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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資料回答了在住院期間去世者的親友經
常詢問的問題。 
 

醫務人員知道，不同文化的殯儀習慣差異很
大，而尊重這些習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
有任何要求或顧慮，請您告訴有關人員。 
 

如果有人在醫院去世，您
應該怎麼辦？ 
 

必須通知哪些人？ 
 

如果有人在醫院去世，您需要在數小時內聘
請一名殯儀主管（Funeral Director）, 請他安
排將遺體轉移到殯儀館。殯儀主管會幫助您
辦理葬禮和安葬事宜，對於您需要發出的通
知和做出的計劃提供建議。 
 

在某些情況下，死亡事件必須依法上報，由
法醫進行調查，則遺體將被送至死因裁判法
庭（Coroner’s Court）。殯儀主管會打聽何時
可以領取遺體，並安排車輛將遺體轉送到殯
儀館。在這個過程中，您可以開始安排葬禮，
但調查時間可能會有拖延。 
 

死因裁判法庭配備了顧問，能夠為您提供資
訊、幫助和諮詢，請訪問網頁
www.lawlink.nsw.gov.au/coroners，或者撥打
電話 8584 7777。 

 

醫院的工作人員，包括社會工作者和牧師
（Chaplain），都可以告訴您如何與特定文
化的殯儀主管或儀式主持人聯絡。 
 

此外，還必須將死亡事件通知以下各方： 
 

• 雇主和教育機構 

• 保險公司、金融機構、信用卡公司 

• 退伍軍人事務部和/或 Centrelink 

• 醫生、醫療基金以及社會服務機構 

• 房產代理/房東 

• 處理遺囑及遺囑認證等法律事務的律師 

• 澳大利亞稅務局 

• 電話、供水、燃氣、電力等服務供應商。 
 

律師在處理財產時經常會代為發出這些通知。 

 

安排葬禮 
 

殯儀主管會根據您的需要對葬禮做出專門安
排，並且幫助處理以下事宜： 
 

• 說明是否有一份遺囑表達了去世者的各
項意願 

• 處理各種文書，如死亡證明和訃告等 

• 安排遺體瞻仰 

• 遵循文化習俗。 

 

辦理喪事 

實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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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參與 
 

有些家庭——有時是依照某些傳統——不讓
孩子參與葬禮；而有些家庭卻認為，讓孩子
參與安排近親的葬禮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讓孩子為追悼會選擇音樂、照片、故事，
提供特別難忘的往事。這樣可以幫助孩子控
制自己的情感，還能鼓勵他們坦率地討論死
亡問題、與去世的親人的關係的重要性以及
孩子本人的情感。 
 

年齡較大的孩子或許適宜參加殯葬儀式，比
如說，也許可以朗頌詩詞或悼詞來分享他們
的悼念之情。 
 

費用 
 

葬禮的費用可能差異很大。您可以要求報價，
請服務機構提供基本服務的最低費用以及各
種可選服務的內容和價格。 
 

資金補助 
 
已故者自己的資金可以用來支付葬禮。如果
資金不夠，以下機構可能會幫助支付葬禮費
用： 
 

• Centrelink 和/或退伍軍人事務部 

• 工會、聯誼團體和俱樂部 

• 私人保險和醫療基金 

• 如果是死於事故，則勞動保護機構
（WorkCover）或車禍補償計劃（Motor 

Accidents Scheme） 

 

死亡證明書 
 

您一定要獲得由新州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
處出具的死亡證明書。該機構的電話：1300 

655 236。 
 

殯儀主管可能會有償幫您處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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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死亡事件的常見反應 

 

悲傷 
 

如果有親友去世，悲傷是很常見的反應。每
個人的體驗和反應都是獨特而個性化的。當
人們想要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緒時，人
際關係可能會變得緊張。我們一定要尊重這
樣一個觀點：悲傷的方式是沒有對錯之分的。 
 

