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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美夙传道的分享

祝传道和病人一同唱赞美诗

我成为 信望爱志工有一段时日，非常感恩
有很多机会与信望爱同工出去探访病人。每
次的探访我都有很多的感受和体会，其中令
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陪伴的价值。每当探访
病人的时候，我看见有些病人因癌症带给他
们身体无法形容的疼痛，以及疾病令他们感
到无助和孤单。因此，我和同工就在他们的
身旁陪伴他们。当他们向我们倾诉内心的痛
苦时，我们聆听他们的心声，并安慰、鼓励
和支持他们。记得曾经有一位病人，因为呼
吸不顺畅而感到十分痛苦，眉头紧锁。我和
同工握着他的手安抚他。过了一阵子，他痛
苦的表情逐渐减少。从这陪伴病人的经历，
我体会到在病人需要的时候，所给予的陪伴
使他们知道在抗癌的路上并不是孤军作战。
这，就是陪伴的价值。

常哀伤、绝望和恐惧。其实，无论病人是基
督徒或非基督徒，他们都可能有这些经历。
在探访中，我遇到一些基督徒病人因着病情
对神失去了信心，并且怀疑神对他们的爱。
视之，我就用神的话语或诗歌去激励和建立
他们对神的信心。当我看见病人的信心重新
被建立起来， 生命与主再次联合，我不仅仅
感到开心，更确信给予病人灵性的扶持是不
能被忽视的！

在此，感谢神使用我，并且在服事中学习许
多宝贵的功课。有一句耶稣说的话: “。。。
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
我，。。。”（马太25:36），这是我所爱也
是常被提醒的，因此我盼望神继续给我更多
的机会去服侍和祝福这一群身心灵有需要的
人，以及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其他的教会肢
体乐意一起同心参与信望爱服事，使更多的
临终病人得到祝福！

另一个我最深刻的感受是灵性扶持的重要性。
一些病人在面对病痛煎熬之下，心灵感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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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宝康医院合作

在最近与宝康医院的合作中，信望爱安宁疗护员工有机会在医院环境中学习和体验安宁医疗。
我们还接待了宝康医院的安宁疗护护士与我们的护士进行社区家访。以下是他们的一些经历分
享。

宝康医院员工的分享

从信望爱的派驻中获得了很棒的经验。了解社区安宁医疗护理
的不同之处，并被安宁疗护员工的热诚以及他们与患者之间的

温馨关系所感动。

~ 郑护士~

在信望爱的实习期间，我学到最多的是关于如何检查患者的知识
与技能。通过信望爱员工所提供的整体服务，我可以看到他们在
服侍病患和为家属提供大量支持方面是多么的真诚。

~ 路得护士 ~

信望爱安宁疗护员工的分享

在宝康医院安宁医疗团队的临床实习对我来说是一次很
棒的学习经历。它让我有了重要的了解有关如何在医院
环境中提供安宁医疗以及与其他医学学科合作，并也使
用可及的药物和设施来舒缓患者的症状。

~ 佩诗护士 ~

我很感激有机会与宝康医院的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和临终治
疗医生学习和交流。从中的接触，帮助我更深的了解医院如何转
诊、治疗、评估患者、给与家庭和患者培训、以及专业患者的互
动技巧。这个交流机会也助于加强我个人现在所在社区环境中的
联系和服侍。

~ 佳恩 , 职业治疗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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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造访

2022年8月10日，大同韩新学院的学生为了安宁疗护项目参观了信望爱机构，以了解更多关于
临终关怀和安宁疗护的服务。

大同韩新学院 -广播学生项目

佩诗护士向学生们做讲解

学生面试
全体合照

意识讲座

佩玲护士向喜信堂乐龄之家的工作人员发表
关于安宁疗护的演讲。

佩诗护士在莎阿南福音中心
就信望爱的安宁疗护服务发
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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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爱活动

基督教八打靈三路福音堂儿童营会
信望爱安宁疗护应基督教八打靈三路福音堂的邀请，为孩子们举办关于职业的讲座，由佳
恩姐妹（职业治疗师）和淑芬姐妹（护士和聋人手语翻译）负责了分享。 孩子们玩得很开
心。

佳恩姐妹教导孩子们如何协助使用轮椅的人

淑芬姐妹指导孩子使用
手语拼写自己的名字

淑芬姐妹给与职业演讲

淑芬姐妹做急救教导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
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  馬太福音 19:14 ~



支持信望爱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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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衷心感谢信望爱之友和合作伙伴以及教会的持续支持。您的宝贵支持对我们事工的推进是关
键的因素，也让我们可以继续为社区服务。我们希望会有更多巴生谷一带的教会与基督教组织参
与我们安宁疗护的事工，并加强合作。

