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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新年蒙恩！此时此刻是我们回顾过去一年里所得到的祝福，和展望与期盼新的一年为我
们带来希望和惊喜的季节。然而我们也理解会有种种挑战接踵而来，因此我们需要装备自己，
并鼓起勇气去迎接挑战。

信望爱同时也准备了保守的2022财政预算。虽然我们预计会有 10.6% 的收入增长，但是我们也
估计会有高出26.2%的支出。 这些高出支出是源自于提升人员分配，增加基本开销和需买进更多
医药配备等的因素。

去年我们成功地透过销售月饼和Sime Darby Motors 圣诞之城筹款活动筹得经费。信望爱2022年
的筹款活动方针不但只为了筹得更多的经费，也希望可以增加大众对安宁疗护的认识。

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心尽力地为病患和家属服务，以确保他们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支援。我
们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携手合作，把最好的身，心，灵关怀带给有需要的人。

以下是信望爱2021年的统计数据和2022年的财政预算。

信望爱年度总病患案例 癌症和非癌症病理比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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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爱 2021年财政摘要

信望爱 2022 年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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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爱病患种族比例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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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爱病患宗教比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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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啊！我要全心称谢你，
我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快乐欢欣；
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诗篇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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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学者的分享对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各个过程都很重要，这也是我们
安宁疗护团队所做的-积极地帮助病患和家属在面对绝症和绝境中寻找意
义。我们常问病患，在人生的这一段路程，什么是最重要的？答案，就
是当事人的生命价值观所在。

每个人的生命经历和灵性的塑造是很不一样的。陈博士在书中提到，在
探索个人的生命意义时，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生命内容，是虚空？
还是充实？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和决定，是取决于内在的个人价值观。而
这些价值观，必须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并且经得起考验。如果生命中
附有宝贵和值得我们坚持的意义，那不论在任何时候，甚至是病痛和苦
难发生时，我们也可以领悟到当中的意义和价值，并以正面的态度去面
对，屹立不倒。

生命意义的探索

刚踏入2022年头，2021年的时光仿佛瞬间飞逝。回顾过去一年里发生的种种事件，不知会带给我
们什么启示呢？不论是健康问题，疫情，国家政治动荡，天灾，意外，亲友的逝世等状况都会引
起我们对生命意义的反思。

《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一本探索生命意义的书。此书是由领导信望爱安
宁疗护的主席-陈忠登医生博士为传递生命意义的重要性而写的。还记得
陈博士和我说，他认为写作和记录下来的知识可以更广泛的传承下去。
希望这本书可以为在这世上漂浮不定，找不到目的地的人点亮一盏明灯。

陈医生从医者和学者的角度点到，陷入忧郁和绝望的病患之所以会走上
自杀的绝路，是因为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他也引用两位心理学大师
Victor Frankl 和Elisabeth Kubler-Ross 所留传的智慧。前者提倡的意义治疗
法-帮助人们找出属于个人的生命意义，并利用我们内在的韧性克服困难，
在痛苦中找到目标和受难的意义。后者的研究让我们在面对死亡和哀伤
的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容易面对。

愿为你我舍身上十架的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例子。祂来到这世上，并非要带给我们富裕和安稳的
人生。祂战胜死亡和给予我们永生的盼望，以及内在的平安。尊贵的神子，愿意降生在马槽，谦
卑的与民同在。祂甘为门徒洗脚，医治和赦免人的罪，甚至被受唾弃和折磨等。这些都反映出鲁
迅所形容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也以耶稣为榜样，放下个人的利益，活出
服侍的生命。也因着这样的价值观和使命，信望爱安宁疗护团队里的每一个肢体，都愿意不屈不
挠，无私的付出时间和精力，和病患还有家属一起在困境中寻找那份珍贵的平安，喜乐和希望。

书中也举例了几位坦然面对死亡的勇士，带出了活着和死亡的意义。这让我想起了我们过去服侍
的病患，他们在面对死亡时，传承了许多智慧给身边的人。他们应验了死亡并不可怕，也不孤单。
陈博士也带出了基督徒面对死亡的看法，就是死如回天家。死只是一道门，我们一旦经过了这道
门，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不再有痛苦与死亡的新世界，那里没有哭泣，没有哀号。（启示录
21:3-4）

我们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一份子，上帝的意念超乎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超乎人的道路。有时我们
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事情。当我们把我们微小又短暂的生命交托给创造宇宙主的主宰，
我们就能寻得活在这世上的意义，生命的真谛。

愿我们在这2022年新的里程碑，可以领悟和寻见属于我们的生命价值。

陈忠登医生博士

文：吴汶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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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圣资研中心出版
拿督陈忠登医生/教授著作

《俯首甘为孺子牛—生命意义的探索》

再版序
本书初版至今，已经是接近廿三年；其中绝版也有好多年。这次能再版，非常感恩。

乘着再版，在此重申写此书的原意。令我对 ‘生命意义’的课题特别敏感，多少是因与自身为医者的
职务有关。首先，怀疑生命的意义，浮现自杀的念头，是忧郁患者心情低落时的征兆。面临病患有
这样的意念时，一般医者对病患的劝勉是要正视与处理他们的忧郁病。当心情好转时，生命的意义
很可能就不再是问题了。虽然如此，精神心理学大师富兰克 Viktor Frankl 却提倡了“意义治疗法”，
强调有意义的生命能增强一个人生命的韧力，有抗忧郁的功能。

第二，一些病人在面对生活压力时，会因为一些心理转向生理的症状如头疼、头晕、记忆力差而求
医。医生可以点出他们的生理症状原于心理，可是，病患还是需要重估自己生活压力的真正根源，
自己所选择承担的压力是不是真有价值，这些又与何谓美善，有价值，‘生命意义’课题的探讨有关
系。

