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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少人能够逃过哀伤的侵袭。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当我

看到姑姑的车就停放在我家的车道上时，我感到很奇

怪。当我推开铁门后，进入眼帘的竟然是姑姑和母亲紧紧地

抱在一起的画面，而母亲的眼神里就只是满满的哀伤。从那

一刻起，我意识到原来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

虽然，父亲去世已经很多年，但是每当我在毫无预兆的情

况下，看到一辆车停放在我家的车道上时，我都会感到心跳

加速，甚至不敢想象推开门以后，显现眼前的究竟会是怎样

的画面。这时，回忆往往排山倒海地涌现：和完成化疗后的

父亲一起去刁曼岛游玩的画面、父亲站在海滩上看着他这个

（已经老大不小的）女儿参加划艇比赛的情景；又或者是我

站在信箱前，打开褐色信封，看到被医学院录取的通知书后，

想着如果父亲能够陪在身边分享我的欢乐与泪水的那一瞬间。

身为慈怀疗护医生，我曾经接触过许多持续被丧亲之痛所折

磨的人，即使他们的至亲已经离开了好一段日子。由于我们

经常接触死亡，有些人就以为我们是处理丧亲之痛的专家。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对于死亡这个领域的熟悉程

度，并不足以让我们做好更充足的准备去应对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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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院里，丧亲之痛这个议题就好像孤儿般，往往因为其

它议题竞相引起我们的注意力而隐形。就算今时今日的我们，

大多已经成为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了，面对还不能走过哀伤

的家属时，我们不时还是会觉得能力不足。我相信，很多行

内人士对这种能力不足的感觉会有所共鸣。

令人欣喜的是，一群来自不同机构的社工、护士、医生、辅

导员、研究人员，决定携手提升大家对应对丧亲之痛这方面

的认知。他们和许多人，包括失去至亲的家属、宗教领袖、

学校辅导员、社会服务人员、医务人员，在进行深入的交流

以后，了解了丧亲关怀各个方面的需求，继而勾勒出丧亲关

怀领域的轮廓。这本手册便是这个团队呕心沥血的作品之一。

这本手册包含了与丧亲相关的信息、贴士以及一份社区服务

指南，旨在于填补那些可能接触到丧亲者的专业人士，在认

知方面的不足。我们相信，这本册子不但可以成为丧亲者的

自助手册，同时也可以供那些以不同的身份、角色（如：同

事、朋友、教师、雇主等等），向丧亲者表达慰问与关怀的

非专业人士作为参考。

愿这本手册能够增强大家支援丧亲者的能力，使到新加坡成

为一个更有慈爱心的社会。

李安琪医生
主席（2016年至2019年）
新加坡慈怀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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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

因为死亡而失去某个人（丧亲之痛），是多数人在生

命里某个阶段不可避免的经验。无论是亲人或朋友的

离世，丧亲之痛对我们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其实，并没有所

谓“正确”的哀伤反应，但了解自己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或

许是应对丧亲之痛关键的一步。

丧亲之痛的经历因人而异，除了取决于逝者是在怎样的情况

下离世，也受到丧亲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通常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且有可能需要根据我们的角

色、身份，去接受或提供丧亲支援。这本手册为丧亲之后的

您，提供了一些如何照顾自己和别人的常识和建议，尤其是

日常生活里各种不同情境下的哀伤过程与丧亲经历。

我们集思广益，并综合了很多专业人士的意见，旨在于为需

要支援的丧亲者，撰写一本自我照护的手册。您同时也可以

使用手册来支援其他身边的人。在阅读这本手册后，如果您

觉得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无妨敞开心扉向自己所信任的人倾

诉。如果手册里头并没有您想寻找的信息，有需要寻求专业

协助的话，请务必咨询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士。



这本手册被分成多个部分，由每页右上角的颜色区分内容，

让您可以直接翻阅感兴趣的部分。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

时间，翻阅相关的章节。翻阅到最后，手册还附上新加坡相

关社区服务机构的联系方式，供您参考、咨询。手册后面也

备有空白的笔记页，供您写下感想。

除了这本手册，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在同一时间内，也出版了

另外一本名为《如何处理亲人的丧礼和遗产》的手册。

您可以到通过以下网 library.singaporehospice.org.sg 下
载《如何照顾丧亲的自己和亲友》与《如何处理亲人的丧礼
和遗产》电子版手册。

虽然单凭片言只字，并不能减轻丧亲的痛苦，但我们真心地

希望在这个非常时期，手册里所包含的信息，能够引导您疗

愈哀伤。

应对失去亲人的哀伤，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愿我们给予

自己和身边的人多一些耐心，走过我们的哀伤。

序  9

library.singaporehospice.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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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如何应对自己的哀伤

面对至亲的离去与死亡，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

然丧亲之痛即正常又是人类共有的经验，但是它对我

们卻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便是在已经预见死亡会发生的情况

下，一旦发生时还是有可能触动许多情绪和念头。处理哀伤

和丧亲之痛的方式因人而异；没有两个人会有完全相同的反

应。

了解自己目前正在经历什么，以及什么是对自己有帮助的，是

应对丧亲之痛的关键步骤。多数的丧亲者都能够逐渐应对他

们的哀伤，并且能调整与适应过来。然而，有一部分的丧亲

者会在这个过程中面对较大的困难，而专业人士的额外支援，

将能够让他们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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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哀伤？

哀伤是我们经历失落后的一种自然反应。失去至亲可能会给一

些人带来莫大的痛苦。与其尝试忘记亲友离世后所造成的悲

痛，我们不如去学会应对、克服哀伤。虽然，在失去至亲后

的最初几个月里，丧亲者几乎不可能克服那种极度的哀痛悲

伤，但是多数的丧亲者都坦言，哀伤的强度与密度将会随着

时间而减缓。

值得一提的是，哀伤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事件。由

于它是个人化的心路历程，因此没有所谓“对”或“错”的

哀伤方式。这个过程并不是直线前进的，过程中有时可能会

显得混乱，并且存在着难以预测的因素。有些人的哀伤没有

一个固定的时段或时间线，甚至不会完全终止和消失。丧亲

之痛有可能是一辈子的事，但是我们终究会成长、适应丧痛，

而且最终能够将它融为生命里的一部分。

常见的哀伤反应

我们在经历哀伤以及失去至亲后的反应，往往会受到以下几

个因素的影响：

�	死亡是如何发生的；

�	丧亲者与逝者之间的亲密度与关系；

�	丧亲者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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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亲者是否同时面对其它压力；

�	丧亲者以往的失落与丧亲经验；

�	丧亲者所处的生命阶段；以及

�	丧亲者是否能够接触到提供支援的社交网络。

丧痛往往使到一个人的情绪反复无常，因而呈现出震惊、悲

痛、难过或愤怒等等强烈的反应。然而，对一部分的丧亲者

来说，至亲的离世虽然带来伤痛，但同时也让他们感到释怀

与宽慰，例如：当死亡的过程既冗长又痛苦，或者当家属认

为随着死亡逝者就已经挣脱了疾病的折磨。

除了各种的情绪反应，丧亲者还可能有其它哀伤反应，包括

生理、认知、行为方面的反应。您可能在哀伤的过程中，发

现自己能够认同以下所列出的常见反应：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或需要指点时，我就会
给妈妈写信，仿佛她还在世一样地和她聊天、
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她知道我的近况。

我会触摸她送给我的东西，然后我会想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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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 生理 认知 行为

�	震惊
�	悲痛
�	渴望
�	难以置信
�	难过
�	麻木
�	愤怒
�	愧疚
�	自责感
�	畏惧
�	空虚感
�	无助感
�	担忧
�	烦躁 
�	焦虑
�	孤独感
�	释怀
�	安心
�	接受

�	头痛
�	肌肉紧绷
�	肠胃不适
�	心悸
�	胸口纳闷
�	疲劳
�	失眠
�	嗜睡
�	失去胃口
�	心神不定
�	肢体麻痹

�	思绪混乱
�	深入地思考

某种观点
�	感到自责                         
�	回忆过去
�	无法集中

精神
�	感到不公平

�	哭泣
�	沉迷于     

逝者遗物
�	无法完成

日常工作
�	疏离他人
�	不作交流
�	自理不当 
�	对日常活动          

失去兴趣

应对哀伤的方式因人而异

请铭记：每个人处理哀伤的方式都不同。

有些人通过流露不同的情绪来应对哀伤；有些人的哀伤方式

则更倾向于生理或认知方面。哭泣并不是哀伤的唯一反应。

有些人可能就是哭不出来，而这并没什么不对。他们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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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哀伤，不见得不比其他人来得强烈。没有明显的情感流露，

并不代表丧亲者能够适当地处理哀伤。哭泣、情绪化的表现，

也不意味着丧亲者无法面对至亲的离去。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哀伤方式，去了解这些情绪反应的差异。

哀伤领域专家 Kenneth Doka 和 Terry Martin 曾表示，各

种哀伤的应对方式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他们把感性的处理

方式称为“直觉型哀伤方式”(Intuitive Grieving)、理性的则

是“工具型哀伤方式”(Instrumental Grieving)。

直觉型哀伤方式

往往和丰富的情感及其表达方式息息相关。感性地应对

哀伤的人，通常会通过哭泣、向人倾诉来抒发自己的情

绪。

他们会寻求不同的方式，探索、表达、调适他们的哀伤，

以便能够应对情绪所带来的负担，比如：

�	向他人倾诉；

�	允许自己哭泣；

�	回忆过去，并和其他人分享相关回忆；

�	通过翻看照片、个人物件、遗物、缅怀逝者；

�	重返和至亲常去的地方；以及

�	通过创意方式（如撰写反思文章、写作、日志、相片

日志、绘画、音乐等）来表达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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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型哀伤方式

采用理性应对哀伤的人更倾向于思考和行动，比较不擅

于表达情绪。他们会从认知方面着手，处理丧亲后所带

来的实际问题，集中于完成任务、寻找解决方法。

因此，他们可能会把精力投入在如何去了解、学习相关

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和衍生出来的想法合理化。他们

看起来更像“行动派”，会更加把注意力放在完成任务

上，包括：

�	采取实际行动去解决某个问题；

�	冷静且有逻辑性地分析应对丧亲之痛时所遇到的各种

问题；

�	思考应对问题的具体步骤；

�	搜集有助于自己走过哀伤的资料；以及

�	列出一张任务清单，让自己可以完成日常所须处理的

种种事务。

故此，大多数人的应对方式是以上两者的结合。尽管个人会

偏向感性或理性，处理哀伤的方式还是会随着丧亲情况的不

同而产生差异。

我们的哀伤反应以及应对方式，也取决于自身的偏好和性

格 —— 有的人从独处中得到安慰，有的人可能更希望从亲友

当中得到力量与支持，而继续与家人、朋友、所属信仰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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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兴趣小组保持联系，包括会面与社交。有的人通过参加

支援小组获益，有的人则更喜欢进行个人与内在的反思。

了解应对哀伤方式的多元性，将能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的人如何

体验与调适他们的哀伤。这也将使到我们更加了解哀伤过程

的正常性，从中找到对自己最有帮助的处理方法。

哀悼至亲的离世

在至亲逝世的初期，我们难免会觉得震惊，对亲人离世的事

实也可能感到难以置信。我们反复地纠结着，怎么都无法相

信至亲已经不在了，并且可能会非常想念他/她，希望他/她

仍旧在身边。我们也可能反复地问：“为什么发生这样的

事？”、“我（为他/她）所做的究竟够不够？”等等问题。

在这一段期间，各种必须处理的事宜（例如：丧礼、善后工

作、在短期内必须重返工作岗位），往往使到我们奔波忙碌，

从而转移了注意力，无法去正视自己的思绪。重返工作岗位

后，可能会遇到难以集中精神、工作效率不如从前的问题。

当我们重新投入例常的规律生活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丧亲

的事实，从而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哀伤情绪。

至亲不在的事实将被渐渐地放大，而我们也会慢慢地意识到，

以往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会渐渐察觉自己日常生活

中的变化，并尝试去适应、习惯没有至亲的日子。我们也有

可能需要扮演新的角色、适应新的规律、并且肩负起大大小

小的新责任。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亲友的探访和慰问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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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逐渐减少，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难受。如果我们曾

经是看护者，随着至亲的离世而卸下了看护责任，我们可能

会因此而对未来感到茫然，心情或许变得更为沉重。

我们的生死观也会影响哀伤的过程。面对深爱至亲的死亡，

我们可能会质疑原有的世界观、信念。一些人可能会重新审

视自己以往对生命的诠释、自身的信念与身份，从而找出丧

亲背后的某种意义。有些人的宗教信仰可能因此动摇；有些

人可能反而更倾向于从信仰中寻求慰藉，并因此对信仰的教义

有了更深一层的诠释，而变得更加的虔诚。许多常见的疑问，

将会在至亲离世后一一浮现。有时候，存有疑问的丧亲者可

能通过各自的宗教与灵性观获得他们想要的答案，找出方法

去适应丧亲后的日子，并重拾内心的平静。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哀伤犹如海浪般，很轻易地就随着一

句简单的提醒、一些过去的记忆而波动。和逝者曾经一起去

过的地方、回忆起他/她最喜爱的食物、一首曾经共享的别具

意义的歌曲、重返他/她曾经接受过疗护的医院，甚至只是一

个简单的提问，都可能唤起您对至亲的回忆。

有时候，您可能会感受到短暂的平静，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已

经没事了。然而，下一刻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却又被突然来

袭的哀伤情绪、念头所淹没。您可能会因此纳闷自己是否因

丧亲而精神失常，或者质疑自己是否有问题，彷佛自己的伤

痛没有好转。无论您有没有这种体验，那都是正常的。每个

人都有“晴天”和“阴天”。意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

学会接纳这些内心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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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哀伤是否正常？”是丧亲者与家属常问的问题之
一。您并非是唯一有这个疑问的人。很多丧亲者会在
某一个瞬间，怀疑自己的心情、想法或行为是否正常。

有无任何一种哀伤反应，不能断定您的哀伤是否正常。
切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着不同的人
生经历、性格和应对哀伤的方式。面对哀伤，有些人
会产生比较多的生理反应，有些人则是情绪反应居多。
即使再怎么不常见的反应，那或许就是我们缅怀逝者
的独特方式。在学习适应哀伤时，您也可以采用符合
您的个性、生活习惯，以及生命阶段的方式。

质问自己是否正常，或许是一种自我寻求肯定的方式。
您可能也不是很确定，调适哀伤的进度是否回到正轨
上了，又或者是否应该寻求专业咨询。在试图解答这
个疑问时，您可以先去了解自己的哀伤，并思考哀伤
对自己生活中各个环节的影响 —— 其中包括您如何
与亲友互动、应付工作、对自我的感觉、此时此刻的
世界观，以及参与社交活动的程度等等。您可以试着
这么问自己 —— 对自己的哀伤有什么看法？您的哀
伤是否严重地影响了生活，让您感到心烦意乱？您是
否正在伤害着自己或身边的人？哀伤对您所造成的影
响，是否已经超越了您所能掌控和应付的范围？和一
个了解您的人讨论以上的问题，或许对您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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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哀伤会持续多久？

哀伤反应究竟会持续多久，因个人和境况而异。有些
人可能只需区区几天，有些人则可能长达几个星期或
更长。然而，重新找到平衡点究竟需要多久，并没有
一个固定的时限。虽然有些哀伤的反应持续的时间会
比较久，但是多数丧亲者坦言，丧痛的强度与密度，
将会随着时间而减缓。

