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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署 (2014) 一項有關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全港性統

計研究估計，全港智障人士的總數約為 71 000 人至 101 000 人左右，且存在低估總整數

目的可能性。在這當中，約96%從未結婚，而對於因未婚而仍與家人同住的智障人士來說，

父母親相信是他們最可靠而可信的人，雙方關係十分緊密，互相依賴扶持。隨著醫療技術

的進步，及社會經濟環境的改善，智障人士的壽命得以延長。上述的研究報告進一步指

出，53.9% 的智障人士之年齡達到 40 歲或以上，而 50 歲或以上的比例為 37.4%，顯示本

港正面臨智障人士人口老化的情況。不難想像的是，其父母親亦同樣步入老年。實際上，

根據康復諮詢委員會轄下的智障人士老齡化工作小組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進行的「智障人士

老齡化趨勢研究」(2015) 指出，智障人士有早發性老化的現象，患有長期病的數目在 30

至39歲的群組已顯著高於29歲或以下的群組。另外，有三項或以上身體病患的人數比例，

在 30 至 39 歲以後有增加的現象，與同齡一般人士長期病患的普遍率比較，智障人士患

有長期病患的人數比例較高。總而言之，智障人士的身體機能比健全人士較早退化，加上

其父母亦年紀漸大，社會上對智障人士及其家庭照顧者面對「雙老」的情況越來越關注。

環顧世界各地與智障人士喪親相關的研究，數目寥寥無幾。有見及此，東華三院與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早於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12 年期間，推行了一系列關於

智障人士喪親經歷的學術研究。研究分為四期進行，目的是加深對本港智障人士在生死概

念及因喪親而引起的需要方面的了解，從而根據他們的能力及需要建構可行的預防介入方

法，及因喪親所需要的關顧及輔導服務，並制定出一套適用於華人社會的評估工具「智障

人士喪親行為量表」。有了這項前期研究，對發展智障人士善別服務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亦為之後的評估工作奠下重要的基石。

第一章

研究背景

 為了面對「雙老」這個問題作出更好的準備，本研究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工作，包括

把生死教育擴展到智障人士家屬的層面，及將首席研究員周燕雯博士所設計而適用於香

港的善別輔導模式 -- ADAPTS 模式，修改至適用於智障人士的善別關顧模式 (Bereavement 

Care Model)。事實上，學者 Lavin (2002) 提出，智障人士的喪親經歷乃是一個被剝奪哀悼 

(Disenfranchised Grief) 的情況，即社會普遍認為智障人士對死亡概念的認知存在困難，

故不向他們告之噩耗，或沒有安排他們出席至親喪禮。但根據學者 Dodd, McEvoy, Guerin, 

McGovern, Smith 及 Hillery (2005) 指出，即使理性上不明白死亡的真諦，不代表他們對與

至親的分離沒有感覺。而上一階段第一期的研究結果更確立了香港智障人士生死觀念的情

況，推翻他們對死亡不了解的謬誤。故此，我們不應再以「智障人士不能了解死亡」這種

謬誤而否定他們面對死亡或喪親經歷所產生的需要。

3 4



研究目的
本研究承上一階段的研究，期盼制訂適合的智障人士生死教育及喪親關顧介入輔導服

務。其具體目標為︰

(1) 探討智障人士的家屬在面對個人死亡時的需要及挑戰

(2) 探討家庭在面對智障親屬死亡時的需要及挑戰

(3) 設計為智障人士家屬提供的生死教育模式

(4) 推行及評估為智障人士家屬提供的生死教育

(5) 設計用於智障人士喪親關顧介入的輔導服務

(6) 推行及評估為智障人士喪親關顧介入的輔導服務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劃於2014年3月至2015年12月進行。由於目標廣泛及涉及不同的研究對象，

研究採用了三個階段 (Three-stage) 及混合方法研究方式 (Mixed research method)，以搜集資

料。第一期研究主要針對第一及第二項研究目的。第二期研究則以達成第三、第四項目的

為目標，至於有關智障人士喪親關顧介入的輔導服務之第五、第六項目的，則在第三期研

究中完成。

第一期研究—課題初探︰智障人士家屬在面對個人或智障親屬死亡時的需要及挑戰

第一期研究主要運用質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及透過聚焦小組 (Focus 

group) 的方式蒐集資料，目的是透過訪問智障人士的家屬及復康服務單位的社工，了解家

屬在面對個人或智障親屬的死亡時，會遇上的問題及需要。參加者共 34 人，均透過東華

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邀請，主要分為家屬組及社工組。研究於 2014 年 5 月期間進行，共

進行了 5 個聚焦小組，小組的過程被錄音以作分析，分析結果用作制定智障人士家屬生死

教育小組的寶貴參考資料。

第二章

研究目的及方法

第二期研究—預防性介入︰家長生死教育模式的成效探討

根據第一期研究資料，設計出「生命電燈膽家長組」生死教育小組，第二期研究

採用類實驗性研究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使用量性研究方法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及單一組別前後測調查設計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以自我對照方式

去評估小組參加者的轉變。研究小組於東華三院轄下復康服務單位內合共進行四個小組，

邀請了 34 位智障人士的父母親或兄弟姐妹參與小組。評估於小組開始一個月至個半月前、

開始前、小組結束後，及小組結束後一個至個半月進行，共 4 度收集有關的數據資料。由

研究助理或沒有參與小組的服務單位職員以訪談形式完成問卷，並經研究小組整理及分析

後，得出小組成效的結果。

第三期研究—介入模式的發展︰智障人士喪親關顧介入模式的輔導服務

第三期研究採用量性研究方法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由東華三院轄下復康服

務單位邀請半年內曾經歷喪親的智障人士接受善別關顧介入模式的輔導服務。由復康服務

單位已接受相關培訓的社工，向符合資格的智障人士提供為期三個月的善別關顧服務，服

務以個案形式進行。共於服務前、服務後第 3 個月及第 6 個月共 3 度訪問參加者，評估他

們的心理健康。訪問將會以面談形式進行，每次約 45 分鐘。研究於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間進行，共有 24 位參加者參與研究，數據收集後由研究小組分析，評估智障人

士善別關顧介入模式的輔導服務之成效。

5 6



研究目的
了解家屬在面對個人或智障親屬的死亡時，會遇上的問題及需要。透過整合所得的資

料，設計為智障人士家屬提供的生死教育模式。

研究設計
運用質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及透過聚焦小組 (Focus group) 的方式

蒐集資料。

研究參加者
本研究參加者的選取條件 (Inclusion criteria) 是在家庭中擔任主要照顧者角色，照顧中

度至嚴重程度智障人士之成人家屬。家屬為主要的研究參加者，而工作中曾與上述家屬及

智障人士接觸的社工亦屬研究對象。本研究一共進行了五個聚焦小組。研究採用了立意抽

樣 (Purposive Sampling) 方式，透過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邀請合適的參加對象，包括照

顧智障人士的家屬，及復康服務單位的社工參與研究。五個聚焦小組中，其中四個是家屬

小組，一個是社工組。總參加人數是 34 人，8 位是社工，26 位是家屬，其中 4 位是父親，

17 位是母親，餘下 5 位是兄弟姐妹。

資料蒐集過程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的研究專責社工首先接觸不同單位的同工及家屬照顧者，

