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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在哪地方離世？」本來就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個人的選擇和意　　「在哪地方離世？」本來就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個人的選擇和意

願－「離地」一點來說，簡單猶如選擇在哪願－「離地」一點來說，簡單猶如選擇在哪裏裏吃午飯、或住在哪地區一樣；吃午飯、或住在哪地區一樣；

「貼地」一點去看，死亡仍是普遍市民的禁忌，在香港要選擇在哪個地方「貼地」一點去看，死亡仍是普遍市民的禁忌，在香港要選擇在哪個地方

辭世，似乎不只是個人的意願，也同樣是社會氣氛、文化、甚至是社會服辭世，似乎不只是個人的意願，也同樣是社會氣氛、文化、甚至是社會服

務、經濟、醫療、法律等層面的事情。本來看似簡單的個人選擇，事實上務、經濟、醫療、法律等層面的事情。本來看似簡單的個人選擇，事實上

在香港卻變得相當複雜。紓緩治療引入香港接近四十年，其發展相當緩在香港卻變得相當複雜。紓緩治療引入香港接近四十年，其發展相當緩

慢，「在居所離世」這議題仍然顯示出困難的一面，無怪乎有超過九成人慢，「在居所離世」這議題仍然顯示出困難的一面，無怪乎有超過九成人

在醫院死亡，相比世界不同國家或地區，比率異常地高。在醫院死亡，相比世界不同國家或地區，比率異常地高。

　　縱有困難，我們對自身或摯親辭世地點的意願，仍然十分需要被尊重　　縱有困難，我們對自身或摯親辭世地點的意願，仍然十分需要被尊重

和重視。作為一個關懷社會 (compassionate community)，我們實在需要在和重視。作為一個關懷社會 (compassionate community)，我們實在需要在

法律、醫療、社會服務等方面為末期病人和家屬解決重重難關，以締造更法律、醫療、社會服務等方面為末期病人和家屬解決重重難關，以締造更

以病人和家屬為中心(client-centered)的照顧環境，有利實踐「在家辭世」以病人和家屬為中心(client-centered)的照顧環境，有利實踐「在家辭世」

的最後願望。的最後願望。

　　就著這重要議題，本期《安辭心》會由我們安辭服務的計劃主任　　就著這重要議題，本期《安辭心》會由我們安辭服務的計劃主任

在「主題文章」分享《在家辭世是一種選擇》；另外，讀者們亦可在「主題文章」分享《在家辭世是一種選擇》；另外，讀者們亦可

在「談生說死」和「專題訪問」的欄目看到不同服務使用者對辭世在「談生說死」和「專題訪問」的欄目看到不同服務使用者對辭世

地點的心聲；為增進各位的認識，我們在「生死百科」提供更多相地點的心聲；為增進各位的認識，我們在「生死百科」提供更多相

關的資訊，解說在醫院和在家居辭世的不同情況；當然，我們仍會關的資訊，解說在醫院和在家居辭世的不同情況；當然，我們仍會

繼續刊登一些活動剪影，讓各位了解我們的日常服務。透過不同的繼續刊登一些活動剪影，讓各位了解我們的日常服務。透過不同的

內容，編者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發大家思考自身或摯親面對辭世內容，編者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發大家思考自身或摯親面對辭世

的身心需要，認同自主晚期心願的價值，繼而推動相關服務進一步 的身心需要，認同自主晚期心願的價值，繼而推動相關服務進一步 

發展。我們相信，最終得益的都會是我們與身旁每一位至親摰友！發展。我們相信，最終得益的都會是我們與身旁每一位至親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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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能夠獲得善終，是中國傳統「五福」中的其中一種福氣

希望每一位我們關心的服務對象，都能在生命中得著這份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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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在家辭世也是一種選擇在家辭世也是一種選擇
安辭服務計劃主任  黃志安安辭服務計劃主任  黃志安