情緒上面的反應 
 

震驚或不相信：您可能很難接受親友去世的
事實。您可能會覺得麻木或與世隔絕，感到
無法集中精力。 
 

焦慮：感到緊張、驚慌以至悲痛，這樣的反
應是常見的，在大多情況下心情會隨著時間
推移而逐漸好轉。 
 

覺得無能為力：對於死亡、受傷和各種損失
感到傷心，希望能夠失而複得，或者後悔有
些話沒說、有些事沒做。 
 

憤怒：這是一種難以控制的強烈情緒。在憤
怒的表現之下，往往有著傷痛或恐懼。您可
能會對已經發生的事情感到憤怒，或者由於
遭受殘酷無情的損失而發怒。有時候，人們
還會怪責去世者留下自己孤零零的一個人，
為此感到憤怒，這種反應並不罕見。 
 

整天想著跟亡故有關的事情：您可能會覺得
需要詳細解釋死亡時的情景。在您感到悲傷
的期間，在您逐漸承認並接受有人去世的事
實這樣一個過程中，這往往是難以避免的。 

做夢：夢見您所愛的人或者覺得他們還在身
邊，這並不罕見。這會令您感到安慰，還會
幫助您感到和已故者仍然處在一起。 

 

身體反應 
 

有時身體會由於您的悲傷而出現反應。常見
的感覺包括： 
 

• 疲勞、無法入睡、噩夢 

• 頭暈、心悸、顫抖、呼吸困難 

• 噁心、腹瀉 

• 對性的興趣改變 

• 食欲不振 

• 吸更多的煙、飲更多的酒 

• 易怒、情緒爆發、坐立不安 

• 失憶、無法集中精神、無法維持有條理
的活動 

• 肌肉緊張，這可能會導致疼痛，比如頭
痛、肩痛、背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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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悲傷 

 

您可能會經歷各種情緒，比如傷心、憤怒、
與世隔絕、麻木等。哭泣可能是身體對情感
做出反應的一種方式。您可能會覺得需要和
親朋好友在一起，也可能希望獨自一人。請
給自己一些必要的“空間”；讓自己有時間跟
周圍的人說話，表達自己的情感。 
 

在生日、周年紀念日等重要的日子遵循習慣
做法舉行一些儀式，或許可以為處於悲傷的
人帶來安慰，但有些人卻可能會重新陷入悲
傷。請不要給自己的悲傷做出限期。 
 

您可以向社會工作者、顧問、教牧關懷人員
等尋求幫助。也可以請朋友幫忙，哪怕是做
些諸如購物、打電話等簡單的事情也好。  
 

有些重要的決定或許最好得到別人幫助。您
或許希望尋求律師或顧問的專業建議。 
 

關心悲傷的人 
 

人們或許在親友去世很多個月後仍然需要幫
助。我們應該同情別人遭受的嚴重損失和刻
骨銘心的痛苦，允許當事人感到痛苦，允許
他們懷念去世者、談起去世者的事情。 
 

我們可以參加他們的儀式儀式、遵循他們的
習慣做法，以此表示尊重他們的文化，也尊
重去世者的文化。我們要承認自己在面對悲
傷時也會覺得不好受，應該認識到這是正常
的。或許可以為他們提供一些實際幫助，比
如幫忙購物、做家務等。 
 
 

幫助孩子面對親友的去世 
孩子的悲傷反應可能取決於在親友去世時孩子的
年齡。應該讓孩子參與哀悼的過程。在辦理喪事
時，往往不知道怎樣告訴孩子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人很自然地想要保護孩子，不讓孩子因為失去
親友而痛苦、悲傷。大人也可能因為自己過於悲
痛，以至忘了孩子也正在感受到他們難以理解或
者難以用語言表達的事情。 

 

情緒反應 
 
困惑——孩子可能會提出很多問題，或者不
斷重複同一問題，努力想要理解親友的去世
是怎麼回事。  
 

害怕——孩子可能會覺得害怕，害怕獨自一
人，害怕離開親愛的人，害怕類似的事情再
次發生，或者害怕發生他們無能為力的事情。 
 

悲傷——往往可能會流淚、發脾氣，或者不
再做日常做的事情。 
 

內疚——覺得所發生的事情的原因跟自己有
關，但事實可能不是這樣。 
 

焦慮——可能變得行為多變、坐立不安，容
易生氣，越來越沒有安全感，或者會倒退到
“嬰兒”行為，比如纏人、尿床、吮大拇指、
咬指甲、口吃、不肯睡覺等。 
 

生氣——對處境的不公平感到生氣，也對別
人讓自己沮喪、失望而感到生氣。 
 

否認——孩子可能退縮自己的幻想世界中，
或者顯得情緒冷漠，表現出事不關己的態度。
他們的行為可能沒有什麽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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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癥狀 
 