闡述研究目的及程序，並說明討論過程中錄音的需要。在確定受邀者了解相關內容後，邀

請參加者簽署參與同意書。首席研究員、研究專責社工及各參與者其後進行了五次聚焦小

組。小組討論的流程根據研究小組編寫的半結構式 (Semi-structured) 討論大綱 ( 附件 I) 進

行，每個小組約一小時。

第三章
第一期研究—課題初探

智障人士家屬在面對死亡時的需要及挑戰

第一期研究

目的︰探索智障人士

家屬在面對死亡時的

需要及挑戰

方法︰質性研究方

法，聚焦小組

參加者︰智障人士家

屬、社工

第二期研究

目的︰探討生死教育

對智障人士家屬的成

效

方法︰量性研究方

法，結構性問卷調查，

單一組別前後測調查

設計

參加者︰參加「生命

電燈膽家長組」生命

教育小組的智障人士

家屬

第三期研究

目的︰探討「智障人士

喪親關顧介入模式」應

用在香港的成效

方法︰量性研究方法，

結構性問卷調查，單一

組別前後測調查設計

參加者︰半年內曾經

歷喪親，並接受關顧介

入模式的輔導服務的

智障人士

圖一 . 三階段的研究計劃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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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背景資料分析
表一 . 第一期研究參加者 ( 家屬組 ) 基本資料 (n=26)

 在 26 位研究參加者組成的家屬組中，受訪者主要為女性 (82.4%)。所有受訪者年齡

都已達 50 歲或以上，其中達 70 歲或以上的佔 22.1%，顯示他們可能正面臨自身及智障親

屬同時步入老年化的「雙老」情況，故他們的受訪意見能設身處地反映面對「雙老」的智

障人士家屬之感受、需要及考慮。

頻數 (%)/
平均值 (標準差 )

頻數 (%)/
平均值 (標準差 )

性別 宗教

男性 6 (17.6) 沒有 10 (29.4)

女性 20 (82.4) 佛教 7 (20.6)

與智障人士的關係 天主教 2 (5.9)

父親 4 (15.4) 基督教 5 (14.7)

母親 17 (65.4) 道教 2 (5.9)

兄弟姐妹 5 (19.2) 婚姻狀況

年齡 從未結婚 2 (5.9)

50-59 10 (38.5) 已婚 / 同居 19 (73.1)

60-69 10 (38.5) 離婚 2 (5.9)

70-79 5 (19.2) 鰥寡 3 (8.8)

80 或以上 1 (2.9) 智障親屬接受服務的單位

教育程度 嚴重弱能人士護理院 5 (14.7)

未曾接受教育 4 (11.8) 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11 (32.4)

小學程度 8 (23.5) 綜合職業復康中心暨宿舍 5 (14.7)

中學程度 10 (29.4) 綜合職業復康中心 1 (2.9)

預科 1 (2.9) 地區支援中心 2 (5.9)

專上教育 3 (8.8) 庇護工場 2 (5.9)

資料處理
小組過程被錄音，五個小組的聲帶被譯謄成文字作分析。首席研究員與研究助理以開

放的思維，透過資料主導 (Data-driven) 及歸納法去分析及整合資料，發掘出一系列家屬在

面對個人或智障親屬的死亡時，會遇上的問題及需要項目。首席研究員研究助理兩度逐句

閱讀謄本，把所有與智障人士家屬在面對死亡時遇上的需要與困難有關的字句逐一給予編

碼 (Coding)，接着首席研究員與研究助理再次檢閱編碼，把相同的反應或行為歸納成一組，

不同的加以分類，資料經整合後，把最後所得出的項目結集成一個架構 (Framework)，用

於設計第二期家屬生死教育小組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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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 第一期研究參加者 ( 社工組 ) 基本資料 (n=8)

頻數 (%) / 平均值 (標準差 )
性別

男性 3 (37.5)

女性 5 (62.5)

年齡 33.6 (8.43)

在智障復康服務的年資 11.2 (6.78)

智障服務使用者接受服務的單位

嚴重弱能人士護理院 2 (25.0)

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6 (75.0)

智障程度

輕度智障 3 (37.5)

中度智障 8 (100.0)

嚴重智障 7 (87.5)

曾否接受過照顧喪親智障人士的課程 (有 ) 2 (25.0)

曾否照顧過喪親的智障人士 (有 ) 8 (100.0)

在 8 位社工組的背景資料中，受訪者的平均年齡是 33.6 歲，平均在智障復康服務工

作了 11.2 年。全部受訪者均有照顧過喪親的智障人士之經驗，故他們的意見皆是透過工

作而接觸這類個案的經驗之談。

研究結果
在 26 位家屬及 8 位社工組成的 34 位研究參加者，透過 5 次的聚焦小組，表達 ( 甲 )

智障人士的父母在面對個人的死亡時的需要和挑戰、( 乙 ) 家庭在面對智障親屬的死亡時

的需要和挑戰。從分析他們的討論中，我們整理了四項主要不同的範疇，包括 (1)實務需要；

(2) 資料需要；(3) 情緒上需要；及 (4) 關懷需要。

表三 . 第一期研究智障家庭面對自身或智障親屬死亡時的需要和挑戰

項目
項目
頻數

例子

實務需要

院舍服務 12
「我哋其實已經係一定要同佢排緊宿舍喇，唔好等到

有需要，照顧唔到喇先至嚟排呢，就非常之…」

住院舍的適應 6

「我估佢最擔心就係留喺宿舍個生活完全改變晒，譬

如佢每個禮拜仲返屋企，爸爸仲可能帶佢去好多活

動、比好多嘢佢，但係嚟到宿舍，我估家長自己諗就

係第日佢個子女留喺宿舍，跟住會點呢？」

經濟支援

（醫療及殯葬開支）
1

「到佢過身之後，嗰啲殮葬費，或者嗰啲手續費，係

由你哋東華三院幫佢出……有無呢個安排呢？」

資料需要

法律資訊

（財務、醫療、監護令）
11

「譬如我有啲嘢留返比佢，佢點樣去處理？佢哋係唔

識架嘛…都擔心個監護，同埋將來佢嘅財產。」

社會服務資訊

（輔導、院舍服務、住宿、

經濟、覆診安排）

3
「社區嗰度我哋都要關注下，我哋講嘅只係我哋住係

院舍嗰啲，未住院舍、係社區出邊嗰啲又點？」

「即係唔知院舍嘅監管會係點架嘛…保障佢呀…」

殯葬資料 1 「依家啲 ( 土葬用 ) 位好貴，好匱乏。」

智障人士對死亡的認識 3
「佢唔識 ( 死亡的概念 ) 你講嚟做乜？…即係好似唱

歌咁，佢都唔識架。」

智障人士的喪親反應 4 「唔知會有乜反應，陣間累到你 ( 社工 ) 就唔好啦。」

情緒上需要 (當智障子女面對死亡時 )

內咎 3
「唔會話第日真係有事發生，你有個遺憾就補救唔

到。但係如果你做咗起碼對自己有一個交代」

後悔 3
「不過我都盡量話比自己聽…佢哋啲嘢有時好快…家

屬要自我教育…每一分鐘珍惜智障嘅家人。」

告之與否 1
「例如院友生咗個瘤，屋企人唔比我哋話比個院友

聽…佢以為自己有咗…更加誤會咗！」

照顧的擔心與壓力 4
「醫院又唔比探，又要比人綁，插住條喉返嚟，呢度

爛嗰度爛，Physically 痛苦。」

最後一程的照顧 3
「佢本身已經糖尿病，佢好想食多幾粒糖…但係屋企

人唔係咁諗：就算佢病，都想 Keep 佢耐啲。」

與醫護人員建立信任 3
「去到醫院個個都唔熟佢，佢又驚，

佢哋擔心係呢啲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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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目
頻數

例子

情緒上需要 (當自己或其他家人面對死亡 )

