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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歌颂到天家 拿汀叶秀芳

83岁可爱的瑞宝姐妹四月中旬安息主怀，
回归她向往的天上永远的家乡了。她是
《中马圣乐促进会》多年的诗班员，是浸
信会的会友。回忆与她相处的最后四个月，
心中难免还有些离别的伤感，但能在她人
生最后一段路程，以主的话，诗歌与祷告
鼓励、陪伴她而感恩。

去年12月27日我和家人出席槟城举办的
《陈嘉庚精神奖》，先生陈医生是该届的
得奖者。当天夜晚收到一陌生人的手提电
话短讯（后才知道是瑞宝大儿子庆国的好
友及生意伙伴杰君），告知瑞宝生病不舒
服。短讯写说要我找牧师祷告，因为只有
神迹才能医治瑞宝的病。我次日一早就发
一短讯问候瑞宝，并在午后与她通电话。
她听起来就像平常一样开朗。令我放心许
多。 回到吉隆坡后与方夫妇相约到瑞宝家
探望她。 那天是正月4日星期六下午3点半。
早上我先发了短讯说，《 喜乐的心是良药，
有主同舟，什么也不怕》。

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

箴言 17:22

自从去年11月10日中马诗班受邀在文良港卫理公
会主持两场圣乐主日后就放年假，因此这段期间
大家都没见面。那天在瑞宝家，她看起来很不错，
很惊讶我们怎么知道她不舒服。我把预备了的歌
纸拿出来大家一起唱诗，聊天，拍照，祷告。不
知觉间，已逗留了一个小时半，我们就道别回家
了。接下来，为了正月31日中马诗班受邀在福音
与文化的营会闭幕礼上献唱，我们就安排在正月
13日和20日恢复练习。像往日，瑞宝一贯都不会
缺席。而且在31日献唱当天，她和几位诗班员都
提早集合在我家，我们共车一起到PWTC会场预
先彩排。那晚原来是瑞宝最后一次的诗班献唱。
当晚她并没说不妥，只不过发觉她走路比平时慢
了些。

仅供教会内部转发



没想到2月是瑞宝进进出出医院的开始。由
於黄疸（jaundice），没有食欲，浑身无力，
院方做多方的检验，包括内视镜检查 ( 
endoscope)，胆管支架手术（bile duct 
stent），切片检查（biopsy），照X光等。那
阵子，我几乎每隔几天就到马大医院去探望
她，预备一些她喜爱的饮食，例如豆腐花，
人参糖果，蛋挞等，很兴慰看到她在享用。
有一个周末陈医生也与我一起去医院探望她。
她非常开心。每一次的探访我和瑞宝都一起
唱诗歌，也享受一起背诗歌的乐趣，其中一
首是马利亚的《我的心尊主为大》。83岁的
她，歌声却依然青春优美，还是女高音。

由於听说瑞宝喊冷，我在3月初便拿了两条披
肩到医院要送给她。她选了黑色的那条，孩子
们说她便从此日夜不离此披肩，因此葬礼时就
配她自制的旗袍伴她入棺。3月9日家人听取院
方的建议，不再做任何治疗，要作心里准备。
瑞宝自然很欢喜出院回家，小儿庆威也在2月
从科威特（Kuwait）回国了，三个孩子都在身
边。他们都非常珍惜与母亲共度高品质的时光。

不久就是新冠病毒的行动管制令开始，之后我
也只能以手提的短讯和视频与瑞宝联系。从安
宁疗护何护士的报导中，孩子们知道母亲的时
日不多了。这段日子主要是小儿子庆威在做全
时间照顾母亲，因此我与他沟通在准备临终这
方面的一些建议，有关道谢，道歉，道爱和道
别。我知道这对孩子们而言是很沉重的任务，
他们都很爱妈妈，大家尽量按她的喜爱，选了
照片、衣服、诗歌等等，让她没有遗憾，没有
后悔。这段时间庆威也编写了一首曲子送给妈
妈，希望我们帮他填词。他本来订了机票三月
中回科威特，因为行管令没有班机进出科威特，
而最终那边的校方也宣布停止整个学年，因此
他可以逗留到8月底。我说那真是神给瑞宝奇
妙慈爱的安排。这段日子我每隔几天就发不同
的短诗歌词与简谱，和相关的视频给瑞宝，计
有《信靠主我们得胜有余》，《自从你们生
下》，《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天父必
看顾我》，《献上感恩》，《你们要向耶和华
唱新歌》，《奇异恩典》。