　　「親眼看著媽媽，睡在她最熟悉的床上，旁邊圍著兒女子孫，安安靜靜的

離世，是她修來的福氣，也是對我們一家人的安慰！」陳女士滿懷感觸地訴說

著媽媽辭世的情形。

　　陳媽媽半年前確診時，癌細胞已擴散至骨和腦，已沒有可根治疾病的治療。

　　「媽媽說過想一直留在家裡，但其他家人覺得在她迷迷糊糊的最後一段 

時間，應該送她入院，然後在醫院去世，似乎較順理成章。」病人意願和實際

照顧情況之間，家屬往往忐忑不安，「但隨著找到寧養照顧服務上門幫忙， 

教我們如何處理媽媽的情況，又預先了解在家離世的手續，大家才有信心繼續

留她在家，直到最後一刻，沒想過真的可以完成她的願望！」。

　　最終，陳媽媽並沒有因為在家辭世而需要進行解剖檢驗，家人亦能順利完

成所有手續及隨後的喪禮，媽媽的事總算告一段落，達致逝者善終、生者善別。

　　在香港，能夠如願在家辭世的案例少之又少。據醫療界估計，香港每年在

家辭世的比率大概只有3%，對比英國的23%、台灣的40%或新加坡的27%，數

字不尋常的少。數字揭示了在香港有關死亡地點的選擇，有著明顯的限制與顧

慮。

　　在這罕有的情況下，陳媽媽最終能夠「安辭在家」，家人亦親身陪伴過渡

這安寧的時刻，如此自主的辭世過程，豈不是逝者和生者的福氣？

　　香港老年學會顧問護師廖進芳姑娘，是筆者的朋友，也是香港行內其中一

位備受尊敬的紓緩服務推動者。她曾經為六名末期癌症病人進行了深入研究，

並總結出，在家照顧直至辭世所需要的七項條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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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在家辭世也是一種選擇在家辭世也是一種選擇
安辭服務計劃主任  黃志安安辭服務計劃主任  黃志安

 (一) 病人留在家裡照顧和辭世的意願十分清楚；

 (二) 家屬願意尊重病人在家的意向，或有相同的意願，並且有能力在家中

  提供照顧；

 (三) 居住環境適合病人留在家中，有家人同住，也有空間讓醫護人員作出照顧；

 (四) 獲得家居寧養服務的支援。服務團隊必須具備晚期照顧的相關專業知

  識和經驗，並且能夠快速地、和有足夠的頻密度，定期上門照顧病人

  和家屬； 

 (五) 能妥善控制病徵，讓病人在舒服的情況下留在家中，否則，病人會因為

  無法有效控制病徵而再次送到醫院；

 (六) 心理和社交方面得到支持。在家照顧晚期病人直至辭世，絕不容易，病人

  和家屬在情緒、身體、健康、社交、經濟上都可以有不同的困難，十分

  需要專業人員提供適切的支援；

 (七) 照顧者和服務人員之間的合作和協調。家人、好友、鄰舍、義工、醫院

  和社區的照顧服務團隊，其實都可以互相合作和協調，一起共同照顧在

  家的晚期病人。

　　具備好相應條件，能夠選擇留在家中照顧，甚至在家辭世，是福氣、也是

自主。但話說回來，晚期病患的變化往往相當之大，因著病情的突發情況而送

院渡過最後一程，也是十分常見的事。

　　臨終與辭世的地點固然重要，但病人和家屬的自主和心安更加重要。照顧

過程中，既然已按至親的意願作出了大大小小的安排和努力，又為每個突如其

來的狀況作出了未必完美但當刻最好的決定，縱使地點不似預期，但整個過程

同樣是一個自主、理想的晚期照顧，足以令各人心安、無愧和無限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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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家屬─巫巫

我想喺屋企死，一嚟舒服、係自己 
地方，二嚟醫院死會令人好驚。屋企
人喺醫院陪住始終有限制，反而屋企
就唔會有限制，自在啲。

個案─蔭淇

想喺醫院死，因為醫院治療設備齊 
全啲，方便醫生做任何治療。同埋
死咗之後由醫院運去殯儀館，咁就 
理想啲。

個案─美華

我就想喺老人院舍，唔想喺屋企 
死呢，怕影響到仔囡第時喺屋企住；
但我又唔想醫院過最後嗰段日子，因
為驚生保。喺院舍死就最好啦。

談生說死

關於死亡地點，我有權選擇關於死亡地點，我有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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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家屬─桃姐