告之與否 6
「佢爹地走咗，媽咪就同我講話：『唔好比佢知』…

佢哋有時都會覺得好忌諱，同唔敢同個 Case 講。」

參與喪禮與否 6
「如果我個仔失禮，( 喪禮 ) 好多親戚朋友喺度，

會唔會好肉酸？」

最後一程的照顧 1
「希望佢可以嚟探到自己，即係自己去唔到喇嘛…

如果可以嘅話，中心職員帶佢去見下 ( 父母 )。」

擔心其他家人的壓力 8
「就算你個阿哥、細佬照顧，阿嫂嗰啲未必 ( 願意 )
呀嘛，阿嫂嗰啲話︰『你玩我呀？係咁阻住我。』」

日後照顧智障子女的計劃 11
「係擔心自己過身之後，佢仲未過身…即係個仔仲

喺度，而屋企無人去照顧佢嘅話，嗰幾十年唔知佢點

樣過。」

擔心照顧的壓力 3 「唔明呀媽病咗，可能會出現好多情緒、行為問題。」

最後智障子女的喪親反應 2
「佢突然間無咗個家人嚟探佢呀嘛…我諗佢都係有個

失落嘅感情喺度…要點樣去做…可以舒緩。」

關懷需要

孤單感 1
「家長傾下嘛，大家聯絡下傾下，嗰個苦字都唔識寫，

個個唔同嘅，嚟到呢度唔係甜架嘛，苦架嘛，個個都

唔同。」

未準備好死亡的事實 1
「如果佢自己本身嘅 Preparation 做得好嘅話，佢有多

啲嘅準備呢，或者有支援令到佢有充足準備嘅時候，

佢先有能力去處理子女。」

有限的社會與政府支持 7
「要政府去教育下嗰啲人囉，因為有啲話喺屋邨起嗰

邊嘅智障人士宿舍已經反對。」

家屬之間的支援聯絡 8
「家長自己本身嘅 Peer Group，同埋有共同經歷嘅家

長…更加可以互相支援到，因為大家都有咁嘅經歷。」

 

在四項不同的範疇，我們了解到家屬在面對自身或智障親友死亡時的需要，包括一些

實務的需要，如院舍服務的提供，及親友在接受院舍服務後的適應性；亦有資料上的需要，

例如法律資訊，包括財務分配及處理、智障人士的監護問題等，也有家屬表達因缺乏智障

親屬對死亡的認知或喪親的反應等資料，而不知道如何處理；當然亦涉及情緒上需要，如

在遇上病危甚或死亡的情況時，猶豫是否告之智障人士，或因自身死亡後，對沒有人能妥

善照顧智障親屬而帶來的壓力和擔心；最後是關懷的需要，如社會與政府支持，及家屬之

間的支援聯絡等。

討論
透過 5 次的聚焦小組，家長提出大同小異的答案。在面對自身死亡時，不少受訪者都

有提及對「日後照顧智障子女的計劃」之擔心，並進一步表明「院舍服務」的需要，只要

子女能夠得到承諾，在院舍得到照顧，已令他們安心不少。相反，不少家屬亦有提出自己

的憂慮，「擔心其他家人的壓力」，故不希望照顧智障人士的負擔落在下一代其他成員身

上，這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些子女本身對此責任感到抗拒，第二個原因則是父母不希望因

此而影響其他子女成家後的家庭關係，破壞他們的生活。

另外，不少家屬亦對一些實務的資訊提出疑問，包括「法律資訊」，如遺產如何留給

智障子女；若在院舍生活，由誰人負責替他們簽名進行手術；或是未進入院舍的智障人士

安排等。值得一提的是，社工分享部份個案，表示由於家屬認為「智障人士對死亡的認識」

理解不多，或是不能預測「智障人士的喪親反應」，故即使想把親人離世的事實告之智障

人士，亦不知如何開口，心存內疚。

在面對個人死亡時，部份家屬亦有思考到深入而現實的層面，如智障人士「參與喪禮

與否」，受訪者表示即使有此心願，亦因擔心智障人士屆時有過於激動的反應而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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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智障親友面對死亡時，家屬會考慮的是智障人士溝通能力較弱，未能把病況

清楚說明，或是不能理解醫護人員的指示和說明，故「與醫護人員建立信任」將是很大的

幫助。值得留意的是，大部份受訪者均表示，他們對智障親屬的離世雖會感到難過和不捨，

同時卻因不用再擔心智障親屬之後的安排而安心；但小組內有受訪者曾表示，部份家屬在

面對智障親友離世前的痛苦，及最後一程的照顧，其實承受著不少壓力。

最後，不管是自身或智障親友面對死亡，家屬亦有需要得到關懷，包括「孤單感」、

自己「未準備好死亡的事實」，故未能顧及智障親友。另外，家屬曾表示家屬之間支援聯

絡的重要性，可以令他們得到心靈上的關懷和依靠。

在整理聚焦小組中研究參加者所提供的意見後，這份數據用作第二期的資料參考，制

訂「智障人士家長生死教育小組」的教材冊。

研究目的
承接第一期研究結果，研究員以社交支援的概念來設計智障人士家屬生死教育小組，

取名為「生命電燈膽家長組」。本期研究旨在探討此生死教育小組對家長的成效。

「生命電燈膽家長組」生死教育小組

小組理念

通過第一期研究結果，我們整理出家屬在面對自身或智障親屬死亡時，四個不同範疇

的需要和挑戰︰ (1) 實務需要；(2) 資料需要；(3) 情緒上需要；及 (4) 關懷需要。故此，小

組希望透過課程處理參加者這四種需要，從而提昇他們的情緒及心理狀況，繼而改善他們

的生活質素。而小組內容以改善參加者的社交支援為主，包括提供︰ (1) 實務支援；(2) 資

訊支援；(3) 情緒支援；及 (4) 關懷支援。作為一項預防性的介入，研究小組繼續沿用了第

一階段生死教育小組的名稱—「生命電燈膽」，更名為「生命電燈膽家長組」。

第一階段「生命電燈膽」生死教育小組的內容以五項死亡概念 (Kenyon, 2001) 為藍本

所制定，並貫徹「知死悟生」的理念，把死亡比喻為能照亮生命的「燈膽」一樣，當它熄

掉的時候，人們便身處在黑暗中，就有如看不見死亡，忘記它的存在，以為它不會發生一

樣；身處黑暗中，同時亦令人們看不見生命的寶貴，很容易便認為能夠生存是必然的。但

當「燈膽」亮起時，人們會看到生命的有限，同時亦領會到生命的可貴。在完成第一階段，

針對智障人士而設的生死教育小組後，在第二階段發展了為智障人士家屬而設的生死教育

小組—「生命電燈膽家長組，探討家屬在面對死亡時的擔憂和需要。其實，為智障人士家

屬提供的生死教育課程寥寥無幾，而是次研究所設計的「生命電燈膽」家長組生死教育小

組則是一個以理論及研究結果為根基來設計的生死教育模式，可算是在亞洲、甚至世界上

首個有系統去檢測成效的智障人士家屬生死教育課程。透過參加小組，希望引導家屬接觸

死亡、認識死亡；並透過「知死悟生」去體會生命，繼而思考自己及子女日後離世的安排，

減輕心中的一份牽掛，並能珍惜擁有的有限生命，把握未來與子女相處的寶貴時光。再者，

「燈膽」亦象徵著無限可能性的「點子」(Ideas)，小組亦希望啟發參加者思考生命的價值，

對生活抱有更多正面而積極的看法。

第四章
第二期研究—預防性介入

家長生死教育模式的成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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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結構 

