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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贐明會是一間非政府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自 1987 年服務香港，致力幫助末期病患者得到安慰和支

持，有尊嚴地走完人生的旅程；也協助喪親者安然地與逝世親友道別，在生死離別的體驗中，重拾

信心，重整生活，再活出精彩的未來。本會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會員機構，亦是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和香港公益金的受惠團體。 

 

宗旨 
跳出生命幽谷 活出人生彩虹 
 

核心價值 
安慰：心靈安慰 釋懷困苦 

關懷：伴你同行 關懷愛心 

關心：積極人生 關心社群 

 

服務對象 
末期病者及其家屬 

喪親人士 

 

 

服務範圍 
末期病者及喪親人士輔導服務 

殯儀支援服務 

義工招募及訓練 

向日葵互助會(喪親人士互助組織) 

家居及醫院探訪 

社區教育及專業訓練 

「動 ‧ 人情緣」動物晚晴及離世輔導服務 (自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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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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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郭紫達女士 

 

贐明會的服務踏入第 34 個年頭，遇上近兩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挑戰，中心「生死」

的工作沒有停止過，由紓緩病房關懷，擴展到殯儀支援服務及喪親後的哀傷輔導服務，

都一直秉持最初信念，從生到死關懷及提供服務予末期病患者和喪親人士。 

 

持久的疫情對工作、恆常的運作模式也有一定影響。感恩在疫情期間，社會各界積極

抗疫，本會感謝各界撥出特別款項，特區政府、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公益金、

黃廷方慈善基金，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及熱心人士等，為中心提供財政及物資津助，

增加中心提高防疫措施及資源，以應對疫情挑戰及維持服務所需。 

 

除多謝同工們努力不懈，提供專業服務外，在此本人謹代表本會感謝各董事、工作小

組委員會成員、以及各義工的合作和付出，使本會服務得以持續發展，為臨終支援及

喪親人士提供專業及適切的服務。 

 

最後，祝願大家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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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匯報 
 

與末期病患者和喪親人士同行，為他們提供不同的關懷和專業輔導服務，是贐明會一

直以來持守的宗旨。面對著不斷上升的服務需求，我們亦會繼續努力提供專業輔導和

關懷服務，在服務使用者感到困難和哀痛的日子中陪伴在旁。以下是各項服務的資料

和數據：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紓緩展晴計劃 
 
 
1.1 成人哀傷輔導服務  
 

服務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
過去一年，本會接觸到 359 名喪親成年人
士，喪失親人的類別包括：丈夫、太太、
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及祖父母等。中心
為他們提供了接近 1100 節的哀傷輔導服
務，透過個別面談或家庭輔導的形式，協
助他們渡過哀傷歷程和適應新生活。 
 
此外，本會亦為喪親的年成人士提供了 6
個治療小組 (包括喪子女、喪夫、喪妻及
喪父母小組)，讓他們透過活動及同路人的
互相扶持，一同走出哀傷困境。本會按個案的類別，和他們的個別情況，採取切合
他們的輔導策略，更有效協助他們渡過人生最艱難的時段。 
 
據本會統計，這些輔導個案之中，其中女性求助者佔 84.7%，男性佔 15.3%，情況
跟過往相若。求助者包括不同年齡的人士，最多為 51-60 歲(25%)、其次為 41-50
歲(19%)和 31-40 歲(17%)，這三個年齡組別共佔了總個案數字約六成。個案來源方
面，自洽/電話查詢的個案有 38.6%，其次為醫院轉介個案，佔 30%，而慈善團體和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轉介數字相若，分別是 14 和 15%。(詳見下頁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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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紓緩展晴計劃 
 
 
下列為本會去年接收的哀傷輔導服務資料(個案數目=359)： 
 

圖表一：喪親輔導個案性別分佈                     圖表二：喪親輔導個案年齡分佈 

 
 

 

 

圖表三：喪親輔導個案轉介來源                         圖表四：喪親輔導個案之喪親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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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紓緩展晴計劃 
 

圖表五：個案親人之離逝原因 
 
在 2020-21 年度之數字中，因癌症過身的佔
最多，有 32.2%，其次為因突發病患離逝，
有 23.6%，而因親人自殺而求助的個案也有
11.7%，排第三位。 

 
 