有时候，我们会把哀伤想象成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化的
事。然而，更常见的是，哀伤可能不会完全消失，甚
至没有所谓的一个终点。我们对至亲的怀念是永恒
的。即使在多年以后，我们仍旧可能因为被勾起了回
忆而掉泪。我们需要时间适应改变，并找到应付生活
的各种挑战与日常情绪的方法。即便哀伤难以完全磨
灭，我们还是可以学会以有意义和健康的方式去承载
它。经过岁月的洗礼后，我们的生命和应对能力，将
顺应哀伤持续地成长与强化，最终将能够把哀伤融为
生命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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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自己的哀伤

应对丧痛之际，我们经常需要在多方面取得平衡，包括面对

哀伤、处理日常生活里的变化，并作出相对的调整等等。重

要的是，我们需要就此制定应对的方法和策略。

以下，我们列出了一些协助您走过哀伤的建议，供您作参考：

1. 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节奏应对哀伤

意识和接纳自己的情绪、想法和行为 —— 您的哀伤是起伏不

定的。切记不要和他人作比较，或为自己所呈现出来的情绪、

举动等等哀伤反应感到自责。这是一段非常时期，您需要时

间逐渐地找回平衡点，并向前跨步。过程中，并没有固定的

时间线，以及先后次序。试着去了解自己惯用的哀伤方式，

并找出认为有助于表达和处理哀伤的方式。千万不要催促自

己赶快从哀伤中抽离，或者为了让自己“好起来”而对自己

施压。感觉不好，并没问题。学习善待自己，对自己和哀伤

的过程要有耐心。

2. 自制日程表与规范日常作息

随着至亲的离世，您手头上将会有很多事宜需要处理，尤其

当您是唯一处理至亲身后事和遗物的负责人。至亲的离世，

也会给生活带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您或许需要学会新的技能、

承担新的责任、尝试新的事务。尽量制定一个日程表来规范

日常作息，不但让生活变得比较有结构，也有助于您处理日

常所需。您不妨在日程表里，安排一些私人时间去处理自己

的哀伤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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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的时候，日程表可以比较简单；您可以先准备一份清

单，列出您所需要处理的事情。运用那些比较容易记住的方

式，安排与归纳所需处理的事务，通常会比较有效率 —— 比

如，整理遗物时可以放进盒子或文件夹里，又或者用不同的

颜色、标签加以分类。当您在尝试收拾与整理至亲的个人物

品时，请务必不要催促自己。您或许可以按照以下三个类别

来整理至亲的遗物 —— 一、“有纪念意义的、可以保留的东

西”；二、“已经不需要、不要的东西”；三、“还不能决

定是否保留还是丢掉的东西”。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安

排每天所需处理的事情，和其优先次序。您可以先选择每天

完成一到两件事，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进度，同时确保

自己有足够的时间休息。随着时间，您可以逐渐在日程表里

安排处理更多的事情。

3. 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

管理自己的情绪、适应变化，会使人倍感压力、疲惫。这可

能给您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影响。

请务必注意照顾自己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给予自己充分

的睡眠、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做一些简单的运动、重拾自

己的兴趣爱好，从而让您放松身心、恢复活力。有必要时，

您不妨接受亲友的支援。

4. 向可信任的亲友寻求支援

丧亲者通常更愿意独处。但是，有时候，在亲友的支援下，

您可能更容易走过哀伤。因此，和亲友保持联系与交流以及

参与社交活动，颇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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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身边的人倾诉，可能会让您感到尴尬；您也可能不愿意去

麻烦别人。有时候，亲友的反应也可能让您感到更加难堪、

不自在。这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也和您一样无助，不知道该

如何以最恰当的方法慰问您，即使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您可以自行决定，究竟要用多少时间和他人相处，并在过程

中找出您认为可以倾诉的对象。对方或许是您信得过，且让

您感到舒服自在的亲友。您可以主动联系他们。您的一通电

话、一则简讯，将能够让他们意识到，您需要他们的陪伴，

以及所需要的帮助。

5. 寻找方法与逝者连结

许多丧亲者坦言，害怕忘记离世的至亲，也害怕对逝者的记

忆，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模糊与不清晰。

制定一个独有的缅怀方式，将有助于处理这种恐惧心理。它

不但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也可以给您带来慰藉。例如：您

可以重游故地、听他/她生前最喜爱的歌曲；即使他/她已经

不在了，您还是可以通过“对话”或书写的方式分享近况；

又或者是制作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翻看旧照片、保留以

及收藏遗物、尝试至亲生前的爱好等等，与对方连结。

缅怀至亲的方式和收藏遗物，能让您感到宽慰与安心，同

时也能延续我们和至亲的连结，抒发我们对他们的爱与思念。

故此，当我们在继续生活的同时，也能够一再地找到记住他

们的方式，从而保持那份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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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周年纪念的预期反应作好准备

周年纪念和喜庆佳节可能会加剧您的哀伤，因为这些日子将

突显至亲已经不在的惨痛事实，再再地触动一些记忆，引起

一些强烈的情绪反应。通常，在纪念日之前的那段日子，有

关的反应、情绪，可能会比纪念日当天更强烈。在这段期间，

您可能会意识到一些哀伤情绪和生理反应的重现。切记，这

些情况可能会发生，而且是正常的。

您可以提前为预期反应作好准备，安排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去渡过这些重要的日子。与此同时，您也可以向亲友倾诉，

让他们和您一起面对。如果在一段时期里，您不打算参加任

何聚会、庆祝活动，您可以通知亲友，让他们了解您的需要。

当哀伤成为了您的包袱

我们一再地强调，调适与应对哀伤是个人化的历程；多数人

最终都能够借助自己的力量以及在亲人的支援下，找到舒缓

丧痛的方式。

然而，有些丧亲者可能在过程中遇到更大的困难，日常作息

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哀伤反应也可能多方面扰乱了他们的

心绪，使他们长时间里无法正常地生活。哀伤也可能远远超

出了他们所能承载的程度，带来持续性的困扰。

有时候，导致死亡的情况让人痛心疾首。故此，丧亲者更难

以应对其丧亲之痛，例子包括：创伤性的突发死亡、出乎预

料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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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的突发死亡、出乎预料的死亡

当死亡是在毫无预兆又或是涉及暴力的情况下发生时，

丧亲者所面对的丧痛是属于“创伤性”的。亲人死于自

杀的丧痛，是其中一个例子。

失去亲人时，我们肯定会感到痛苦。而当至亲因自杀身

亡，丧亲者则必须承受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创伤与悲痛。

其痛楚不但加剧，同时也可能面对极度的愤怒、自责和

耻辱。

“自杀者遗族” (“suicide survivors”)，即自杀身亡者

的亲友，会经历之前提过的多种哀伤反应。比如：震惊、

愤怒、烦躁、愧疚、自责感、无助感、失眠、极度的疲

惫，以及与社会脱节等等。鉴于死因，丧亲者的哀伤反

应可能更持久、更激烈，使到他们在应对哀伤时出现更

大的困难。

自 杀 者 遗 族 往 往 会 问 ： “ 为 什 么 会 发 生 这 种 事

情？”、“为什么他/她会自杀？”他们有很多的“为

什么”，也因为觉得无法阻止至亲寻死而感到愧疚自

责；又或者他们会把怨气发泄在自杀身亡的至亲身上，

责怪他们自寻短见。“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或那么

做？我有没有可能阻止他/她寻死？他/她为什么要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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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对许多自杀者遗族来说，

会透支很多的精力。

很多时候，自杀者遗族对亲人死于自杀的事实，感到难

以启齿。他们害怕重提死亡的情境，将引发更多的问题

和痛苦。自杀者遗族也可能反复想起自杀事件和做噩梦。

和一般丧亲者一样，特别的日子和纪念日对自杀者遗族

来说额外的煎熬，尤其是至亲离世的周年。当初激烈与

创痛的回忆，可能重新涌现。您可以尝试和亲友坦诚地

沟通，然后决定是否已经作好足够的准备，去参加一些

社交活动。请根据自己的步伐作出选择，在还没有作好

准备前，您大可选择暂时不参与。

自杀者遗族应寻求专业人士的支援，协助您处理创伤，

以及自身无法应对的感受。如果情绪的起伏或焦躁不安

的症状持续很久，又或者是萌生轻生、自残的念头，那

更应该咨询专业人士。

在这个非常时期，朋友、亲戚、宗教团体和支援小组可

以给自杀者遗族提供额外的支援、安慰、关怀与温暖。

当您准备好了以后，您可以重拾对逝者的美好回忆、或

记起和逝者曾共享过的美好时光。这最终将帮助您接受

失去至亲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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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哀伤成为您的包袱时，适应不良的症状将变得十分显著，

其中包括：

�	长时间无法如常作息；

�	过度地执着于至亲离世的痛楚；

�	过于强烈的伤痛、愤怒、怨恨和愧疚；

�	忽略个人的自理、卫生、仪容；

�	物质滥用 —— 如酗酒、吸毒或染上其他恶习；

�	产生幻觉；

�	长期地感受生活毫无意义与希望；

�	无法从生命里找到乐趣、正面的情绪和意义；

�	长期性地脱离社交活动；以及

�	产生轻生或自残的念头。

如果您认为自己无法应对哀伤所带来的困扰与冲击，又或者

是深受创伤性的死亡影响，您应当寻求专业援助或者求医。

您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渡过这段艰难的时期。您可以

参考本册后页的《社区服务机构名单》，向相关机构寻求丧

亲支援服务。





第三章

支援丧亲的亲友

哀伤是人们经历丧亲时一个自然的过程。在尝试支援丧

亲的亲友时，请铭记，他们的情绪是普遍性的，只是

哀伤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会因人而异。基于此，不能强迫丧亲

者赶快走过哀伤。其实，并没有所谓“对”的哀伤与悼念方

式。您或许无法舒缓丧亲者所承受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但

是您可以协助他们应对这段艰难的里程，让他们在哀伤的同

时也能找到慰藉。

丧亲是人的一生中最艰辛的经历之一。人们因为遭受丧亲而

产生的相关想法、情绪，往往也会跟着加剧。面对许多强烈

与痛苦的情绪，例如：抑郁、愤怒、愧疚、极度悲伤，丧亲

者会无力应对，而且经常会感到孤立无助。这时，如果身边

有人可以依靠的话，这将有助于丧亲者适应哀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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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哀伤的强烈情绪和痛苦，往往使人们既感到无所适从，

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丧亲的亲友伸出援手。您可能害怕侵犯了

丧亲者的隐私、担心说错话，或加剧了丧亲的亲友在这个非

常时期时的伤痛。存有这样的顾虑合乎情理，而且不只是您

一个人会为此而纠结。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些不自在的感受

成为您的绊脚石，因为丧亲的亲友在此时此刻，比任何时候

更需要您的支持。丧亲者需要的通常只是陪伴、倾听和关心。

无论您觉得自己的忠告和建议多么的有益，在这个时候千万

不要把您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能够安静且带着关怀的心

陪伴在左右，是支援丧亲者的一门艺术。掌握这门艺术，很

重要。

关于丧亲亲友哀伤的常见反应、经验、行为，您可以参阅本

册第一章《如何应对自己的哀伤》。

一家人如何应对哀伤

当至亲离世以后，我们除了得照顾自己，也得扶持家人。一

个人如何看待与面对临终、死亡以及哀伤，会受到自身的文

化、宗教与家庭背景的影响。即便哀伤的情绪反应是个人化

的，经历失落并不是个人的过程，而是和其他家人的经历紧

密联系。每个家庭的哀伤经验都有其独特性，而这取决于多

种因素，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角色、家族文

化、家族信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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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间的互动

每个家庭应对哀伤的方式是独特，正如应对哀伤的方式因人

而异。对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情绪能流露

出来、什么情绪不能流露出来”，多数的家庭有所谓的“潜

规则”。当家里发生事故时，比如丧亲，这些“潜规则”往

往就变得更加明显。有些家庭里，成员之间会很自然地流露

出伤感、愤怒和难过的情绪。但是，在其他家庭里，流露情

绪是不被允许或理会的。“你必需振作起来”、“这一切都

过去了，我们必需向前看”这类忠告，可能会让丧亲者感到

被孤立，也使到一家人陷入两难的局面 —— 究竟该延用旧的，

还是尝试新的方式去应对哀伤呢？ 

有一些家庭把哭泣视为软弱的表现 —— 女人可以流泪，但是

男人有泪不轻弹。在面对哀伤的过程中，不同家庭在共享信

息、让年幼孩童参与的程度上也有差别。有时，有些丧亲者

因为害怕谈论自己的哀伤，可能会触动其他家庭成员的情绪，

于是选择把话憋在心里。的确，丧亲可能对家庭成员之间的

互动带来很大的影响。

 母亲去世后，我扮演起她的角色。除了应付自己
的工作和生活，我煮饭和打扫卫生，为这个家做了

一切她会为家人所做的事情。家人并不明白为什么在
母亲过世后，我要做这么多事。母亲的往生给大家带

来不同的影响，而他们并不理解我当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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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每个家庭成员哀伤的程度，会因为他/她与逝者的关系、关

系亲密度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比如：有些家庭成员和我们关

系特别的亲密，有些则和我们关系紧张，甚至存有冲突矛盾。

又或者，您是失去了母亲，其他家庭成员则是失去了配偶、

姐妹、奶奶或家婆。就此，同一个亲人去世时，每一个家庭

成员会有不同程度的失落感。此外，不同的哀伤方式，也会

造成家庭成员间出现关系紧张的情况。

家庭成员的角色

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里扮演着多重角色。无论是经济支柱、

看护者、家长、配偶、子女、兄弟姐妹，这些角色都非常重

要。一旦扮演某个或多个角色的家庭成员不在了，其他家庭

成员的生活里将会出现缺憾。比如，当经济支柱离世时，逝

者的家人可能会面对财务问题，对未来也感到担忧。又或

者，一个育有年幼子女的母亲去世后，她的家人可能需要重

新安排孩子的照顾。即使一些角色可能不那么重要，但他们

的缺席还是给家里留下了空缺，或使到日常作息、家庭成员

的互动出现变化。比如：一名母亲可能是促使所有已婚子孙

在周末聚会的主要原因。一旦这名母亲不在了，已婚子孙可

能会减少这些聚会，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没必要这么做了。此

外，家庭成员也许会直接或间接提出他们的期望，让某个家

庭成员替代逝者扮演过的角色，而这可能造成家庭里的关系

变得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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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的角度了解哀伤经历，会让我们对一家人如何面对与

走过哀伤，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到，丧

亲如何改变一个家庭的运作。当您扶持家人走过哀伤时，请

您铭记：

�	以恭敬的态度，容许每个家庭成员用适合自己的方式面对

哀伤；

�	鼓励开放式的沟通，并相互理解 —— 在表达自己情绪的当

儿，也要聆听其他家庭成员的心声；

�	对于逝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着不同的记忆与故事。大

家不妨一起畅谈关于逝者的点滴，缅怀逝者；

�	调整对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期望、避免把自己的观点强

加于他人身上。有需要的话，可以根据每个家庭成员的能

力和适应程度，重新分配家庭成员角色以及相应的职责；

�	接受各个家庭成员角色的更动、家庭习俗方面的改变。如

果情况允许的话，可以尝试保留原有的一些习俗，或设想

出新的方式去加强家人之间的情感；以及

�	在做出重大决定或改变前三思而行，尤其是在失去至亲的

第一个年头里。

时光的流逝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一个家庭调适哀伤，

并找到新的生活方式，继续如常地生活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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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丧亲亲友的贴士

