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生效日：
1 月 1 日, 2022

楓林園（Maple Grove）是一處兼具美景、歷史及寧靜的庇護所，佔地數英畝園林內有起伏的山巒，濃密的綠蔭，蜿蜒的小徑及瀲灩的湖泊散
佈其中。這個歷史悠久之鄉間墓園有啟發人心的紀念碑、造景優美的花園以及令人驚豔的紀念中心，可供人長久緬懷，並有為各種信仰及傳統
所提供的喪葬選擇。墓園的設計揉合了 19 至 21 世紀的風格，所提供的各式選擇可確保往生者的尊嚴、尊重及榮耀。石製的陵墓、安置骨灰甕
的壁龕、墓地、或是家族墓園，都可供子孫有一處不受打擾的場所來紀念先人。

紀念公園

湖景紀念花園

一處雄偉的花園，裡面的墓地以典雅的青銅碑標示。可供
入土之喪葬方式的全尺寸墓地或是骨灰甕之較小墓地。

一片綿延不絕的花崗石牆及面對中央湖泊之攝人美景讓此
處看來更為與眾不同，此紀念花園是一處兼具慰藉及鼓舞
人心作用的場所。 追悼文被刻在鮮豔的花崗石牆及邊欄上。
可供入土的埋葬方式或是放置骨灰甕之花崗石壁龕。價格
包括紀念碑及必要的墓穴。

墓地，全尺寸 最多可葬 2 人.................................... $ 8,000
半墓地，適合骨灰甕或是嬰兒 ....................................... $4,000
骨灰花園，供放置骨灰甕的雙人小墓地 ........ $4,000 – 5,000

可最多放置 2 個甕 .............. $2,250 -10,000
可最多放置 4 個甕........... $18,000 – 29,500
可最多放置 6 個甕
$25,000
放置骨灰的壁龕：
單人......................................... $2,000 – 5000
雙人......................................... $4,000 - 8,500
墓地，全尺寸，可最多葬 2 人 .................... $10,000 – 20,000
墓地，全尺寸，可葬 2 人
外加 2 個骨灰甕 ..................................... $14,000 - 30,000
骨灰埋葬地:

緬懷花園

外觀令人矚目之花崗石地上陵墓及優雅之壁龕隱身在花園
中。追悼文刻在已附的石頭表面。
骨灰葬，可容納 2 個甕之小墓地 ..................... $3,000 - 3,500
嬰兒墓，可葬一人 ........................................................ $4,500
供安置骨灰之壁龕：
單人 ........................................ $2,250 - 2,500
雙人 ........................................ $4,000 - 5,000
地上陵墓，全尺寸 ......................................................... $12,000
加大尺寸之地上陵墓 ..................................................... $14,000
歷史紀念碑區

最早期之維多利亞式景觀區，有家族墓園及令人印象深刻
之 19 世紀的直立式花崗石紀念碑。此處空間有限，無法即
刻提供。所有歷史紀念碑區的墓地價格都包括永久照料的
基金。這些區域包括： 楓樹（Maple）、椴樹（Linden）、
前景（Prospect）、中央（Central）、峰頂（Summit）、
南界（South Border）、自由花園（Liberty Garden）、
以及鐘聲花園（Bell Garden）。
單人墓地
...................................................... $19,000 起
雙人墓地，椴樹區 .................................................. $38,000 起

中心的紀念壁龕室

在中心內部，澹靜的瀑布及一間有壁爐的家族聚會室營造
出一處祥和的聖殿。 擺設氣派的壁龕紀念室其特殊處在於
有壁龕牆及沿著骨灰甕外圍展示私人物品之窗型玻璃前壁
龕。價格包括青銅名牌。
小型單人 ............................................... $2,800
普通單人 ............................................... $3,000
雙人........................................................ $6,000
加大........................................................ $9,000
花崗石面壁龕， 單人 ................................... $2,700
玻璃面壁龕：

家庭服務
喪家諮詢師可協助您的家庭進行目前的喪葬事宜或是未來
的規劃。請致電
(718) 544-3600 或造訪 www.maplegrovecenter.org
127-15 Kew Gardens Road, Kew Gardens, NY 11415

埋葬收費
墓地或墳墓
1 層深 .................................................... $2,132
2 層深 .................................................... $2,132
3 層深（如許可） ............................... $2,132
3 英尺左右長度之箱子 ........................................................ $553
骨灰葬在壁龕或是墓地......................................................... $492
骨灰被包括在一具棺槨中，記錄費 ....................................... $55
埋葬於花崗岩陵墓中 .......................................................... $2,132
永久維護基金（紐約州）
每位下葬人數 ...................................................................... $35
星期六現場工作補充金額 .................................................... $647
星期六下午超時加班費(每小時或部分) ............ $258
1 層深 .................................................... $3,573
2 層深 .................................................... $3,656
3 層深 .................................................... $3,779
挖掘的箱子（如有需要） .................................................... $706
重新挖掘出骨灰甕,包含靈骨龕位 ....................................... $516
接收外庫：
最久達 10 天之最低收費 ................................................ $171
接下來的一個月或其中一部分 ...................................... $107
必要的押金 ............................................................................. $177
挖掘

埋葬費用是由紐約州政府殯葬部門（Division of
Cemeteries）所制定的。

行政費用
歸檔及記錄費（每件） ........................................................... $51
棄權證書，埋葬紀錄或是繼承權之宣誓書
埋葬權記錄 ................................................................................ $51
契約轉讓 ................................................................................ $81
宗譜研究，前面 2 個名字 ....................................................... $52
每增加一個名字..................................................... $6
墓碑及紀念儀式
青銅墓碑
不包括花瓶 ..................................................... $2,475
包括花瓶 ......................................................... $3,300
額外名字 (短或長) .................................................... $650-800
照片剪輯收藏，有照片雕刻之青銅
不包括花瓶 ..................................................... $4,725
包括花瓶 ......................................................... $5,325
石頭上之碑文
墓碑或壁龕正面 ................................................. $648
陵墓正面 ............................................................. $805
每增加一行 ......................................................... $285
外國字體之碑文/每個字 .................................... $78
相片安裝 ........................................................... $181

青銅墓碑外國字體之碑文/每個字 ................. $140
碑文的許可，管理費............................................................... $48
紀念碑文牆 .......................................................................... 待決定
請注意： 墓園地點視現有狀況而定 實際價格依現有地點
而不同，並隨時可能改變。
大門開放時間為每天上午 8:00 至下午 6:00，冬天時則在
下午 5:00 關閉。.中心及家庭服務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
的上午 8:30 至下午 3:00，星期六的上午 8:30 至下午
1:00。辦公室在星期天及假日關閉。
大門開放時間為每天上午 8:00 至下午 6:00，冬天時則在
下午 5:00 關閉。.中心及家庭服務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
的上午 8:30 至下午 3:00，星期六的上午 8:30 至下午
1:00。辦公室在星期天及假日關閉。
楓林墓園協會（Maple Grove Cemetery Association）
127-15 Kew Gardens Road
Kew Gardens, New York 11415
info@maplegrovecenter.org
718-544-3600
www.maplegrovecenter.org

https://dos.ny.gov/cemetery-disclosures-and-information
6/1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