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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疗护团队在新冠疫情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支援病患和家属方面。安宁疗
护医生和护士在舒缓症状方面受过专业的训练，包括减轻疼痛，呼吸困难和混淆的症状，
这些症状在新冠肺炎病患患病的各阶段是很常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安宁疗护团队给予辅
助，包括小心翼翼的调整阿片类药物和抗精神病药，以镇定缺氧和不安的病患，免除被捆
绑。

安宁团队的支援由生病到生命结束，延伸到丧亲哀
伤期。当病患病危而面临死亡威胁时，无时无刻会
感受巨大的生存悲楚。

安宁疗护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中的支援与经验之谈

生存悲楚

一个人在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可
能经历心理动荡，这些悲楚进而
在身，心，灵，关系或宗教各层

面威胁着个人。

Kissane, 2000

病患家属在新冠疫情期间所经历的是一种很复杂且
不能表达的哀痛。当至亲即将离世的时候，很多家
属都不能赶到病榻边陪伴。 如果病情恶化和临终的
时候是在医院里，家属很难看到至亲临终的状况。
有些失去是那么的突然，从而造成很多的遗憾和自
责。我们都学会了更珍惜身边的人，并开始考虑为
自己未来的死亡做事前规划。

不能表达的哀痛

不能公开承认和悲诉的哀
痛，此类哀痛会遭受社会
的制裁。

Doka, 1989

一个拥有多面学科的专业团队可以帮助推荐其它应
对症状的方法，比如教导呼吸和放松应用法，建议
合适的医疗器材和缓慢活动，以减少疲劳和恢复日
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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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并舒缓身、心、灵方面
的痛楚，我们必须身历其境于无法挽救的
绝望和无助。能够和病患一起经过创伤和
黑暗，需要很大的勇气、承诺、智慧和爱
心。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和互相支持是帮助
建立韧性和渡过艰难时刻的重要关键。

我们很感恩上帝在新冠疫情的每个季节
都眷顾着我们。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
每个人来说，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我们也很感谢所有为信望爱事工做出贡
献的人，因着大家的坚持和付出，我们
可以继续服侍这本土的社区。

事前规划

是个辅助处于任何年
龄和健康状况下的成
人了解和分享自己的
个人价值，生命目标
和偏好的未来医学疗
护。

马来西亚安全地带
由几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

通过线上互助小组
和Travelodge 低风险B40隔离中心
一起协助被新冠肺炎影响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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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与全备福音堂Golden Years Fellowship同庆圣诞

2019年11月安宁疗护探访

我的父亲郑金塔先生，享年 96 岁，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在睡梦中安详离世。我们赞美上帝，

他在离世前接受了基督并受洗。 他患有心脏病，在 2019 年 4 月上旬再被诊断出患前列腺癌。

不久后在 2019 年 11 月他因心力衰竭入住急症室。许多儿孙立即从新加坡飞回来看他。专

科医生允许我们把他接出院，这样他能在家离世。我们开始计划他的丧礼。我们为许多为他

祈祷的基督教牧师和朋友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选择为我的父亲创造奇迹。在八打灵再也的马

来西亚信望爱安宁疗护机构忠实的支持和优质的服务下，他迈过了另外 20 个月。

我们得到建议联系安宁疗护机构，以帮

助我们照顾家中身患绝症的病患。这是

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建议，因为我们真的

不知该怎么做。当时新成立的马来西亚

信望爱安宁疗护机构很快的回应，派了

一名护士去看望我的父亲，并告诉我们

该怎么做，需要什么设备。他们借给我

们制氧机和我父亲急需的一些其他设备。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几天后父亲的病情

竟奇迹般地好转。

我们也感谢护士始终如一的及时通过

WhatsApp 回答我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

她服侍我父亲，并在每次探访结束时为他

祷告。有几次，她带了一名队员以中文带

领敬拜，让我父亲振作起来。我父亲一直

期待着安宁疗护团队的来访。我相信他经

历了持续的爱和关怀，这有助于加强他对

上帝的信心。我们感谢上帝，让我父亲能

够在 2019 年 12 月与全备福音堂的

Golden Years Fellowship 一起庆祝圣诞节。

在最初的几周内，安宁疗护护士忠实的每周两次跟进他，直到他进一步好转。之后她每周探访他一

次，后来每 2-3 周探访一次，因为父亲开始有明显的改善。在访问期间，她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测，