以下是如何支援丧亲亲友的一些建议与资讯：

1. 了解哀伤的过程

当您越是了解哀伤以及哀伤的过程，您就更有能力去支援丧

亲的亲友。哀伤的方式并没有所谓对错；哀伤的情绪不一定

得顺着可预知的阶段显现；它如同过山车般，包含变幻莫测

的起伏转折。哀伤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应对哀伤的方式也因

人而异。因此，请避免劝告您的至亲，他/她应该、不应该有

怎样的情绪或者行为。

在丧亲的最初阶段里，承受着悲痛的亲友可能会有极端的情

绪与行为。比如：对神明感到异常的愤怒、强迫性地想一再

复述和死亡有关的事件与情境、情绪失控、频频泪崩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丧亲者需要您的肯定，他/她所经历的是正常

的哀伤反应。了解到哀伤没有所谓固定时限，请避免劝告亲

友“尽快走出哀伤”，也不要对他们是否已经平复哀伤而作

任何批评。反之，即便您的亲友可能看起来情绪稳定，也不

 我很感激在这段日子里，甚至到这一刻，一直在支
援我、聆听我的朋友。他们一直告诉我，他已经受够了
苦 … 他现在已经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了。这些我都懂，
不需要再多说。我只是需要有人向我保证，当我有需
要的时候，这个人会在我身边。沉默不语没有问题。
我知道你不能带走我的悲痛；我只是需要被聆听。  



支援丧亲的亲友  35

再提起至亲的离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走过哀伤。切记，

每个人面对哀伤的方式不一样。丧亲的亲友可能正在寻找适

合表达哀伤的时间、倾诉对象和场合。

2. 说话的提示

支援者感到最艰难的一项任务是应该对丧亲的亲友说些什么。

您会担心自己的遣词用字是否能给对方带来安慰，而不是制

造更多的痛苦。其实，您的侧耳倾听比说话的内容更加重要。

很多人因为担心丧亲者会触景伤情、更加悲痛，而对他们至

亲死亡的事实避而不谈。支援者往往只是邀请丧亲者参与活

动，或一味地转移话题，并没有给予丧亲者足够的空间倾诉。

这一切无疑都是用心良苦的关怀行为。然而，更有帮助的是，

让丧亲亲友知道并感受到他们的失落是被认可与体谅的。丧

亲亲友需要您的肯定，即：他/她的至亲不会被遗忘，而谈论

他们的丧亲之痛是没问题的。

切记，您是否有能力和丧亲亲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取决于

您个人的信念以及讨论临终、死亡与丧亲议题的舒服程度。

以慈悲的心倾听，您可以从谈话内容中，判断对方在丧亲后

比较关注或担心的是什么。请务必让他/她知道，您可以侧耳

倾听。

当您记住了“多听少说”的道理后，您可以采用以下有效的

沟通方式和丧亲亲友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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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确认死亡的事实

 这会让丧亲的亲友知道，您可以坦然自在地讨论丧亲的

感受。例如：“我听说您的奶奶毫无征兆地在睡梦中过世

了。”

b. 表达关心

 您可以具体表达您对他/她的关心。例如：“我记得您跟奶

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听到她过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遗

憾。”

c. 让丧亲者复述失落的细节

 丧亲者可能会复述失落的情境，有时甚至包括一些细节。

请您耐心地聆听。有些丧亲者需要以复述经历的方式，找

到丧亲背后的意义，让自己接受死亡的发生。每一次的复

述将能减缓他们内心的痛苦，而您耐心怜悯地聆听，足以

为他们带来莫大的鼓舞。

d. 询问丧亲者的感受、想法

 切记，哀伤的经历因人而异。在任何时候，您都不要自以

为理解丧亲者的情绪。丧亲者的情绪反应和念头，会随着

时间的转移而变得反复无常。您可以询问丧亲者当下那一

刻的感受，并专注地聆听。

 如果您也曾有过丧亲之痛，并认为自身的经历有助于丧亲

亲友的话，请您先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让您进行分享。请

不要别把自身与亲友的经历作比较，或把自己的感悟强加

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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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愿意聆听任何问题

 即使丧亲的亲友认为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多么的微不足道，

请您务必明确地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在您面前哭泣、发

怒、崩溃，或者向您倾诉。这将让他们感到安心，不会因

为害怕受到批判、批评，而不敢讲述自己的感受、想法或

提出问题。

f. 真诚地与丧亲者沟通

 您可以直接向丧亲者表明，您不知道如何开导、安慰他们，

但却真心诚意地关心他们。这比似有若无地说了一些淡化

哀伤的字句，或者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来得更

有效。您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鼓励他们寻找自己的答案，

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感受或者怎么做。

g. 愿意默默地陪伴丧亲者

 有时候，丧亲的亲友可能不想开口说话。您默默地陪伴在

左右，并给予关怀，对他/她来说同样是舒服的。非言语的

关怀方式，如眼神交流、适当的肢体接触、轻拍肩膀或者

拥抱，对丧亲者也很有帮助。

当您记住了“多听少说”的道理后，请避免使用以下这些对

丧亲者毫无益处的句子：

a. 以“你应该”、“你会”为首的句子

 这些句子对丧亲的亲友来说过于直接与唐突，没有考虑

到对方的感受；更合适的句子包括：“您或许可以尝

试 …”、“您有没有考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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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强加自己的信仰的句子

 “他现在已经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了。”

 “这是神明的旨意。”

 您的亲友未必和您有同样的信仰。除非他们提到信仰的问

题，否则请避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他人身上。

c. 提醒丧亲者感恩的句子

 “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值得你感恩的事情吧！”

 丧亲者不见得不感激身边的人和事，只是对于非常时期的

他们来说，应对丧亲之痛更加重要。

d. 过早要求、催促丧亲者走过哀伤的句子

 “你要面对现实啊。是时候让生活步入正轨了。”

 “哭泣是没有用的；振作起来吧！”

 走过哀伤易说难做。每个人需要的时间不一样。有些丧亲

者觉得生活步入正轨，象征着他们“忘了”刚离世不久的

亲人，这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因此会“抗拒”走出哀伤。

与其劝告他们不要再哀伤了，不如去正视亲人离世后生活

已经不一样了。

3. 在丧亲中初期后，继续提供支援

一般而言，丧亲者在丧亲初期会得到很多支援，尤其是处理

实际问题、仪式等方面。然而，一旦葬礼结束后，丧亲的亲

友可能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个时候，您的支援就更显得宝贵

了。因为当一切的慰问，如：简讯、卡片、花、陪伴都停止了

以后，亲友的丧亲之痛仍会持续，而且不见得会减弱。每个

丧亲者走出哀伤的时间不一样，但各自所需要的时间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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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他人的预算。如果您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

继续支持丧亲的亲友，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此外，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请务必给予丧亲的亲友提供额外

的支持。一年中的某一些日子，对于丧亲亲友来说特别难渡

过。这可能包括佳节期间、家庭的里程碑、生日、纪念日。

在这些日子里，失落感会被放大，请对丧亲者的情绪保持敏

感。请让丧亲的亲友知道，您随时愿意根据他们的需要伸出

支援之手。虽然丧亲之痛会随着时光流逝而逐渐减弱，但是一

些和失落有关的感受可能不会完全消失。

4. 主动提出您可以在哪方面给予帮助

对丧亲的亲友而言，向人求助需要很大的勇气。丧亲者可能

因为担心或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而难以启齿。即使需要帮助，

他/她未必处于最佳的精神状态中，能够意识到自己需要向

人求助。您可以具体地说明您所能给予的援助，如：“今天

的午饭我煮了汤，什么时候方便我给你送过去？”，而不是

说：“有什么可以帮得到你的地方，请随时告诉我。”您可

以给予丧亲的亲友很多实际与具体的援助。以下是一些供您

参考的建议：

a. 帮忙填写表格；

b. 帮忙葬礼的安排；

c. 帮忙添购日常必需品；

d. 帮忙跑跑腿，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

e. 在丧亲者家里陪伴他们，协助他们接听电话、接待访客；

f. 帮忙做家务，比如打扫卫生、洗涤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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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当他们想外出时，您可以陪伴左右；

h. 帮忙他们照料那些需要看顾的家属；以及

i. 和他们一起进行一些活动，比如：散步、一起用餐、运动

等等。

在提供实际援助方面，请在短时间内尽量提供持续性的支援。

这将会让丧亲的亲友更加确定会得到怎样的协助，而无需反

复为了同一件事情向您求助。

5. 了解、接受不同的世界观与习俗

各种文化、宗教观点所包含的不同世界观，也可能影响人们

表达哀伤的方式。这样的情形在新加坡这个国际大都市里尤

其显著。当丧亲者的世界观、悼念方式有别于您的习俗时，

请务必保持开放的心态，增强这方面的知识。请铭记，重点

不在于您会怎么做或相信什么，而是什么最适合您的亲友。

虽然社会上存在着主流的观点和习俗，但是您的亲友可能更

倾向于其它风俗习惯。您可以协助他们了解，他们行为背后

的用意，寻求符合他们的哀悼方式，借此表达您对他们的支

持。比如：有一些丧亲者不认同长辈不允许幼童参加葬礼，

您可以帮助他们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幼童通过其他的方

式参与。当您能够理解亲友决定的用意时，您便能更好地协

助他们找到其他悼念至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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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需要寻求专业协助的征兆

1. 预警征兆

感觉到心情低落、觉得自己好像和身边的人脱节了，这对丧

亲的亲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丧亲

者哀伤反应（情绪、想法、行为）持续地处于强烈的状态中，

而且仍旧沉浸于亲人已经死亡的事实里，他们的哀伤可能已

经变成更严重的问题，如：延长性的哀伤障碍、抑郁症。您

可以参考本册所附上社区服务机构名单，以便协助亲友寻找

专业的丧亲辅导服务。在决定是否需要协助亲友寻求援助时，

请参考以下的征兆：

�	长时间无法如常作息；

�	过度地执着于至亲离世的痛楚；

�	过于强烈的伤痛、愤怒、怨恨和愧疚；

�	忽略个人的自理、卫生、仪容；

�	滥用物品 —— 如酗酒、吸毒或染上其他恶习；

�	产生幻觉；

�	持续性地感受生活毫无意义与希望；

�	无法从生命里找到乐趣、正面的情绪和意义；

�	长期性地脱离社交活动；以及

�	产生轻生或自残的念头。

2. 透露轻生的念头

如果您的亲友透露轻生的念头，请您认真对待他/她所说的一

切，并尽快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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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与青少年的哀伤

童年是一个人经历多方面发育的时期，这包括生理、认

知、社会性以及情感的发育。儿童与青少年对死亡的

理解，和他们的认知、社会性与情感发育息息相关。随着成

长，他们的认知能力，将帮助他们对死亡有更深刻的理解。

生活经历的增加，也将影响他们如何诠释死亡。经历过至亲

离世的儿童与青少年，可能会摸索出自己的一套应对丧亲经

历的方式。

为了帮助他们应对失落与哀伤，并适应丧亲的经历，家长需

要给孩子提供和他们的发育阶段相符的信息。您可以陪伴并

倾听孩子所关注的问题，在必要时对症下药。这将能够帮助

儿童与青少年更好地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至亲的

死亡会怎么影响他们和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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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概括了儿童与青少年在各个发育阶段里，对死亡的理

解以及应对丧亲的反应。本章节也就如何帮助他们应对丧亲

之痛，提供相关的建议。

“死亡”这个概念，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1. 不可逆转性

死亡就是终点。和卡通人物、超人不一样的是，一个人一旦

死了，便不能复活。

2. 普遍性

所有的生物最终都会死去，这是不可避免的。

3. 无功能性

死亡意味着所有的生理功能都将停止。

4. 因果性

死亡是由生物性的原因所造成的。导致死亡的发生，可能包

括内在（如：疾病）或外在的因素（如：身体上的损伤）。

本章将根据以上四个组成部分为基础，就儿童和青少年对死

亡的理解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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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出生至12个月大）

对死亡的理解

�	婴儿对死亡没有任何的理解。

�	由于婴儿正处于感知阶段，他们往往通过觉察动作与氛围，

感受死亡的冲击。

可能呈现的反应

由于这个时期是婴儿对周遭环境产生基本信任的阶段，因此

看护者的离世会干扰到他们建立信任的过程，从而造成了不

信任。

当死亡发生时，婴儿可能会：

�	更加急躁；

�	出现睡眠受干扰的情况；

�	胃口变化；

�	肚子不舒服；以及

�	变得更加内向，与外界脱节。

如何帮助婴儿

�	婴儿的反应主要是肢体语言，除此之外他们无法表达自己。

因此，家人有必要留意婴儿生理、行为上的变化。

�	抽出时间多和婴儿有亲密的肢体接触，如：将他们抱入怀

里，以便减缓他们的不安。

�	多通过言语表示爱意，重新让婴儿感受到温暖与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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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减少婴儿生活中的变化（如：更换看护者、婴儿房），

以免进一步减弱婴儿世界里的可预见性。

�	由于婴儿的感知能力比较发达，通过播放舒缓的音乐，将

能够舒解周遭环境的紧张气氛。

幼儿（12个月至两岁）

对死亡的理解

�	幼儿无法理解死亡的不可逆转性。

�	他们无法理解死亡的普遍性。

�	他们可能察觉到家里有人不在了，对离别也颇为敏感，但

是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失落的感受。

可能呈现的反应

�	由于安全感受到了威胁，幼儿可能会比平时哭得更加厉害。

�	他们也可能会通过闹情绪来表达自己的不安。

�	他们可能会产生分离焦虑，并变得更加黏人。

�	他们可能会感到肚子不适。

�	他们可能会问许多问题，以及反复问同一道问题。

如何帮助幼儿

�	抽出时间多和幼儿有亲密的肢体接触，如：将他们抱入怀

里，以便重建他们的安全感。

�	提供让他们感到安慰的物件（如：枕头、最喜欢的毛绒玩

具），以便缓和不稳定的情绪。

�	尽量保持固定的作息（如：喂食时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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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的话，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变化（如：更换保姆），

以便减少陌生的人与事物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

�	由于幼儿无法通过言语表达自己内心的挣扎，请多留意他

们在生理、行为上的变化。

学龄前儿童（三至六岁）

对死亡的理解

�	学龄前儿童往往把死亡和老人或病重者联想在一起，认为

死亡不会发生在健康的人身上。

�	他们可能把死亡视作暂别（如：逝者只是去旅行），不理

解死亡的不可逆转性。

�	他们可能认为死者仍旧能够行动自如和生活。

�	由于他们的认知发育处在前运思阶段，因此他们可能通

过“奇特思维”解释死因。

�	在这个生命阶段里，一些学龄前儿童的思维模式，相对地

偏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他们可能误以为至亲的死亡，

是他们犯错后所得到的惩罚。

可能呈现的反应

�	学龄前儿童可能会反复询问逝者回来的日期、时间。

�	他们可能会呈现出倒退行为（如：吮手指、尿床、说儿

语）。

�	由于害怕被遗弃，和看护者分离时，他们可能会显得十分

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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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误以为自己是导致逝者去世的罪魁祸首（如：和逝者

曾经争吵），学龄前儿童会因此产生内疚感。

�	他们可能比较容易分心。

如何帮助学龄前儿童

�	由于认知发育以语言能力的发育为主，而这个阶段里的儿

童也会通过各种符号来代表事物，因此与其用意思含糊

的字句，如“奶奶去了更好的地方”或者“奶奶去陪爷爷

了”，不如直接使用具体的字眼，如：“死亡”。

�	坦诚布公地谈论至亲的死亡，以便让他们明白死亡不是家

里的禁忌，他们可以和家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	诚实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使用适合他们心理发育阶段的

