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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談死論生工作坊之無言老師的一堂課

你們可以在我的身上劃錯幾十刀，但不能在病人上錯劃一刀

人生在世，大家有想過在自己過身後仍然可以為社會做出貢獻嗎?

在十一月的一個下午，一群義工和有興趣的社區人士到訪香港中
文大學，參觀其醫學院「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計劃人員向
參加者介紹計劃內容，又帶領參加者參觀醫學院範圍，令參加者
深深感受到大學對「老師」的尊重，也令不少參加者深思自己的
身後事選擇。

參加者在心意卡紀念區寫上對
「老師們」的感謝說話

---一位遺體捐贈者生前對學生說的話



活動花絮

談死論生工作坊之走過生死大地

你害怕想像死亡嗎?害怕可能是
因為太多未知。

我們在十二月與東華參院圓滿人
生合作，舉辦了一趟參觀鑽石山
殯儀館及食環署骨灰花園的活動。

參加者不但透過講座了解到辦理
喪事要注意的事項，還可以近距
離接觸殯儀用品如棺材、金銀衣
紙等等，更可以走走環境優美的
骨灰花園。不少參加者表示走這
個地方感到很舒服，一點都不害
怕，更詫異現在有很多更環保的
選擇。

其實，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必經的階段，能夠在生時了解多點身後
事選擇，告訴家人自己的意願，將來便能走得安心，也能免卻家
人在辦理喪事時的徬徨。預早安排，便是給家人一份愛的禮物！



女

義工訓練及服務機會: 「預設照顧計劃」街站--元州篇

2482 1303 9254 8512

活動介紹

日期︰2023年1月3日/1月12日
時間︰10:30-12:30
地點︰深水埗港鐵長沙灣站C2出口對出長沙灣行人路 (近元州
邨)
服務內容︰

於社區推廣預設照顧計劃(工作如派發單張、解說
相關的概念及工具、協助招募義工、派發紀念品、
協助推行互動小遊戲等等)
負責職員︰陳先生

對象︰18歲以上、成熟及有志服務本計劃之人士
費用：全免
名額：10人

報名連結: https://forms.office.com/r/WanZHPkJ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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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Jan

https://forms.office.com/r/WanZHPkJ1D


預設照顧關懷專線

2482 1303 9254 8512

活動介紹

日期：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12:00或下午2:30-4:30

地點：新界青衣長亨邨亨業樓地下

內容：電話關懷、協助活動報名、文書工作、活動構思和美
工設計等等

負責職員︰陳先生

對象︰18歲以上、成熟及有志服務本計劃之人士

報名連結：https://forms.office.com/r/SRBzF4si2b

我們會計算你的義工時數，完成每節我們會派出 $50 超市
現金券答謝。服務達20小時後可獲發義工證書。

Jan

https://forms.office.com/r/SRBzF4si2b


服務簡 介

什麼是預設照顧計劃？

年老、患病或意外可能會讓人突然或慢慢難於做出相關
的照顧或醫療決定。

預設照顧計劃是一個晚期照顧的事先及全面溝通過程，
讓精神上仍有能力自行做決定的人士，預先向家人或/
及醫護人員表達當日後不能自決時的醫療及個人照顧計
劃，當事人可預設「照顧代理人」日後代表他/她執行
意願。探討範圍可包括醫療取向、財產分配、殯葬喪禮
意願、器官捐贈、與親友惜別等等。

預設照顧計劃強調自主和溝通，當事人可隨著其身體狀
況及處境改變而作出修訂。

預設照顧計劃

本會自2017年開展預設照顧計劃，並於2021年獲額外撥款資助擴展服
務。本計劃旨在提昇服務使用者對預設臨終照顧計劃的認識及為生命
的終結作出準備，以減少遺憾和家人壓力。

預早想 放心講

預設照顧計劃的好處
• 為生命的終結作出準備，減少遺憾
• 自主決定，提升照顧質素
• 減輕家人為長者晚期照顧做決定的困難、壓力及爭執

服務對象
在社區居住的
• 60歲以上的人士，患有致命疾病，例如：初期認知障礙症、腦血管病、癌症、心臟病、慢

性阻塞性肺病、腎病；或
• 80歲以上高齡長者
• 領取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人士優先

