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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中國人的思想中，「死亡」二字為約定俗成的禁忌，

我們避免談論死亡，藉此逃避死亡的威嚇，卻反加增了對

死亡的恐懼。根據二零零七年香港行為健康教研中心的研

究顯示，仍有兩成三人相信與病重者談「死」會加速其離

世，在此文化影響下，我們傾向避免與長者談死。

後事我話事 - 與長者談死

當新生命誕生前，夫婦倆都會喜孜孜地準備各式各樣的嬰兒用品；當熱戀的情侶預備要共諧連理時，

亦會大費周章準備各項所需 ...... 在面對人生大事時，我們都需要好好準備，同樣地，當要面對我們

人生的畢業禮 –「死亡」時，也沒有例外，我們不單需要準備好自己的心態，在實務上亦有很多細

節要安排。很多時候，我們聽見喪親家屬為了種種身後事，如殯葬安排、喪禮形式、遺產分配等問

題反面，從此不相往來，實在教人遺憾。如果我們一早準備好，與家人交代清楚，實不難避免發生

以上無謂的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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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通訊 效主愛人  締造豐盛生命

                         香港行為健康教研中心研究助理  康倚華 小姐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  陳麗雲 教授



然而，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在老、中、青三代人之
中，其實長者對死亡最為豁達，其恐懼、逃避和焦慮
指數都比年青人和中年人低，而其對死亡的接受程度
亦比另外兩組人為高。在小組傾談中，長者亦表示很
難與子女談及醫療和喪禮安排，有時甚至在主動開展
這話題時被子女阻止，未能與家人表達自己的意願。
這些研究結果都反映出長者是不怕談死的，反而他們
相對明白自己的時日有限，希望在臨終前能交代好身
後事；未準備好的，其實是我們這些距離死亡較遠的
人。

但就算長者與子女雙方都預備好談論死亡，我們該如
何開口？相信這是不少人的疑惑。各人對死亡有不同
的接受程度，故我們應利用切合其接受程度的方法進
入死亡的話題。如果家人對死亡的話題比較抗拒，我
們可以嘗試從日常生活的話題入手，例如名人的經歷、
電視劇集或新聞報導談起，以輕鬆的語氣，帶出自己
對生死的看法，從而引起對方的討論。在某些場合，
例如中國人的春秋二祭、探病、出席朋友的喪禮等，
也是談論死亡的良機，只要我們懂得把握，其實不難
發現身邊有很多機會談到死亡。如果家人對死亡的態
度較為開放，我們不單可以直接與他們討論各項身後
事的安排，更可以藉著回顧過去人生的種種片段，肯
定他們過去的成就，對家庭及社會作出的貢獻，並表
達自己對其的欣賞和感激之情。

因此，我們一直提倡以「二人三囑」的模式去談論死
亡，「二人」分別為「人生意義」和「人生回顧」，
幫助我們從生看死、從死看生，透過思想生命的價值
以及回顧自己的人生，為生命及死亡賦予意義，並學
懂活在當下，珍惜所有。而「三囑」則是針對實務的
安排，包括「遺囑」，即遺產及遺物分配、遺體或器
官捐贈，殯葬及喪禮的安排等；「預囑」，如設定預
設臨終照顧計劃，作臨終時醫療上的選擇；以及「叮
囑」，與親友的情感交流、人生智慧的承傳等。事實
上，現在不少社福機構都有為長者而設的生死教育講
座，或帶他們參觀墳場、骨灰龕、殯儀館、長生店的
導賞團，增加他們對死亡的接受，幫助他們準備身後
事，從態度及實際層面提供支援。而且亦有不少相關
的書籍及小冊子可以作為參考，引導我們與親人談論
死亡。

死亡為人生的必經階段，實為生命的一部分，只
要我們不將它看成生命的對立，其實死亡並不可
怕。要緊的是，我們要準備好怎樣面對死亡，藉
此知道如何活好現在的每一刻，並且事先計劃，
將我們的想法告訴家人。如此，便能免除很多不
必要的遺憾及爭執，後顧無憂。