「生命電燈膽」是教育性小組，每組 4-8 人，小組共 6 節，每星期一節，為期共六

星期。時間每節 1 小時 30 分鐘至 2 小時。參加者為智障人士的家屬。表四是小組每節主

題及目標。

表四 .「生命電燈膽家長組」生死教育小組每節主題及目標

圖二 . 第二期研究數據收集流程

節數 名稱 主題 目標

第 1 節 化憂善生 • 面對生活議題的憂慮
• 意識死亡所帶來給自己的憂慮，

尤其是當中連繫到智障子女將
來的部份

第 2 節 未雨綢繆 • 生前身後的實務安排 • 認識為身後事可做的準備

第 3 節 談生說死
• 與智障人士一起面對親友

病重甚至離世

• 思考與智障子女一起面對喪親
的好處和壞處

• 學習如何引導子女去面對喪親

第 4 節 談死說生
• 與智障人士一起面對自己

的重病甚至死亡
• 認識面對喪親後的哀傷情緒
• 學習與智障子女一起面對死亡

第 5 節 知己知彼
• 為個人也為智障子女在臨

終階段的實務安排珍惜餘
下的相處時光

• 思想為臨終階段可做的預備
• 意識到要珍惜與智障子女相處

的時光

第 6 節 攜手善生
• 留下美好片段
• 小組回顧及學習鞏固

• 意識到將來可與智障子女創造
更多美好時光

• 學習重點回顧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類實驗性設計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以量性研究方法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及單一組別前後測調查設計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以評估小

組參加者的改變。下圖顯示整個研究設計，評估資料於小組開始前一個至個半月 (T0)，

小組開始前 (T1)，小組結束後一星期內 (T2)，及小組結束一個月至個半月後 (T3) 進行四

度收集。T1與T0的改變當作對比的基本底線 (Baseline)而T2與T1的改變當作計介入改變。

即使沒有對照組，參加者以自己的基本底線作為對照。最後，T3 與 T2 的改變為評估其持

續性。

生命電燈膽
家長組

T0評估
( 小組開始前
一個至個半月 )

T1評估
( 小組開始前 )

T2評估
( 小組結束後
一星期內 )

T3評估
( 小組結束一個月
至個半月後 )

「生命電燈膽家長組」生死教育小組理論架構
本教育小組的內容架構建基於智障人士家屬和社工親述家屬的需要，主要以心理教

育的模式來處理家屬的不同需要，亦運用不同的教學形式來達成目標，包括向參加者提

供實務的資訊和教育、與小組成員討論與死亡相關的情景和影片、教導能放鬆和舒緩心

理壓力的運動和活動、設計親子活動來促進家屬和智障親友的溝通，強調與身邊人的分

享以加強家屬之間的互相支持等。此外，小組亦相信透過介入的治療功效，如透過小組

成員間看到彼此的共通點、利他的行為、正面思維與行為的模倣、誘發對未來的盼望等，

加強組員間的學習及互相的扶持，長遠能夠改善小組成員在面對自身或子女死亡時的心

理及情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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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第二期研究理念架構

生死
教育小組

實務支援

資訊支援

情緒支援

關懷支援

生活質素

心理狀況

情緒狀況

「生命電燈膽家長組」生死教育小組的理論性目標
當完成小組「生命電燈膽家長組」生死教育小組後，期望參加者能夠︰

• (1) 提升社交支援，包括

◆ 實務支援 ( 如討論有關病患及死亡的個案、教育及資料提供 )

◆ 資訊支援 ( 如教育及資料提供 )

◆ 情緒支援 ( 如討論有關病患及死亡的個案、促進智障人士與家屬溝通 )

◆ 關懷支援 ( 如發揮家屬互相支持 )

• (2) 心理狀況及情緒狀況得到提升

• (3) 生活質素得到改善

研究參加者
研究對象是「生命電燈膽家長組」生死教育小組的參加者。分別於東華三院轄下四個

復康服務單位內進行「生命電燈膽家長組」小組，並於這些服務單位內邀請合乎參與資格

的智障人士家屬參加。四個小組一共成功邀請了34位小組參加者，每組由4人至8人不等。

評估工具
評估根據研究理念架構分成「社交支援」、「情緒反應」及「生活質素及滿意度」三

個範疇，部分評估工具由研究小組所創，而大部分評估工具則由文獻回顧中得悉。本研究

承蒙各評估工具的作者們允許，於本研究的問卷中翻譯及採用他們的量表。為了檢測小組

的成效，我們會邀請所有參加「生命電燈膽家長組」生死教育小組的參加者填妥同意書，

並由研究助理或沒有參與小組的服務單位職員以訪談形式，與參加者一起完成問卷。透過

整合及分析問卷的數據，了解小組的成效。以下是對各評估工具的詳述。

社交支援度
由於「實務支援」、「資訊支援」、「情緒支援」及「關懷支援」是第二期研究︰家

長生死教育小組的介入重點，故本期研究使用了「社會支持問卷」(Medical Outcomes Study 

Social Support Survey - Chinese version; MOS-SSS-C) (Sherbourne 及 Stewart, 1991)。量表由四

個因子共20個項目所組成，以評估參加者在「情緒 / 資訊」 (Emotional/ Informational)、「實

質」 (Tangible)、「感情」 (Affectionate) 及「交流」 (Positive Social Interaction) 的社交支援

分數。參加者在 20 個項目中，以 1=「完全沒有」至 5=「所有時候」，自行選取適合的分

數，以計算參加者在需要時，他們得到多少支持。例如在「情緒 / 資訊」的相關項目中，

問卷會訪問受訪者「有人給予你一些訊息以幫助你明白你的處境。」，讓受訪者自行評分。

另外，「實質」的相關項目評估了受訪者在需要時，是否能得到實質的協助或支援，如「如

果你不能為自己燒飯，有人是會為你預備。」

情緒反應
「情緒反應量表」(Chines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 由 Zigmond 及

Snaith 於 1983所創，而本研究所使用的中文版情緒反應量表由 Leung, Ho, Kan 等學者 (1993)

所翻譯。量表由兩個範疇合共 14 項組成，兩個範疇分別是「憂鬱」(Anxiety)，及「焦慮」

(Depression)。量表要求受訪者以「過去一個星期」為時間範圍，選取 14 個項目中最接近

自己的情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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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質素及滿意度
生活質素及滿意度的評核包括了兩項評估，首先，在有關生理健康方面，參加者以「生

活品質量表」(The European Quality of Life-5 Dimensions) 及「健康狀況量表」(The European 

Quality of Life - Visual Analogue Scale ) 自行評估其健康狀況。

「生活品質量表」由五個項目所組成，包括「行動」(Mobility)、「自我照顧」(Self-

care)、「平常活動」(Usual Activities)、「疼痛 / 不舒服」(Pain / Discomfort)、及「焦慮 / 沮

喪」(Anxiety / Depression)。量表須由參加者自行填寫，評估自己在上述五個項目中，是否

有構成健康的問題，每項的評分大致可分為 1=「沒有問題」、2=「有輕微問題」、3=「有

中度問題」、4=「有嚴重問題」，及 5=「無法完成該項目 / 有極度問題」，每個項目均以

分數越高代表問題越嚴重。

「健康狀況量表」由參加者自行評估，為其健康狀態評分。以 0 分至 100 分為範圍，

分數越低代表健康越壞，相反，分數越高代表健康越好。

另外，在心理健康方面，評估採用了 Diener 及其同僚 (1985) 所編制的「生活滿意度

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此量表包含了 5 個項目，包括「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