1.2 成人哀傷治療小組 

治療小組是由贐明會同工帶領，並透過同路人之間的共鳴感，協助喪親者渡過哀傷。本會去

年共舉辦了 6 個共 47 節的哀傷治療小組。哀傷治療小組按喪親人士的個案類別和背景為組

合準則，設立不同的同質小組(homogenous groups)，包括喪夫、喪妻、喪子女、喪父母

等組別，過去一年有 59 名喪親人士參與，超過 97%的參加者認為小組對處理哀傷情緒及生

活適應有幫助。 

 

1.3 伴行哀傷路 

「伴行哀傷路」是為喪親人士設立的一次性簡介和分享會，由社工 / 輔導員講解喪親帶來

身、心、社、靈的反應，並由「過來人」義工分享他們面對喪親的心路歷程。期望能減輕參

加者對喪親的焦慮和不必要的擔憂，給予他們希望和信心來面對未來的道路。過去一年雖受

疫情影響，贐明會亦持續支援喪親者及其親友，透過 Zoom 舉辦了 7 次「伴行哀傷路」活

動，共 118 名人士參與。 

 

 1.4 喪親人士互助活動 (向日葵互助會) 

「向日葵互助會」成立已久，由一群曾接受本會輔導服務的喪親人士組成；透過會員間持續

的分享、鼓勵和互相支持，使他們更有力量共同面對喪親後的轉變和困難。即使面對疫情限

制，互助會仍堅持舉辦了 8 次活動的小型活動，把過去的聚餐和一天遊活動改為小組手工藝，

讓同路人能定期見面、分享不同時節的沉重心情。另外，贐明會同工亦鼓勵互助會成員多以

電話關顧彼此，繼續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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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紓緩展晴計劃 

2. 「共童導過」兒童哀傷輔導服務 
 

2.1  兒童哀傷輔導及治療小組 
本會「共童導過」兒童哀傷輔導服務也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服務之一，主要為 18 歲
以下的喪親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個別或家庭哀傷輔導。 
 
去年，本會為 60 名喪親兒童及青少年（未滿 18 歲）提供哀傷輔導服務，輔導節數(中心面
談)接近 280 節。除了個別／家庭輔導之外，本會亦有喪親兒童治療小組，讓喪親兒童在朋
輩的支援下抒發內心的哀傷。輔導個案當中，男女比例平均，各佔一半。個案來源方面，
有 28%的個案來自綜合家庭服務中心(IFSC)，較去年上升 17%，第二及第三位是自洽個案
及醫院，分別佔 21.7%和 20%。(詳見附圖) 
 
下列為本會去年接收的兒童哀傷輔導服務資料(個案數目=60)： 

圖表八：喪親兒童個案轉介來源 

圖表六：喪親兒童個案性別分佈 圖表七：喪親兒童個案年齡分佈 

圖表九：喪親兒童個案之喪親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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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紓緩展晴計劃 

2.2  我們這一家(PC Club)  
本會希望增加社區人士、家長、學校和其他兒童服務工作者對喪親兒童的了解，多加關注
他們的困難和需要，避免喪親兒童年幼時未有好好處理的喪親經驗，隨年日漸長轉變成複
雜性哀傷的情況，屆時便更難面對和處理。因此，「及早介入」是本會發展兒童及青少年
哀傷輔導背後的信念，希望透過輔導和不同的手法，例如遊戲及藝術等，協助兒童處理喪
親帶來的種種情緒和困難。 

 
『我們這一家』—PC CLUB 定期舉辦親子活動，讓家長與孩子可以暫時放鬆，享受與同
路人互相支持的力量，不只是協助兒童及家長應對當下的哀傷反應，更希望在喪親後仍然
可以帶著至親遺下的『愛』繼續成長。本年度即使受疫情影響，贐明會仍希望為喪親孩子
帶來歡樂，因此 PC CLUB 在有限的條件下舉辦了 1 個外出活動及 2 個室內活動。 
 

  

 

 

 

 

 

3. 社區生死教育 
 

本會去年接獲不少由社會服務機構、學校、醫院、教會和公司的邀請，為他們的服務對象、

教師、家長、職員、專業社工等等提供教育講座或工作坊，內容包括：哀傷關懷、臨終關懷、

殯儀程序處理、哀傷輔導和介紹本會服務等等，去年本會共進行了 11 次的社區教育講座，

讓接近 680 位社區人士和專業人士認識喪親及臨終人士的需要。而當中 6 場是以網上形式

進行，反應非常熱烈，參加者有效地掌握了如何協助喪親者渡過哀傷時刻。 

 