我想喺醫院過身，喺屋企走會令屋企
人有傷痛、有陰影，我寧願俾醫護人
員發現，好過係屋企人發現。

個案─家振

我想喺醫院過身，除非喺屋企突發死
亡就無得計。話晒我自己一個住，都
唔想鄰居或者朋友上嚟先發現我瞓咗
喺度。同埋屋企人幫我搞死亡證，醫
院嘅程序會順利啲。

談生說死

關於死亡地點，我有權選擇關於死亡地點，我有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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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每年的死亡人數接

近50,000，當中絕大部份的人都

在醫院辭世。對於死亡地點的選

擇，縱然不同的調查結果均反映

出「在家安辭」的意願，但病人

與家人對付諸實行都有所顧慮，

以致意願與實行之間未能一致。

下文將為正在閱讀的你解構一些

在家辭世的迷思。

在家辭世前的考慮

1. 他/她的疾病不可逆轉

　　首要情況是病人在確診為晚

期病患者，或是病情已是不可逆

轉。常見的情況例如末期的器官

衰竭、末期癌症、晚期認知障礙

症等，而針對病情的治療只屬紓

緩性質。當病人與家人清楚了解

病況，並且病人能清晰表達在家

寧養至辭世的意願，便可作進一

步計劃。

2. 家人與專業團隊的照顧

　　當確定疾病已不可逆轉，家

人是否願意擔當照顧者、提供全

時間的照顧，便十分重要。此有

助支援病人的身心社靈狀態，例

如照顧日常作息、經濟支援、監

察徵狀、在需要時尋求專業團隊

協助等等。再者，紓緩治療團隊

的定期到戶、專業評估與跟進亦

甚為重要，尤其當病人離世前14

天內經過註冊醫生診症，醫生便

可為病人簽署死因醫學證明書，

免去後續可能令家屬不安的解剖

程序。

3. 居住環境和設備的配合

　　家中具備充足的空間與設

備，亦有利病人在家寧養至辭

世。家居需要有足夠空間予家人

或醫護人員進行照顧及護理程

序，如沐浴、傷口護理等。而且

紓緩治療團隊會因應病人的個別

情況，建議添置醫療器材以便家

人進行日常照顧，例如醫療床、

製氧機、血壓計等，適切地照顧

和監察病人的情況。

生死百科

我想在_，經歷人生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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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辭世與醫院辭世之大不同

在家辭世 (情況一) 

(註冊醫生於病人離世前14天內曾診斷病人情況)

• 聯絡該名註冊醫生到戶，證實病人不屬於「非自然死亡」，並由醫生簽發

 「死因醫學證明書」，以及「醫學證明書」(如火葬)

• 帶同上述文件、亡者與申請人的身份證、現金，到聯合辦事處申領「死亡登

 記證明書」、申請火葬之用的「火葬許可證」或土葬之用的「土葬准許證」

• 聯絡殯儀業人士以接送家中遺體至殯儀館﹝直至出殯當天取出﹞，並與有

 關人士跟進喪禮儀式的安排、火化或土葬的約期等

• 殯儀館出殯

生死百科

我想在_，經歷人生終點



10

安辭心安辭心

在家辭世與醫院辭世之大不同

在家辭世 (情況二) 

(未有註冊醫生於病人離世前14天內曾診斷病人情況 / 在家中發現病人死亡)