第三，在行医的过程中，常见到一些得了绝症的病患，尤其是那些还在创业时期的壮年人，对这突
来的厄运，很难面对。这其中的原因包括了一般人没有将人生命的无常，人生不是我们能完全控制
的，放在人生的计划之中。就如研究临终病人心理健康的精神科医生 Kubler-Ross 所提，我们应该
向死亡拜师。每个人还在健康时都应该思想死亡的问题，从中汲取人生的智慧。
另外，笔者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於 2018 年创立了 “信望爱安宁疗护”，服事那些临终，或得了
绝症的病患，使他们余生生活可以过得更有意义。希望此书会对相关的病患、家人、义工有帮助。

写这本书，也是想从基督信仰的世界观重申与生命意义相关的一些重要概念。而写书的动机，不
是以学术论文证明世界观的某些神学理论。不过，读者若能从中得着一些安慰、鼓励，及对如何面
对人生的一些启示，那就达到笔者写书的目的了。

陈忠登
2021 年 7 月 9 日

https://bit.ly/meaningebook免费下载:

如您有兴趣购买此书籍，请致电或 Whatsapp 
Ms Angeline，010-3930150。

RM20

https://bit.ly/meaning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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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疗护为病人带来慰藉，为家属带来安定

我的父亲70多岁，是位退休的公务员。他热爱活动，每个星期都会打网球三次，一直到2020年的
行动管制令开始。今年的6月初，父亲被诊断患有第四期的胰腺癌。他计划到政府医院寻求治疗，
可是因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医院的预约也只能是三至四个星期后。我非常担心在等待预约的期
间，父亲是否会不适？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呢？我赶紧致电给Angeline，一位在信望爱安宁疗护工
作的朋友。从Angeline的解说，我了解到我可以为父亲申请信望爱团队的家访和援助。当我听了关
于信望爱的服务，我顿时松了口气。那也是我开始认识什么是安宁疗护（Palliative Care）。

当我把转介的手续办妥后，信望爱派来了两位非常棒的护士-何佩诗护士和冯淑芬护士，来探访我
的父亲。父亲非常高兴有两位护士来探望他和做相关的检查。 护士们减轻了他对医疗护理方面的
担忧。两位护士很有爱心，她们第一次的探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做基本的医药检查，
她们也很耐心地花时间聆听父亲的诉说。所以父亲很欢迎她们的探访，每次都很期待她们的到来。

当父亲的情况变得更严重时，他已经很难进食了。父亲想要入院治疗。我寻求了何护士的意见。
透过何护士的建议，父亲入住了一间癌症医院接受安宁疗护。他也做了一个扫描，显示癌症已经
扩散了。

凭着这个扫描和一位政府医生的质询下，我们理解到父亲所剩的时间很短了。何护士和冯护士继
续的探访和更进，预备我们的父亲在家里过世。他们在父亲临终的最后一个星期为我们提供很有
用的资料，对我们一家很有帮助。

信望爱安宁疗护在父亲和病魔搏斗的那五至六星期内，尽全力的把最好的服务带来给我们。他们
租借了氧气机和病床给我们。我们一家，尤其是我母亲，很感激信望爱团队对我们父亲的照顾。
谢谢你们在安宁疗护里用爱心服侍他人。愿主赐福于信望爱事工。

已故张金泉先生（右一）与家人摄于2020年6月。
张慧君姐妹在前排左二。

马太福音 11:28-30
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
就使你们得安息。 29我心里柔和谦卑，你
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
里就必得享安息。 30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正如这经文所说的，上帝差派天使-信望爱

团队来拿走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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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护士应 Sri Damansara 福音
堂Women of Worth 事工的邀
请，在2021年11月2日 讲解
“了解安宁疗护-如何与你有
关”。

吴汶芳医生受圣公会甲洞增江
基督堂的邀请，于2021年11月
20日讲解“如何有效的聆听”。

点击以下链接观赏华语视频：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1Gk65h062RmbCbxgXpUC4G_rR
fG7vvFo8/view?usp=drivesdk

信望爱安宁疗护的护士们透过马来西亚安宁疗护理事会主办的线上zoom课程和信望爱内部的培
训，持续地进修和提升知识。

马来西亚安宁疗护理事会的成立宗旨是为国内的安宁疗护机构发声。

其中一项马来西亚安宁疗护理事会举办的教育活动是 ECHO (Extension for Community Healthcare 
Outcomes) 线上教育课程。此课程在2020年12月开始。其宗旨是提倡安宁疗护机构之间的合作，
一起分享资源，互相支援和学习。

何护士受三路福音堂的邀请于
2021年10月31日给讲座，题目
为“安宁疗护和使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k65h062RmbCbxgXpUC4G_rRfG7vvFo8/view?usp=drivesdk


信望爱筹款活动

For internal circulation only

我们受Mr Jeffrey Gan，Sime Darby Motors的常务董事邀请，参加其公司的圣诞庆典。主题为
“奉献的精神”。信望爱安宁疗护机构很荣幸的可以有机会在活动上筹款。感谢主，我们一共
筹得了 RM7,000。

与Mr Jeffrey Gan（中）摄



支持信望爱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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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5, January -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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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召会颂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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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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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主

RM100

RM20

陈忠登医生, 国内外知名的脑神经医学专科医生。现任马来西亚大学
医学院终身荣誉教授，亚洲脑神经医学学报主编，马来西亚圣经神学
院主席，信望爱安宁疗护创办人兼主席。陈医生把他 210 份的出版书
之盈利捐赠给信望爱。

此书以华文出版。这是一本以基督信仰来探讨生命意义的书。陈医生
写此书的原意，是与自身位医者的职务有关。此书非常适合每一个阅
读，尤其是病患和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