孩子悲傷是，常見的身體癥狀包括： 
 

• 疲勞 

• 呼吸困難、噁心、頭暈、心悸、顫抖 

• 肌肉疼痛，尤其是頭痛和腹痛 

• 皮疹 

• 食欲、如廁習慣和睡眠情況的改變。 
 

延遲出現的反應 
 

孩子會在他們特定的時間、以他們特定的方
式來感受、理解悲傷的事情。生日、節日和
周年紀念日，都可能喚起他們痛苦的回憶。 
 

我們應該同情孩子的個人需要，承認他們的
體驗，為他們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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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可以尋求幫助或輔導 
 

• 醫生 

• 學校輔導員 

• 醫院的社會工作者 

• 當地的兒童、青年和家庭服務團隊 

• 社區或宗教領袖 

• 專門幫助去世者親友的服務機構 
 

如果遇到以下情況，您或許需要及時尋求專
業建議： 
 

• 覺得自己無法控制反復出現的強烈情感，
或無法控制因喪失親友而出現的身體反
應 

• 晚上做惡夢，睡得不好，而且無法改善 

• 感到孤立，或者沒有人可以跟您進行感
情方面的溝通 

• 出現跟性有關的問題，或者伴侶關係受
到影響  

• 吸煙、飲酒或吸毒比平時多 

• 如果您一直在幫助亡故者的親友，而自
己感到精疲力竭 

• 生活出現危機，或者工作表現變差 

• 注意到自己周圍的人都特別脆弱 
 
 
 
 
 
 
 
 
 
 
 
 

更多資訊 
 

如果您需要更多資訊，請撥打下述電話跟社
會工作者商量。如果在醫院內，醫生或護士
可以幫助您跟他們聯絡。 
 

您需要口譯員嗎？ 
 

患者及其家屬都可以使用現場或電話口譯服
務。 

醫院的工作人員可以安排這些服務。 
 

您可以通過電話口譯服務處（13 14 50）打
電話給所有的政府服務部門。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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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喪諮詢和援助機構 

殯喪關懷中心 
www.bereavementcare.com.au 

可能要收取費用。 

電話：1300 654 556 
 
Beyond Blue 
www.beyondblue.org.au 

電話：13 00 224 636 
 
Calvary 殯喪服務 

為 St George 和 Sutherland 地區提供殯喪援
助、諮詢和教育  

電話：9553 3025  
 
Centacare 
www.centacare.org  

電話：9390 5366——諮詢服務 
 

同情之友（Compassionate Friends） 
www.thecompassionatefriends.org.au 

電話：9290 2355 
 

母愛熱線（Dial-A-Mum） 

電話：9477 6777 
 

“不再容忍”（Enough is Enough） 

反暴力運動  

電話：9542 4029 
 

兇殺受害者援助團體 
(Homicide Victims Support Group) 
www.hvsgnsw.org.au  

電話：8833 8400  

電話： 1800 191 777 （24 小時電話服務） 
 

生命熱線（Lifeline） 

24 小時電話援助服務 

電話：131 114 
 

全國悲傷與殯喪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rief and Loss 
www.nalag.org.au  

電話：6882 9222 
 

澳大利亞人際關係機構 

（Relationships Australia） 
www.relationships.com.au 

電話：1800 044 062 
 

救世軍關懷熱線 

24 小時電話諮詢服務  

電話：1300 363 622 
 

成長的季節（Seasons for Growth） 

為兒童、青年和家庭提供服務 
www.goodgrief.aust.com 

電話：8912 2700 
 

SIDS New South Wales  

24 小時援助熱線 
www.sidsaustralia.org.au 

電話：9681 4500 或 1800 651 186 
 

自殺後援助 Support After Suicide 

法醫部 

電話：8584 7800 
 

跨文化心理健康服務機構 

讓陷入困境的人用母語跟人交談 
www.dhi.gov.au/tmhc/tmhc/default.aspx 

電話：9840 3800 
 

 

http://www.dhi.gov.au/tmhc/tmhc/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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