• 致電999熱線，召喚警員與醫護人員到戶

• 醫護人員會進行檢查，若病人證實死亡，遺體會由仵工經黑箱車移送至公

 眾殮房

• 警員同步會到場調查，了解事件有否可疑，並撰寫報告予死因裁判官

• 家人須交代亡者的健康與經濟情況、發現死亡的經過等

• 警員會相約家人到公眾殮房辦理辨認遺體手續，家人須帶同亡者的身分證

 及亡者生前的醫療文件與法醫科醫生面見

• 希望豁免屍體剖驗的意願須清晰告知法醫，惟最終裁決權在於死因裁判官

• 家人會獲發一份「領取殮葬文件證明書」及一份「領回遺體證明書」

• 聯絡殯儀業人士，跟進喪禮儀式的安排及接送遺體時間，協調火化或土葬

 的約期等

• 待下一工作日下午3時後，帶同上述文件再到公眾殮房取得由死因裁判官簽

 發的「批准屍體埋葬／火葬證明書」，並接送遺體至殯儀館﹝直至出殯當

 天取出﹞

• 殯儀館出殯

• 「死亡證」須經死因裁判法庭裁決死因後，由入境事務處轄下的生死登記

 總處負責簽發

• 「死亡證」並不需要用於辦理遺體殮葬事宜上

生死百科

我想在_，經歷人生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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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辭世與醫院辭世之大不同

在醫院辭世

註：如入院時間不足24小時則會視作在家辭世

(情況二的第二項步驟始處理)

• 遺體由病房移到醫院殮房

• 由醫院死亡證件辦事處辦理「死因醫學證明書」，以及「醫學證明書」

 (如火葬)，等待醫院通知後再往醫院取相關文件

• 帶同上述文件、亡者與申請人的身份證、現金，到聯合辦事處申領「死亡登

 記證明書」、申請火葬之用的「火葬許可證」或土葬之用的「土葬准許證」

• 聯絡殯儀業人士以接送遺體至殯儀館，並與有關人士跟進喪禮儀式的安排、

 火化或土葬的約期等

• 相約好殯儀業人士，並致電醫院死亡證件辦事處，預約認領遺體

• 接送往殯儀館（直至出殯當天取出）或直接當天於醫院出殯

• 殯儀館出殯

生死百科

我想在_，經歷人生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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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辭世會否令居住單位成為凶宅？

　　在法律定義上並無凶宅這概念。事實上，除業主離世才有機會在物業查冊

中找到記錄外，任何人在單位內身故亦不會紀錄在政府部門或法律機構的文 

件上。而一般所提及的凶宅主要是指死於非命(他殺或自殺)的個案，由於報章報

導才致凶宅形成。故自然死亡的個案並不涉及凶宅的形成。

關於死亡，我還想知道⋯⋯

在甚麼情況下，亡者需要被剖驗？

　　上述提及，在家辭世若未有註冊醫生上門簽發文件的預備，家人須接受警方

調查，由警方撰寫報告；另亦到公眾殮房與法醫見面，法醫會了解亡者病歷與臨

終情況，並撰寫報告。警方與法醫之報告會交予死因裁判官，再由其決定是否需

要剖驗。在香港，只有20項須呈報報告予死因裁判官(詳見右頁)，而若亡者生前

被確診為晚期病患者則不屬其中(只是因被送往公眾殮房才變成需要申報)。

生死百科

我想在_，經歷人生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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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類須予報告的死亡個案

• 醫學上未能確定原因的死亡

• 死者死亡前14日內並無得到診治(死亡前已被診斷為有末期疾病的患者除外)

• 意外或受傷導致的死亡

• 罪行或懷疑罪行導致的死亡

• 施用麻醉藥導致死亡，或在接受全身麻醉期間死亡，或死亡在施用全身麻   

   醉藥後24小時內發生

• 手術導致死亡，或死亡在大型手術後48小時內發生

• 職業病導致死亡，或該人的死亡與其現時以往的職業有直接/間接的關聯

• 死於胎中的個案

• 孕婦在產嬰/墮胎/流產後30日內死亡

• 主因不明的敗血症導致死亡

• 自殺身亡

• 受官方看管時死亡

• 在具有逮捕或拘留的法定權力的人履行職責的過程中死亡

• 在政府部門的處所內死亡，而該部門的公職人員有法定的逮捕和拘留權

• 法例指定的某類精神病人在醫院或精神病院內死亡

• 在私營照料院所內的死亡

• 殺人罪行導致的死亡

• 施用藥物或毒藥導致的死亡

• 受虐待、飢餓或疏忽導致的死亡

• 在香港境外的死亡，而屍體被運入香港

生死百科

我想在_，經歷人生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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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訪問