年屆八十三歲的我偶爾在二零零五年參加了由福

禧長者中心舉辦的「最後揸 fit 人」生死教育小

組。自那時始，我便思索有關「死亡」、「後事」

這課題，也逐漸學會為自己的後事作未雨綢繆，

盼望能為自己的人生畫上完美的句號。

憶當年初次考慮要為自己籌劃後事的情境，在已
達七十多高齡期時，自覺死亡離自己不遠，或許
也是合適的時候為身後事作安排。我期望能表達
自己的意願之餘，也能讓自己及家人後顧無憂。
我明白到真正面對死亡那一刻，家人在悲傷中想
必手足無措，對我的後事安排也不知如何是好。
一旦我在生前並沒有作任何的表達及指示，家人
或許未能清楚我的意願和喜好！尤記得與一班年
紀相若的老友記參與「最後揸 fit 人」小組時，
縱然我們談的都是與生死有關的嚴肅課題，但我
們這班老友記全都明白「始終會有這一天」，故
此大家也能抱著開放、輕鬆的態度去談死。

作為「最後揸 fit 人」小組的其中一份功課，我
需要為自己的喪禮作具體的計劃，並認真地、仔
細地記錄。經過周詳的考慮後，我希望我的喪禮
可以基督教儀式在殯儀館內舉行，並選用西式靈
柩及進行火葬。火葬後放置骨灰的地點，則以方
便子女為最大考慮。細想各項流程，至今唯一仍
然待決的就是執行喪禮的人選。我有兩子一女，
分別是長子、次女及幼子。作為基督徒的我當然
盼望喪禮的執行人為信仰相同的子女。我遂決
定，假如在我離世前我的長子已信主並成為基督
徒，那就由他來負責我的喪禮，若不，則交由已
信奉基督教多年的次女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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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做「揸 fit 人」

車少珍婆婆
福禧長者中心社工 許哲雅 代筆 

認真周詳的計劃好後事，導師希望我們可以讓子
女知道自己的心願。故此我在「最後揸 fit 人」小
組的指導下，主動與家人分享自己對後事安排的
想法。近年，隨著身體機能日漸衰退，我又不厭
其煩地再三與家人重提自己的後事安排。過程中，
大家總是有說有笑，家人也表示會尊重我的意願
及竭力為我安排，這讓我感到釋懷。至於我的老
伴，因他長居內地，每年只留港數月，我也把握
機會與他分享我對後事安排的心願。在日常生活
中，我也會抓緊每一個合適的機會，鼓勵身邊的
朋友及早訂立平安紙及為自己的後事作安排，我
覺得訂立平安紙不單能讓自己後顧無憂，更可以
避免家人因處理財物分配而傷和氣。

盼望我這篇個人分享能夠鼓勵各位老友記也早點
為自己作好打算。亦很鼓勵各位負責長者服務的
社工朋友，可以考慮幫助老友記們，面對及計劃
自己的後事安排，讓大家在人生旅程的末段仍然
可以按自己的心意行事。現在我再沒有任何顧慮，
且能每天積極投入生活，這已是莫大的恩典了，
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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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在慶祝成立一百三十周年的時候成立了
少年警訊，又在四十年後，當警隊慶祝成立
一百七十周年的時候全面推行耆樂警訊。耆
樂警訊的成立目的為要加強警方與長者群體的
溝通；與長者建立夥伴關係，以宣揚防罪滅罪
訊息；亦藉此提升對長者的保護，減少他們成
為罪案受害人的機會和提高他們的道路安全意
識。透過參與耆樂警訊，長者有機會參與有意
義的活動及繼續服務社會。

福康長者中心於去年十一月獲香港警務處大埔
及北區分署邀請參與「耆樂警訊」試驗計劃，
成為大埔區三隊耆樂警訊的其中一隊。會員對
此活動反應雀躍，共有二十一位會員參與成為
耆樂警訊的一員。

耆樂警訊

辨識及處理
懷疑虐兒事件
幼師培訓

福康長者中心主任  陳秀德

幼兒學校駐校社工  蔡坤嫻

在過去一年中，耆樂警訊成員參與了大大小小的「防止
罪案」宣傳活動，包括在街道、酒樓及屋邨派發防罪單
張、於單車徑宣傳道路安全意識、參觀大埔警署、參與
標語創作比賽及慈善音樂會等。會員們認為各項活動甚
具意義，讓他們能退而不休繼續服務社會。部份會員更
認為在耆樂警訊所學到的防罪及道路安全訊息，既能幫
助別人，同時讓自己受惠。