天父上帝
眷顾我

一路歌颂到天家（续）

路加福音 1： 46-47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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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月，情况似乎恶化。瑞宝因为突感到
寒冷，脚肿，管带的泄漏，心脏虚弱，呼吸
困难等的状况，情绪有点低落。女儿慧冰告
诉我说母亲似乎开始失去斗志，而祷告求主
早日接她回天家。我介绍《信望爱安宁疗护》
的护士给瑞宝的孩子们，感谢主，很快的，
钟护士和何护士都先后到瑞宝家给她及时的
医疗协助与关怀。



有些歌她不熟习，庆威透露若他的键盘或小提琴
在身边就好了。感谢主，中马的秀美说她的儿子
还有一架可以借出来。於是3月29日慧冰傍晚上
班时转到秀美家把久盼的小提琴拿到了。从此美
丽的琴韵充满居家，每天在伴着他们的母子灵修
歌唱。庆威也请我分享我们教会的网上聚会。庆
威说，妈妈很喜欢，看了又看。自此我就把教会
的聚会，无论是姐妹会，乐龄团契，棕树节，受
难节，复活节都陆续的发给瑞宝。知道她在看，
在听，也跟着唱，感到很欣慰。

3月30日星期一我们中马诗班在网上相聚，看到
瑞宝也出现在荧幕上，大家都很兴奋高兴，瑞宝
也很高兴见到大家。我告诉她，她看起来还是依
然喜乐、慈祥与美丽。大家都不知道那是瑞宝与
诗班员的最后一次见面。

到了4月瑞宝的健康急促下降，脚肿，胃胀，
疲倦，沉睡，不能下床，排尿困难，呼吸困难，
语言不清，没有胃口。何护士增加探访的数次，
提供吗啡减少疼痛，并安排庆威向信望爱安宁
疗护借氧气筒。13日晚上庆威建议我以视频与
他妈妈交谈，虽然她已不太能说话。我立刻答
应。但瑞宝打了针沉睡着。第二天14日是难忘
的一日。我一早先发了诗篇23篇给瑞宝，告诉
她心里可以默默唸它，也可以背起来。早上11
点时，庆威告诉妈妈我想打电话给她，瑞宝显
得很兴奋，庆威便安排我和瑞宝以视频见面交
流。两个星期没见，我万万想不到瑞宝变得如
此清廋，心里一紧，眼泪差点流出来。刚好陈
医生也在，我们就与瑞宝交谈，她看起来好兴
奋，虽然不多说，但是脸上有反应。

午后我给她这短讯：感谢主，今早我和陈
医生能和你以手机视频问候，面谈 .. 您虽然
清廋了，但是还是很美丽！因为您心底善
良，有主的爱，这就是美了~  谢谢您的忠心，
谢谢您的歌声和鼓励…主也特别眷顾您，让
孩子们都在身边陪伴，感谢主.. 愿主的平安
与喜乐，时刻与您同在~  以马内利..阿们。
当晚跪下祷告时我不能自己地流泪求主减
轻瑞宝身上的疼痛，主啊，祢若不医治她，
就接她回天家吧。我感受到主那奇妙无比
的平安充满我心。

我在视频上问她还记得《我的心尊主为大》
吗？她点头，轻声说记得。然后她跟着我一
起唱。看得出她很虚弱，我不便久谈，要让
她休息，庆威轻声说讲拜拜啦，瑞宝嘴巴说
拜拜，还举手摇摇。当我说主与你同在哦，
她回应，对。当我说主的平安与喜乐每时每
刻充满你，阿们。瑞宝也说阿们。最后我说
去睡吧，她还招招手。放下电话不禁潜然泪
下。

Singing All the Way to Heaven (con’t)一路歌颂到天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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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视频交流，原来庆国有在旁录影，
好珍贵的留念啊！孩子们谢谢我的忠心，
说一提到我的名字，妈妈就精神起来。他
们知道要商量和准备追思会和出殡的事宜
了。4月16日，何护士一早就来查验，告
知情况稳定，也没有皱眉头，表示没有疼
痛。教会牧师夫妇也来探访并为瑞宝祷告。
11点半，庆威建议我再以视频与他的母亲
谈谈，说虽然她不能讲话，但可以听见。
我问她什么时候最清醒，他说不一定。我
说那我录制一个视频给她，待她醒时就给
她听。我们就这么决定。