词语。

�	向他们清楚地表明，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依然被家人所

疼爱，并向他们保证，他们将继续得到家人的爱护。

小学低年级学生（七至九岁）

对死亡的理解

�	这个年龄层的儿童对人体有更深的理解，明白一个死去的

人已经没有任何的生理功能。

�	他们了解死亡的不可逆转性。

�	然而，他们并不见得明白死亡的普遍性。

�	小学低年级学生往往把死亡和老人联想在一起，以为年轻

人不会死。

�	他们也可能把死亡和动画片中的恐怖画面，如：鬼魂、鬼

屋联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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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呈现的反应

�	小学低年级学生可能会不断地询问死亡是如何发生的。

�	他们可能会询问许多关于死亡的细节，以便加深自己对死

亡的理解。

�	由于缺乏安全感，以及/或者语言表达能力上的局限，他们

可能会通过异于寻常的行为、情绪发泄，表达他们的哀伤。

�	他们可能会拒绝接受死亡发生的事实，并且回避谈论有关

死亡的话题。

�	出现情绪波动以及呈现不一致的哀伤反应，对他们来说可

能是普遍的。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够一下子就处理好所有的

情绪。

如何帮助小学低年级学生

�	借助视觉辅助工具（如：故事书、互动活动书）与他们讨

论死亡，帮助他们理解死亡。

�	耐心地对待他们，并且做一个好的聆听者。

�	澄清对死亡事件的任何误解、安抚他们的恐惧和焦虑。

�	根据适当的年龄，邀请他们参与某一些决策的过程（如：

丧礼或作息相关的决定）。

�	如果他们愿意而且觉得自在的话，可以让他们参加相关的

仪式，这将能培养他们对丧亲群的归属感，并减少他们的

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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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学生（十至十二岁）

对死亡的理解

�	小学高年级学生理解死亡意味着死者已经没有生理功能。

�	他们可以理解，死亡会导致哀伤、唤起多种复杂的情绪。

�	他们也理解死亡的不可逆转性和普遍性。

�	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可能会质疑死亡的不可逆转性，这是因

为受到宗教信仰如何看待现世、来世的影响。

�	他们可能认为死亡是其他人的问题，不会影响自己和身边

的人。

可能呈现的反应

�	小学高年级学生可能会体验到多种复杂的情绪，如：悲伤、

恐惧、愤怒。

�	他们可能会情绪波动，并通过发泄来应对哀伤。

�	他们也可能会担忧自己和重要亲人的安危，因而产生分离

焦虑，并且害怕上学。

�	这个年龄层的儿童表面上看似对死亡事件无动于衷。

�	他们可能担心逝者在火葬时被灼伤或因为被埋在地下而窒

息。

�	他们可能对骷髅或暴力死亡的细节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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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小学高年级学生

�	尽可能提供属实与具体的信息。

�	如果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请如实地告诉他们。

�	向孩子保证，逝者不会感觉到疼痛，因此也就不会再受苦

了。

�	多花点儿时间陪伴他们，当一个积极的倾听者。

�	在进行任何仪式之前，先为他们作好准备，并在过程中陪

伴他们。

青少年

对死亡的理解

�	青少年明白死亡的不可逆转性和普遍性，只要是生物就会

死亡。

�	他们明白死亡意味着死者已经没有生理功能。

�	他们能够理解世上有很多种死因。

�	他们也可以理解，死亡会唤起多种复杂的情绪。

�	由于自以为刀枪不入，即使了解到死亡无可避免，但是青

少年会觉得，那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能呈现的反应

�	青少年往往会主动寻找有关死亡的资料（如：上网查询资

料）。

�	他们可能会充当大人的角色，去照顾其他人。

�	青少年可能会经历并流露出各种情绪，如：愤怒、悲伤、

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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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能会以异常的行为（如：叛逆、挑战底线）作为发

泄，以此应对哀伤。

�	在这个生命阶段里，青少年会幻想生命里有一群观众，可

能会误以为他们都在关注着自己，因此变得孤僻，而隐藏

波动的情绪。

�	随着抽象思维的发育，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有关生存意义

的问题。

如何帮助青少年

�	尽可能提供属实与具体的信息。

�	与其很快地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如当一名积极的倾听

者。

�	在恰当的情况下，和他们分享您的想法和情绪。

�	让他们参与有关仪式的安排，或之后日常作息调整等方面

的讨论。

�	多花点儿时间陪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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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儿童与青少年对死亡的理解

根据“死亡”概念的四个部分，对死亡的理解

年龄
不可
逆转
性

普遍
性

无功
能性

因果
性 备注

出生– 
12个月

– – – – 对 死 亡 没 有 理
解 ， 所 顾 虑 的
问题多以自我为
中心。12个月– 

2岁
– – – –

3岁–6岁 – – – –

7岁–9岁 ✓ – ✓ ✓ 在初期阶段，可
能 认 为 死 亡 可
以 逆 转 ， 并 通
过“奇特思维”
理解死亡。

10岁– 
12岁

✓ ✓ ✓ ✓ 虽 然 已 经 完 全
理 解 死 亡 ， 但
是 基 于 生 活 经
历的缺乏，以及
其认知能力、心
理 发 育 尚 未 健
全，他们仍旧需
要成人的支持。
他们可能误以为
死亡不会发生在
自己身上。

青少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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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考量

1. 瞻仰遗体时所需考量的事宜

如上所述，让儿童与青少年参与葬礼，可以减轻他们的孤立

感。与此同时，由于儿童喜欢幻想，既然成人可以瞻仰遗体，

他们也想亲眼目睹遗体。瞻仰遗体的过程，可能可以帮助他

们了解死亡的不可逆转性。

 

我们建议成年人为孩子解释瞻仰遗体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并询问他/她是否愿意瞻仰遗体。可考虑以下的解说：

遗体：

�	被摆置在棺木内；

�	不会移动；

�	不会复活；以及

�	和至亲生前的样貌会有差别。

如果死亡是由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在瞻仰遗容前，为他们作

好心理准备，并让他/她决定是否要这么做。

如果孩子最终拒绝瞻仰遗容，成年人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

2. 在儿童参与葬礼前所需考量的事宜

儿童需要成人的帮助，才能更好地理解守灵和葬礼。以下的

建议有助于您为他们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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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他们讲解，有谁会出席、相关的仪式与习俗、在什么时

间、地点举行；

�	预先为他们作好心理准备，应对葬礼中可能让他们感到不

自在的时刻（如：护送棺木离开组屋楼下，以及棺木进入

火化场的那一刻）；

�	具体、准确地描述葬礼过程；

�	允许儿童发问、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以及

�	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要参加葬礼。

看护者需注意事项

1. 每个儿童发育的速度不同。同龄的孩子对死亡的理解、应

对丧亲之痛的能力也会有所出入。

2. 儿童是主动性强的学习者。他们可能会观察、效仿亲人应

对哀伤的方式。

3. 由于儿童会希望得到成年人的肯定，他们有可能会根据所

尊敬的长辈的偏好行事。如果察觉到成人回避谈论死亡，

儿童也就不会主动提起这个话题。

4. 儿童成长环境的文化、信仰、习俗，会影响他们应对哀伤

的方式。因此，同一个发育阶段的孩子，会根据所受到的

教育，而呈现出不同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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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一些成年人会为丧亲的青少年提供建议和指引方向，有

一些则会扮演陪伴者和倾听者。相比之下，青少年更愿意

与后者接触与交流。

6. 为了避免给儿童与青少年造成混乱，应当使用具体的语言，

如“死亡”，避免含糊的词句，如“睡着了”、“离开了”。

这是因为他们往往会以文字的表面意义去理解事情。

7. 在和儿童与青少年谈论关于死亡的议题时，请务必给予他

们足够的时间保持沉默。他们需要时间整理自己的想法，

并意识与了解自己的情感反应。

8. 如果哀伤反应过于激烈或者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建议您

寻求专业人士，协助受影响的儿童或青少年。

 在考虑是否寻求专业援助时，可先留意他们是否有以下这

些征兆：

�	情绪激烈，导致健康受损；

�	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

�	脱离社交活动；

�	完全否认死亡的发生；以及

�	自残的念头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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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何处理
学校里的哀伤

学校是孩童发展和社交环境里重要的一环。对于正在经

历丧亲之痛的学生来说，学校整体环境所给予他们的

支持，将对他们的丧亲经历，起着很大的作用与影响。

本章节概述如何处理学校里丧亲学生的哀伤，内容分为以下

几个部分：

�	当学生失去重要至亲时；

�	当学生或学校职员过世时；以及

�	给高等学府青年的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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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的前两部分，为学校职员提供了相关的贴士与建议，

协助他们支援正在经历丧亲之痛的学生、受到同学或者学校

职员过世影响的学生。本章节最后的部分，为经历丧亲之痛

后重返校园的高等学府学生，提供了应对哀伤的贴士。此外，

有关部分也为其他学生提供如何支援丧亲同学的建议。

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对于死亡会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学生

对于死亡的普遍反应，会因为发育阶段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欲知更多关于不同年龄层丧亲学生常见的哀伤反应，以及如

何支援他们的贴士，请参考本册第四章《儿童与青少年的哀

伤》。

在支援丧亲的学生时，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联想到自身的失

落经历。学校职员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哀伤反应，并切记在协

助丧亲学生应对哀伤当儿，他们其实也可以寻求同事的援助。

当学生失去重要至亲时

如何转告噩耗

学校偶尔会在上课时间，收到学生亲属弥留/临终或刚刚过世

的消息。您可能需要向有关学生转告噩耗，或者协助安排该

名学生前往医院、慈怀病院或回家接受亲属的照护。

1. 预先为有关学童作好准备

�	询问该名学生事前是否已经被告知，弥留或已过世亲属

的事宜，以及他/她对有关情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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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告知有关学生，其看护者所提供的消息。在压力很

大的非常情况下，家属和看护者可能会在安排事情上遇

到困难，或者忽略了重要的细节。如果家属和看护者因

此无法及时提供信息的话，请如实地向学生说明情况。

�	当您要安排一名学生离开课室时，请向他/她说明原因，

并让该名学生知道，未来几个小时或几天内可能会出现

的情况 —— 如：“你的爷爷刚在医院过世，而你的姑

姑正在前往学校途中，准备带你回家陪伴家人。”或

者，“你妈妈刚刚打电话给学校，学校辅导员会带你去

慈怀病院见你爸爸。”

2. 支援有关学童

�	接到噩耗后出现哀伤反应是意料中的事，因此当您在向

有关学生转达消息时，请务必选择能够保障其隐私的地

方。除了正视其（以及即将出现的）丧亲之痛以外，千

万不要对他们的反应予以批判。

�	身为学校职员，您有义务确保学生的身心健康。您可以

询问该名学生，对于当前情况最关注的是什么（如：临

终者或逝者、其他家属或者他/她本身），并在适当时

将有关学生的担忧，转告于其看护者。

�	如果学生想了解缺课对他们学习进度的影响，请务必给

予帮助并提供相关的信息。

�	在学生等候看护者来学校接他/她时，您可以在一旁陪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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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假后重返校园前

因为重要至亲过世而获准丧假的学生回返学校后，可能一下

子会难以调整心情。学校可以作出一些安排来支援他们，这

包括：

1. 给予丧亲学生以及其家属安慰与支持

�	校方在事故发生后可以联络家属。如果适当的话，询问

学校是否可以派代表前往治丧处吊唁或出席葬礼。除了

给予学生家属安慰以外，学校代表的出现也显示了学校

对家属和学生的支持。这也是学校代表与家属建立联系

的时机。之后，当有需要告知彼此，有关学生重返校园

后的近况，或者当该名学生出现令人担忧的情况时，双

方会知道如何相互联系。

�	校方应该更加体谅丧亲家庭。当校方代表与家属和学生

沟通时，可以向他们了解哪些细节可以透露，哪些不方

便让同学或其他学校职员知道。

�	在丧亲初期不要对出席率要求过严。在死亡发生后的几

天里，该名学生可能还没有完全作好心理准备回返学校；

又或是他们可能还需要多放几天的假，即使葬礼已经过

了好一段时间。做出相应的安排，并且与该名学生和其

家属沟通，将消除学生对学业落后的担忧。

 我的女儿在学校的时间很长，我根本不知
道她在学校里的情况如何。我必需打电话给
学校老师，要求老师告诉我，女儿在学校的
情况，并恳请他们多加留意她的言谈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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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先为学校职员和其他学生作好准备

�	校方在丧亲的学生回返学校前，可以预先为学校职员和

同学作好准备。对于学校职员来说，商讨和拟出一些计

划与方法，来协助丧亲学生是有益处的。对于其他学生

来说，讨论丧亲同学重返校园后所可能面对的困难，并

且设想助人的方法，可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因为他们

可以从中学习到相互体谅、团队支援的精神。需要注意

的是，应对哀伤的方式因人而异。因此，大家不该假设

丧亲的学生会有哪些特定的反应。

在有关学生重返校园后

丧亲的学生重返校园时，学校职员除了与家属紧密的合作，

也可以参考以下步骤，表达对该名学生的支持：

1. 在经历丧亲之痛初期，支持学生表达哀伤

�	在课堂上，学生可能会难以集中精神，所呈现的其它哀

伤反应，也可能扰乱课堂秩序或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

我们需要铭记 ，表达哀伤是正常的反应。学校职员应该

根据情况为学生提供支持。例如，有些学生在心情过于

沉重时，可能需要离开课室独处，或者和学校辅导员倾

谈。学生所需要的支援，因人而异。

�	作好准备去聆听并解答他们的疑问。有些经历丧亲之痛

的学生，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接受死亡的事实，并为自己

寻找答案。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与学校辅导员是他们质

询与进行讨论的人选。请别把自己的观念与判断强加于

该名学生身上，而是让学生自己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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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学生的隐私。除非分享有关学生的经历，将有助于

增加对他的支援，否则在未经同意前，不要与他人作任

何分享。在分享信息前，须事前告知与鼓励该名学生，

让学生本人决定所需的额外支援。

�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用语言表达他们的哀伤。请

支持他们考虑使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哀伤 —— 如：写作、

画画、弹奏乐器等等。

2. 在经历丧亲之痛后期，支持学生表达哀伤

�	一些特殊活动或日子，可能会唤起比较强烈的哀伤反应 

—— 如：生日、学校的庆祝活动、需要已故至亲参与的

作业。因此，您务必要更加留意。在进行这些活动或日

子时，预想学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或替

代方法，如：让与学生关系最亲密的叔叔、舅舅代替爸

爸参加亲子活动、如果没有家长可以出席例常的教师-家

长反馈会议，请另外安排时间向监护人提供最新消息。

�	然而，您无需回避那些您认为可能会勾起该名学生痛

处的活动。更重要的是，给予有关学生足够的空间，让

他/她通过学校的活动，表达和已故亲人之间的感情、

接受故人的离去、鼓励纪念与缅怀故人的方法。经历丧

 那个时候，因为需要到医院探望妈妈，
所以我经常缺课。庆幸的是，我的朋友会帮我
做笔记，确保我不会错过太多课堂内容。我的
老师在知道了家里的情况后，也非常的体谅我。
他允许我在情绪稳定后，补考期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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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之痛的学生，需要时间调整自己，接受他/她生活中