的理想」、「我的生活狀況非常圓滿」、「我滿意自己的生活」、「直至現在為止，我都

能夠得到我在生活上希望擁有的重要東西」、及「如果我能重新活過，差不多沒有東西我

想改變。」，每項的評分由 1=「非常不同意」至 7=「非常同意」。5 個項目的總分數由 5

至 35 分不等，總分數越高，代表個人的生活滿意度越高。

問卷還收集了多項智障人士家屬的個人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與智障人士的關

係、教育程度、宗教、婚姻狀況、智障親屬的智障程度、其所屬服務單位、及過去兩年智

障親屬曾否有喪親經歷等。

小組推行及資料蒐集過程
研究於 2015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進行。東華三院邀請第一組的參加者時亦同時取得部

份參加者的攝影同意，故此第一次的小組過程均被攝錄作為技巧傳遞及小組檢討之用。首

個小組由首席研究員帶領，而組前後的資料蒐集由研究專責社工及單位同工負責。研究專

責社工參與每節小組，並於過程中學習帶領生死教育小組的技巧。每節小組完結後，研究

小組均檢討活動的適用性。首個小組完畢後，研究團隊把小組每節的流程及教學材料整理

成小組指引手冊，並為另外三間參與研究的服務單位舉行簡介會，讓同工了解小組理念和

帶領方法，數據蒐集方法和流程。餘下三個小組均由研究專責社工與各中心兩位同工合作

帶領，而數據則由非帶領小組的中心同工收集。小組的數據收集均於小組開始前一個至個

半月 (T0)，小組開始前 (T1)，小組結束後一星期內 (T2) 及一個月後 (T3) 進行。數據收集均

以面對面訪談方式於服務單位內進行。各中心的同工參與研究簡介會後分配角色，由沒有

帶領小組的同工收集數據。

資料處理
資料收集及整理後，透過 SPSS Statisctics 20.0 軟件作分析。根據評估工具的尺度種類，

分析運用 t- 相依檢驗 (Paired t-test) 或卡方測定 (Chi-squared test) 去檢測參加者於各項評估

項目中由小組開始前一個至個半月 (T0)，小組前 (T1)，到小組後一星期內 (T2)，至到一個

月 (T3) 之間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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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參加者基本資料

表五列出參加者的基本資料，參加者以女性較多 (88%)，參加者平均年齡為61.03 (8.57)

歲，主要是智障人士的母親 (79.%) 參加本小組。而其中 20 人 (62%) 的智障親屬為中度智

障人士。約八成參加者的智障親屬居於宿舍或護理院。52% 的參加者表示，其智障親屬於

過去兩年內有喪親的經歷。

表五 . 第二期研究小組參加者的基本資料

頻數 (%) / 平均值 (標準差 )
性別
男 4 (12%)
女 30 (88%)
年齡 61.03 (8.57)
與智障人士的關係
父親 3 (9%)
母親 27 (79%)
兄弟姐妹 4 (6%)
教育程度
小學 15 (44%)
中學 / 預科 12 (35%)
大專 4 (12%)
大學 3 (9%)
宗教
沒有宗教 20 (60.6%)
佛教 5 (15.2%)
天主教 1 (3%)
基督教 5 (15.2%)
道教 1 (3%)
婚姻狀況
已婚 / 同居 26 (76%)
分居 / 離婚 6 (18%)
鰥寡 2 (6%)
智障親屬的智障程度
輕度智障 6 (19%)
中度智障 20 (62%)
嚴重智障 6 (19%)
智障親屬年齡 36.82 (14.11)

頻數 (%) / 平均值 (標準差 )
智障親屬接受服務的單位
嚴重弱能人士護理院 3 (9%)
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19 (56%)
綜合職業復康中心暨宿舍 4(12%)
綜合職業復康中心 4 (12%)
地區支援中心 2 (6%)
智障親屬曾否經歷喪親
有 17 (52%)

在有關「社交支援」評估結果中 ( 圖表 )，參加者在「實質」、「感情」、「交流」

上都未有太大的改變，只有在「情緒 / 資訊」方面，於 T3 有較明顯升幅，但所有改變均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圖四 . 第二期研究社交支援項目於 T0 至 T3 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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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健康狀況」評估結果中 ( 圖五 )，參加者均於 T1 呈上升狀況，T2 持續上升，

最後於 T3 又回落，但水平仍高於 T0 的時間，其改變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圖五 . 第二期研究健康狀況一項目於 T0 至 T3 的改變

在有關「情緒反應」評估結果中 (圖七 )，參加者在「憂鬱」及「焦慮」兩項情緒反應中，

從 T1開始下降，T2持續下跌，最後在 T3中，「憂鬱」呈持平狀態，相反「焦慮」持續下降，

且其改變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圖七 . 第二期研究情緒反應量表於 T0 至 T3 的改變

在「生活質素」的評估結果中 ( 圖八 )，部份項目如「平常活動」沒有任何改變，另

外部份項目如「行動」、「自我照顧」、「疼痛 / 不舒服」錄得輕微或反覆的改變，且其

改變未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只有在「焦慮 / 沮喪」的改變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圖八 . 第二期研究生活質素於 T0 至 T3 的改變

在有關「生活滿意度」評估結果中 ( 圖六 )，參加者均於 T1 錄得上升，T2 持續上升，

最後於 T3 輕微回落，但仍高於 T1 的水平，其改變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圖六 . 第二期研究生活滿意度項目於 T0 至 T3 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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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由於為智障人士家屬提供的生死教育課程寥寥無幾，本小組可算是在亞洲、甚至世界

上首個有系統去檢查的智障人士家屬生死教育課程，故在這發展初個階段，我們只有四個

實驗小組，共 34 人參加本課程。

首先，在健康狀況評估方面，結果呈現預期方向的改變，由 T0 的平均值 77.69 升至

T1 的平均值 80.16，再升至 T2 的 83.16。然而，可能因參加者只有 34 名，這些改變沒有

達成統計學上顯著的改變。值得留意的是，在 T0 至 T1 的階段，即未有接受任何課程之前，

參加者的健康狀況已錄得改善，這可能是因為參加者對生死教育課程感到期待和愉快，故

在回報的健康狀況分數上反映出這種樂意接受此類課程的心情。在完成小組後 (T2)，健康

狀況得到明顯改變，但在小組完結後一個月內 (T3)，參加者的健康狀況再次回落，回復到

接近於小組開始前的 T0 水平，這顯示對參加者而言，有定期參加小組而持續改善健康狀

況的需要。

至於生活滿意度評估指標的改變結果方面，與健康狀況評估的情況相近；結果有預期

方向的改變，然而，可能因參加者只有 34 名，這些改變中大部份均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

改變。

在情緒方面，不論在「憂鬱」及「焦慮」都有預期方向的改變。當中「焦慮」尤為顯著。

由 T0 至 T3 的改變有達到統計學上顯著改善 (p<.05)。由 T0 的平均值 5.29 持續下跌，跌至

T1的4.84，再在T2下降到4.36。且在小組完結後一個月，仍有持續性的下跌，到T3的3.61，

顯示小組即使完結，也能有持續效果，顯示此課程對減低智障人士家屬的焦慮感具有顯著

改變。而在「憂鬱」方面，其改變雖未達統計學上顯著改善，但仍呈現預期方向，即由 T0

的平均值 6.21，下降至 T1 的 5.36，T2 再呈跌幅，減低至 4.43。在小組完結後一個月內，

參加者的「憂鬱」亦沒有明顯回升至原有水平，而只是輕微上升至 4.5 的平均值。這顯示

小組即使未開始前，已因能夠參加本小組而得到情緒的改善，而實際參加小組後，甚至小

組完結後一個月內，仍能令參加者的情緒得到改善，具有持續性的效果。

 最後，在生活質素方面，部份項目如「平常活動」、「行動」等，並沒有呈現預期

方向的改變，且只有「焦慮 / 沮喪」的改變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這可能是因為生活質