您的捐款将用于:

- 聘请专业的医疗团队做临床安宁疗护护理
- 购买药物，医疗器材和医疗用品
- 医疗器材的维修和保养
- 其他运营经费

点击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https://qrgo.page.link/HGBWV

成为信望爱之友与伙伴

如要捐款:

直接汇款或支票抬头：-

Persatuan Hospis Harapan Kasih Malaysia
RHB (2-14192-0004521-0)
请在备注下注明 “捐款”。

请将您的以下资料通过Whatsapp 转发给
Ms Angeline Koay (+6010 3930150)
• 根据身份证姓名
• 汇款单据
• 住家地址 ( 如果您欲获取正式收据）

捐款目前不可免税。请与我们一起为免税申请
程序顺利进行祈祷。

通告！

如果您希望我们到您的教会给
予关于安宁疗护的讲座，
请联系
Angeline姐妹，+6010-3930150

更多详情，请游览
信望爱网站：www.fhlhospice.org
电邮：info@fhhlhospice.org
致电：+6010 3930150

我们要感谢信望爱之友和伙伴

1. 八打灵三路福音堂
2. 吉隆坡福音堂
3. 吉隆坡第一神召会
4. 中马圣乐促进会
5. 八打灵美佳堂卫理公会
6. Sidang Injil Borneo Kuala Lumpur
7. Damansara Utama Methodist Church
8. 西马华福会
9. Malaysian Care
10. Jalan Imbi Chapel
11. 圣公会增江基督堂
12. 沙登基督教卫理公会
13. Bandar Teknologi Gospel Centre
14. 卫理公会八达灵新市堂
15. Petaling Jaya Gospel Hall
16. 吉隆坡卫理公会福建堂
17. 双溪威基督教会
18. Sri Damansara Gospel Centre
19. Petaling Jaya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20. Ampang Gospel Centre
21. HISTEAM 全人关怀团队
22. Bangsar Gospel Centre
23. Hope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24. St Mary’s Cathedral
25. Faith City Church
26. Setia Alam Gospel Assembly
27. The Spring Trust
28. Malaysian Hospice Council
29. 吉隆坡浸信教會
30. 神召会颂恩堂
31. Bangsar Lutheran Church
32.宣爱会主恩堂
33. Damansara Reformed Baptist Church
34. 巴生港口福音堂



书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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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有兴趣购买以下书籍，请致电或 Whatsapp 
Ms Angeline，010-3930150。信望爱将支付运输费。

所有书籍均由作者捐
赠，以帮助信望爱安
宁疗护筹集资金。所
有盈利100%归于信望
爱安宁疗护。

这本书是用中文书写。它从基
督徒的角度探索生命的意义。

俯首甘为孺子牛
RM20

作者: 马来亚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拿督陈忠登博士（著名神经病
学家、信望爱安宁疗护总裁）

宇宙主
RM30

作者: 方陈以祝牧师

宇宙主是赞美诗的集合。

救恩的包裹
RM20

作者: 孙锦福医生（脑科神经专
科医生，是SIBKL教会的会友）

美好又珍贵的妻子
RM20

作者: 孙锦福医生（脑科神经专
科医生，是SIBKL教会的会友）

了解血液病
RM100

作者: 吴世清医生（著名血液专
科医生）

这本书是指导患者、家属和医
务人员如何进一步了解血液病
的有用质询来源。

这本书是关于重视、欣赏妻子
，鼓励所有配偶努力建立的不
仅是持久的关系，而且是幸福
和富有成果的关系。

这本书有很多层面的祝福，让
你亲自去发现。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
、有爱这三样，其中最
大的是爱。

哥林多前书 13:13



征求条件:

• 国家注册护士，并持有马来西亚护士理事会认证的护士执
照

• 最好拥有2年的工作经验（累积经验的地方可以是医院，
社区，安宁疗护机构等）鼓励应届毕业生申请

• 持有更新的驾驶执照和能代步做家访的车子
• 愿意挨家挨户做家访
• 素质: 可以独立工作, 有团队精神, 谦卑, 好学, 善于倾听, 有

同理心, 勤奋, 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爱主和爱人
• 附加优势: 掌握流利的三项语言能力（华语，英语，马来语）

有兴趣者 , 请将简历和照片电邮到：
info@fhlhospice.org

进一步咨询 , 请联络：
Ms Angeline， +6010 393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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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
基督徒
护士加入

我们的团队！

欲了解更多关于信望爱
安宁疗护的资料，请查
看以下网站：
www.fhlhospice.org

安宁疗护
护士

你想要运用
你的技能
侍奉神, 
并为人们
的生命

带来改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