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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1. 喪親者支援服務簡介

2. 「後事程序及喪親情緒支援熱線」初步數據

3. 疫情下的後事程序

4.喪親心理支援

5. 常見問題

6. 社區資源及常用聯絡



2009年東華三院正式成立全港性的「圓滿人生服務」

「圓滿人生服務」成立背景

社會上較少關注長者晚年照顧及安排

缺乏提供一站式的個案、小組、講座、
工作坊及大型活動服務之生命教育中心



服務介紹

「活得自在」
無依長者後事規劃及執行服務

鼓勵沒有子女的獨居長者及兩老家庭為自己的
身後事作出妥善安排，並於長者逝世後，按其
生前意願辦理後事，讓他們可以「老而善終」

服務對象
 年滿75歲或以上的獨居長者或兩老家庭；
或晚期病患者(須提交醫生證明)；及
 沒有子女及任何親屬提供後事支援

申請方法
 透過社工轉介

服務費用
 免費

「伴我同行」
喪親者支援服務

透過陪伴喪親者落實殯儀計劃及提供情緒支援，
紓緩喪親者處理逝者後事所帶來的情緒及壓力

服務對象
 剛面對親人身故的喪親者或家庭

申請方法
 透過社工轉介
 自行申請

服務費用
 免費



陪伴過程中提供輔導，容許

喪親者表達思念，疏導悲傷

促進轉化與過渡，減少出現

複雜性哀傷機會

客觀及專業評估，協助家屬

作出最合心意的後事決定

喪親者支援服務簡介
服務特色



喪親者支援服務

「伴我同行」

o 短片(9分36秒)



為了回應
社區人士需要

2022年3月25日
開設

特別熱線服務



62%

30%

8%

逝者是否因2019冠狀病毒病離逝

是

否

未有提供

東華三院「後事程序及喪親情緒支援熱線」
初步統計數字



配偶
7%

父母
57%

年老長者親友
8%

兄弟姊妹
3%

服務使用者
15%

朋友
8%

未有提供
2%

與逝者關係

東華三院「後事程序及喪親情緒支援熱線」
初步統計數字



是
7%

否
75%

未有提供
8%

不適用
10%

熱線求助者是否確診或隔離中

東華三院「後事程序及喪親情緒支援熱線」
初步統計數字



遺體捐贈計劃

骨灰處理

確診逝者瞻仰遺容安排

領取死亡文件及認領遺體

情緒支援

殯儀基金

殯儀預算

後事程序

熱線求助者所需支援

東華三院「後事程序及喪親情緒支援熱線」
初步統計數字



疫情下喪親者遇到的困難

面對突然死亡的無奈、徬徨無助

無法與逝者好好道別及陪伴臨終時刻

擔心未能於喪禮瞻仰遺容

孤獨面對喪親情緒及後事程序

後事程序的複雜性及不確定性

資訊爆炸及混亂

後事開支超出預期



疫情下的後事程序

於疫情期間有何轉變？





後事程序在疫情期間的轉變

整體辦理後事所需時間增加

(於醫院／殮房及政府聯合辦事處辦理文件、認領遺體、接洽殯儀商)

核實遺體儲存地點

留意遺體類別

注意認領遺體人數限制

殮房範圍之疫苗通行證措施

遺體出殯地點及儀式的轉變

為經濟困難喪親者提供的殯葬支援

為突然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或需要接受隔離的家屬，提供情緒支援
及協調後事安排



喪親心理支援



HEALTHY PERSON’S WORLD(健康的人的世界)

House(屋) Car(車) Travel(旅行)

Work(工作)
Money, status, power
(金錢, 地位, 權力)

Health
(健康)

Family
(家庭)

Spirituality
(靈性)

資料來源：Dr Doug Bridge, International Palliative Care Conference – Spirituality workshop, Shanghai, 2009



Health (健康)

SICK PERSON’S WORLD(病人的世界)

Work (工作)

Family
(家庭)

Spirituality
(靈性)

