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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治疗

临终关怀中的回忆/缅怀疗法——在记忆中寻找意义

当临近死亡时，许多人发现正确地看待自己的生活会有
所帮助。回忆/缅怀疗法是一种非药物方案以鼓励我们
所爱的人/基督里的兄弟或姐妹/患者（我想在本文中将
他们称为“朋友”）分享他们的过去的故事，并努力找到
他们生活的价值和帮助他们获得内在满足感。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0-11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

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回顾过去

回忆疗法将鼓励我们的朋友透过回忆和谈论过去
的生活事件来引发对话并与我们互动，因此在整
个过程中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是至关重要的。回
忆的时段是可以以正式或非正式模式、一对一的
或以小组的方式进行。

我回忆起在实习期间，我开始接触和理解回忆疗法，在那时我与医院的乐龄人（“叔叔和
阿姨”）时常有互动。这是实习时的一个项目，我特别用 20 世纪的照片制作了一本小册子，
用来引起他们的一些对话。但我有一些担忧，例如“我该怎么开始”、“我该怎么说”和“如果
他们开始哭泣该怎么办”？

“做一个积极的倾听者”

回忆疗法也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帮助在我和我的朋友之间建立融洽和信任。
最终，我们学习如何透过安慰，分享回忆并为他们的现所处的状况而祈祷。

在属灵方面，不只是分享，也鼓励他们写下上帝在他们生命曾经的经历做出回应祷告，并
且相信上帝在他们每个人中都有一个计划，祂允许事情发生是有祂的美意，因为祂知道什
么对我们的生命是最好的。通过阅读这些经文，特别是在他们经历考验时，可以帮助他们
回忆上帝的恩典，在悲伤中获得快乐。

诗篇90: 12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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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地参与

回忆疗法就是让个人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进行积极的互动，例如进餐时段、梳洗和淋浴时段、
就寝时、协助下床活动或吃药时段。

回忆技巧的一些提示：

1. 开放式问题是最重要的技巧，比如：
“什么事让你最难忘？”
“告诉我这张照片中的孩子们。”等等

2. 积极倾听
3. 正向回应
4. 询问后续问题
5. 允许沉默和给予空间抒发情绪
6. 分享你自己的经验以表示你的同感（如果
合适或需要时）。
7.使用观察技巧从朋友的环境（房间或家）
中的物体发现有关他或她过去的线索。
8. 许多回忆来自纪念品、旧物、手信和照片。
使用物体作为对话和记忆的提示。

以弗所书 4:29

29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

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回忆不仅仅是谈论记忆，特别是对于认知
能力下降的患者。通过声音、运动、舞蹈、
气味、振动和食物的感官刺激有助于激发
强烈的记忆。

沟通是关键

我曾拜访过患有疾病和疼痛的患者。然而，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感受和痛苦。有时，我
很难以我的视角看到他们所经历的点滴，而我能做的又是多么缺乏。靠着上帝的恩典，我
很感激有这个机会继续在信望爱安宁疗护服侍。我仍然喜欢与我的患者一起回忆，这有助
于我更好地了解他们并虚心地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

回忆疗法对某些人来说或许只是拨出一点时间。回忆虽只是一种老套的模式，但在关怀方
面，永远不会过时。

以赛亚书 41:10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

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

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怀旧治疗

李佳恩姐妹 (职能治疗师) 执笔



见证

仅供教会内部转发

Issue 5, January - March 2021

终于有一天我有机会跟随佩诗护士去探访一位姐妹。那
位姐妹病的很重，还一直喊痛。看着她的痛楚，我不知
道如何是好？我心里不禁的问上帝：为何这种事情会发
生？神啊！为何你对这位姐妹转身不见？然而此时我却
听见这位姐妹低声的读出诗篇23。她回想起耶稣是她的
好牧羊人，一直在带领着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
慰我。”她就是反复的读出这段经文。

神的话语充满了大能，它就像是一道活泉充满了我！神
大能的话语也给那位姐妹带来了平安。在回家路途上，
佩诗鼓励我并且希望我可以成为信望爱的护士。我回应
说如果到了年底你们依然聘请不到任何护士的话，我才
考虑吧！到了2020年底，我看见信望爱的通报要聘请全
职或兼职的护士。听说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此时，我
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如果到了年底你们依然没有聘期
不到任何护士的话，我才考虑吧！ ”我打从心里就不明白？
为何神会开启这一道门，让我有机会去看个究竟！我心
里害怕这份工作的挑战性和自己的能耐。

在2020年初，大马第一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大马政府很

快就封城， 所有非必要服务和领域都得留在家里线上工作。也因

为如此，许多商家都撑不下去而倒闭。那一年我留在家里当家庭

主妇/煮妇。整天在家的我忽然之间觉得人生没有了目的和意义。

我心里有一种空虚的感觉！我心里不时的祷告，求上帝给我明确

的指引，给我有机会用我学过的护理知识回馈社会。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篇 34:18）

有一天她邀请我以志工的身份跟随她去探访有需要的病人，借此也可以让我多些了解安宁疗护

的工作。在我当护士的生涯中，我是重来没有考虑过安宁护理。当我是一位护士时，我希望可

以看见病人会好起来，让他们可以回家去。对我而言，安宁疗护与我当护士的理解完全相反，

也因此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
谷，也不怕遭害，因
为你与我同在；你的
杖，你的竿，都安慰
我。

诗篇 23:4

馮淑芬护士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一次参加安宁疗护的研讨会中给我重遇佩诗
姐妹。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就认识她，只是很久没有联络。

