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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 

2019/2020 年度社區教育活動 

本服務致力向社區人士推廣生死教育，讓社區人士探索及思考生命的議題，宣揚「珍惜生命，積極人生」的信息。 

 

類別 
活動

編號 
活動詳情 

內容長度 

(小時) 
人數限制 費用($) 對象 

講座 

T01 

「積極晚年」生前規劃講座 

 協助長者及護老者了解長者晚年生活需要及提升後事安排知

識。講座內容包括講解長者老化的歷程、預設醫療指示及後

事安排的程序與選擇。 

1.5 30 人以上 $1,500 
長者/ 

護老者 

T02 

「生命旅程」後事規劃講座 

 提升長者及護老者全面了解身後安排的程序及選擇。講座內

容包括先人過身後所需的手續、喪禮安排考慮因素和選擇以

及不同遺體處理方式。 

1.5 30 人以上 免費
1
 

長者/ 

護老者 

T03 

「護愛同行」晚期健康講座 

 協助長者增加對癌症病人照顧或晚期健康資訊的認識。當中

可供選擇主題包括「改善失眠與預防癌症」、「長期服藥與

皮膚護理的關係」、「癌症或長期病患引致的便秘」、「癌

症疼痛與症狀護理」及「晚期病人食慾不振的處理方法」。 

1 30 人以上 免費
2
 長者 

小組 

G01 

「福樂滿心」長者靈性提升治療小組 

 鼓勵長者以不同形式善待自己，改善自己與家人、朋友、他

人及環境的關係，提升整體靈性和身體健康。 

6 節  

(1 小時/節) 
6-12 人 $3,000 

長者/ 

護老者 

G02 

「精彩人生」生命教育小組 

 透過不同輕鬆有趣的手法如電影欣賞及藝術手法與長者探討

生命無常，學習感恩及活出積極人生。 

5 節  

(1 小時/節) 
6-12 人 $3,000 

長者/ 

護老者 

G03 

「傳承藝工場」跨代工藝製作班 

 兩代人透過工藝製作增加溝通的機會，加深不同年齡層之間

的相互了解。 

4 節  

(1.5 小時/節) 

6 名長者及 

6 名青年 
免費

2
 

長者 

及青年 

放映會 

S01 

生死映畫戲「伴生」放映暨座談會 

 導演黃肇邦拍攝的香港首部長者紀錄片「伴生」，獲第 23 屆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年度推薦電影」。紀錄了三個長者

家庭的生活狀況，娓娓道來兩代人對「生與死」的價值觀差

異及矛盾。 

2 120 人以上 免費
2
 社區人士 

S02 

生死映畫戲「有敬」短片放映會 

 導演黃肇邦繼《伴生》後另一涉及生死的短片作品《有敬》，

紀錄了一位 104 歲的單身婆婆 - 有敬最後一段人生路，描述

她如何面對生死及看待「長命百歲」。 

1 50 人以上 免費
2
 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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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活動

編號 
活動詳情 

內容長度 

(小時) 
人數限制 費用($) 對象 

活動及

工作坊 

A01 

「墓室謎團」密室逃脫活動 

 以「密室逃脫」(Room Escape)遊戲，把生死教育的資訊併

入過程當中，期望能結合教學與娛樂於一身。墓室當中設置

真實棺木、靈堂等效果，以加投入程度。 

1.5 6-10 人 $100/人 社區人士 

A02 

「走過生死大地」導賞活動 

 透過參觀殯儀館、靈灰安置所、紀念花園、「無言老師」解

剖實驗室或沙嶺公墓等，讓長者或護老者實地認識香港的殯

儀服務，提升後事安排的知識及明白生前規劃的重要。 

5 30-60 人 $50/人
3
 

長者/ 

社區人士 

A03 

「虛擬人生」VR 體驗之旅 

 透過 VR 虛擬實景技術讓參加者體驗從出生到死亡的歷程。

參加者會在 VR 體驗活動中預演自己一生，在過程中作出不

同選擇，經歷得與失，並從這新穎而獨特的體驗中反思個人

價值觀及規劃人生。活動適合嘉年華或博覽會攤位形式進行。 

4-8 

(每次體驗

約 20 分鐘) 

最多同時 6

人使用 
$500/小時 社區人士 

W01 

「談談生‧說說死」義工培訓工作坊 

 培訓內容包括生死教育體驗活動，長者的需要及與長者溝通

的技巧，藉以令義工在探訪長者時掌握與長者溝通的竅門，

亦能更自在與長者談論生死。 

3 10-20 人 $3,000 社區人士 

W02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失缺與哀傷工作坊 

 透過工作坊增加對喪親者的身心反應的認識、哀傷週期及就

如何與哀傷者同行有更深入的理解。 

2 10-20 人 $3,000 專業同工 

W03 

「生前‧身後」生命教育工作坊 

 透過輕鬆的遊戲及生死教育體驗活動，讓參加者檢視個人價

值觀及與身邊人的關係，反思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與人和事

在生命的優先次序。 

2 10-20 人 $2,000 
中學生/ 

社區人士 

W04 

「未知死，焉知生？」專業同工培訓工作坊 

 透過生死教育體驗活動及分享後事相關知識，讓同工具備更

多專業知識與服務使用者談論後事安排，並反思自己生死

觀，提升與服務使用者談論生死的信心和能力。 

2 10-20 人 $3,000 專業同工 

W05 度身訂造生死教育體驗活動/機構培訓工作坊 請直接與本中心聯絡 

不同類型服

務使用者及

同工 

備註﹕ 

1. 每月設有 3 個免費名額，如免費名額已滿，其後每場收費$500 元正。只接受未來 6 個月內預約。 

2. 免費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3. 收費不包括車費及午膳費。 

 

如欲申請上述活動，請將填妥的申請表傳真至 2884-2722 或致電 2884-2033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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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 

傳真 ﹕ 2884-2722 

電話 ﹕ 2884-2033 

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 

2019/2020 年度社區教育活動 

活動申請表 

 

申請機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申請內容﹕ 

項目 活動編號 預計人數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首選 次選 

1.  

     

2.  

     

3.  

     

 

條款及細則﹕ 

1. 免費活動申請人請於活動前一星期確認參加人數，如未能滿足人數要求，本服務保留取消活動之最終決定權。 

2. 免費活動如實際出席人數嚴重不足，貴 機構日後申請活動的優先次序可能受影響。 

3. 免費活動必須提供參加者出席名單。 

4. 免費活動申請機構不得以此作牟利用途。 

5. 如更改或取消活動，請於預定活動日期前最少三星期聯絡本服務職員，否則 貴機構日後其他免費活動的申請優先次序可能會受影

響。本服務亦保留向貴 機構收取活動預訂已付或未能更改的項目費用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旅遊巴、營地、膳食、戲院場租及播

映費等)。 

6. 本服務外展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如申請活動於非外展服務時間進行，將加收 30%或以上附加費，詳情請

與職員聯絡。 

7. 所有申請以職員回覆確認為準。 

 

 

 

機構印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ill_11: 
	fill_12: 
	fill_13: 
	fill_14: 
	fill_15: 
	fill_16: 
	fill_17: 
	fill_18: 
	fill_19: 
	fill_20: 
	fill_21: 
	fill_22: 
	fill_23: 
	fill_24: 
	fill_25: 
	fill_9: 
	fill_10: 
	申請機構名稱: 
	中心地址或活動地點: 
	聯絡人姓名: 
	聯略電話: 
	電郵: 
	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