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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是燈滅、是永生、是走向輪迴，還是
等候審判，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有不同的解讀，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死後安排，都將超出我們
自己的控制範圍。所以，越來越多人希望，可以
在生前將自己的喪事安排好，按照自己的真實希
望，舉行一個符合自己要求的 「最後派對」 ，或
在自己生前，舉行一個自己主持、參與的 「告別
會」 。 大公報記者 趙建強

喪葬，在傳統華人社會，一直是個禁忌的話題，大部分
人以其 「不吉利」而不願討論，但死亡，卻是每個人的必經
階段， 「如果提早做好喪禮安排，對喪失至親的親人來說，
也比較容易度過哀痛」。最後派對創辦人李鸝表示，妹妹當
年自殺後，全家人在迷茫中，只是聽從長生店的建議安排喪
事，對於各種繁文縟節， 「我一直覺得，妹妹一定唔會中意
呢個安排」。

籌備4年推出服務
李鸝解釋，妹妹雖然在公開試考獲不俗成績，亦取得大

學學位，但畢業後卻因聽障問題，而找不到工作，也不能在
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價值，最後選擇輕生。而在妹妹死後，家
人也不能根據死者本人的意願安排後事，亦令李鸝感覺痛心
。而她外婆曾向家人提過喪禮安排，令家人在安排後事時少
了很多不必要的摸索，也完成了外婆的最後心願，這些，都
使李鸝萌起了搞 「最後派對」的計劃，在籌備了3、4年後，
終於去年在自己創立的 「光靈有限公司」中，推出相關服
務。

目前 「最後派對」的計劃安排，收取 「顧問費」約2000
元，李鸝在與顧客見面後，可根據對方的要求或希望，提供
各種選擇， 「除了傳統的殯儀館儀式外，也可以在酒店搞追
思會，或可以幫客戶出書，回顧人生等」，李鸝稱，只要你
想得到，都可以幫你寫進計劃安排之中，然後將整份計劃書
給予客戶。客戶可以拿着計劃書自行找其他機構安排，或交
由 「光靈」負責，公司將收取整個流程的20%費用作服務費
，而 「顧問費」則可回贈。若顧客未來有意修改計劃，則需
要按次付款。

客戶暫以朋友為主
這種提供整份計劃書的方法，可使 「生意」即時有現金

流入，亦可使顧客無需擔憂公司存續問題，而計劃書可給予
家人作參考。李鸝稱，現時客戶以朋友為主，亦有少量街客
諮詢， 「其實概念在西方不算新鮮，而內地電影《非誠勿擾
2》亦有類似情節」，但她承認，在香港要打破禁忌並不容
易，相信短期內難以錄得太多盈利。

展望前景，目前提供相關服務的是以非牟利組織為主，
李鸝希望自己以商業形式經營，亦可殺出一條血路。對於是
否擔心競爭，她笑說， 「如果多人搞，證明呢行有得做，係
好事」。她又指，若更多人入行，相信可以帶動整個社會的
氣氛，令行業更有前景可為。

「最後派對」，可以說是一般人為自己安
排 「遙遠的後事」，但對臨終病人來說，喪禮
實是 「可見的未來」，但他們卻永遠不能參與
其中。因此， 「光靈」亦為他們提供 「生前告
別會」服務，讓生命進入倒數的臨終病人，可
以在他們希望的地方，邀請他們希望見到的人
，在他們親自主持、參與下，與親朋好友告
別。

光靈曾舉辦、協辦過四次 「生前告別會」
，其中三次是與聖公會聖匠堂的護慰

天使計劃合作， 「有人選擇在海
洋公園搞、有人選擇在樓上Cafe
、有人在BBQ場」，四人中有
三個是臨終病人，一個患了與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相似
的疾病，四人均希望在生前
仍能活動的時候，為自己留
下一些回憶。

李鸝稱，有重病的人在
與親朋好友 「訴心聲」

後，可能心情開朗
了，所以病情奇跡
地有所好轉，癌
指數下跌並朝樂
觀方向走，或許
，勇敢地去 「面
對死亡」，死亡
反而會離自己更
遠。

搞喪葬先由自己開始
由於各種避忌，在華人社會宣傳 「喪葬」甚為困難， 「好難直接

開口問人諗住死後點搞」，李鸝笑說，即使至親亦難以推銷這個 「新
概念」，如沒有宗教信仰的丈夫，相信人死如燈滅，根本懶得討論死
後問題，所以，除了一些好友外， 「死後派對」是由安排她自己的喪
事開始。

「我死後想將骨灰撒落大海」，李鸝表示，還會準備一些書信，
在死後寄予一些親朋好友，但她不希望在殯儀館設靈，寧可未來在一
些更為輕鬆的環境去搞追思會， 「會上可以播放生前片段等」。李鸝
稱自己的 「死後派對」安排只做了約一半，其餘工作還有說服丈夫、
家人贊同自己的 「海葬」計劃等。