的变故。在这个过程中，情绪将会有起伏。有时候，该

名学生看起来似乎心情有所好转。有时候，该名学生可

能显得极度哀伤。即使有关学生看起来已经调整得很好

了，他/她在某些时刻可能还是会因为想起故人，而显得

情绪低落 —— 而这也是正常的。

3. 提供支援，稳固课业进度

�	如果学生在至亲过世前后曾经缺课，老师可以考虑安排

辅助课，以协助学生跟上进度。提供这样的实际援助，

也能够帮学生以及家属，舒缓学业成绩受影响的压力。

其实，单单安排一名同学，让受影响的学生知道所错过

的课堂学习活动与作业，就已经非常管用了。

�	如果事故发生时正逢学期里的重要时段，请考虑重新安

排受事故影响的活动，如：安排迟些时候补考、延长提

交作业的期限、或者以在家完成的报告代替考卷。缺席

重要的考试、比赛或表演，可能是丧失亲人衍生出來的

另一层面的损失，那可能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压力。您应

尽量帮助学生调整他/她对本身，或者来自于他人的期

望。

4. 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支援经历丧亲之痛的学生

�	密切关注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是否依旧呈现哀伤的

征兆，或者是否出现自残或伤人的倾向。有需要的话，

除了学校辅导员的支援以外，请务必考虑向教育部和社

区合作伙伴，如：家庭服务中心，寻求额外的援助，并

和重要的看护者或家属携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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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学生的家属经常保持联系，交换相关信息，如：他/

她在家里、在学校应付哀伤情绪的情况。学生的需求会

随着时间改变；学校为学生所提供的支持，也须跟着需

求进行调整。

�	如果一名丧亲的学生正在接受专业辅导员的帮助，又或

者事故正好发生在生活中出现改变或转型的时期，如：

更换班级、更换学校等等，请务必向他/她的家属/监护

人征求同意，以便通知其他学校职员和社区合作伙伴，

从而避免出现支援断层的情况。

如何应对学生或学校职员的死亡

学生、老师或其他学校职员的死亡，对学校可能会有深远的

影响。这个部分，就如何应对学生的哀伤反应，提供了参考

建议。不过，本册不包括创伤性事故所导致的死亡（在校园

内发生的死亡以及自杀事故）和如何支持死者家属的建议。

除了参考本章节上一个部分 “当学生失去重要至亲时” 里所

提供的建议以外，我们在这里也列出了支援丧亲学生群体时，

可以考量的其它事项：

 即将进行年终考试前，我同学的爸爸去世了。
这导致他失去准备考试的动力。我其实做了好几道
历届考题，并把笔记整理出来交给他备考。如果我不
能在情绪上支持他，至少我能给他实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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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其他学生和学校职员沟通

�	出于对丧亲家庭隐私的尊重，学校没有必要告知死亡的

所有细节。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死亡的确发生了。请

避免给予摸棱两可的答案，如：“约翰不能再回来上课

了”，而是应该承认死亡的发生，如：“我们以沉重的

心情向大家宣布，病了好几个月的约翰，在今天早上过

世了”。

�	提供给学生发问的渠道，并澄清信息。

2. 在事故发生后初期，给予学生的支持

�	在决定究竟是否要提供广泛性或针对性的支援时，所需

考虑的包括学生与死者的关系或亲密度、死亡的性质、

学生是否曾经历过丧亲之痛等等。虽然，很多学生可能

会从学校或班级的支援活动中受惠，但部分学生可能更

适于针对性的支援，如：个人或小组辅导。

�	如果想邀请家属/监护人帮助支援受影响的学生，学校

可以事先寄信或发电邮给他们。

�	学校职员，尤其是那些深受学生敬仰的人物，可以成为

学生的榜样。这些职员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哀伤不但是

人之常情，而且是被允许的反应。

�	为学生、学校职员提供时间、空间，纪念与缅怀逝者。

如果逝者的亲属同意的话，校方可以安排让学生、学校

职员到治丧处吊唁或出席葬礼。您也可以和学生、学校

职员一起举办追思会或者特别的吊念活动，让大家一起

公开地表达他们的哀伤。有时候，学生可以自发性地举

办活动，一起纪念逝者，表达他们的集体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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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事故发生后期，给予学生的支持

�	如果需要从课室或储物柜里，移除逝者个人物件（如：

照片、画作等等），请尽量保持低调。须注意的是，当

一名新学生或新老师使用逝者的空间或接替其角色时，

一些学生可能会为此感到纠结。学生可能不知道该如何

面对这些改变。请向他们保证，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如：

与新的隔壁座伙伴、或者新的老师建立关系），并不意

味着，他们和逝者共同的回忆和关系将被切断。

�	如果逝者是学校职员，不妨参考本册第六章《如何处理

职场中的哀伤》，以便了解如何支援受到同事过世影响

的其他员工。

4. 如果死者在同一所学校里有其他兄弟姐妹

�	请注意在同一所学校里，承受着丧亲之痛的兄弟姐妹。

他们可能会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也可能会面对有关逝者

的疑问，以及被大家拿来和逝者作比较。对某些人来说，

在应对哀伤时又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可能会对他们造成

极大的压力。但是，这对其他人来说，也可能是表达哀

伤的渠道，而他们能够从他人的关注中获益。为逝者的

兄弟姐妹提供选择，让他们决定是否要主导、参与或不

出席一些纪念逝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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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高等学府青年的贴士

这个部分，是针对经历丧亲之痛的高等学府青年，在重返校

园时，所整理出来的一些贴士。除了参考本册第二章《如何

应对自己的哀伤》，这里也提供一些贴士与策略，以帮助他

们更顺利地重返校园生活，以及寻求同辈的支援：

1. 如何更顺利地重返校园生活

�	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失去重要至亲，不只是需要应对

哀伤，而是可能造成生活方式、生活上的安排、财务状

况的改变，带来新的责任，甚至需要为之前的人际关系

重新定义。这些改变可能会影响你的学生生活。如果有

得选择，您可以考虑减少一、两个学期的学业负担，这

将对您有帮助。

�	在您的社交网路里，找出能够为您提供指导与支援的人

选、导师、同辈，并积极主动地向他们寻求援助。学生

事务处或学校有关部门，会提供关于额外的财务支持、

就业机会和辅导的信息以及指引。

�	如果需要更多时间完成作业或专题作业，请务必和老师

或组员沟通。

�	对自己要有耐心。您可能需要调整对自己在工作，人际

关系的期望。每个人面对哀伤的方式各不相同。请记住

不要把自己跟其他经历过丧亲之痛的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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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处理人际关系

�	有时，同学和老师可能出于关心或好奇，而向您提出一

些问题。如果心理上没有准备，您不必直接回答他们。

您可以选择让您感到舒服的人，作为倾诉的对象。

�	有些时候，您可能需要独处的空间。在学校里找到一个

适合独处的地方，对您将有很大的帮助。

3. 支持在学府里表达哀伤

�	学校可以成为让自己喘息，暂时不去想念离世至亲的地

方。如果您在学校时暂时放下了过世的亲人，或在恢复

学校的规律生活后心情放松，您不需为此而感到愧疚。

�	寻找表达您的哀伤的渠道。如果和他人倾谈让您觉得不

自在，您可以考虑通过其他的活动，如运动、写作、画

画等等，来抒发您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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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如何处理
职场中的哀伤

随着劳动人口的老龄化，同事之中出现重疾患者，已经

越来越普遍。许多同事也可能是患病亲属的看护者，

并将在未来因为亲属的病逝，而得面对丧亲之痛。有时候，

在家里或职场中，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也可能在毫无预兆

的情况下过世。本章为您提供了职场中应对丧亲之痛的信息

与建议，并就以下议题进行讨论：

�	如何在丧亲后帮助自己顺利地重返工作岗位；

�	如何支援丧亲的同事；以及

�	如何支援受同事死亡影响的其他同事，但内容不包含职场

中的创伤性死亡、以及与暴力事故有关的死亡。



74  如何照顾丧亲的自己和亲友

对于正在经历丧亲之痛的同事来说，职场同僚的体谅与怜悯，

将对他们的丧亲经历，起着很大的正面作用与影响。

本章节所提供的信息，除了有助于职场中的丧亲者以外，对

于关心员工身心健康的雇主、担任主管角色的员工，以及丧

亲者的同辈也有帮助。

失去至亲后重返工作岗位

虽然新加坡没有法定的恩恤假，也就是丧假，但是许多

雇主通常会给丧亲员工三天的带薪假期。即使如此，由于哀

伤反应起伏不定，程度也因人而异，有些丧亲者在丧亲后的

几天、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年内，仍旧持续地感受很强烈的

情绪。此外，不少人在还没有走过哀伤时，就得重返工作岗

位了。

重返职场后，身为丧亲者的您可能还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应

对职务上的要求，与此同时还得面对丧亲对生活带来的其他

改变，因此可能觉得格外的孤立。有一些丧亲者，也可能因

为不知道如何应对其他同事的反应，而感到无所适从。如果

您正在面对以上的困境，请参阅本册第二章《如何应对自己

的哀伤》。在这个过渡时期，您也可以参考以下的额外建议：

1. 如何更容易地重返工作岗位

�	如果您事先已经知道，您可能需要请假处理和丧亲有关

的事宜，请务必和您的主管或人事部代表打声招呼，包

括让他们知道，一些预约可能有变数，或者不能更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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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与时间 —— 如：到法庭出席庭审，或者协助与死亡

相关的调查。

�	丧亲后，如果需要向同事或专业人士求助，以便应付自

己的情绪和日常运作，那并不意味懦弱。由于死亡的普

遍性，丧亲之痛是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会有的经历。

2. 如何与同事交流相处

�	死亡和哀伤是令人难以启齿的话题。可以预见的是，同

事对您的处境会有不同的反应。请铭记 —— 究竟想分

享什么以及想向谁倾诉，完全由您来掌控。您可以通过

人事部代表，或者一个您所信任的同事，转告其他人您

的想法。

�	您可以主动地将任何与丧亲有关的话题，转移到您愿意

分享的部分，如：“我比较想谈一谈父亲对这个家的贡

献，而不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切记 —— 您无需有

问必答。

3. 如何应对您的工作日

�	安排自己所熟悉的职务，能让您重新找回对日常生活的

规划与掌控，这将有助于您在丧亲之痛与生活之间取得

平衡，从而避免被哀痛所击垮。

�	请务必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在丧亲初期，丧亲者往往

会感到更加疲倦，因此需要安排空间、时间休息，以便

补充精力。与其尝试完成每一项任务或者追赶进度，您

不妨列出一份清单，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行排

列，这反而可能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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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独处对您有益，在有需要的时候，您可以在工作场

所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独处；而担心自己在毫无预兆的

情况下泪崩的人，不妨随时携带纸巾，以备一时之需。

支援失去重要至亲的同事

有时候，在丧亲后重返工作岗位，受影响的不仅是丧亲者，

也包括了他们的同事。虽然每个人应对丧亲之痛的方式不一

样，但是请务必记住，除了悲伤以外，丧亲者也可能感到迷

茫、解脱、苦涩、生气、愧疚、烦躁等。这些都是丧亲的部

分情绪反应。在决定是否要慰问丧亲的同事前，或许您可以

先不去批判同事应该如何应对他们的哀伤。有些人可能愿意

找人倾诉，但也有些人会比较注重自己的隐私，倾向于不透

露太多关于自己的事情，又或者不会不假思索地就与人分享

丧亲的伤痛。以下提供了一些建议，让您在和丧亲的同事继

续保持联系时，既不会过渡的关注对方而让人困扰，同时也

不会完全忽略他们：

给雇主/人事部的建议

1. 在丧亲者重返工作岗位前

�	一旦情况恰当，请务必尽快查证员工丧亲的细节

�	在接获员工丧亲的消息后，找出适当的方式，联系丧亲

的员工或者家属。在丧亲员工缺勤期间，委任一名员工

为主要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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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为其他同事提供适当的信息，如：丧亲者计划什么

时候重返工作岗位、他们希望同事怎么对待他们、同事

在哪方面可以提供支援等。

�	身处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遵守葬礼与丧亲的相关文

化习俗，是对逝者与丧亲者的尊重。您可以询问丧亲的

同事，有关葬礼的安排以及您可以与其他同事分享什么

信息。

�	此外，您可以询问丧亲的同事，希望其他同事在他们缺

勤期间以及重返岗位后，如何对待他们。

2. 帮助丧亲者更容易重返岗位

�	在不引起太多瞩目的大前提下，于丧亲的同事重返工作

岗位的第一天，接纳他们归队，并查问看他们是否一切

安好。

�	向丧亲的同事大致讲解他/她缺勤时，职场上的相关变

化与发展，以便协助他/她掌握最新信息。

�	当丧亲的同事需要帮助时，确保当事人可以轻易地向有

关负责人（通常是人事部）查询。

�	丧亲的同事可能依然需要请假处理其他后续事宜（如：

处理逝者的遗产）。请您对此表示谅解。

 工作能让我暂时放下伤痛，变得忙碌以及
乐在其中。但有的时候，正在埋头苦干的我，
会因为突然回忆起某个片段，而突然流眼泪。

这时，我的同事就会问我，“你为什么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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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支援方式

�	给予及时的帮助，如：询问丧亲的同事需要哪方面、什

么样的帮助等。准备好丧亲福利的资料（如：丧假与其

他事假选项），以便随时与丧亲的同事分享信息。

�	通常，丧亲员工暂时得先投身于处理丧亲的事宜，而不

得不把工作放在第二位。如果公司能够体谅这个需求，

这将让丧亲员工感激不尽。

�	如果丧亲员工需要协助，以便更容易地适应工作日程，

您可以适时提供灵活性的工作时间安排。仅仅三天的恩

恤假或丧假，并不足以让丧亲者走过哀伤。在这个节骨

眼上，也不适合分派新任务，或者在工作范围方面进行

大幅度的调整。

�	请考虑与丧亲相关的情况，注意丧亲员工是否持续有

不寻常的行为或者反应，以至于给您或其他同事带来困

扰。每隔一段时间，花一些时间与精力询问丧亲的员工，

他/她在工作和生活上调节得怎样。丧亲后，回归工作

和生活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一个人不会因为别人告诉

他，他需要振作起来，就能够更好地应对哀伤。

�	根据需要（如：心理健康、财务、法律等），为丧亲的

员工提供机构内外的资源，并作出安排，包括批准请假，

让他/她能够寻求协助。您可以参考本册（第109页）

所附上的丧亲支援服务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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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同事的建议

1. 丧亲同事重返工作岗位之际

�	正视逝者的离去，即使这么做会可能让您感到不自在，

但有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丧亲的同事会感激您主动关

心他们，以及不回避丧亲事实的一番好意。

�	您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慰问，比如对同

事这么说：“听到您失去至亲的消息，我感到十分遗

憾”、“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请接受我们最深切和真挚

的哀悼”。须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急于把丧亲之事“正

常化”，又或者将其哀伤淡化。在慰问丧亲者时，请避

免使用“我们总有一天都会过世的”、“他已经很长寿

了”等等句子。

�	请不要刻意回避丧亲的同事。您可能因为不知道如何与

丧亲的同事相处，又或者受到对方丧亲之痛的影响，感

慨生命并非永恒。您也可能因此感到不自在。无论如何，

不要让这些想法阻碍您和同事接触。您可以告诉丧亲的

 我先生公司的一些同事有到灵堂前吊唁。
我猜，他们应该是人事部以及我先生同一个部门
的同事。他们说，他们是公司的代表，可以协助

打点一切。他们询问我们是否可以在报章上刊
登讣告，但是我们不想太过铺张。我们进行了
一些讨论，他们最终决定尊重我们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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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对你说些什么，但是我希望