資料來源：Dr Doug Bridge, International Palliative Care Conference – Spirituality workshop, Shanghai, 2009



Family

DYING PERSON’S WORLD(晚期病患者的世界)
Work
(工作)

Health

Spirituality

資料來源：Dr Doug Bridge, International Palliative Care Conference – Spirituality workshop, Shanghai, 2009



讓晚期病患者
走好生命最後一段路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醫社攜手老有所終》晚期照顧服務的民意調查報告(2019年) 、世界衞生組織、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安寧服務培訓及教育計劃：醫護人員培訓手冊》（2020年)



喪親家屬自救懶人包

• 價值重整

• 信仰

• 與人的連繫

• 同路人

• 抒發的空間

• 壓力的處理

• 休息

• 定時進食

身 心

靈社



我是喪親者的朋友，
我可以怎樣幫忙？

陪伴，是對喪親者最大的安慰，因此假如喪親者願
意接受別人幫助，你可以多點待在他/她的身邊陪伴，提
供生活上的幫助，例如是協助買餸/飯盒，為他/她煲湯
水，甚至聆聽他/她的心事。陪伴和實際支援對喪親者而
言，是最切實和具體的關懷，尤其喪禮過後，親友或許
已回到各自的生活崗位，但正是這個時候，喪親者才開
始更真實地面對逝者離世後的生活，這時候的陪伴至關
重要！若喪親者不願意接受你的幫助，請不要灰心，畢
竟喪親的歷程可以很長，長期關懷、慰問和支持都能給
喪親者帶來安慰和溫暖。



WHATSAPP STICKERS



常見問題

在疫情下面對親友離逝，社工有何建議予喪親者？

疫情因疫情離逝的遺體，可否瞻仰遺容、沐浴更衣？

醫院或公眾殮房出殯可否做儀式？

疫情下處理後事所需費用？



社區資源及常用聯絡

後事及骨灰處理

 衞生署公眾殮房聯絡方法
https://www.fps.gov.hk/tc/contact_us.html

 食物環境衛生署公共服務─墳場及火葬場
https://www.fehd.gov.hk/tc_chi/cc/index.html

 綠色殯葬資訊及申請方法
o 食物環境衞生署 https://www.greenburial.gov.hk/tc/home/index.html
港島墳場及火葬場辦事處：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1號J(香港墳場側) (電話：2570 4318) 
九龍墳場及火葬場辦事處：九龍紅磡暢行道6號地下高層 (電話：2365 5321）

o 華永會 https://www.bmcpc.org.hk/tc/service/remembrance_garden/ashes_scattering/s0/index.html

 食物環境衞生署骨灰暫存服務 (葵涌及粉嶺和合石設施)
https://www.fehd.gov.hk/tc_chi/cc/cremains_tempStorage.html

 編配可續期骨灰龕位曾咀靈灰安置所
https://www.fehd.gov.hk/tc_chi/cc/newniche_tsangtsui_monthly.html

https://www.fps.gov.hk/tc/contact_us.html
https://www.fehd.gov.hk/tc_chi/cc/index.html
https://www.greenburial.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bmcpc.org.hk/tc/service/remembrance_garden/ashes_scattering/s0/index.html
https://www.fehd.gov.hk/tc_chi/cc/cremains_tempStorage.html
https://www.fehd.gov.hk/tc_chi/cc/newniche_tsangtsui_monthly.html


社區資源及常用聯絡

後事程序及情緒支援

 東華三院「後事程序及喪親情緒支援熱線」
實時熱線：28842033 (星期一至六 09:00-18: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WhatsApp線上支援：wa.link/z2s1io

 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
https://ecs.tungwahcsd.org/

 東華三院殯儀基金
(協助經濟困難喪親者應付部份後事開支，須經過社工評估及資產審查)
https://funeralservices.tungwahcsd.org/packages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會─疫時哀傷情緒支援服務
登記電話：98141325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98584730
https://ecs.tungwahcsd.org/
https://funeralservices.tungwahcsd.org/packages


謝謝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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