素本身是較為全面而廣泛的概念，當中受到其他因素所影響，例如經濟方面、或是生活環

境方面等，而這些因素並不是本課程所涵蓋的範圍。另外，要改善整體的生活質素，是需

要經過時間的歷練，即使本課程的部份未能即時而顯著地改善生活質素，相信亦在逐漸改

變參加者的態度、對事情的看法、思想的準備等，繼而影響其行為，其改變的行為影響了

身處的環境，最後改變其生活質素。最後，本課程主要在於協助智障家屬面對個人或子女

死亡時所面對的問題和困難，而在家庭中未有這種危機前，本課程亦只是作為一個思想準

備的開始，啟發家屬思考生死的議題，在未真正面對死亡的現階段，並不會是本課程成效

最顯著的時候。

總而言之，從質性評估看來，在參加者數量較少 (N=34) 的情況下，較難達到統計學

上顯著的改變程度。但無可否認的是，參加者在情緒狀況、生活質素、及生活滿意度等範

疇，均有正向轉變。甚至在 T0 至 T1 的階段，即未有接受任何課程之前，參加者的健康狀

況、情緒狀況、生活質素等已錄得改善，這可能是因為參加者對生死教育課程感到期待和

愉快，故結果呈現改變。而從參加者的分享中，他們亦表示從小組中得到資訊，從而思考

生死的問題。這不僅反映參加者樂意接受此類課程的心情，亦反映出這類課程對家屬的影

響和重要性。

我們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會繼續研究，盼能從更大的參加群組中，得到更可靠的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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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智障人士喪親善別關顧介入模式」應用在香港的成效。

智障人士喪親關顧介入模式的輔導服務
環顧世界各地與智障人士喪親相關的研究，數目寥寥無幾。Lavin (2002) 指出智障人

士的喪親經歷乃是一個被剝奪哀悼 (Disenfranchised grief) 的情況，由於大部份人覺得智障

人士因有困難去理解死亡的概念而不告之噩耗或不安排他們出席至親喪禮。但是，根據第

一階段的研究，我們發現智障人士能夠透過學習而理解死亡概念，而喪親的經歷亦令他們

在可觀察的行為上有改變。有見及此，研究小組發展了一個適用於智障人士喪親關顧介入

模式的輔導服務—ADAPTS 標靶治療 (TT ADAPTS)。

ADAPTS Model 的理論
• ADAPTS Model 是應用於喪親經歷人士的評估工具，其內容包括︰

• 由喪親而引起的焦慮 (Anxiety)；

• 由喪親而引起的抑鬱 (Depression)；

• 由喪親而引起的生活適應 (Adjustment)；

• 由喪親而引起的生理徵狀 (Physical symptoms)；

• 由喪親而引起的創傷 (Traumatization)；及

• 死別的悲傷 (Separation Distress)

根據 ADAPTS Model，因喪親而引起的哀傷反應是有多個層面的，而各個層面通常並

非獨立出現，反而是環環相扣，有機會同時出現︰

第五章
第三期研究—介入模式的發展

智障人士喪親善別關顧介入模式的輔導服務

圖九 . 第三期研究理念架構—ADAPTS Model ︰哀傷反應的多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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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ess)

由喪親而

引起的抑鬱
(Depression) 

由喪親而

引起的創傷
(raumatization)

由喪親而

引起的生活適
應 (djustment)

29 30



由於每個人在經歷喪親時，皆有可能出現不同的徵狀和喪親反應，故應該視乎每個人

獨特的需要及情況而對症下藥。有見及此，研究小組因應 ADAPTS Model 的各個層面，發

展了一套適用於智障人士喪親關顧介入模式的輔導服務—ADAPTS 標靶治療 (TT ADAPTS)。

表六 . 第三期研究的 ADAPTS 標靶治療

研究設計
第三期研究採用量性研究方法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一次性地以結構性問卷

調查 (Structured-questionnaire survey) 的方法蒐集資料，以單一組別前後測調查設計 (One-

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以評估研究參加者的改變。在得到研究參加者及其家屬同意

後，服務單位的社工會向半年內曾經歷喪親的智障人士提供為期三個月的喪親關顧服務，

服務以個案形式進行；並會於服務前 (T0) ﹑服務後第 3 個月 (T1) 及第 6 個月 (T2) 訪問接

受服務的智障人士，評估他們的心理健康；而服務單位的職員亦會根據對接受服務的智障

人士之觀察，評估他 / 她的喪親反應。

圖十 . 第三期研究數據收集流程

ADAPTS Model的不同層面 標靶治療

由喪親而引起的焦慮 (Anxiety)；
認知行為治療 (CBT)

放鬆運動 (Relaxation Exercise)

由喪親而引起的抑鬱 (Depression)；
認知行為治療 (CBT)

建構式治療 (Constructivist therapy)

由喪親而引起的生活適應 (Adjustment)；
資源 (Resource)

適應性的工作 / 社會心理的培訓

由喪親而引起的生理徵狀 (Physical symptoms)； 身體上的治療工作 (Body Work)

由喪親而引起的創傷 (Traumatization)；

創傷的治療工作 (Trauma Work)

建構式治療 (Constructivist therapy)

雙歷程模式介入

(Dual process model Intervention)

死別的悲傷 (Separation Distress) 建立關係的工作 (Bonding Work)

為期三個月的
喪親關顧服務

六個月後

T0評估
( 喪親關顧服務開始前 )

T1評估
( 喪親關顧服務後第三個月 )

T2評估
( 喪親關顧服務後第六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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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加者
研究對象的選取條件 (Inclusion criteria) 是 (1) ︰ 18 歲或以上的智障人士，(2) 輕度至

中度智障人士，及 (3) 智障人士和其家屬同意他 / 她參與研究。參加者必須於過去半年內

曾經歷親人或親密朋友逝世，且已被告知這事實。研究採用全組群 (Entire Population)，根

據上述選取條件於東華三院轄下多個復康服務單位識別合乎資格的參加者，然後邀請所有

合適的參加者，得到其同意，再與其監護人聯絡，取得同意後才開始研究。即使智障人士

不同意參與研究，中心仍會為他們提供服務。至研究期完結為止，參加者共有 24 位。

評估工具
「智障人士喪親行為量表」是研究小組根據第一階段第三及四期研究結果所編成的量

表，量表由 28 個描述喪親行為表徵的項目組成。量表由熟悉受評估智障人士的照顧者填

寫，照顧者須根據過往一個月內受評估智障人士的行為，評估每項哀傷行為表徵有多經常

出現，評分由 0=「從不 ( 過去一個月內沒有出現過 )」，1=「稍有 ( 過去一個月內只出現

一兩次 )」，2=「有時 ( 過去一個月內平均每星期一兩天有此行為 )」，3=「經常 ( 過去一

個月內平均每星期數天有此行為 )」，到 4=「無時無刻 ( 過去一個月內幾乎每天都出現 )」，

量表分數越高代表喪親後的行為反應越多或越頻密。

「智障人士複雜哀傷反應量表」(Complicated Grief Questionnaire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CGQ-ID) 於本研究被用作檢測「智障人士哀傷行為量表」的併行效度

(concurrent validity)。此量表是一項評估智障人士的複雜哀傷症狀的工具，由 Guerin, Dodd, 

Tyrell, McEvoy, Buckley, & Hillery (2009) 以 Prigerson 及同僚 (1999) 的兒童複雜哀傷反應量表

作藍本編制而成。量表由受評估智障人士的照顧者所填寫，照顧者須回答各哀傷症狀在受

評估的智障人士身上出現的頻密程度，研究小組把量表翻譯成中文使用。原本的兒童版量

表共 23 個項目分成三個症狀範疇，包括「創傷性哀傷」(Traumatic grief)，「分離悲傷」

(Separation distress) 及「社交 / 工作干擾」(Social/Occupational disturbance)，Guerin et al. 