你知道，我和你同在。”您善意的举动以及对同事所表

现的关心，其实比您所说的话更加重要。

2. 失去至亲的几天、几周之后

�	您可以尝试邀请丧亲的同事，参加职场上的社交活动。

由于丧亲同事的情绪可能会阴晴不定，因此请允许他们

自行决定是否参加，以及在什么时候参加活动。一次的

拒绝，并不代表他们会一直拒绝您的邀约。

�	您可以询问有关同事，您是否可以给予他们任何实质上

的帮助，包括分担工作上的职务，比如：帮忙同事买午

餐、代替丧亲同事做汇报。如果以上这些都不适用，您

不妨请他们说明，哪些才是对他们有益的支援。

�	对于想要谈论哀伤的同事而言，请务必侧耳倾听他们的

心声，但避免把谈话的重点转向自己的丧亲经历。您也

没有必要刻意避免提起逝者，因为死亡并不会切断同事

与逝者的关系。

�	对于不想谈论哀伤的同事而言，工作可能是让他们暂时

忘记哀伤的“出口”。您应该尊重他们以这样的方式，

面对他们的哀伤。在这种情况下，随意的一句“你还好

吗？”，足以让哀伤者有选择，去决定是否愿意交谈，

以及怎么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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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失去至亲的几周、几个月之后

�	时间的流逝，并不会冲淡丧亲者对至亲的思念。一些场

合、活动、经历，可能会唤起他们对逝者的记忆，触发

强烈的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这个时候，您不妨

通过“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逝者）？”或者“你是不

是想他/她了？”之类的简单问句，正视他们的哀伤反

应。对正处于哀伤情绪中的人来说，在这个时候转移话

题，或者以无关紧要的课题转移其注意力，其实毫无帮

助。

�	在丧亲后，每个人需要不同的时间，把伴之而来的巨大

变化融入日常生活里。无论所需时间的长短，在这个过

程中，丧亲者除了得面对自己的哀伤以外，他们同时也

需要尝试去适应，至亲已经不再的新生活。因此，当有

同事想表达他/她的哀伤，或者决定走过哀伤时，请表

示谅解，避免把同事的哀伤以及应对哀伤的方式拿来作

比较。

 我的另一半过世后，我必须承担单亲
家长的责任。到目前为止，我工作的地
方算是比较灵活的，允许我根据孩子的
需要申请假期，比如：当学校举行一些
活动，或者教师-家长反馈会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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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担心同事无法走过哀伤，请铭记 —— 情绪低落

并不意味着他或她应付得不好。您可以表达您的关注，

并征求同事的同意，向资深员工（通常是同事的主管）

或者人事部汇报有关情况，以便提供额外的援助。不过，

更多时候，他们需要的就只是您的陪伴，并在他们感到

脆弱的那一刻，与他们同在。

�	对于一小部分丧亲者来说，即使过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失去至亲的痛苦仍旧没有减弱，以致无法回归正常的生

活。有一些丧亲者，可能持续地流露很强烈的情绪；有

一些丧亲者，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仿佛被掏空了、失去了

意义，又或者经常感觉到身体不适，导致工作效率下降。

如果您的同事出现以上情况的话，请鼓励他/她向其中一

家提供丧亲支援服务的机构寻求协助。您可以参考本册

后页所附上的有关机构的名单，和丧亲同事分享信息。

支援受同事过世影响的员工

身为成年人，工作占据了我们一大半的时间；而我们和一些

同事的关系，也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对我们的社交

与心理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同事的去世，会对我

们带来不同的冲击，让我们的专业或工作生涯留下空白。对

一些人来说，同事的过世，就好比家人过世那样，令人悲痛不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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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所提出的建议以外，雇主也可以考虑采用以下的策

略，支援受同事过世影响的员工：

1. 传达噩耗

�	您应该慎重考虑如何传达噩耗，以及向谁传达噩耗，并

确保有充足的时间，宣布同事去世的消息。比起一个人

来人往、缺乏隐私的办公室，一个封闭的空间，比如：

会议室，会更适和用来公布死讯。

�	在和逝者亲属确认可分享的信息以后，您可以先和其他

同事核对，他们对逝者生前的健康状况了解有多少，并

参考公司较早时已经公布的信息。在宣布死讯时，请抽

出时间回答同事的提问，并允许他们默哀与流泪。

�	如果当面宣布死讯并不实际，您可以张贴讣文，或通过

内部传播一些基本信息。有一些机构，也可能通过本地

报章刊登讣告。

2. 在丧亲初期支援员工

�	如果适当，而已故员工家属也能接受的话，您可以让那

些希望出席葬礼的同事送逝者最后一程。和已故同事道

别，以及献上最后的敬意，是对与他/她曾经共事一场

的情谊，所表示的尊重。

�	情况允许的话，您可以和已故同事家属分享支援方面的

信息（如：处理保险索偿的事宜、医疗费用的结算）。

有了这方面的信息，本来担忧逝者家属利益的同事，也

就会比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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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把同事的哀伤转换成缅怀已故

员工的活动，其中包括：捐款给他/她生前最喜欢的慈

善团体或机构，以便提高人们对夺走他/她性命疾病的

认识。如果逝者家中有需要照顾的家人，您不妨通过举

办筹款活动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这样一来，也能够

为那些和逝者同属一个团队的同事带来安慰。

3. 在丧亲后期，支援员工

�	失去工作伙伴的同事，和失去家庭成员的丧亲者，会有

类似的哀伤反应。他们对逝者的过世可能表示不可置信、

会沉浸在对逝者的回忆里，或者反复重述自己和逝者的

经历。他们也可能为曾经说过或没说过的话感到愧疚、

莫名地感到烦躁，又或者对自己的健康过度地担忧。请

千万不要漠视或淡化同事的这些哀伤情绪。

�	在支援受影响的同事时，您应当依照不同的需求灵活地

处理，并给予充足的时间以及充分的关怀。与其他人比

较，有些同事跟逝者的关系更为亲密；如果他们受到同

事过世的影响，他们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接受事实。有一

些同事可能需要接受专业辅导，并从过程中受惠。

�	如果同事无法出席丧礼的话，您可以根据人事部的条例，

看看是否有可能主办追思会。这将给受影响的同事提供

一个互相扶持、共同缅怀逝者的平台。其他可以考虑的

平台，包括在机构每年所举行的活动上，向已故员工致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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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雇用新员工担任同一个职位

�	在收拾已故员工的个人物件以及办公桌前，您应该事先

通知您的团队以及受影响的同事。您可以邀请和已故同

事关系比较亲密，并且主动表示要帮忙的同事，一起进

行这项任务。在移除家属不想带走的个人物件时，请尽

量保持低调。

�	当招聘人员替代已故员工所留下的空缺时，请务必关注

其他同事的感受。已故员工原属团队的队员，可能对招

聘替代人员的反应不一。一方面，他们可能欢迎有新人

和他们分担工作；另一方面，新同事的出现，也可能会

唤起大家对已故同事的情感和回忆，甚至出现不知道该

如何与新同事建立工作关系的情况。

�	正视任何纠结的情绪反应，并向团队再三阐明，新同事

并不是已故同事的替代品；他/她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

的个体。

 我需要知道，我可以安心地去做自己需要做
的事情，也知道在工作上能够得到支援。这正
是同事向我保证的，在我缺勤的那几天，他们
替我完成了工作。因此，我非常感激他们。





第七章

哀伤
对灵性层面的影响

当至亲离世后，您可能会产生一些超越生理与心理层面

的独特需要。其实，丧亲不仅让我们出现生理与心理

上的哀伤反应，它也会动摇我们所谓的“灵性观”，无论您

是否持有任何宗教信仰，哀伤是会触及一些灵性上的反应。

尽管灵性 (spirituality) 与宗教（religion）经常被交替使用，

灵性的概念比宗教更为广泛。概括来说，灵性是人类寻找与

表达存在的目的与意义的层面。它往往是一个自我发现之旅，

在过程中不但让您认识自己，也让您发现到自己想成为怎样

的一个人。灵性是非常个人的体验，它扎根于我们与当下这

一刻的和谐、与自我身份的和谐、在人际关系上的和谐、与自

然界的和谐，以及与超自然界的和谐。另一方面，宗教则是



88  如何照顾丧亲的自己和亲友

自古以来被认为是一套有系统的信念、习俗、礼仪，让人们

表达灵性的诉求。

在失落和哀伤的面前，人们通常会转向宗教、信仰以及神明，

来应对和理解自己的丧亲经历。不过，也有一些人虽然不以

任何一种宗教信徒自居，却能借助自身定立的意义、信念与

价值观，处理丧亲的经历。

丧亲者的灵性反应

有时候，丧亲者会因为丧痛而产生很多疑问，如：“为什么

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是现在？”、“神明究竟在哪

里？”。这些问题往往会在丧亲初期显现。过了一段时间以

后，为了让自己更加明白丧亲的经历，丧亲者可能会提出其

他问题，如：追问生命与死亡的意义。

当我们觉得过去持有的宗教观点和信念，与丧亲的经历不一

致时，往往会产生灵性和宗教上的疑虑。应对丧痛时如果出

现这样的困境，会影响丧亲者世界观里的灵性层面，导致他

们反思死后究竟是否有来世，思索灵界之手究竟如何操控人

类的命运。丧痛也可能令人开始思考生命的有限性，从而去

关注以下这些事项 —— 当下活得好不好、有没有放对重点、

是否已经做好死后面对神明的准备。

根据资深护理教育工作者 Smith-Stoner 在2007年所进行的

一项调查，一个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不相信来世和高于人

类的力量，他们也可能会探索人生的意义、思考如何与故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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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以及如何让自己继续体验和享受自然界等等。没有宗

教信仰的丧亲者不见得比其他人少一些哀伤；他们原有的价

值观与信念也可能因丧亲而被动摇。

当一个人重新诠释其灵性和宗教的观点时，可能衍生出不同

的效果。有些人在丧亲前，既不热衷于灵性的议题，也不笃

信宗教，他们的丧亲经历有可能加强原有的观点。反之，有

些丧亲者过去不思考灵性的议题，也没有任何宗教观，在丧

亲后却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那些一向来通过宗教去表达

灵性诉求的人，可能因为觉得丧痛极为难受，不但质疑神明

的角色、旨意，甚至也怀疑神灵对他们或故亲的关爱。这些

疑虑有可能让他们的信念产生动摇，继而展开一段反思与探

索之旅。结果，他们可能不再笃信原有的宗教，并且改变信

仰。不过，当中也有人加强对原来宗教的信仰。

丧痛有时会给丧亲者带来宗教或灵性层面上的严重困扰，甚

至让丧亲者对之前持有的一些观念产生动摇。丧痛也可能启

动丧亲者重新思考一些重要的灵性与宗教议题，这个过程所

产生的结果也因人而异。有些丧亲者将经历视为炼狱般的考

 他（的离世）教会我一件事，那就是一
味地追问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是

没有意义的。因为人生无常，我们就好好
地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吧。终究这是我们

的命运，而我们需要勇敢地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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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打击信仰的基础以及灵性层面的意义。其他丧亲者则认

为丧亲是一种催化剂，为他们的宗教与灵性的生命带来正面

的变化 ，使之变得更加充实、更有意义。

丧亲者面对灵性困扰的迹象

根据一项由哀伤领域专家 Laurie A Burke 和 Robert A 

Neimeyer 所进行的调查，丧亲者的灵性困扰包含了以下几

个主题：对神明感到愤恨和怀疑、对所接受的灵性支持感到

不满、持有的信仰和相关行为出现巨大转变。

以上各种灵性困扰的主题可能通过不同形式呈现，丧亲者会

面对以下一个或多个状况。有些人甚至完全没有任何这方面

的困扰。以下我们只列出一些常见情况：

1. 怀疑神灵的品格 

丧亲者在丧亲之后对神明的信仰减弱，这可能导致丧亲者质

疑神灵的品格，包括神明的美德、对信徒的爱与关怀、行事

的意图以及逻辑性。

2. 对神明产生负面情绪 

对神明所产生的负面看法与情绪，往往衍变成愤怒和困惑，

导致丧亲者感到震惊、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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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法从灵性的层面理解丧亲的经历 

有些丧亲者无法从灵性的层面看待与接受丧亲事件，这是因

为他们对神明和生命所秉持的信念或者所做的种种假设，往

往因至亲的离去而被推翻。

4. 得不到其他信徒的谅解 

在支援丧亲者时，同一个宗教社群的其他信徒可能引用一些

陈腔滥调的慰问语或提出毫无意义的问题，即使出发点是好

的，但却使到丧亲者感觉丧痛得不到别人的谅解。

5. 对宗教社群产生负面情绪  

一些有信仰的丧亲者，可能会对宗教社群产生负面的看法和

情绪，尤其当他们对神明感到愤恨或怀疑而遭受其他信徒的

批判与谴责。

6. 对来世的顾虑 

丧亲者对来世的顾虑反映了丧亲者的灵性困扰。丧亲者可能

担心逝者去世后的命运、自己将来会不会再见到对方。他们

也会质疑究竟有没有天堂与地狱。

7. 信仰出现变化 

心情会左右人们参与活动的程度。减少参与程度，意味着与

信仰有关的行为、活动与态度已经出现变化。此外，丧亲者

也有可能选择不再信奉有关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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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仰中断 

灵性的困扰倘若达到危机阶段，可能导致丧亲者暂时或永久

脱离有关信仰。

丧亲者的应对方法

丧亲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丧亲者得“走过”而不是“走出”

哀伤。重点是：别让哀伤控制您的生命。我们在接下来的部

分列出一些应对哀伤的方法；有一些方法我们已经在其他章

节里介绍过了。这些方法或许对丧亲的您有帮助：

1. 允许自己哀伤，并给予自己时间疗伤

这一点常常被我们的社会所忽略。您应该避免给自己设定不

实际的目标，比如：强迫自己在特定的时间里走出哀伤。我

们需要足够的时间，重新寻找生命的意义与目的。即使您发

现正在质疑自己的灵性观点或宗教信仰，请不要为此而自责

或感到愧疚。要知道 —— 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您应该给予

自己空间、时间来处理这些疑虑，并按照自己的步伐让自己

疗愈。

2. 向家人以及密友求助

有些丧亲者希望靠自己的力量走过哀伤。不过，向那些关心

与爱护您的人求助其实对您也有帮助。这些亲人可能曾经历

过丧亲之痛，和他们一起面对问题，总好过您独自一人面对。

更重要的是，能够坦诚地讨论有关生死、灵性的问题，能制

造机会让您找到符合自己情况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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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向神明求助

当丧亲者难以接受死亡的情况与原因时，可能会把自己的哀

伤归咎于神明，对神明感到愤恨或抱怨。虽然潜意识里想回

避神明，但是重新接受神明或许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艰

难的阶段里澄清想法和情绪，并发掘内在的力量。您应该根

据自己的步伐，允许自己重新接触曾信奉的宗教与神明。

4. 接纳自己的灵性与宗教观

灵性的本质以连结为基础，而这对于丧亲者或许是莫大的安

慰。几乎所有的宗教和世俗学派，都把死亡视为人生的一部

分。世界上大部分重要的宗教也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

长久以来，多数宗教对死亡与失落有各种诠释，对人类的悲

惨遭遇也有深奥的解析。从您的宗教信仰中寻找慰藉和答案，

可能会让您觉得安心，也可能让您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即使

您没有宗教信仰，又或者并不相信来世，您还是可以通过探

索加深自己对世界以及现世的诠释。您可以尝试去了解个人

 当她去世时，我感到十分愤怒、抑郁、困惑。
上帝真的存在吗？如果我在生命的尽头愕然发现，

上帝从来都不存在，我该怎么办？那种感觉好像
是上帝能随意选择夺走一个人的性命，而我妹妹
很不幸地被选中了。那时，我把她的死视为上天

对我的惩罚。因为我质疑神是否存在，上帝就
以妹妹的死惩罚我，借此证明祂就是神。回想

起来，当时的我还没有作好准备和上帝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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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与价值观，如何让您达到本章节之前所提到的灵性层