李鸝稱，光靈有限公司亦有舉辦一些 「生死教育工作坊」，讓參
加者認識生死，亦曾舉辦 「出生入死一日遊」，帶參加者參觀墳場、
火葬場、殯儀館等地， 「有老人家參加後反應正面，不排除會報名 『
最後派對』」。李鸝相信，隨着社會接受這種概念，相信未來會越來
越多人願意安排好自己的後事。

另外，為了確保自己能夠 「做好呢份工」，李鸝在正式推出有關
服務前，亦曾參與了不少與 「死亡」有關義工活動，及參觀墳場、殯
儀館等，及上過一些有關生命的課程， 「我要確保自己心理上可以接
受，才進入這個市場」。

由於初期客戶不多，李鸝相信 「最後派對」
短期內難以賺錢，因此 「光靈」計劃推出 「時光
」服務，原意是讓顧客以影片、文字形式回顧人
生，在喪禮、告別會上播放，相信會有一些人有
興趣花錢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些回憶，預計該業
務可成為未來主要盈利來源。

李鸝舉例，即使是家族至親，但是否能夠真
正互相了解？ 「時光」可以安排攝製隊跟隨拍攝
自己的日常生活，從工作，到興趣都可以去拍攝
，成為屬於自己的 「紀錄片」。除了影片形式外
，亦可以選擇 「回憶錄」形式，安排這些希望留
下回憶者進行 「專訪」，讓他們表達心聲，發表
個人 「偉論」，將平時沒有披露的獨特見解，撰
寫於屬於自己的 「回憶錄」之中。李鸝相信，這
些記錄片、回憶錄，除了可以為自己人生留下珍
貴的回憶，也可以讓家人更了解自己。

對於是否一定要到 「七老八十」才去進行人
生回顧？李鸝認為可能太遲， 「如果可以在壯年
回顧自己的人生，可能會從中發現一些錯過了、
或者忘記了的事」，如果人生還有時間，可以適
時改變自己，去追求自己真正的理想，以免帶着
遺憾離開人世。

李鸝當然希望今年內可以推出有關服務，但
由於無論是片段、還是文字，都會涉及大量個人
私隱，因此相信難以製作樣板供顧客參考， 「我
想找些名人做幾個樣本，但要將家人、日常生活
公開，大部分人都不願意」，但在沒有樣本的情
況下，又難以向顧客 「宣傳」，相信起步會較為
困難。

雖然 「忌諱」甚多，但近年
香港亦有一些上市公司，希望打
破有關禁忌，讓顧客在生前選擇
自己未來的喪禮安排。例如仁智
國際（08082）曾推出喪葬服務
套餐，提供一條龍喪葬服務，並
可讓顧客在生前選好服務。而另
一上市公司中國生命（08296）
，亦於2011年，將台灣的 「生命
契約」服務帶來香港，讓顧客於
自己生前安排好後事。

另外，聖雅各福群會亦有推
出後顧無憂計劃，針對一些孤寡

老人推出服務，同樣為他們訂立
、履行後事安排，協助一些經濟
困難的人解決殮葬費用等。而聖
公會聖匠堂則有護慰天使計劃，
為臨終病人舉行生前告別會。目
前，李鸝與護慰天使合作協辦了
三次 「生前告別會」。

李鸝稱，中國生命亦有與公
司商討合作，但她認為，目前公
司生意不多，而且為確保公司提
供服務的靈活性，未來仍會以 「
散打」為主，不排除與任何公司
合作。

與競爭對手合作互惠

光靈提供喪葬相關服務
服 務

1．最後派對
（Party Lasts）

2．「時光」生命
回顧及紀錄

3．生前告別會

4．生死教育工作坊

5．「完滿」人生之旅

備 註

協助顧客在能力許可時做好
喪禮安排，讓自己走得安樂
，也不怕家人手足無措。
為參加者拍攝訪問短片，在
需要時於不同場合播放。或
製作人生紀念冊，用於回顧
過去
為參加者舉辦生前告別會，
在離世前向親友道別
透過遊戲讓參加者認識生死
，體驗人生
參觀墳場、火葬場、棺木專
門店，壽衣專門店等

身前搞追思會拍紀錄片

生前告別會向親友「訴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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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派對破禁忌營生

▲生前告別會的案主在10多年前患上癌症，經治療後康復，但於2012年證實再次復發，及已擴
散至身體其他部分。她於2014年1月，在學校禮堂舉辦 「告別感恩派對」

▶案主（前者）
多年前患上肌肉
萎縮性側索硬化
症，使她不能行
動，說話及吞食
都出現困難，嚴
重影響生活質素
。她自從患病後
已多年沒有機會
與家人一起外出
遊玩。她於2013
年11月，與家人
及親友共18人一
同遊覽海洋公園
，作 「生前告別」

▲生前告別會的分享者感觸落淚

▲患肺腺癌末期的J，登記了做香港中文大學
的遺體捐贈計劃，並於2014年初四，以BBQ
形式，與一班親友舉辦了生前感恩分享會，
分享彼此甚少透露的心聲

▲最後派對參觀紀念花園 （受訪者提供）

▲最後派對參觀殯儀館 （受訪者提供）

▲最後派對生死教育講座
（受訪者提供）

▶最後派對創辦人李鸝
趙建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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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告別會的來賓
寫下鼓勵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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