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合作夥伴 Project Partner:

「死在疫時、活在逆時」網上資訊講座系列
–

第一節 疫時分隔欲安心．維持家庭溝通

日期：2022年3月28日 (星期一)

時間： 下午四時至五時



講者

李淑霞姑娘 Lucy
英國心理治療師委員會註冊家庭心理治療師(UKCP)
香港註冊社工
賽馬會安寧頌計劃講師

• 註冊社工，從事家庭輔導工作十多年

• 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碩士課程；於英國完成家庭治
療學院(Institute of Family Therapy) 兒童為中心家庭治療專業証書，以及
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 家庭治療碩士課程

• 曾於英國聖約瑟寧養院(St Joseph’s Hospice) 工作，為病人及家屬提供家
庭輔導及哀傷治療服務

• 亦於國民保健署(NHS)社區精神科工作，並擔任英國修咸頓大學醫科生
溝通技巧及家庭治療課導師



Poll

你的身份是：（可選多項）

• 支援社區長者/嚴重病患者及照顧者的同工

• 支援醫院及院舍的同工

• 因疫情的原故而未能探訪年老/嚴重病患家人

• 與年老/嚴重病患家人同住的照顧者

• 不同住的照顧者

• 有家人正入住醫院/院舍

• 其他



疫症之下



疫症之下

• 不確定且無法控制的焦慮恐懼
• 無處可逃的抑鬱
• 持續不斷的孤獨無助



疫時分隔欲安心

維持家庭溝通



疫症之下

• 2021 年55949人離逝(2022年2月香港統計月刊）

– 平均每天153人離逝

• 149.7萬名65歲或以上的居民(政府統計處2022)

• 78.4% 70歲以上患有長期病(政府統計處2021 )

• 60歲以上長者(截至24/3/2022, 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

– 6285名死亡個案，佔整體個案94.8%
– 9586名目前住院個案

• 7.4萬名長者居於不同類型院舍(社會福利署2022)

• 每一位離逝者影響4個家人經歷哀傷



假設你的家人能活到 88歲 香港平均壽命(政府統計處2019 )：
男：82.9歲。女：88歲



過去花了1/3人生在自己的生活



過去花了1/3人生在家庭子女身上



他們都老了⋯⋯ 如果一個星期見一次面，吃飯3小時，如果還多活十年，那會是65天，2個多月



「綜合社區安寧照顧支援隊」 (ICEST)服務介入模式



道愛
道謝
道歉
道諒
道別

五道人生
人生回顧
人生意義
叮囑
預囑
遺囑

二人三囑
完成心願

家庭時光



「綜合社區安寧照顧支援隊」 (ICEST)服務的成效
(由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備註. 百分比變化是指患者平均幅度的變化。
1 在每種情況下，最多一個家庭成員計算為照顧者中。
*** p<.001

 21.3% ***

焦慮

 23.5% ***
照顧者壓力

抑鬱

 35.2% ***

資訊需要

 37.3% ***

面對作出緊急醫療決定
的壓力

 11.8% ***

面對患者情況惡化的
壓力

 14.5% ***

喪親家人 (n=352) 的哀傷風險有改善94.7% 

照顧者 (n= 344) 三個月後的改變 : 患者 (n= 380) 三個月後的改變 : 

 38.3% ***
抑鬱

 26.8% ***
身體症狀

 49.5% ***
實際生活需要

靈性困擾

 33.4% ***

 35.1% ***

焦慮  29.8% ***
家庭關係問題

 27.2% ***

社交焦慮

 42.8% ***
未滿足的資訊需要

51.8% 患者在 3 個月後開始 ACP



生死工作中，研究給我們的啟事

• 親友會因以下情況而增加喪親後內疚及後悔的風險(Jonasson 
2010et al, McAdam et al 2014)

–未意會到死亡將至
–未有討論死亡
–未有花期望中的時間陪伴摯親
–未有討論死後如何實際及情感上應對親友離逝
–遺下未了之事
–未有親自照顧摯親(Schulz et al.2001）



疫情給我們的一個反思的機會

如果萬一疫情帶走我 / 我摯愛的家人，
有沒有一些畫面/情景/說話/浮在腦海？

有沒有一些話你很想說？
有沒有一些事你很想做？



疫情之下

• 防疫都不等於斷六親，勿讓長者成孤島
• 隔離阻隔不了人心
• 重質不重量
• 活在當下盡力做



Long-distance caregiving

https://www.nia.nih.gov/health/getting-started-long-distance-caregiving



如何聯繫？小練習

可控制的範圍？

疫情的發展

社交隔離政策

家人的決定

染疫的風險

社區物資分配

用心活在當下

所在之處 愛護家人的心意

工作的要求

時間分配



如何聯繫？

把焦點放在可控制的範圍

有心就事成

無限創意及堅持

靠科技

靠速遞、外賣服務



基本任務

電話聯繫

資訊分享

物資支援

實務支援



1. 建立開心難忘片段

• 筆友
• 一同看電視/電影
• 一同看表演
• 一同學習一樣新事物
• 網上桌遊/下棋平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FpJjbll2VU



2. 道愛道謝

• 表演新技能、分享一首歌

• 家居/路上選一件東西送給對方

• 接受心意都是表達愛的一種
– 想一想，有冇一件家品係長者買比你，又或一種水果係佢買？

• 爛船都總有三分釘



3. 互相了解

3.1. 人生回顧
• 孫兒女很有興趣了解祖父母的生命故事
• 睇舊相冊
• 回顧童年回憶

3.2. 人生中重要的價值
–你希望別人記住你的哪些特質？
–你人生中最自豪的事是甚麼？
–如果你臥病在床，你會希望窗外有什麼景色？
(你是否已知道答案？)



3. 互相了解

3.3 預囑
• 長者想傾生死

–家人怕長者唸埋一邊
–唔比長者講
–唔好亂唸野

危險指標:
•食得差
•訓得差
•沒動力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有心事困擾
•甚或有想法、計劃

「善終」

• 計劃人生最後一段路

• ACP 預設醫療指示

– 病重時想在哪裡被照顧？
– 會否接收維生治療？
– 身後事

賽馬會安寧頌2018年公眾調查
1500個受訪者中，一半人傾生死話題有困難
• 15.8% 擔心家人反應
• 9.7%覺得家人想法跟自己不一樣
• 8.3% 不知如何開口
• 1.7%找不到機會



4. 處理未完之事: 未了心願、道歉、道諒

• 未了心願：出書、畫展、演唱會

只要願意就可以把舊事放手，原諒對方
• 把討厭對方的事說出來/寫出來
• 再寫出對方當時有機會經歷的難處



面對家庭衝突

• 普遍家庭衡突的原因？

1. 冷靜
– 避免說出自己會後悔的話

2. 反思溝通的目的
– 面解決的是問題不是眼前的人

3. 先聆聽，讓對方感覺到被聆聽
4. 照顧對方的需要



疫情給我們的一個反思的機會

如果萬一疫情帶走我 / 我摯愛的家人，
試列出十樣你會做的事情



結語

• 珍惜當下盡力做可以做的
• 有些事不需要等
• 有些事不能再等
• 隔離阻擋不了關愛



Thank you!



感謝你的参與！

歡迎提出任何問題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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