面的和谐。这些思考不仅可以帮助您应对失落与哀伤，也能

让您为丧亲经历注入全新的意义。

5. 和您的灵性/宗教社群联系

多数的宗教社群都有支持丧亲者的方案，又或者有其他可以

协助丧亲者走过哀伤的方法。您可以通出席宗教仪式，包括

与患病和死亡相关的仪式，得到慰藉。此外，不妨和您的宗

教领袖倾谈，帮助您审视原有的信念，调整态度以适应至亲

不在的生活。在必要的时候，您可以远离不利于您疗愈哀伤

的情况和人物。

给宗教社群的建议

1. 陪伴丧亲者、鼓励他们进行自我反省、允许他/她根据自己

的需要表达感受，无论倾诉的时间长短与频密。切莫告诫

他们，应该或不应该有怎样的感受。每当他们想要流泪或

情绪涌现时，请务必给予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并接纳他们

的哀伤方式。

2. 避免给予虚假的保证，或者假设所有的哀伤经验都是一样

的，表现出一副：“你的感受我都能明白”的样子。这会

让丧亲者觉得您漠视他们的哀伤，也可能让丧亲者觉得他

们的哀伤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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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算丧亲者在倾诉时，对共同的信仰或者宗教，产生愤怒、

疑虑以及表示质疑，请避免批判他们。请您保持怜悯心，

诚恳与恭敬地聆听，不要急着对丧亲者‘说教’，丧亲者

当下不一定在寻找解答。

4. 请别使用“你早就应该走过哀伤了”、“你对神明存有这

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这类的说辞，或者说死亡可能是神

明给予（丧亲者）惩罚的方式。这不但可能引发丧亲者更

多的愧疚感或愤怒的情绪，也有可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不

正常的。

5. 即使用意是好的，一些宗教说辞，尤其是在不妥当的时间

点使用，听起来像是敷衍或麻木不仁，显得不尊重丧亲者

的感受。比如：“他/她已经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这

是上帝的旨意”、“上帝需要另一个天使”、“上帝要通

过这次的丧亲经历，给你上一堂课”等等。在丧亲的艰苦

时刻，向丧亲者提出这些说法，并不能得到他们的接纳。

6. 在处理丧亲者的灵性困扰或解答他们在灵性方面的问题时，

试着了解和顾及丧亲者的看法和观念。在丧亲者还没有做

好准备时，不要把宗教教诲强加于他们身上。

 他已经走了，我开始思考日后要怎
么活下去，才能够让他感受到，他曾经

在我的生命里出现，是值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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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为陪伴者，您必须在以下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即：是否

腾出足够的时间陪伴在丧亲者身边、是否有给予丧亲者足

够的空间与时间独处。如果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重新担当

之前的宗教职责，请务必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调整心态。

此外，当丧亲者仍在应对哀伤以及灵性困扰时，对于参与

宗教活动，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自在。请您务必尊重他们的

选择。

8. 除了灵性或宗教方面的辅导，您也可以为丧亲者提供其他

实际的支援。这既能协助他们应对哀伤，又能让他们更能

够面对生活上的压力。

9. 如果哀伤情绪既持久又强烈，严重地影响了丧亲者的身心

健康，特别是当他们的心理卫生与社交能力已经严重受损

时，请您鼓励他们寻求专业援助。宗教领袖可以考虑和专

业人士合作，确保能够受理丧亲者各种需求。

丧痛既会影响我们的灵性观，也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

生命以及所存在的世界。不过，丧痛既是困境也是时机：虽

然它会动摇我们的信念，但同时也创造机会让我们重新建立

信仰和为自己的生命开展出一套崭新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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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支援社区里的丧亲者

在社区里提供丧亲者照护与关怀，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慈

悲心。我们当中有不少人会在自己的社区里，扮演着

以下至少一个角色：

� 邻里居民或居民委员会的义工；

� 兴趣小组的成员，如：运动小组、园艺小组、民众俱乐部

等等；或

� 社区关怀中心的服务使用者或提供者，如：日间托管中心、

乐龄活动中心、疗养院等等。

死亡可能随时降临在社区里任何一个人或他们的家庭成员身

上，而逝者可能是我们通过以上途径接触过的。当我们在社区

里所认识的人，因为丧亲而缺席或停止参加定期举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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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交小组时，我们应该考虑当事人是否需要支援，以及我

们能够如何提供援助。即使我们不是家属，但是社区成员的

离世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

本章节为身为社区成员的您提供了一些建议，协助身边的丧

亲者、他们的家庭成员以及其他社区成员。您也可以参考本

册第三章《支援丧亲的亲友》里所提供的贴士。

如何支援丧亲的社区成员

1. 出席葬礼、保持联系

当您获知社区成员丧亲的消息后，您可以联络当事人，并尽

可能出席逝者的葬礼或追思会。在这个艰难的旅程里，丧亲

者需要您的关怀与支持。无论丧亲者愿意分享多少，您都可

以倾听他们讲述丧亲的经历。您也可借此机会，去了解究竟

丧亲者是否有什么担忧、日常生活是否出现困难，有没有面

对财务、就业、求学或健康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当丧亲者

来自社区里的弱势群体 —— 如：带着年幼孩童的遗孀或鳏夫、

独居老人等等。葬礼后，您应该和丧亲者继续保持联络，即

使你只能通过电话或简讯慰问他们。

2. 提供实际援助

有些人并不习惯坐下来和别人倾谈自己的哀伤。此外，也不

是每一个丧亲者都愿意敞开心扉，诉说他们正在应对的强烈

情绪。您可以通过提供实际的援助，表示您对丧亲者的关心，

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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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丧亲者准备加热后便能食用的便当；

� 代替丧亲者履行一些日常职责，如：协助到学校、托儿所

接送他们的孩子；年轻的遗孀或鳏夫尤其需要这方面的协

助；

� 帮忙做家务，比如打扫卫生以及洗涤衣物；

� 提供复诊接送服务；丧亲年长者尤其需要这方面的协助；

� 帮忙购买杂货和食物；

� 协助丧亲者接听电话、打电话质询；以及

� 帮助英语不灵光的丧亲者，与相关机构进行接洽，并审核

有关遗产方面的英文文件。

有些丧亲者可能并不愿意接受您所提供的任何实际援助。在

这种情况下，您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

3. 联络社区组织，寻求更多资源 

如果您和丧亲者关系还算融洽，而且能够符合他们的需求，

给予陪伴或提供实际支援的话，请在短时间内尽量提供持续

性的支援。但是，您也需要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在适当的

时候，您可以去了解丧亲者是否可以从其它社区、医疗或社

会组织的服务中受惠，比如：宗教组织、基层组织、志愿福

利组织、家庭服务中心、乐龄活动中心、学校、医院，甚至

是宗乡会馆。您可以成为丧亲者和这些组织之间的桥梁，因

为丧亲者可能并不知道，社区里有这些可以援助他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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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什么时候应咨询专业人士？

虽然丧亲可能令人非常悲痛，但是大多数丧亲者会发现，在

家人与朋友的支持下，以及借助自己的力量，他们将能逐渐

找到应变方法，接受至亲的离去，并且不需要专业人士的介

入。然而，有时候，导致死亡的情境/性质，让人十分痛心

疾首，尤其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死亡、非自然死亡，又或者同

时存在其他压力，加剧了哀伤的经验。如果您察觉到丧亲的

社区成员，持续性地无法正常生活、常常投诉身体不适、回

避社交、变得不再是您从前所认识的那个人，您应该鼓励当

事人寻求专业协助。您需要特别注意，丧亲者是否有心理健

康问题、是否依赖药物，因为这些因素将使到其哀伤经验变

得更为复杂。医疗专业人士和社会关怀专业人士，如：社工、

辅导员、精神科医生等等，可以和义工、社区成员携手，为

丧亲者的身心健康提供援助。

5. 在丧亲后回归社区组织

由于需要承担看护的职务或者刚刚丧亲，社区组织的一些组

员可能不再像往常般那么积极地活动。的确，看护与哀伤会

影响一个人的生理、精神与心理，使至疲劳不堪，导致他们

无法参加社交活动。丧亲者因为心情还未平复，而减少或完

全不参与活动，这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不过，适当的

时候，您也应该尝试邀请他们回归社区，尤其是当他们已经

有好一段时间很少进行社交，并且与社会隔离。和那些继续

参与社交活动的丧亲者比较，与外界隔离的丧亲者可能更加

难以应付丧亲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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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亲者经历丧亲之痛后，在进行社交时可能会觉得不自在，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其他组员的慰问，或者如何继续谈论与丧

亲有关的话题，以及如何维持和他人的关系。他们也可能不

确定，其他组员会怎么回应他们。这个时候，您不妨再三给

予当事人鼓励以及援助，增强他们的自信，让他们可以比较

容易回归到组织里。您应当让丧亲者自行决定参与社交的程

度，并支持他们按照自己的步伐，恢复以往和其他组员和谐

相处的状态。请务必耐心地配合他们的节奏，千万不要放弃

他们，从中协助他们重建和组织的联系。

支援受影响的其他成员

当共享生活经验、处于同一个生命阶段，又或者是兴趣相近

的社区成员过世时，那可能导致其他组员呈现连串的哀伤反

应，比如：震惊、悲伤、难以置信等等。死亡事故也可能令

其他组员，更加意识到生命不是永恒的，或者让人们回想起

他们的丧亲经历。因此，正视社区成员的过世，以及其他成

员的哀伤是必要的。您可以制造机会，让社区成员一起缅怀

逝者、分享和逝者共同经历的点滴，以及逝者的杰出事迹，

并提醒社区成员，思念逝者、哀伤，都是人之常情。

 守丧的那段时间，很多住在不同座组屋的人都
来了，有些人我甚至都不认识。他们不仅来了，
而且也给予很多帮助。这挺让人难以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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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社区中
引起高度关注的死亡事故

有一些死亡事故可能成为公众与媒体高度关注的事件，尤其

是涉及多人死亡、非自然死亡，或公众人物的时候。除了当

事人的至亲受到丧亲之痛的冲击以外，社区里也会出现另一

层面的哀伤。

当我们在使用不同的平台，包括社交媒体，表达我们对有关

事故的反应、看法时，我们务必保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必须

意识到，这些评论对死者直系家属、重要至亲所可能造成的

负面影响。表达哀伤、关心与支援丧亲者似乎合情合理，而

且出发点是好的。然而，丧亲者可能还没有作好心理准备，

去面对这么多的关注、连串的慰问电话、简讯、社交网站上

的悼念帖子。这样一来，反而使到他们感到更加辛苦。通过

社交媒体表达丧亲之痛，最好由直系家属与至亲来进行。您

应该避免在网络上分享有关事件的视频、图片，以及对涉及

死亡的境况作出主观论述。在传播任何和死亡事故有关的信

息前，最好先确认其准确度，不应随意散播谣言。为了满足

自己的好奇心，而刻意前往守丧处吊唁或者出席葬礼，只会

给家属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您应该避免这样的行为，以表示

对丧亲者的理解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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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资源指南

American Hospice Foundation 
美国慈怀疗护基金会
网址：https://americanhospice.org

Australian Centre for Grief and Bereavement
澳大利亚哀伤与丧亲中心
网址：https://www.grief.org.au

Child Bereavement UK
英国儿童丧亲资讯
网址：https://childbereavementuk.org

Children and Youth Grief Network
美国儿童与青少丧亲网络影片库
网址：https://www.childrenandyouthgriefnetwork.
com/videos/

Cruse Bereavement Care, United Kingdom
英国Cruse丧亲照护官方网站 (关于丧亲之痛)
网址：https://www.cruse.org.uk/understanding-grief/

Cruse Bereavement Care Scotland
苏格兰Cruse丧亲照护官方网站 (支援信息电子传单)
网址：https://www.crusescotland.org.uk/about-us/
publications/

https://americanhospice.org
https://www.grief.org.au
https://childbereavementuk.org
https://www.childrenandyouthgriefnetwork.com/videos/
https://www.childrenandyouthgriefnetwork.com/videos/
https://www.cruse.org.uk/understanding-grief/
https://www.crusescotland.org.uk/about-us/publications/
https://www.crusescotland.org.uk/about-us/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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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 Curie
玛丽居里夫人官方网站
网址：https://www.mariecurie.org.uk/help/support/
bereaved-family-friend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美国全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
网址：https://www.nasponline.org/resources-and-
publications/resources-and-podcasts/school-safety-
and-crisis/mental-health-resources/addressing-grief/
addressing-grief-tips-for-teachers-and-administrators

The Doughy Center–The National Centre for 
Grieving Children & Families
美国全国丧亲儿童与家庭中心
网址：https://www.dougy.org

The Irish Hospice Foundation
爱尔兰慈怀疗护基金会
网址：https://hospicefoundation.ie/our-supports-
services/bereavement-loss-hub/

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 (支援丧亲者相关服务与信息)
网址：https://www.betterhealth.vic.gov.au/health/
servicesandsupport/grief-how-to-support-the-
bereaved

https://www.mariecurie.org.uk/help/support/bereaved-family-friends#
https://www.mariecurie.org.uk/help/support/bereaved-family-friends#
https://www.nasponline.org/resources-and-publications/resources-and-podcasts/school-safety-and-crisis/mental-health-resources/addressing-grief/addressing-grief-tips-for-teachers-and-administrators
https://www.nasponline.org/resources-and-publications/resources-and-podcasts/school-safety-and-crisis/mental-health-resources/addressing-grief/addressing-grief-tips-for-teachers-and-administrators
https://www.nasponline.org/resources-and-publications/resources-and-podcasts/school-safety-and-crisis/mental-health-resources/addressing-grief/addressing-grief-tips-for-teachers-and-administrators
https://www.nasponline.org/resources-and-publications/resources-and-podcasts/school-safety-and-crisis/mental-health-resources/addressing-grief/addressing-grief-tips-for-teachers-and-administrators
https://www.dougy.org
https://hospicefoundation.ie/our-supports-services/bereavement-loss-hub/
https://hospicefoundation.ie/our-supports-services/bereavement-loss-hub/
https://www.betterhealth.vic.gov.au/health/servicesandsupport/grief-how-to-support-the-bereaved
https://www.betterhealth.vic.gov.au/health/servicesandsupport/grief-how-to-support-the-bereaved
https://www.betterhealth.vic.gov.au/health/servicesandsupport/grief-how-to-support-the-bere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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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机构名单  
— 丧亲支援服务

本地有一些机构，根据丧亲者和家庭成员的需要，提供一系

列哀伤与丧亲支援服务。这些服务通常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社

工、辅导员、心理学家以及心理治疗师提供。

如果您的至亲在医护机构里过世，比如：医院、社区医院、

慈怀病院或疗养院，您可以先向机构的社工或心理社会支援

团队求助，协助您处理与面对丧亲之痛，或者向住宅区里的

家庭服务中心寻求支援。

我们在接下来的几页里，整理出一份提供丧亲支援服务机构

的名单，简列出各别机构的服务以及联系方式。在您走过哀

伤的过程中，如果需要这方面的支援，请不妨联系他们，以

索取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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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丧亲服务 服务对象 由谁提供服务 联络信息

儿童癌症基
金会　
Children’s 
Cancer 
Foundation
(CCF)

1. 个案管理及心理辅导
2. Legacy Building 

Programme
3. 爱，延续 (Love 

Continues)
4. A Day of 

Remembrance 
(ADORE)- 纪念日

1. 协助儿童走出丧亲
阴霾计划 (Children 
Impacted by 
Cancer)