服務費用
免費

服務區域
葵青、深水埗、觀塘、將軍澳、九龍城及港島東

報名方法
自行申請
由專業人士及機構轉介



服務簡 介

計劃網頁

聯絡我們

香港家庭福利會 預設照顧計劃
長亨服務中心
地址：新界青衣長亨邨亨業樓地下
電話：2482 1303 WhatsApp: 9254 8512
傳真：2436 3661

電郵：acp@hkfws.org.hk
網址：www.hkfws.org.hk

計劃服務正陸續展開，請大家緊貼計劃網頁及facebook
期待你的參與！

服務內容

•制訂預設照顧計劃方案

•促進家庭溝通

•轉介/資助相關資源

預設照顧計劃個案

服務

•促進/資助長者圓夢，減少

長者及家人的遺憾

•例如：製作生命故事、攝錄

留念、重遊舊地、惜別會

「晚晴圓夢」計劃

• 透過不同活動，協助參

加者打破忌諱，談論死

亡，反思生命

「談死論生」

工作坊

• 為義工提供培訓及服務

機會，協助計劃推行

義工訓練及服務

•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例

如：講座、參觀、工作

坊、外展街站等，提昇

公眾人士對預設照顧計

劃的認識

社區教育

• 由受訓義工接聽簡單查

詢、提供情緒關懷及協

助活動報名

預設照顧關懷專線

2482 1377

hkfwsacp

預設照顧計劃

mailto:acp@hkfws.org.hk
http://www.hkfws.org.hk/
https://www.hkfws.org.hk/how-we-help/elderly-and-community-support-services/advance-care-planning-project
https://www.facebook.com/hkfwsacp
https://www.facebook.com/hkfwsacp


服務簡 介

長者面對老年的適應、健康轉差、親友離世等等，可能較
容易產生負面情緒。雖然一般人也會出現情緒起伏，但長
期的情緒低落並非正常的老化過程。如果忽略這些警號或
處理不當，可能會引致嚴重的情緒問題，並增加身體不適、
罹患疾病、甚至輕生的風險。根據研究顯示，協助長者重
建生活規律，增加正面經驗，加強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助
改善情緒。

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往往會面對許多挑戰。當長期累積照
顧壓力而未能得到適當處理，照顧質素將會受到負面影響。
因此，適切的支援不僅保障照顧者的情緒健康，而照顧雙
方的關係也得到更佳維護。

計劃目的
提升社區人士關注長者的情緒健康及照顧者的需要；協助
長者及照顧者重建社區連繫、開展愉快活動、學習解決問
題的能力，從而改善負面情緒，建立照顧雙方的正向互動。

計劃時期
2022年4月至2024年3月

服務範圍
港島、九龍、離島區

「躍動啟情」情緒健康支援計劃



服務簡 介

計劃內容

目的：提升處理情緒能力、照顧雙方共建正面生活
對象：50歲以上、受情緒困擾的中老年人士及其照顧者
內容：
1) 探索處理情緒困擾和解決困難的方法
2) 個案輔導、重整生活規律、連繫資源

形式：
1) 社工及義工透過上門探訪/視像/電話方式接觸
2) 小組/ 活動
3)   生活實踐
4)   服務轉介

節數：10節

「躍動啟情」情緒健康管理計劃（個案服務）

由受訓義工接聽有關長者及照顧
者情緒健康的服務查詢，並提供
情緒支援及生活資訊

「躍動啟情」
情緒健康計劃關懷專線

2793 2822

計劃協調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愛東服務中心

地址：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 樓101室

服務查詢電話：2793 2922

「躍動啟情」情緒健康支援計劃

目的：提升社區人士關注長
者及照顧者的情緒健康對象
對象：公眾人士

 社交心理活動
 教育活動
 義工招募及服務
 教育資訊

其他活動



香港家庭福利會

長者及照顧者心理健康服務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Elders and Caregivers Mental Health Service

「躍動啟晴」情緒健康支援計劃

預設照顧計劃

電郵 :ecmhs@hkfws.org.hk

本會網址 :hkfws.org.hk

{取消接收}

查詢電話：2793-2922

查詢電話：2482-1303

長者及照顧者心
理健康服務

本會為註冊之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出版 (電子版)

https://www.hkfws.org.hk/how-we-help/elderly-and-community-support-services/smiley-activation-project
https://www.hkfws.org.hk/how-we-help/elderly-and-community-support-services/advance-care-planning-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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