此外，為了更有效推動生死教育，本會去年共舉辦了 2 個共 8 節體驗式的心理教育小組，讓

70 位參加者在活動之中體驗死亡，藉此引發他們思索生存的意義，知死而知生。這些心理

教育小組以體驗式活動去讓參加者從中獲得啟迪，然後轉化為實際行動，並應用於他們實際

的生活之中。 



12 

 

香港公益金 

4. 末期病患人士服務 
 
4.1  義工關懷探訪 
在末期病患的關懷工作上，義工是本會十分重要的夥伴。除了本會社工 / 輔導員為末期
病者提供心理輔導之外，義工會定時到醫院、安老院舍或家居進行探訪，讓病者與家人
在困苦時得著溫暖的關懷。去年，本會繼續在港九及新界不同的醫院進行義工服務，義
工每星期定時到紓緩病房和日間中心探訪末期病者，包括：沙田醫院、黃大仙醫院、律
敦治醫院和靈實醫院、白普里寧養中心等等。去年，本會義工總共提供 372 次的關懷
探訪，提供服務予病者和家屬人數多達 3,322 人次。服務時數共 1,321 小時。此外，因
應疫情原因，增強了以電話、視像、心意咭及手工製作等形式與病房內之院友送上祝福
及慰問，為他們的人生最後階段增添多一份的支持及關懷。 
 

 4.2 醫院 / 院舍節日活動 
每年在各個傳統節日，例如農曆新年、端午節、中秋節和聖誕節
等，本會義工會到各合作醫院進行探訪和舉辦節日活動，為留院
病人送上歡樂，讓他們雖然身在醫院，同樣感受到節日的氣氛。
本會職員和義工更會準備不同的心意和禮物，送給病人和家屬，
讓他們留下美好的回憶。去年，我們共舉辦了 18 次醫院或院舍節
日活動，共有 750 名病者與家屬參加。 
 
 

4.3 義工培訓及持續支援 

 
義工服務是我們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本會一直十分重視。義工以朋輩或過來人
的身份去配合本會的專業輔導服務，並擔當重要的支援角色，關懷面對死亡的末期病者和
失去親人的喪親人士，以減低他們的社交孤單感(social loneliness)。因此，本會去年繼

續舉辦了義工基本訓練課程並提供 18 次培訓，包括臨終
關懷理念、醫護常識、心理學等角度去讓義工認識紓緩
治療、臨終及哀傷關懷等題目。去年招募及訓練以視像
及實體模式並行，共有 20 名社區人士參與。再經甄選和
實習後，為不同的末期病者和喪親人士提供關懷和支援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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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社區持續抗疫基金 

5. 殯儀支援服務 
 

於 2020-21 年度，本會獲得「賽馬會社區持續抗疫基金」的捐助，為社會大眾提供殯儀

支援服務，為缺乏支援的喪親人士提供即時的支援和陪伴，讓他們掌握足夠的資訊，完成

整個殯儀過程。除負責職員之外，本會更運用社區參與(Social participation)的概念，從

社會上招募義工，加以訓練，並安排義工陪伴喪親人士處理親友的身後事，包括到殯儀館

洽談、領取死亡證、索取准葬紙、守靈（俗稱「守夜」）、出殯、及申請靈龕等等，以減

低喪親者在治喪過程中的不安和焦慮。而義工們在基本的訓練後，亦有持續的訓練，包括

瞭解最新骨灰的處理手法，讓義工能夠掌握最新的資訊與個案去分享，並在有需要時陪伴

處理。 

  

這一年間，本會的職員及義工為 88 個家庭提供殯儀資訊，及有超過 250 次的義工陪伴服

務。當後事完成後，職員亦持續為當中的 29 位家屬提供 86 節的喪親輔導，為喪親者提

供一條龍的幫助。 

  

本年度適逢疫情，本會更提供攝錄支援服務，為需要殯
儀支援的家屬提供喪禮拍攝及事後短片製作，讓他們能
把短片給予未能出席喪禮的親友。此外，贐明會亦為喪
親者舉辦了 4 場心靈療癒活動，包括茶道體驗、和諧粉
彩、糖藝製作及禪繞體驗工作坊，讓 60 位新喪親家屬
有一個心靈休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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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  
���贐心抗疫活動 
面對疫情，其間經歷數波疫情擴散情況，一些社會服務也受到影響，甚至「擺停」，對於
缺乏支援人士，連基本防疫物資也缺乏，更感徬徨。去年得到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撥款，
中心舉行了「贐心抗疫」活動，特別培訓一班防疫義工隊伍，關心缺乏支援的紓緩病房院
友，上門探訪，送贈防疫包、清潔家居及陪同到社區購買所需物資，甚至剪髮，陪伴覆診
等一站式支援他們實質需要，及提升衛生環境及防疫意識。 
 