    - 个案辅导, 包括表达
性艺术治疗和动物辅助
治疗

    - 小组辅导

患癌儿童家属
(患癌儿童是
CCF受益者)

因亲属患癌而
丧亲的儿童 (年
龄介于4岁到19
岁，家长中至少
一人是新加坡公
民或永久居民)

社工

治疗师

地址：535 Kallang Bahru
 #02-01 GB Point
 Singapore 339351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5时30分
电话：6229 3701
网址：www.ccf.org.sg

辅导与关
怀中心
Counselling 
and Care 
Centre

1. 家庭治疗
2. 情侣/婚姻治疗
3. 个人心理治疗
4. 儿童治疗
5. 创伤性辅导

精通英语或华语
人士

辅导员

心理治疗师

地址：Hong Lim Complex
 Blk 536 Upper Cross Street
 #05-241 
 Singapore 050536
时间：星期一与星期三
 上午9时至晚上9时
 星期二、四、五
 上午9时30分至傍晚6时
电话：6536 6366
网址：www.counsel.org.sg

www.ccf.org.sg
www.counsel.org.sg


机构 丧亲服务 服务对象 由谁提供服务 联络信息

儿童癌症基
金会　
Children’s 
Cancer 
Foundation
(CCF)

1. 个案管理及心理辅导
2. Legacy Building 

Programme
3. 爱，延续 (Love 

Continues)
4. A Day of 

Remembrance 
(ADORE)- 纪念日

1. 协助儿童走出丧亲
阴霾计划 (Children 
Impacted by 
Cancer)

    - 个案辅导, 包括表达
性艺术治疗和动物辅助
治疗

    - 小组辅导

患癌儿童家属
(患癌儿童是
CCF受益者)

因亲属患癌而
丧亲的儿童 (年
龄介于4岁到19
岁，家长中至少
一人是新加坡公
民或永久居民)

社工

治疗师

地址：535 Kallang Bahru
 #02-01 GB Point
 Singapore 339351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5时30分
电话：6229 3701
网址：www.ccf.org.sg

辅导与关
怀中心
Counselling 
and Care 
Centre

1. 家庭治疗
2. 情侣/婚姻治疗
3. 个人心理治疗
4. 儿童治疗
5. 创伤性辅导

精通英语或华语
人士

辅导员

心理治疗师

地址：Hong Lim Complex
 Blk 536 Upper Cross Street
 #05-241 
 Singapore 050536
时间：星期一与星期三
 上午9时至晚上9时
 星期二、四、五
 上午9时30分至傍晚6时
电话：6536 6366
网址：www.counsel.org.sg

www.ccf.org.sg
www.counsel.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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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丧亲服务 服务对象 由谁提供服务 联络信息

愈援（丧痛疗
愈支援中心）
Grief 
Matters

1. 专业性的个人与家庭丧
亲辅导

2. 丧亲者需求转介与协调
服务 (实际与社会支援)

3. 丧亲者与看护者信息热
线服务

4. 针对公众、社区组织
与专业人士所进行的哀
伤、死亡教育与丧亲咨
商服务、讲座与工作坊

失去重要至亲的
个人与家庭 (尤
其是突发性、非
自然死亡)

除了在支援中心
提供面对面的辅
导服务以外，必
要时我们也能够
安排家访

辅导员

社工

死亡学专家

治疗师

以及伙伴机构

地址：1 Lorong 2 Toa Payoh 
 #02-08 Braddell House  
 Singapore 319637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星期四
 傍晚6时至晚上9时 
 (请提前预约）
热线电话：8181 0448
电邮：griefmatters@
 montfortcare.org.sg

华美教育
辅导中心
Hua Mei
Counselling
and 
Coaching

1. 个人与家庭辅导
2. 生活技能培训 
 (Life Coaching)

年龄50岁以
上，家庭看护者
没有年龄限制

请打电话联系我
们，以便进一步
了解，根据地理
位置所提供的家
访服务

辅导员 地址：Central Plaza
 298 Tiong Bahru Road
 #15-01/06 
 Singapore 168730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四
 上午8时30分至傍晚6时
 星期五
 上午8时30分至傍晚5时30分
电话：6593 9549
辅导热线: 9048 4987
网址：www.tsaofoundation.org

mailto:?subject=
www.tsao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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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丧亲服务 服务对象 由谁提供服务 联络信息

愈援（丧痛疗
愈支援中心）
Grief 
Matters

1. 专业性的个人与家庭丧
亲辅导

2. 丧亲者需求转介与协调
服务 (实际与社会支援)

3. 丧亲者与看护者信息热
线服务

4. 针对公众、社区组织
与专业人士所进行的哀
伤、死亡教育与丧亲咨
商服务、讲座与工作坊

失去重要至亲的
个人与家庭 (尤
其是突发性、非
自然死亡)

除了在支援中心
提供面对面的辅
导服务以外，必
要时我们也能够
安排家访

辅导员

社工

死亡学专家

治疗师

以及伙伴机构

地址：1 Lorong 2 Toa Payoh 
 #02-08 Braddell House  
 Singapore 319637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星期四
 傍晚6时至晚上9时 
 (请提前预约）
热线电话：8181 0448
电邮：griefmatters@
 montfortcare.org.sg

华美教育
辅导中心
Hua Mei
Counselling
and 
Coaching

1. 个人与家庭辅导
2. 生活技能培训 
 (Life Coaching)

年龄50岁以
上，家庭看护者
没有年龄限制

请打电话联系我
们，以便进一步
了解，根据地理
位置所提供的家
访服务

辅导员 地址：Central Plaza
 298 Tiong Bahru Road
 #15-01/06 
 Singapore 168730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四
 上午8时30分至傍晚6时
 星期五
 上午8时30分至傍晚5时30分
电话：6593 9549
辅导热线: 9048 4987
网址：www.tsaofoundation.org

mailto:?subject=
www.tsao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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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丧亲服务 服务对象 由谁提供服务 联络信息

生命同行坊
（城隍慈善基
金会服务之
一）
Life Point 
(by Society 
of Sheng 
Hong 
Welfare 
Services)

1. 丧亲辅导
2. 教育讲座 
 (Awareness Talks)

丧亲的看护者与
家庭成员

新加坡公民或永
久居民

精通英语或华语
人士

辅导员 地址：Chinatown Point
 133 New Bridge Road
 #04-08 Singapore 059413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下午1时至2时休业)
 星期六
 上午9时至下午1时
电话：6538 9877
网址：www.shenghong.org.sg/
 life-point/

海悦辅导中心
O’Joy 
Limited

1. 个人与家庭辅导
2. 哀伤与丧亲治疗

我们的服务对象
是任何18岁及
以上并且面对丧
亲之痛的人士。
我们会为行动不
方便的年长人士
提供登门辅导服
务，请来电询问
有关家访服务范
围。

辅导员

社工

地址：Blk 5 Upper Boon 
 Keng Road
 #02-10 Singapore 380005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时至傍晚5时30分
电话：6749 0190
网址：www.ojoy.org 

乐龄辅导中心
SAGE
Counselling 
Centre 

1. 个人与家庭辅导
2. 表达艺术治疗
3. 家居保养维修服务

寻求支援的个别
丧亲者，年龄须
在50岁以上

丧亲者家属或看
护人，则无年龄
限制

辅导员

艺术治疗师

社工

地址：Jurong Point Shopping 
 Centre
 1 Jurong West Central 2
 #06-04 Singapore 648886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时30分至傍晚5时30分
电话：6354 1191
热线: 1800 555 5555
网址：www.sagecc.org.sg

http://www.shenghong.org.sg/life-point/
http://www.shenghong.org.sg/life-point/
www.ojoy.org
www.sagec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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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丧亲服务 服务对象 由谁提供服务 联络信息

生命同行坊
（城隍慈善基
金会服务之
一）
Life Point 
(by Society 
of Sheng 
Hong 
Welfare 
Services)

1. 丧亲辅导
2. 教育讲座 
 (Awareness Talks)

丧亲的看护者与
家庭成员

新加坡公民或永
久居民

精通英语或华语
人士

辅导员 地址：Chinatown Point
 133 New Bridge Road
 #04-08 Singapore 059413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下午1时至2时休业)
 星期六
 上午9时至下午1时
电话：6538 9877
网址：www.shenghong.org.sg/
 life-point/

海悦辅导中心
O’Joy 
Limited

1. 个人与家庭辅导
2. 哀伤与丧亲治疗

我们的服务对象
是任何18岁及
以上并且面对丧
亲之痛的人士。
我们会为行动不
方便的年长人士
提供登门辅导服
务，请来电询问
有关家访服务范
围。

辅导员

社工

地址：Blk 5 Upper Boon 
 Keng Road
 #02-10 Singapore 380005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时至傍晚5时30分
电话：6749 0190
网址：www.ojoy.org 

乐龄辅导中心
SAGE
Counselling 
Centre 

1. 个人与家庭辅导
2. 表达艺术治疗
3. 家居保养维修服务

寻求支援的个别
丧亲者，年龄须
在50岁以上

丧亲者家属或看
护人，则无年龄
限制

辅导员

艺术治疗师

社工

地址：Jurong Point Shopping 
 Centre
 1 Jurong West Central 2
 #06-04 Singapore 648886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时30分至傍晚5时30分
电话：6354 1191
热线: 1800 555 5555
网址：www.sagecc.org.sg

http://www.shenghong.org.sg/life-point/
http://www.shenghong.org.sg/life-point/
www.ojoy.org
www.sagec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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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丧亲服务 服务对象 由谁提供服务 联络信息

援人协会
Samaritans 
of
Singapore 
(SOS)

1. 24小时热线
2. 24小时关怀短信
3. 关怀电子邮件
4. 危机支援
5. 专业辅导
6. 自杀者亲友支持小组
7. 支持小组

面临危机，产生
自杀念头或受自
杀影响的人

辅导员

社工

义工

地址：10 Cantonment Close
 #01-01 Singapore 080010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电话：1-767（24小时热线） 
短信：www.sos.org.sg
       （24小时热线）
电邮：pat@sos.org.sg
网址：www.sos.org.sg

进觉福利协会
Viriya
Community 
Services

1. 个人与家庭哀伤与丧亲
辅导

2. 哀伤与丧亲工作坊与互
组小组

3. 哀伤与丧亲教育讲座
4. 支援服务

面临悲伤失落和
丧亲的个人与
家庭

辅导员

社工

治疗师

地址：72 Shrewsbury Road
 Singapore 307837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电话：6256 1311
电邮：support@viriya.org.sg
网址：www.viriya.org.sg

孀妇爱心协会 
Wicare
Support 
Group

1. 集体悲伤和丧亲康复治
疗

2. 个人辅导
3. 孀妇互助小组
4. 讲座和研讨会
5. 孀妇及其子女的社交

活动

丧偶妇女与子女

所有的节目都是
中英文

辅导员

义工

孀妇女爱心协会
组员

地址：9 Bishan Place
 Junction 8 Office Tower
 #08-01 Singapore 579837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下午1时至2时休业)
电话：6354 1941 / 9616 5091
网址：www.wicare.org.sg

mailto:?subject=
www.sos.org.sg
mailto:?subject=
www.viriya.org.sg
www.wicare.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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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丧亲服务 服务对象 由谁提供服务 联络信息

援人协会
Samaritans 
of
Singapore 
(SOS)

1. 24小时热线
2. 24小时关怀短信
3. 关怀电子邮件
4. 危机支援
5. 专业辅导
6. 自杀者亲友支持小组
7. 支持小组

面临危机，产生
自杀念头或受自
杀影响的人

辅导员

社工

义工

地址：10 Cantonment Close
 #01-01 Singapore 080010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电话：1-767（24小时热线） 
短信：www.sos.org.sg
       （24小时热线）
电邮：pat@sos.org.sg
网址：www.sos.org.sg

进觉福利协会
Viriya
Community 
Services

1. 个人与家庭哀伤与丧亲
辅导

2. 哀伤与丧亲工作坊与互
组小组

3. 哀伤与丧亲教育讲座
4. 支援服务

面临悲伤失落和
丧亲的个人与
家庭

辅导员

社工

治疗师

地址：72 Shrewsbury Road
 Singapore 307837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电话：6256 1311
电邮：support@viriya.org.sg
网址：www.viriya.org.sg

孀妇爱心协会 
Wicare
Support 
Group

1. 集体悲伤和丧亲康复治
疗

2. 个人辅导
3. 孀妇互助小组
4. 讲座和研讨会
5. 孀妇及其子女的社交

活动

丧偶妇女与子女

所有的节目都是
中英文

辅导员

义工

孀妇女爱心协会
组员

地址：9 Bishan Place
 Junction 8 Office Tower
 #08-01 Singapore 579837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下午1时至2时休业)
电话：6354 1941 / 9616 5091
网址：www.wicare.org.sg

mailto:?subject=
www.sos.org.sg
mailto:?subject=
www.viriya.org.sg
www.wicare.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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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照顾丧亲的自己和亲友

人们活着、爱着，但最终都会死去。多数人在生命的某
个阶段里，会失去重要的至亲。失去重要的至亲，绝

对不是一件容易面对的事。虽然给予丧亲者支援与安慰看似
简单，但我们多数人其实并没有足够的信心这么做。

《如何照顾丧亲的自己和亲友》是一本为丧亲者以及丧亲支
援者所撰写的手册。本册概括了不同丧亲者的经验以及自我
照护的贴士，并针对不同的情境、状况，提供了一些如何关
怀丧亲者的建议。无论丧亲事故是发生在家中、学校、职场
或者社区里，我们都可以对丧亲者给予更多的支持与慈悲。

出版机构



社区丧亲支援服务机构

建议您将此折叠部分撕下来，随身携带以方便参阅，
又或者是将它转交给您认为需要这些服务的人士。

儿童癌症基金会
协助癌症病童和他们的家属
www.ccf.org.sg | 电话：6229 3701

辅导与关怀中心 
需要丧亲辅导服务的人士
www.counsel.org.sg | 电话：6536 6366

愈援（丧痛疗愈支援中心）
失去重要至亲的人士
电邮：griefmatters@montfortcare.org.sg
电话：8181 0448

华美教育辅导中心
50岁以上的丧亲长者
www.tsaofoundation.org
电话：6593 9549 | 辅导热线: 9048 4987

生命同行坊（城隍慈善基金会服务之一）
失去年长家庭成员的人士
www.shenghong.org.sg/life-point/
电话：6538 9877

海悦辅导中心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任何18岁及以上并且面对丧亲之痛的
人士
www.ojoy.org | 电话：6749 0190

乐龄辅导中心
50岁以上的丧亲长者或他们的家人/看护者
www.sagecc.org.sg | 电话：6354 1191

热线: 1800 555 5555

援人协会
面临危机，产生自杀念头或受自杀影响的人
www.sos.org.sg | 电邮: pat@sos.org.sg
短信: www.sos.org.sg (24小时热线)
电话: 1-767 (24小时热线)

进觉福利协会
面临悲伤失落和丧亲的个人与家庭
www.viriya.org.sg | 电邮: support@viriya.org.sg
电话：6256 1311

孀妇爱心协会
丧偶妇女与子女
www.wicare.org.sg | 电话：6354 1941 / 9616 
5091

您也可以向您所认识的医疗或社会服务机构的社工，寻求丧
亲支援。

备注：资料以印刷日期为准。

您可通过以下网址：

library.singaporehospice.org.sg

下载《如何照顾丧亲的自己和亲友》
与 《如何处理亲人的丧礼和遗产》
电子版手册。

http://library.singaporehospice.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