在我不断寻求神的时候，“神的仆人”这个字眼一直出现在我脑海里！我一直按不下心里的不确
定。。。直到最后我告诉上帝：“好吧！我就不妨一试，先当个兼职护士吧！求你赐我平安的心，
把工作简历表和申请信发过去给信望爱安宁疗护中心“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哥林多后书 9:8

我不清楚前面的路是怎么样。。。？但是在整个路程当中我都一一祷告与交托，信望爱里的同工

也一直互相扶持。我告诉我的同工，现在我理解到陪伴临终的病人一起走到最后是一件心理上疲

累的事工。然而在这一路的陪伴是充满了意义，我的心里面也经历神的恩上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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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汶芳医生 (信望爱医疗顾问，领导/义务医生）

❖拿督陈忠登医生博士(信望爱医疗顾问/义务医生）

❖张丽娟姐妹 (信望爱资深顾问护士）

❖王秀珠姐妹 (信望爱资深顾问/ 领导护士)

❖何佩诗护士 (信望爱安宁疗护护士）

❖钟佩玲护士 (信望爱安宁疗护护士）

❖郭佩玲护士 (信望爱安宁疗护协调护士）

❖馮淑芬护士 (信望爱兼职护士）

❖李佳恩职能治疗师 (信望爱义务职能治疗师）

❖朱裘敏药剂师 (信望爱义务药剂师）

❖林秀娣护士 (信望爱义务护士）

信望爱安宁疗护临床核心团队

主席
拿督陈忠登医生博士
(八打灵三路福音堂)副主席

朱志才长老
（文良港福音堂）

副秘书
拿汀叶秀芳

（八打灵三路福音堂）

秘书
吴汶芳医生

（吉隆坡第一神召会）

财政
黄西湖弟兄

（巴生卫理堂）

委员
王秀珠姐妹

（孟沙福音堂）

委员
赖腾生牧师博士

（喜乐社区浸信教会）

Meet our FHL Hospice Board of Committee

以赛亚书 43:10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如您有需要得到安宁疗护, 请拨电话至 +6010 3930150 我们的同工会帮助您。信望爱的服务范围在
7 号办公楼以内。信望爱的地址是 No 7, Jalan 1/3, Seksyen 1, PJ. 

信望爱服务范围

如何转介给信望爱安宁疗护?



全马各地的安宁疗护机构
和政府医院安宁疗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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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爱活动

信望爱于 19.6.21 举行了特
别会员大会。我们通过了
修改章程和欢迎来自喜乐
浸信教会的赖腾生牧师博
士加入我们的事工，成为
信望爱理事委员。

信望爱志工朱裘敏药剂师给予护士们
做培训

临床检查培训由吴汶芳医生主导

信望爱资深顾问护士张丽娟姐
妹在六月份为吉隆坡全备福音
堂黄金年龄团契主讲,
“了解痴呆症”。

信望爱安宁疗护临床护理团队继续开会，讨论和做内部培训。请为我们以安宁疗护服务社区的
事工祷告。

马来西亚卫生部私营医疗管理局
在五月份到访信望爱做执照检查。



我们衷心感谢信望爱之友和合作伙伴以及教会的支持。您的宝贵支持对我们事工的推进是关键的因
素，也好让我们可以继续为社区服务。我们希望会有更多在巴生谷一带的教会参与我们安宁疗护的
事工，并加强合作。

您可以通过以下的管道支持我们：

支持信望爱事工

信望爱资助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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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捐款:

直接汇入户口：

Persatuan Hospis Harapan Kasih Malaysia
RHB (2-14192-0004521-0)

请将您的以下资料通过Whatsapp 转发给
Ms Angeline Koay (+6010 3930150)
• 姓名如同身份证
• 汇款资料的单据
• 住家地址 ( 如果您欲获取原来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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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1: 25

好施舍的，
必得丰裕；
滋润人的，
必得滋润。

连接以下网上表格或扫描二维码: 

https://qrgo.page.link/HGBWV

成为信望爱伙伴



支持信望爱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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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100

RM20RM20

我们非常感谢方即志师母捐 50本宇宙主
诗歌集为信望爱爱心筹款。

‘宇宙主’ 是由方师母用心良苦，自编自谱
词曲，全程自付制作印刷费，并将售书所
得全数奉献于“信望爱安宁疗护”基金。

每本售价 R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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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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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里解开对血癌检验，治疗和费用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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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喜欢免费赠品。世
上的确有这一物，就是来自
耶稣基督对世人救赎的礼物。
~耶稣基督为世人赎罪，钉死
在十字架上，以祂的宝血洗

净我们的罪。

妻子有何珍贵？她的价值是
无法预计的，而且当你越加
培育和宠爱你的妻子，她的
价值是与日剧增的！不论贫
穷或富有，一位贤淑的妻子
是男士最好的福分。她是很
值得珍惜的无价之宝。

孙锦福医生是一名脑科神经专科医生，他捐助了100本英文著作，名为, ‘The Good & Precious Wife’
和 ‘The Salvation Package’ 的销售盈利全数捐赠给信望爱。孙医生是SIBKL教会的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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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您带来喜悦的消息。乘着来
临的中秋佳节，我们即将举办九月
份筹款活动！

我们即将销售特别精心选出的
海外天月饼。

这些月饼有经过 JAIS (雪兰莪回教
局）认证的清真标签。您可以与回
教同胞一同分享这份礼物。

请支持我们。填写您的预购表格。
赶快，存货有限！

（网上预购表格即将转发给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