(2009) 採用成對樣本的方法 (Matched-samples) 以 38 位對於過去兩年有喪親經驗或沒有喪

親經歷的智障人士去測試量表各因子的信度及效度，最後建議除去其中 8 個項目及取消

「社交 / 工作干擾」因子。然而，該研究因樣本數目的限制而未能正式進行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故此，本研究維持採用量表全部 23 個項目；另外，原量表各項目以四或五個程

度去評分，本研究把所有項目的評分一致化，照顧者須回答各項哀傷症狀在受訪智障人士

身上在過去一個月內出現的頻密程度，並由 0=「從不 ( 過去一個月內沒有出現 )」至 4=「無

時無刻 ( 過去一個月幾乎每天出現 )」中選一個答案。

「智障人士個人生活滿意度量表—廣東話版」(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Chinese-Cantonese))(Cummins & Lau (2005) 用於檢驗「智障人士複雜哀傷行為表

徵量表」的預測效度 (predictive validity)。量表是透過訪問智障人士去完成，第一部分以單

項目評估受訪智障人士主觀的「整體生活滿意度 ( 單項 )」，而第二部分是七個項目所組

成「個人生活滿意度 ( 多項 )」，以這七個項目訪問受訪智障人士對不同生活層面的主觀

滿意度，每個項目的評分均由 0=「好唔開心」至 4=「好開心」，「個人生活滿意度 (多項 )」

的七個項目的總加平均值會轉化為一項介乎 0-100 的數值，分數越高代表個人生活滿意度

越高。

所收集的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智障程度、其他弱能狀況、其居住

情況、過往一個月內的服藥情況是否有改變等等。同時亦收集有關過去兩年喪親經歷的資

料，包括半年內逝世的親人 / 密友是誰，逝世日期，兩年內有沒有其他的親人或重要朋友

離世等。

資料蒐集過程
當服務單位同工取得參加者及家屬的參與同意書後，便會安排時間與受訪智障人士在

服務單位內以面對面形式進行問卷調查，與智障人士的訪問一般由研究專責社工執行，部

分單位則由研究小組解說訪問流程及量表用法後由單位同工訪問智障人士；而「智障人士

喪親行為量表」則由服務單位內熟悉受訪智障人士的同工填寫。

資料處理
所收集的資料整理後以 SPSS Statistics 20.0 軟件作分析。

33 34



研究結果
參加者基本資料

參加者男女比例各半，平均年齡為 42.48 (10.63) 歲，以中度智障參加者 (58%) 較多。

研究參加者主要居住於宿舍 (79%)。過去半年逝世的親人中，以父親 (33%) 或母親 (33%) 為

主，接著是祖父母 (13%)，而其他親人合起來佔 20%；有 14% 的參加者於過去兩年內有其

他的親人或重要朋友離世。

表七 . 第三期研究參加者基本資料

研究結果
在有關「問題行為」評估結果中 ( 圖十一 )，參加者在五個項目「易怒」、「昏睡」、

「刻板」、「過度活躍」、「不適當的言語」均於 T1 呈現下跌的情況，且所有改變都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圖十一 . 第三期研究問題行為項目於 T0 至 T1 的改變

頻數 (%) / 
平均值 (標準差 )

頻數 (%) / 
平均值 (標準差 )

性別 離世者關係

男 12 (50%) 祖父母 3 (13%)

女 12 (50%) 父親 8 (33%)

年齡 42.48 (10.63) 母親 8 (33%)

服務單位 兄弟姊妹 2 (8%)

展能中心 7 (29%) 好朋友 1 (4%)

庇護工場 1 (4%) 其他 2 (8%)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12 (50%) 與離世者往來頻密程度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1 (4%) 過去一年沒有往來 4 (16%)

綜合職業訓練中心 -
住宿服務

1 (4%)
很少且不定期 ( 一年內幾
次 )

5 (21%)

其他 2 (8%) 間中 ( 平均約每個月一次 ) 5 (21%)

居住情況 頗多 ( 平均每個月幾次 ) 5 (21%)

與家人、親戚同住 5 (21%) 經常 ( 平均每個星期幾次 ) 5 (21%)

居於院舍 19 (79%) 其他的親人或
重要朋友離世

智障程度 沒有 18 (86%)

輕度智障 7 (29%) 有 3 (14%)

中度智障 14 (58%)

嚴重智障 3 (13%)

健在的家人

父親 5

母親 10

兄弟姊妹 20

其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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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喪親行為反應」評估結果中 (圖十二 )，參加者在四個項目「抑鬱」、「焦慮」、

「分離憂慮」、及「創傷性哀悼」均於 T1 呈現下跌的情況，其中「分離憂慮」的改變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圖十二 . 第三期研究喪親行為反應項目於 T0 至 T1 的改變

在有關「身體徵狀困擾」評估結果中 ( 圖十四 )，結果於 T1 呈現下跌的情況，但改變

未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圖十四 . 第三期研究身體徵狀困擾項目於 T0 至 T1 的改變

在有關「複雜哀悼反應」評估結果中 ( 圖十三 )，參加者在「分離憂慮」、及「創傷

性哀悼」均於 T1 呈現下跌的情況，其中「分離憂慮」的跌幅較明顯，而「創傷性哀悼」

只有輕微下跌，兩者的改變都未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圖十三 . 第三期研究複雜哀悼反應項目於 T0 至 T1 的改變

在有關「喪親後適應」評估結果中 ( 圖十五 )，結果由原本 T0 的平均值 9.48 升至 T1

的 10.48，顯示參加者在接受服務後有較好的適應，唯改變未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圖十五 . 第三期研究喪親後適應項目於 T0 至 T1 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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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個人生活質素」評估結果中 ( 圖十六 )，結果由原本 T0 的平均值 23.41 明顯

升至 T1 的 25.68，顯示參加者在接受服務後，個人質素得到提升，且改變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程度。

圖十六 . 第三期研究個人生活質素項目於 T0 至 T1 的改變

從質性評估看來，參加者在各方面均有正向轉變，而且達到統計學上顯著程度。( 雖

然參加者只得 24)。由此可見，參加者的問題行為在接受喪親善別關顧服務得到很大及顯

著的改變。

近年香港社會對智障人士及其家人所面對的雙老現象增加了關注，電視節目也有以此

為題材，引起大眾的注視。本研究正配合此趨勢，為智障人士及父母在面對死亡的需要這

議題上，提供了寶貴的本土資料。

智障人士與家長的多元需要
在聚焦小組的研究中發現，智障人士與家長有廣泛而複雜的需要。特別在實務照顧方

面，隨著智障人士年紀增加，體力遞減，為家長增加了照顧他們的壓力，因而提升了家長

對院舍服務的關注。儘管捨不得相依為命的子女，但仍希望他們有一個長久照顧的地方。

惟院舍服務的需求失衡，輪候時間往往超過十年，造成了家長的憂慮。另一方面，若因為

忌諱死亡而避而不談，當死亡發生後，大家便因沒有計劃而方寸大亂。在尋求解決方法上，

他們不是單單期盼政府增設宿位。家長在討論時亦帶出栽培「接棒人」的需要。如何讓其

他家人參與照顧也是一個可行的發展方向。與此同時，他們亦指出智障人士在入住院舍後

需要一段適應期。這些都是很實在，但亦容易被忽略的需要。

另外，聚焦小組有另外一個重要發現。儘管今天香港資訊發達，但是家長亦表達對死

亡資訊的渴求。如法律、社福服務甚至如何與智障人士談論死亡。他們亦想知道智障人士

了解死亡的能力。上一期的研究，正正可為他們提供最近的本土資料。

實證為本的家長生死教育小組
實證為本的服務，不單需要嚴謹的評估，更重要是服務設計是基於研究及理論的結

合。從聚焦小組的資料，為家長生死教育小組提供了很好的課題，例如：「如何協助智障

人士面對摯親死亡？」、「如何協助智障人士接受自己的死亡？」等。讓家長透過小組，

從不同角度去分享和學習實務的知識。此外，家長對於面對雙老現象的挑戰表達孤單感。

故此，此研究能讓更多人了解他們的需要，而運用小組模式正可製造了一班家長相聚交流

的機會，從而減低孤單感。

第六章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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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生死教育小組的成效
六節的小組服務了 34 名家長，他們在各方面，也有預期的改變。以組前一個月的改