下午3点 37分我发给瑞宝我在视频的留言，
与她道爱，道谢，告诉她主必牵她的手，
引导她走前面的路。另朗诵诗篇23篇，还
有清唱诗班其中一首梅广文博士的《上帝
的儿女何等有福》。傍晚6点14分瑞宝醒了，
似乎在找他们。孩子们问她要不要听我的
留言，她点点头。那晚他们就不停的播放
那诗篇23篇，和那首歌。当晚我还在zoom
参加线上世界华福论坛时，过后才晓得在8
点30分可爱的瑞宝就这样安详的离开世间，
不再痛苦，她的大牧人救主耶稣迎接她回
到天上的乐园了。在哪里她一定是加入天
上的诗班，在哪里永远歌颂主的伟大奇妙。
瑞宝的孩子们也决定以诗104: 33 《我要一
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
神歌颂！》作他们母亲的墓碑以反映她的
人生。感谢主！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参与关怀的事工，
亦再次见证主的信实与慈爱。感恩像我
们如此的平信徒，也能被神使用，透过
探访、祷告、诗歌来服事那人生最后的
一段路程。

詩篇 104：33

我要一生向耶和华
唱诗！

Singing All the Way to Heaven (con’t)

神的儿女多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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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歌颂到天家（续）



我和我的两位弟弟非常感谢信望爱安宁疗护的成员在我们心爱的妈妈患病期间以及随后
在她最后一段的尘世之旅所给予的鼓励。我们从Yvonne护士和Pam护士那里学到了很多关
于如何平静，温和地为垂死的母亲提供最佳护理的知识。无论是减轻疼痛的药物，减轻
褥疮和身体疼痛的方法，还是在食欲不振时如何营养她。她们通过WhatsApp保持的密切
联系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尤其是因着疫情国家处于行管令下的艰难时期。

尽管是在这禁制，它意味着无法轻松获得帮助，但是每当我们在发生医疗危机不知道该
怎么办时，我们庆幸总有一条求助的热线。Pam护士为我们做好了在母亲最后时段充分的
准备，我们得以最平静，充满爱和最稳妥的方式送别亲爱的妈妈。当妈妈的灵魂离开尘
世的躯体那一刻，她的脸上露出了温柔的微笑。信望爱安宁疗护的事工确实是上帝赐予
我们家庭的恩典。

我们也感谢陈太和她的丈夫陈医生教授的仁慈和爱心。陈太的身临其境，无论是亲莅或
是通过视频通话，都可以缓解妈妈在穿过死亡幽谷时的担忧和恐惧。陈太的音乐事工为
妈妈提供了极大的安慰，妈妈总是热切期待她的电话和发送的音乐。妈妈整天甚至晚上
难以入睡时都会反复播放这些歌曲。美丽的圣乐舒缓了妈妈的心灵。

家属的分享 曾慧冰

没有一天，我没有想到妈妈，我非常想念她。自两年前父亲去世以来，我和妈妈一
直相互依靠。没有她，继续向前对我来说仍然非常困难，但我深知道，有上帝的怜
悯和恩典，我和弟弟们的哀伤也将逐渐得到缓解。我们将永远爱着她，非常想念她。

For Internal Circulation Only仅供教会内部转发

瑞宝姐妹和家人
后排左起：惠彬，庆国和庆威



必要的事和当务之急 (路加福音 10:41-42)

“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
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
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我们都对圣经里马大和玛丽亚的故事非常熟悉。是
关于忙于当务之急而忽略了最必要的事情。

我们信望爱安宁疗护的护士们常常为病人的护理奔
波。以至缺乏灵修的时间。今年爆发的冠病疫情和
行动管制导致家访的次数减少，其实是神赐的福。
这期间让我们有时间停下来与神独处，阅读和深思
经文。好让我们在主里歇息，让圣灵充满我们，更
新我们的身，心，灵。

信望爱的护士们在这两个月里通过线上会议每天一
起灵修，使我们与神更加亲近。主在这疫情期间丰
盛了我们的灵，提醒了我们注重于必要的事，就是
与主亲近，以让我们可以在未来侍奉的路上走得更
遥远。

我们要成为烛光, 
在希望和绝望中燃烧, 
坚信和怀疑, 
生与死, 
所有的阻挡. 
在充满忧虑的地方，
人们可以找到我们。
我们生命的意义，
跨过城墙，帮助有需要的人。
陪伴，带来平安。
出人意外的平安.