「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

　　在家安辭或許對很多人來說很陌生，甚至
是一個妙想天開的想法。然而，有些病患者及
家屬卻因為過往的經歷讓他們思考臨終階段
照顧的重要性。陳先生為「安辭在家」寧養
照顧服務的個案，於2019年中在家辭世。 
是次專訪訪問了陳先生的女兒小魚，分享了
家人在家辭世的經驗與挑戰。

家人患病萌生在家辭世的想法

問：爸爸幾時開始有在家辭世嘅想法?
答：十年前，媽媽走之後就開始有呢個想法。
記得當時媽媽喺醫院好唔開心，當時社會上
無到戶支援晚期病患者嘅服務，好多時候主
要都係爸爸照顧，到最後送去醫院3日後就 
過身。爸爸喺媽媽喪禮完成後，叫哂所有家
庭成員去傾佢自己嘅計劃，爸爸希望可以死
都要死喺屋企。

「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

問：點解佢會有呢個想法?
答：睇見媽媽走既時候喺醫院好辛苦，當時
病房醫生護士做刊氣咳、病床擠迫、又無哂 
私隱。反而，爸爸覺得屋企始終係最熟悉嘅 
環境，有尊嚴同私隱。爸爸成日都講
「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喺最熟悉嘅
環境走點都舒服啲，同埋有安全感，爸爸真
係好希望永遠留喺屋企。家人無反對，但係
當時唔知道有邊種服務可以支援到爸爸⋯⋯

面對處境 困難重重

問：實踐爸爸嘅心願時有咩困難?
答：最初就係要了解在家辭世嘅程序，原
來要有人CERT(由註冊醫生簽發相關證明)，
要搞好多嘢。話唔定到最後都可能要送返去
醫院。另外，政府資源短缺，社會很少類似
嘅服務提供，醫護人員對呢方面認識唔多，

問 (安辭在家社工-蔡詠貞)
答 (病人家屬-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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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安辭服務團隊於過去一年與
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的服務剪影

專題訪問

「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

曾向一名醫院醫生了解在家終老既事情時，
醫生好震驚，亦話法律上無可能，所有人要
在醫院死，因為要有醫學證明書咁話。但對
於我嚟講，整件事本末倒置咗，我為嘅唔係
一張證明書，而係點樣死。醫生又提到警察
會去我屋企會懷疑及搜證，好麻煩。當然醫
生亦提供咗其他可行嘅方法，包括轉到護理
質素較好嘅院舍照顧直至離世。但係我卻重
視爸爸既死亡質素，如果我有能力嘅話點解
唔請多一個人返嚟照顧爸爸呢? 而醫生亦提
到好少醫生會到戶證實病人死亡。

社區服務及時介入

問：除左搵醫生證實死亡有困難之外，在家
照顧病重的爸爸有咩挑戰?
答：2018年12月係最困難嘅時間，爸爸開
始用鼻胃喉餵飼，發覺一個人搞唔掂，要請
多一個人幫忙。當爸爸覆診確認為晚期認知
障礙症時，好彩醫生介紹你地團隊俾我哋，
你哋有專業人員教我同工人好多護理上 
嘅野，包括鼻喉應用，緊急危機處理，尿喉
使用等等，如果唔係你哋，我真係搞唔掂，
亦唔能夠實現爸爸嘅心願。

完成心願 如釋重負

問：有啲咩令你咁堅持去完成爸爸嘅心願？
答：對於年老、無經濟能力嘅長者嚟講，私隱
係一種奢侈品。只要我仲有能力，我都希望
出最後一分力，令爸爸可以安詳辭世。最重
要嘅目標係維護爸爸尊嚴、減少入院次數同
埋提供安舒環境俾佢居住。很感恩，爸爸最
後都可以如願以償——在家辭世，最值得安
慰嘅係佢唔駛喺醫院受苦。能夠有你哋安辭
服務團隊幫忙，成為我既導航者，一路早指
導及教育我，令我更加有信心幫助爸爸在家
安辭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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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舉辦一次的安辭茶聚，為不忌諱談生論死的長者提供