检查他的饮食，向安宁疗护的医务专组咨询，提供食物建议和药物来缓解他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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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2 日下午，安宁疗护护士探访了我父亲，并为他做了一个美丽的祈祷，

让他对等待的新旅程不感到惧怕。他在不久的次日凌晨 3 点离世。 我感谢上帝，他为

身后的旅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相信上帝将我父亲的生命延长 20 个月，以便他能

真正相信耶稣并接受他为他的主和救主。

2020年二月农历新年

现在我们向所有的朋友推荐安宁疗护，因为她们确实帮助减轻了我们照顾的压力。我

们也鼓励大家考虑捐助信望爱安宁疗护机构，以支持服侍绝症病患的伟大工作。借着

她们满有怜悯的服事，她们为病患和照顾他们的家人带来盼望和爱。我们将父亲所有

的帛金、病床和轮椅都捐赠给信望爱安宁疗护机构。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父亲能以这

小小的方式祝福信望爱安宁疗护机构。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

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

你们得安息。

马太福音 11:28

父亲不断的进步，他

能够参加孙女 2020 

年 1 月的婚礼，并在

同月与家人一起度过

了美好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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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备福音堂Golden Years Fellowship 健康讲座

信望爱筹款活动

信望爱感恩今年有机会举办中秋月饼筹款活动。信望爱的同
工在六月开始讨论筹款的事宜并有此点子。

面对着一些未知数和担忧，我们在得到信望爱理事的批准后
踏出信心的第一步。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每位同工必
须在服侍病患和筹备，宣传，接订单和运送月饼的工作之间
兼顾。 上帝奖赏了大家的辛劳，我们共卖出了498盒月饼。

虽然这不是个很大的数目，我们仍感谢上帝我们有此机会为信望爱筹款，
也因此有更多人认识信望爱的事工。

我们为支持此筹款项目的每一位献上无限的感谢！感谢你们让此项目如
此的成功！上帝祝福你们！

25.7.21 神召会颂恩堂主日聚会证道（中文）
~ “安宁疗护与灵性的照顾”

可在You Tube观看视频：
https://youtu.be/pmraEaqEfyg

https://youtu.be/pmraEaqEf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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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十月九日是世界安宁疗护日。今年的主题是“一个也不撇下—公平获得安宁疗护”。

天堂派来的天使
~ Mr Alex Chai ~

安宁疗护给予痛楚和其它症状的缓解。
谢谢信望爱团队。

~ Mr Samuel ~

专业的护理，
支援病患和家属的
身、心、灵。

~ Ms Woo ~

对临终的病患和家属的照顾，
给予我们心灵上的支持。

~ Mr Thee ~

真诚的照顾病患，
给予他们在生命最后

一程的尊严。
~ Mr Edmund ~

安宁疗护不仅给病患带
来舒适和预备，
还有家属。

~ Ms Hue Jin ~

每一个艰难的旅程都有最好
的爱和社群关怀。

谢谢信望爱把爱散播在我现
在和未来的旅程里。

~ Ms Sarah ~

主题重点:-

• 全球 88% 的安宁疗护需求量没有被满足。换句
话说，百万名孩童和成人被遗漏在后。公平获得
安宁疗护的机会是每个人的人权。

• 在世界各地, 需要安宁疗护的孩童和成人活在痛
楚中，因为无法公平的获得安宁疗护的机会。我
们必须共同努力，在世界安宁疗护日解除维持此
情景的种种障碍。

• 安宁疗护在纾解尤其与新冠肺炎有关的身、心、
灵和关系方面的痛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没
有人应该被遗漏在外。

• 医护人员必须得到培训、支持、装备和足够的资
助，以确保全世界的孩童与成人能公平地获得安
宁疗护。

信望爱安宁疗护借此机会安排了几位
信望爱之友来分享安宁疗护对他们的
意义。以下是他们的分享。。。

感謝中心一路以来的
付出和关怀
~ Ms Penny ~

有您们如天使般的出现，安抚和关懷这么多的病人以及我们
的母亲。在此谢谢你们。感恩有你们。

~ Ms E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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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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支持信望爱事工？
通过捐款或购买下一页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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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感谢信望爱之友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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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bundant Grace A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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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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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1: 25

好施舍的，
必得丰裕；
滋润人的，
必得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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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100

RM20RM20

我们非常感谢方即志师母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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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赞美诗集，并自付全部制作和印刷费。

‘宇宙主 ’ 每本售价 RM30。售书所得款项
将全数奉献于“信望爱安宁疗护”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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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