬其他费用
出让安葬权 $410*

重新出具安葬权证书 $310*

非英文铭文 $115*

额外文件工本费（每份） $45*

将火化的遗骨下葬/移出坟墓 $480*

土葬或火葬迁坟以及所需起墓/下葬 $560*

出席葬礼 见证土葬后的填土过程 工作日 （公共节假日除外） $290*

周末或公共节假日 $375*

火葬其他服务
出席葬礼 在观礼室见证火化过程 工作日 （公共节假日除外） $295*

周末或公共节假日 $405*

追悼服务 工作日 （公共节假日除外） $295*

周末或公共节假日 $405*

其他服务
土葬或追悼服务现场直播 $320*

注：：如果服务时长超过仪式预定时间，将收取额外费用。

*含商品及服务税（GST）。在Springvale长青墓园直接购买价目表上不带“*”标志的物品时免商品与服务税（GST）。Springvale长青墓园保留刊登公报及修订费用的权利。

费用自2021年10月1日起生效。

Springvale长青墓园
600 Princes Highway   
Springvale, Victoria 3171

PO Box 1159 Clayton Victoria 3169

(03) 8558 8278
sbc@smct.org.au

smct.org.au

了解服务详情 
请扫二维码

南都墓园信托基金会( Southern Metropolitan Cemeteries Trust )为非营利性社区组织，负责管理以下墓园：Brighton General公墓、Bunurong Memorial Park公墓、Cheltenham Memorial 
Park公墓、Cheltenham Pioneer公墓、Dandenong Community公墓、Melbourne General公墓、Sorrento Community公墓、Springvale Botanical公墓、St. Kilda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