一個相知、相交、相學習的平台。茶聚中社工及護士除了

分享不同資訊、與院友討論外，還以不同的活動方式與院

友互動。在剛過去的8至12月份的安辭茶聚中，護士分享

有關吞嚥能力的資訊，並即場與院友進行口部運動；社工

與院友分享四道人生中的「道謝」及透過手工實踐向自己、

向他人道謝。

活動剪影

2019年度服務點滴回顧2019年度服務點滴回顧

生死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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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設計的小組活動，讓院友可以透過小組分享

他們的生命故事、彼此學習及結伴同行，豐富

晚期的社交生活。 

活動剪影

2019年度服務點滴回顧2019年度服務點滴回顧

小組活動

「福樂滿心」 – 社工以藝
術因素融入小組，帶領院
友分享人生點滴及對生死
的看法，幫助院友重整人
生及規劃往後生活。

「安辭鬆一鬆」 – 由社工
帶領進行熱身運動、義工
為院友以香薰油進行按摩，
舒緩院友身體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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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團隊非常重視院友的

晚期生活質素，每月會舉

辦不同的戶外活動，讓院

友能夠外出走走，滿足心

靈需要、連結社區。

「林村遊蹤」 – 讓院友感受新年的喜慶

氣氛，增添快樂。

安辭購物茶茗樂 – 讓院友能夠

重溫昔日飲茶的習慣，享用點

心及外出購物的樂趣。

戶外活動

活動剪影

2019年度服務點滴回顧2019年度服務點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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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已於2019年

3月8至10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團

隊作為參展單位，向業界與公眾人士推廣在家

寧養理念及服務經驗。

團隊為社區上不同的服務單位提供生死教

育講座，向公眾推廣寧養、善終的概念

與選擇，分享的主題包括服務介紹、晚

期病患人士的身心靈需要、家屬如何面

對晚期照顧等。

社區展覽

公眾教育講座

活動剪影

2019年度服務點滴回顧2019年度服務點滴回顧



督印人：林樹恒
編輯小組：黃志安、賴佩雯、蔡詠貞、鄒裕珠

安辭服務團隊

地址：新界沙田石門安群街1號京瑞廣場二期25樓R室
電話：2663 4300      傳真：2663 4120
電郵：eolhc@tungwah.org.hk (安辭在家寧養照顧服務)；
 tpn-dihservice@tungwah.org.hk (院舍長者晚期照顧服務)
網站：eolc.tungwahcsd.org

安辭服務安辭服務

安辭在家寧養照顧服務

安辭在家寧養照顧服務是東華三院於2018年
1月開始推行的新服務。服務旨在為留在家
居的晚期病患人士提供全面的居家寧養照
顧服務，協助病人有效地控制痛楚及各種
徵狀，並在心理、社交、靈性及實務上給
予支援，提升晚期的生活質素，達至逝者
善終，生者善別。

服務對象：
21歲或以上、居住在新界東(大埔、北區、
沙田、馬鞍山)的晚期病人及其家屬 (病人須
為香港居民)

院舍長者晚期照顧服務

長者晚期照顧服務是為參與東華三院安老
服務(大埔及北區)下的長者提供寧養照顧
服務，以「全人」、「全家」、「全程」、
「全隊」、「全心」的理念為基礎，為院
內晚期長者提供全面的「晚期照顧」(End-
of-life Care) 服務，提高晚期的生活質素，
促進院友及家屬為各方面的照顧或治療作
出選擇，使院友能安然地走完人生的最後
旅程。

服務單位：
包兆龍護理安老院、伍若瑜護理安老院、
伍蔣惠芳護理安老院、許麗娟安老院、
方王換娣安老院、寶鍾全英安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