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二零一二年本港共發生八百九十四宗虐待兒童案件，在二
零一三年數字躍升至九百六十三宗，即平均每天發生二至三宗虐兒案件，情況令人憂
慮。作為前線的幼兒工作者，幼師每天恒常地接觸幼兒與家長，能觀察幼兒的成長及
其與家長的相處，在辨識家庭問題、甚至虐兒事件中可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為協助幼師們掌握辨識及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要訣，本機構的幼兒服務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七日邀請防止虐待兒童會的資深社工，為幼兒學校的幼師舉辦工作坊。活動內
容包括講解兒童權利、相關法例、幼兒工作者的角色及處理懷疑個案的注意事項和技
巧等等。透過講員分享的個案及報章報導，眾幼師及社工參與討論如何識別虐兒事件，
以提升意識及提高警惕，因為及早辨識及處理，往往有助避免更嚴重的虐兒個案，為
解決家庭問題帶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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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保姆計劃在港推行已達六年，其成效獲得廣泛肯定。本機構在深水埗區及中
西區營辦此計劃多年，亦累積了一定的服務經驗。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工作局借
鏡本港的經驗，在是年八月起委託當地三間非政府機構推行為期一年的「社區保
姆服務試驗計劃」。該計劃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日在當地舉行了「社區保姆服
務試驗計劃宣傳週暨啟動禮」。本機構總幹事潘少鳳女士獲邀擔任主禮嘉賓，而
兩位來自深恩軒的社區保姆亦獲邀在典禮上分享擔當保姆的心路歷程與經驗，保
姆們真摯的分享感動了每位參與活動的坊眾。

應澳門社工局的邀請，深恩軒於典禮翌日為來自澳門明愛、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及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的同工舉辦了培訓工作坊。本計劃的主管張淑儀姑娘分享了
機構在深水埗及中西區開展社區保姆計劃時所遇到的困難及應對策略；深恩軒中
心主任曹紅生先生則講解服務宣傳及與服務使用者建立互信的要點。我們衷心感
謝澳門同工的投入及參與，亦祝願此計劃能夠在澳門順利推行，造福社群。

服務傳道 — 本機構一直以來期望透過提供
社會服務見證主愛、傳揚福音。同時，我們
又希望與機構同工分享我們的信仰，更藉每
年的宗教活動，培育同工傳道服務的心志。

本機構與崇真會傳道部於二零一四年十月
二十八日合辦福音半日營，主題為「我的崗
位，發光發熱」，當日邀請了東莞好漁夫漁
場負責人方惠棋先生分享見證，承蒙工業福
音團契總幹事葉漢浩博士主講專題講座，更
由崇真會筲箕灣堂敬拜小組帶領詩歌敬拜時
間。是年主題與工作息息相關，期望透過活
動讓同工在營營役役、勞勞碌碌的工作中，
檢視其個人狀況和工作態度，到底是使命

使命導向 VS 責任導向

與澳門社會工作局
分享社區保姆經驗

導向 (mission driven) 為主還是責任導向 
(burden driven) 較多 ? 兩者的比重又如何 ? 
又希望協助同工反思是什麼阻礙了他們實踐
工作的使命？進而尋求如何可以在繁重的工
作中仍保持機構或其個人的服務使命？

感謝主安排了方弟兄夫婦的分享，讓同工們
十分感動，葉博士的訊息提綱挈領的讓大家
清楚明白使命導向和責任導向；更叫人動容
的是同工們在分組討論時間不分彼此，跨越
職系級別的隔膜；坦誠分享工作中的辛酸苦
樂、回應主題帶來的啟思和共鳴。最讓人鼓
舞的是有幾位同工因著感動願意決志信主，
盼神祝福我們的團隊及各項具使命的服務！

深恩軒社工  張淑儀

行政主任  黃文英



心靈青草地
崇恩匯輔導員  徐玉心

各位具特殊學習需要子女的家長：

相信你們也正在面對家中有特殊學習需要孩子所帶來的各樣煩惱，我明白你們的感受，因為我
也曾走過這麼一條滿有挑戰的路。

我家有三個兒子，小兒子入讀幼稚園後，我已察覺他在學習方面與兩位哥哥不同。升讀小學一
年級後，功課深了，老師常常投訴小兒子懶惰、分心，測驗、考試、默書等成績更常常不合格。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在書本中認識了「讀寫障礙」，於是我向兒童適體智能中心申請為小
兒子進行評估。結果，小兒子在小學二年級時被評為有「讀寫障礙」。當我將這個評估結果告
訴兒子的老師時，老師竟然否定這個評估結果，並堅持小兒子只是懶惰而已，只要多點用功，
成績便會改善。