William Brodrick

信望爱医疗团队
左上至右上图：张丽娟护士，吴汶芳医生，秀珠护士
左下至右下图：何佩诗护士， Angeline护士, 钟佩玲护士

疫情中的时机 王秀珠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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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爱的护士们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管制
令期间仍然为有需要的病患进行安宁疗
护护理。 护士们得以穿戴防护套接触病
患，全赖于来之各界的捐助。我们收到
了其他非政府组织，教会，病人和家属
捐助的防护套。

信望爱的活动

信望爱开启了新的模式，采用网上志工讲座。这是我们
预备自己的时刻，为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哀伤
付出我们的爱心和支持

信望爱安宁疗护的志工医生，管心兰医生和吴汶芳医生
为主题“一起预备支援疫情后的哀伤”分享关于疫情产生复
杂的哀伤和社会每一分子可以做的哀伤支援。共有 42 位
参与者。他们包括来之各个安宁疗护的护士和志工们。

何佩诗护士为医院事工资讯平台进行线上讲座。主题为“临终关怀：如何使用安宁疗护方针去帮助生
命有期限的病患”

此讲座的录影可以到 You Tube链接线上观赏: https://youtu.be/nIhIv1E-GuY

仅供教会内部转发

志工讲座 探访病患

医院事工资讯平台线上讲座

https://youtu.be/nIhIv1E-GuY


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捐助

Mdm Oan Seng Hua
捐助口罩

Faithworks
捐助输尿袋和手套

Mr Chai
捐助口罩

万挠基督教会
捐助口罩

慈悲关怀服务会和志工
捐助口罩，面罩，

头罩和手套

感谢所有捐助者

仅供教会内部转发



支持信望爱事工
新的里程碑

我们衷心感谢信望爱资助伙伴的常年支持。您的
支持让我们可以继续在社区服务。

向前迈进，我们即将开始装修在八打灵三路福音
堂为信望爱置购的第七号房子。装修费大约十万。
这栋房将做一下用途：

1. 信望爱办公和运作
2. 药物和医药器材储存
3. 信望爱病患和家属人间活动中心
4. 信望爱活动，例如：会议，讲座和志工培训

等。

我们欢迎任何捐助，包括财务捐款和家私。也欢
迎人力支援和贡献恩赐和技术专业。

如要捐款：

1. 直接汇入户口：
Persatuan Hospis Harapan Kasih Malaysia
RHB A/C No: 2-14192-0004521-0

2. 支票抬头注明：
Persatuan Hospis Harapan Kasih Malaysia

请通过WhatsApp至+6010-393-0150 或 电邮至
fhlhospicecare@gmail.com 提供您的银行凭据，
您的名字和联络方式，以便把收据转给您。所有
对信望爱的捐款是不能扣税的。我们正努力争取，
敬请见谅。

我们目前的目的是促进更多对安宁疗护事工的认
识。也希望联系巴生谷的各大教会参与这项服侍。

我们也积极招募更多来之教会的志工，进行安宁
疗护志工培训。

歌林多前书 12：

12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
督也是这样。

27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
作肢体。

与信望爱合作

信望爱资助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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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BKL）

7 Damansara Utama Methodist Church (DU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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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JEFC)

20 Ampang Gospel Centre

21 HISTEAM 全人关怀团队

22 Bangsar Gospel Hall

仅供教会内部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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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书筹款

吴世清医生 , 国内知名的血液专科医生，把他
1000 份的出版书之盈利捐赠给信望爱。其英文版
的书名为 “Understand Blood Disorders” “了解血液
病”。

吴世清医生拥有30年在血液专科领域的经验。
很多人不了解血癌和淋巴癌有可以治愈的可能，
尽早治疗可以控制病情。此书对患血液病的病患
和家属提供有关的资讯，也可供医护人员参考。

支持信望爱事工

信望爱安宁疗护机构于2018 年5 月18 日获社团
注册局批准注册。

有兴趣参与信望爱安宁疗护的志工也欢迎成为
信望爱社团的会员。会员享有会员大会投票和
竞选理事。

信望爱即将在2020 年七月 11 日举办两年一度
的会员大会。此会议会于早上10时至中午12时
采取线上会议进行。

如您想要更多了解关于信望爱会员详情，
可电邮信望爱秘书，吴汶芳医生。

电邮地址：
woonfangng@gmail.com

如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安宁疗护，
请到我们网站：fhlhospice.org

信望爱志工/会员招募

信望爱安宁疗护志工参与的事工

每本书售价是RM100. 
如要订购，请电邮到

fhldonation@gmail.com, 

或联络 (+6) 010-393-0150

信望爱将会承担运输费。

医疗方面 灵性方面 心理社会方面 信望爱组织方面

医生
医院探访
家中探访

化妆/美容/按摩/
美发/修脚和修指甲

参与筹款活动

护士 牧师探访 陪伴 信望爱大使

物理治疗师 读圣经 帮忙家务，烹饪 建筑师

职能治疗师 祷告 医院/家中探访 室内设计师

语言治疗师 唱诗 摄影 网站设计

药剂师 乐器弹奏 提供交通 维持网站资讯

营养师 宠物 - 狗和猫 摄影

社会工作者 律师 宣传册传单设计师

辅导员 帮助申请福利 寻找资源

简单护理

仅供教会内部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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