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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xabay.com/photos/hands-heart-separation-love-puzzle-1820675/

死別不易受，

死別在疫是更難受。

死別不易受



基本信念

• 在喪親的早期階段，不要為極端情緒感到羞恥

• 強烈的悲傷是喪親者對死者愛的代價

• 照顧者亦不應以撫平喪親者為目標

https://pixabay.com/photos/drop-of-water-drop-impact-ripples-578897/



https://pixabay.com/photos/heavy-transport-
supply-motorcycle-4639450/

疫情下喪親負擔過重(Bereavement 
Overload) (Corona et al., in press) 



疫情下喪親負擔過重(Bereavement 
Overload) (Corona et al., in press) 

喪親負擔過重(Bereavement Overload, BO)

– BO是遞增的，因為所經歷的每一次損失都會使
以前的損失加重。

– 災難性的情況可能會觸發BO, 例如戰爭、自然災
害，以及大範圍的疾病。

– 事實證明，BO對經歷損失的每個人都有影響。
包括那些與死者關係密切的人，悲傷的病人自己
，甚至護理人員。

– BO是發展成複雜的悲傷的一個風險因素，這種
風險可以持續多年。



COVID-19如何影響喪親經歷？
(Pearce et al., 2021)

前因

喪親

後果

• 突發和意外死亡
• 在ICU的死亡
• 隔離病人
• 嚴重症狀包括生命結束時的呼吸困難

• 社區隔離措施

• 限制在醫院、護理院和
臨終關懷機構的探訪

• 看望死者的屍體
• 葬禮程式受到嚴重限
• 喪親的人可能會感到特
別孤立，無法獲得社會
支持的好處。

• 喪親的人在疫情之前就
已經喪親的人也會受到
影響，他們會受到社會
隔離和中斷喪親者護理
，加劇了悲痛的感覺

• 並讓一些人孤獨地死去
• 無法送終



COVID-19如何影響喪親經歷？
(Mayland et al., 2020)

• 關於在傳染病疫情
期間適應喪親之痛
的文獻回顧

• 共審查了6篇文章



COVID-19如何影響喪親經歷？
(Mayland et al., 2020)

• 預後的不確定性和資訊的缺乏

• 社交連線性和自主性的破壞

–實際阻礙

–社會心理上的障礙

• 失去自主權

• 通常的儀式和做法被打斷

–喪失悼念儀式



本地挑戰

• 人屍共處新聞

• 嚴厲的社交距離政策

• 其他生活上
的挑戰

• 香港感染個案喪禮安排的挑戰



COVID-19如何影響喪親經歷？
(Pearce et al., 2021)

• 分析了於2020年
8月3日至9月4日
805份網上問卷

• 醫院及社區的安
寧服務與善別服
務工作員



COVID-19如何影響喪善別服務？
(Pearce et al., 2021)

• 使用電話。視頻或其他遠程支持 --許多接
受服務的喪親者拒絕接受電話服務，寧願
等到 "恢復正常服務"。

• 照顧COVID和非COVID的喪親者，甚至在或
死亡後才診斷 (易有莫名的忿怒)

• 難以識別可能需要服務的喪親者

• 由於死亡遞增，輪候服務時間也較長

• 善別服務是臨床優先事項中的最後考慮的
事項



COVID对丧亲之痛的影响 (Tang et 

al., 2021)

• 分析了於2020年9
月至10月422份網
上問卷

• 最近因COVID-19而
失去親人的人



COVID对丧亲之痛的影响 (Tang et 

al., 2021, p. e3)



COVID对丧亲之痛的影响 (Tang et 

al., 2021, p. e3)

• 临床相关的长期悲伤（49%，n = 207）

• 创伤后压力（22%，n = 92）

• 抑郁症（70% ，n =  294）

• 焦虑症状（65%；n = 272）



COVID对丧亲之痛的影响 (Tang et 

al., 2021, p. e3)

• 喪親之痛:

–損失特徵（即損失後的時間較短，失去
一級親屬）和主觀損失經歷（即感覺受
到創傷)

• 心理健康問題:

– 損失後的時間，失去一級親屬，和主觀
損失經歷（即因損失而感到創傷，或與
死者有密切和/或衝突的關系）



COVID对丧亲之痛的影响 (Eisma et 

al., 2021)

• 分析了
1441份網
上問卷

• 失去親人
的人



COVID对丧亲之痛的影响 (Eisma et 

al., 2021, p55)



喪禮如何影響喪親者？
(Burrell and Selman, 2020)

• 到2020年，對17篇文
章（11項觀察性研究
和6項定性研究）進
行文獻回顧。



喪禮如何影響喪親者？
(Burrell and Selman, 2020)