另外亦與 4 間醫院合作，包括沙田醫院、靈實醫院、黃大仙醫院及沙田慈氏護養院，準備
了防疫包給紓緩病房出院的有需要人士，為他們出院時作更好的準備。 
 
活動送出近 1000 套防疫包予院友及其家屬、義工。 



15 

 

7. 其他服務及工作匯報 
 

由於本會乃一所非政府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營運經費需依靠慈善基金及社會大眾的捐
款。此外，本會去年曾透過不同的傳播媒體，向社會大眾介紹本會服務，並不斷傳遞末
期病患和哀傷關懷的信息，增加大眾關注的意識。 

 

7.1 敬老護老愛心券 
贐明會首次參與「敬老護老愛心券」籌款運動，作為本年度的慈善籌款項目之一。籌款
目的是為本會的晚期病患長者及喪親長者提供關懷探訪、哀傷輔導面談、治療小組以及
同路人支援活動。感謝各界的支持，愛心券售賣反應踴躍，本會一定繼續努力，為末期
病人及喪親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7.2 九龍殯儀館捐款箱 
本會承蒙九龍殯儀館的支持，去年繼續將捐款箱擺放於他們的殯儀館內，以收集公眾人
士的捐款（包括公眾捐出吉儀封或纓紅利是）。得到社會大眾的熱心捐助，去年本會全
年籌善款較過去為多，所得的善款將進一步提升本會的喪親人士服務，協助更多有需要
的人。 
 

 

7.3『動 ‧ 人情緣』動物晚晴及離世輔導服務  

        (自資服務) 
面對動物的離世，作為主人尤如失去親人一般，會感到
哀傷、失落等情緒，影響個人之心理健康。為回應需要，
本會為因面對動物晚年及離世而感到情緒困擾的動物
主人提供個別及小組輔導、節日思念活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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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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贐明會 
THE COMFORT CARE CONCERN GROUP 

捐款表格 Donation Form 

 

本人 / 公司 / 團體樂意支持   貴會，並以以下方式作出捐款： 

I would like to donate to CCCG with the following details: 
 

捐款金額 Donation amount ： 

o $200  o $300  o $500  o $1,000  o 其他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方法 Donation Method ： 

o 網上信用卡捐款 Donation by Credit Card (Visa / Master Card)    

 (捐款網址 website ： https://www.cccg.org.hk) 

 

o 劃線支票 Crossed cheque  (支票號碼 Cheque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抬頭請寫「贐明會」Please make cheque payable to “The Comfort Care Concern Group”) 

 

o 銀行入賬 Bank-in (匯豐銀行賬戶 HSBC account 441 -264702-001) 
 (請將入數紙連同本頁郵寄/傳真/電郵回本會，以便發出正式捐款收據。Please mail/fax/email the  bank-in slip 

and  this donation form back for the issue of donation receipt) 

 

 

 

 

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捐款人資料 Personal details ： 

*捐款人/公司名稱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要填寫項目 Must fill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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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 To ：贐明會 
     THE COMFORT CARE CONCERN GROUP 
 

     香港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三樓平台 303-305 室 
     303-305, Podium Floor, Lai Ho House, Lai Kok Estate,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2361 6606 傳真 Fax.: 2361 6294 
電郵 Email: cccg@cccg.org.hk 
網址 Website: www.cccg.org.hk 

郵票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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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衷心感謝各團體、公司、個人及義工對本會的支持和鼓勵 

 

主要資助團體/基金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香港公益金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  

 

 

政府部門 / 合作或支持團體 / 贊助或捐助公司 

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義務工作發展局                                      善寧會 

九龍殯儀館                                                    聖公會聖約翰座堂                                                         

沙田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靈實醫院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律敦治醫院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白普理寧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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贐明會  THE COMFORT CARE CONCERN GROUP 
地址: 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三樓平台 303-305 室 

Address: 303-305 Podium Floor, Lai Ho House, Lai Kok Estate,  

Cheung Sha Wan, Kowloon.          

電話: (852) 2361 6606   傳真: (852) 2361 6294    

電郵: cccg@cccg.org.hk  網址： www.cccg.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