變用作對比。令人驚訝的是，這段時間雖然沒有介入，但亦有正向改變。這可能與家長感

到有人關注他們的需要已經感到安慰，亦與輔導前改變 (Pre-session change) 有關。由於這

輔導前的改變，輔導後即使再有改變也未能達至統計學上顯著的程度。而在社會支持的改

變情況也較為特別。他們的改變在小組完結後才出現。也許，社會支持是需要時間去引證

及體驗。亦可能要遇到相關情況才能應用，故此才有此延遲的後果。

智障人士的喪親善別輔導之成效
ADAPTS 善別輔導模式原本不是專為智障人士而設計。它的理念雖然能適用於所有人

士，但介入手法應有所調較。經與東華三院的同工在督導過程中的交流，改良了介入方法。

在研究期間，有 24 名智障人士有摰親過身而又願意參與研究，再得到監護人認可。令人

振奮的是接受服務後，在各行為問題上均有顯著改善。雖然，因缺乏對照組，此改變可能

有部份由時間改變而成。但因為研究參與者的數目受制於其喪親經驗，參加者及監護人的

一致同意，加上沒有平常介入法（Treatment as usual)，故此決定不用對照組。

這些研究仍有改善空間，需要更多的研究配合。但是它們卻已經為本土提供了一個基

石，讓大家一起為智障人士及其家人生死服務方面的需要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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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研究一小組討論的討論大綱

研究一︰智障人士家屬的生死教育需要研究

聚焦小組指引

1. 感謝參與

2. 簡介研究的目的及步驟︰繼而簽署同意書

3. 派發簡單問卷

開始討論及錄音

4. 智障人士的父母在面對個人的死亡時的需要和挑戰

4.1. 你認為智障人士的父母在面對他們的死亡時會遇到甚麼挑戰和困難？

4.2. 你認為有甚麼可以協助智障人士的父母去面對這些挑戰和困難？

4.3. 你認為智障人士在面對父母的離世時會遇到甚麼挑戰和困難？

5. 家庭在面對智障親屬的死亡時的需要和挑戰

5.1. 你認為家屬在面對智障的親屬的死亡時會遇到甚麼挑戰和困難？

5.2. 你認為有甚麼可以協助家屬去面對這些挑戰和困難？

5.3. 你認為智障人士在面對自己的死亡時會遇到甚麼挑戰和困難？

- 完 -

附件 II ︰ ADAPTS 善別輔導模式之介入方法

ADAPTS 喪親者哀傷輔導介入 (智障人士 )
Anxiety-Depression-Adjustment-Physical symptom-Traumation-Separation distress

**************************************************************************
1) 介入前的評估
照顧者對於智障人士獲知喪親消息後，作即時的危機評估，以了解智障人士是否需要接
受即時的協助。及後，透過 story telling Interviewing，了解經歷喪親的智障人士在喪親前
後的狀況，並運用智障人士喪親行為反應量表 (BBR-ID) 進行評估，找出喪親的智障人士在
ADAPTS 五個範疇中，那一個或多個範疇的行為項目的反應最多，從而以相應的介入方法
為他們進行哀傷輔導。

**************************************************************************
2) 具體介入方法建議
2.1 焦慮 (Bereavement- related ANXIETY)

一般就焦慮而採用的介入方式 嘗試應用於智障人士的介入方式

Mindfulness Exercise
靜觀 / 正念 : 留意身體反應而不加批判

雪花球—搖動及注目至其再度靜止

Breathing Exercise 腹式呼吸 ( 可把公仔放在腹部，來掌握呼吸 )

Physical Exercise 散步，跑步，打波等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用手指敲打身體部位，如頭頂，眉，太陽穴，
人中，下巴，手腕

Cognitive Therapy (RET or CBT) 本項視乎該名智障人士的思考及溝通能力。

Two Chair Techniques 可用兩個公仔的對話

其他 ( 採用 classical conditioning 的概
念，以一些氣味、音樂等來讓智障人士
連繫安全，輕鬆，愉快的感覺。)

用他 / 她喜歡的氣味、凍毛巾 / 冰袋敷面，
聽柔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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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抑鬱 (Bereavement- related DEPRESSION)

一般就焦慮而採用的介入方式 嘗試應用於智障人士的介入方式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視乎該名智障人士的思考及溝通能力

甩手操 動作簡易，可以採用

藥物治療 有需要時 ( 情況較嚴重 ) 轉介就醫

陽光
適度地安排智障人士晒太陽 / 接觸陽光，
有助減輕抑鬱情緒

一般就焦慮而採用的介入方式 嘗試應用於智障人士的介入方式

Continuing Bond 祈禱 ( 非物質性 ) 遺物 / 掃墓 ( 物質性 )

Gestalt Empty-chair technique 視乎該名智障人士的思考及溝通能力

Letter writing 視乎該名智障人士的思考及溝通能力

2.3 生活適應 (Bereavement- related ADJUSTMENT)

**Dual Process Model 並行過程模式 (Stroebe and Schut)
(A) 失喪主導 (B) 復原主導
回想與逝者的關係及經歷關注生活上的改變
被哀傷的情緒充斥嘗試迎接新件物
與外界連繫減少嘗試新的角色和人際關係
逃避復原主導的改變擺脫失喪主導的體驗
( 輔導者可因應喪親者在不同主導狀況下給予相應的支持，陪伴及幫助 )

2.4 身體反應 (Bereavement- related PHYSICAL SYMPTOMS)

2.5 創傷性哀悼症狀 (Bereavement-related TRAUMATION)

Remark: 安排出席葬禮，參加追思會都可作為其中介入方法，歸類於 2.3 或 2.6

一般就焦慮而採用的介入方式 嘗試應用於智障人士的介入方式

Minimizing Technique (CBT)
可用電腦把有關圖片漸漸放大 ( 增強 ) 或縮細
( 消減 )，讓智障人士有控制感。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s (EFT)
用手指敲打身體部位，如頭頂，眉，太陽穴，
人中，下巴，手腕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Therapy (EMDR) Dr 
Shapiro

可用 Butterfly hug ( 兩手交叉胸前如擁抱自己，
用手指輕敲兩肩，同時要想著該不愉快的事 )

2.6 分離憂慮症狀 (SEPARATION DISTRESS)

一般就焦慮而採用的介入方式 嘗試應用於智障人士的介入方式

Psychosocial education
教導智障人士學習一些因親人去世而失去的一些
與生活相關的技能

Dual Process Model Intervention** 一般用於有助照顧者了解喪親者情況

一般就焦慮而採用的介入方式 嘗試應用於智障人士的介入方式

認識身體徵狀與情緒的關連 一般用於有助照顧者了解喪親者情況

Gestalt Approach: Dialogue with the symptom 視乎該名智障人士的思考及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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