• 參與策劃葬禮與悲痛
調整無關

• 但另一項研究發現策劃葬
禮降低了人格解體和社會
孤立。

• 參加葬禮與較少的未解決
的悲痛有關，但在另一項
研究中沒有發現。

https://pixabay.com/photos/flowers-funeral-memorial-
goodbye-4839340/



喪禮如何影響喪親者？
(Burrell and Selman, 2020)

•瞻仰遺容與較少的

抑鬱症狀和較不強烈的
悲傷有關，如願以償地
說再見與6周時更好的
適應有關，但這些關聯
在6個月或13個月時並
不明顯。

https://pixabay.com/photos/flowers-funeral-memorial-
goodbye-4839340/



• 對喪禮的限制不一定會給喪親者帶來不好
的結果或經歷。

• 決定葬禮支持程度的不是出席者的數量，
甚至不是葬禮的類型，而是這個場合的意
義 (meaning)。

• 殯儀員工在幫助喪親者創造個人的、有意
義的、表達集體悲痛和支持的葬禮方面發
揮的關鍵作用，儘管目前有各種限制。

喪禮如何影響喪親者？
(Burrell and Selman, 2020)



• 如何讓他人參與的想法

–直播葬禮--歡迎和感謝那些

–迎接和感謝那些遠程加入的人

–錄製儀式，以便重播觀看

–舉行 "滾動式葬禮"，通過一系列的虛擬會
議來紀念死者。

–在葬禮舉行時舉行替代儀式，例如在家庭
的花園裡。

–鄰居們可能希望從屋頂和柵欄那邊見證。

有意義的葬禮的資料
(Burrell and Selman, 2020)



–分享歌曲、照片和故事清單，讓喪
親者想起他們所失去的人。

–宣讀個人悼詞或播放由不能出席的
人發送的語音記錄

–用蠟燭、鮮花或帶有照片和個人化
的資訊來代表那些不能出席的人

有意義的葬禮的資料
(Burrell and Selman, 2020)



• 如何讓他人參與的想法

–提供其他儀式或紀念活動，例如播放有
意義的歌曲，點燃蠟燭。

–寫信給去世的人。

–種植種子和烤制喜歡的蛋糕

–舉辦網上紀念活動和紀念筆記 家庭可能
希望組織一個網上招待會，受邀的朋友
和家人可以舉杯

–穿上死者最喜歡的顏色和/或分享回憶

有意義的葬禮的資料
(Burrell and Selman, 2020)



• 規劃一個有意義的葬禮

–成人:

• https://quakersocialaction.org.uk/wecan-
help/helping-funerals/down-earth/coronavi 
rus-organising-meaningful-funeral 

–兒童:

• https://www.winstonswish.org/coronavirus-
funer als-alternative-goodbyes/

有意義的葬禮的資料
(Burrell and Selman, 2020)



• 关于悼念的建议:

–http://www.suddendeath.org/covid-19-
bereavement/ covid-19-advice-on-
memorialising

有意義的葬禮的資料
(Burrell and Selman, 2020)



喪親需要的滯後

• 面對即時挑戰後才面對情緒

https://pixabay.com/illustrations/information-sign-direction-now-1865303/



給喪親者的貼士

https://pixabay.com/photos/tips-tricks-tips-and-tricks-4905013/



腦筋彈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

• 多角度腦筋

–死因

–內疚

–寂寞 (Loneliness)

–控制 (Control)

• 易位而處腦筋

–如果你是他

• 平行腦筋

–好壞參半

https://pixabay.com/illustrations/man-head-silhouette-to-dye-dirt-3591573/



腦筋彈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

• 易時而處腦筋

– 不停留在過去

– 多留在現在

– 稍想想將來

• 捨得腦筋

–不執着

https://pixabay.com/illustrations/man-head-silhouette-to-dye-dirt-3591573/



多啦 A夢法寶

• 時光機

→易時而處腦筋

• 交換繩

→易位而處腦筋

• 竹蜻蜓

→鳥瞰視野

• 指引天使

→不恥多問

• 助興樂團

→平行腦筋

• 記憶麵包

→平行腦筋

• 縮小燈

→實際腦筋

• 算了算了棒

→捨得腦筋



我的願景（攝於2022年3月5日）



系统方法的要素

• 2000年至
2020年的文
献回顾

• 六项研究



系统方法的要素

• 積極主動的宣傳

• 由中央組織但由地方提供的干預措施

• 多管齊下的

• 針對事件的專業能力

• 強調心理教育內容



一些想法

• 需要為喪親者提供最佳的支援

• 黃金機會去發展

–生命和死亡教育(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關懷社區(Compassionate Community)

–醫社合作 (Medical-Social Collaboration)

–善別服務的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RD

ORGANIZING COMMITTEE

MEETING

三層善別照顧

Indicated Care:
High Outcome 

Group
顯示照顧:
高反應群體

Selective Care: High Risk Group

選擇照顧: 高風險群體

Universal Care: Everyone

普遍照顧: 所有人

Risk Assessment

風險評估

Outcome 
Assessment
反應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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