由於當時老師不太了解「讀寫障礙」，要老師提供協助更是談何容易？於是我惟有努力自學 — 
學習不同的方法來教導小兒子，也與老師多作溝通。最後，老師們終於提升了對讀障兒童的瞭
解，而我也努力讓小兒子明白他縱有讀寫困難，同時他也擁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優點。

有一次在街上，小兒子很高興地告訴我，他懂得一個附近店舖的名字叫「清美」。然而，當我
望向該店舖時，竟發覺那店名其實是「潔麗」，原來兒子將「清潔」與「美麗」混淆了！由於
小兒子在吸收與輸出資料的過程中出現誤差，所以縱然他花上很多時間溫習，也常常「滿江
紅」，而「食雞蛋」更是常客。若我們只看分數，孩子與我們的關係容易產生張力；唯有欣賞、
肯定孩子在過程中付出的努力，才能給孩子動力前行。

我的小兒子

小兒子升讀中學後，我仍然繼續不停地為他打氣，明白他在學習上的困難，認同
他所作的努力及付出，也鼓勵他發展他的強項，從而建立自信。為了能在中學文
憑試中獲得「調適」的安排，小兒子在中四時需要再進行學習評估，當時教育心
理學家告訴小兒子：「評估結果仍顯示嚴重的讀寫障礙。」小兒子則回應說：「這
只是我的一部分，我還有很多很好的部分。」

今年，小兒子將展開他的大學之旅，大步邁向「電子工程」
的夢想！

我寫這封信給大家，是想為同路人打打氣，請相信每個孩子
都是「獨特的」，都有他的優點，都渴望有好的表現。只要
他們相信父母愛他們、與他們同行，他們也會相信自己可以
有所不同。

祝身心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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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成立廿五周年，中心特別設計一個別出心裁的「廿
五周年 ~ 激戰海陸空」活動，為一連串慶祝項目揭開序
幕。顧名思意，是次活動分別以海、陸、空為主題，共
招募了二十五個家庭、二十五位青少年及二十五位家長
參與。啟動儀式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假烏溪沙青
年新村展開，先由約一百名參加者於青蔥的草地上排列
出二十五字樣，及後由義工操控的兩部遙控直升機徐徐
升起，將中心的廿五周年口號「伴你同行廿五載 ‧ 潛能
盡展創未來」橫額升至半空。當橫額在空中飄揚之際，
由嘉賓及參加者高聲朗讀，繼而將手上的紙飛機一同飛
出，寓意中心的服務向前邁進！為了留住這極具紀念性

特稿

沙綜 25 周年 — 激戰海陸空

金句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 65:11）

的一刻，我們的義工將整個「空」中啟動儀式透過具
拍攝功能的遙控直昇機進行航拍，此亦為中心服務之創
舉！

「空」中儀式剛畢，二十五位青少年在主禮嘉賓 – 本機
構綜合服務管理委員會主席鄧永漢先生手上接過三個象
徵體育、藝術及音樂才藝的「吉祥物」( 布公仔 )，隨即
肩負起「陸」地上的任務。他們以踏單車形式，將吉祥
物由烏溪沙青年新村送往石門的龍舟基地。當吉祥物抵
達龍舟基地的時候，最後一站「海」上環節即告展開。
二十五位家長負責以龍舟接載吉祥物環繞城門河一周
後，再送交予主禮嘉賓鄧永漢先生，是次「廿五周年 ~ 
激戰海陸空」的啟動儀式即告順利完成。整項活動突顯
同工及義工們的心思及安排，更反映我們的年青人及其
家庭活力的一面。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前身為博康青少年中

心，在一九八九年正式投入服務，至今已經踏入第二十五

個年頭。多年來，中心一直與時並進，因應服務使用者及

社區的需要，拓展形形式式的服務，既照顧青少年的成長

發展，同時服務社區內不同的社群。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主任 謝飛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