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致词

在主里问候大家！

这是一封公开信，旨在向您介绍信望爱安宁疗护的最新进展。并感谢您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代祷。

我们的家访服务主要是由两位全职，且经验丰富的基督徒专业临终关怀护士和1位护士助理以家访的
形式进行。我们的两名护士每人每天约行驶50公里，以探望病人。他们也得到几位医生、退休的专业
临终关怀护士进行磋商和讨论，共同组成了临床护理团队。

我们希望与教会有更加紧密地合作。首先希望各基督教团体能提升对临终关怀事工的认识。我们也希
望能有更多来自不同教会义工的参于。而我们可以提供所需的培训。我们希望义工能够拜访病患，透
过祈祷，唱诗歌和鼓励，帮忙患者做一些简单的琐事以鼓励他们，并与家人分担照顾病患的负担。当
然，我们也欢迎那些具有特别专业技能的义工，如物理治疗师等的协助，及您们的财务捐助。

我们也很高兴地告知，目前所设的办公室，即八打灵旧区三路9号的三路福音堂副堂，而教会最近也
已经购买了隔壁的单层独立屋（即第7号）。教会已经慷慨地允许信望爱安宁疗护免费使用。因此，
教会在提供了一些简单的装修后，我们就打算将目前的办公室转移到更大的新场所。

在此谢谢大家，并祝平安。

__________________
拿督陈忠登终身荣誉教授

信望爱安宁疗护
简报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自2018年5月获得政府社团注册局
批准注册后，我们于2018年底招聘了第一位全职专业护士，
并从2019年1月开始提供家访服务。此后，我们的事工稳
步增长。我们主要的服务是由我们的专业临终关怀护士的
家访，以减轻这些病患者的痛苦。在2019年，我们总共照
顾了81名病患，而每月平均接受了9-13名新的患者。

在2020年的前三个月中，我们总共照顾了55名病患。他们来自巴
生谷的不同地区。我们的病患中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三分之一
是由各教会所转介，其余的主要是由医院直接介绍。我们所服务
的病患，将近80％患有晚期癌症。



信望爱安宁疗护在面对新冠肺炎的经验之谈

在这新冠肺炎疫情的困境中，信望爱安宁疗
护竭尽所能继续在社区带来医疗服务。如同
大家一样，我们的医疗团队也面对感染风险。
难免也会担心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家人。
所以，拥有全副武装的防护套是对我们的医
护人员必须的保护，尤其是探访有发烧，咳
嗽或呼吸困难的病人。

我们衷心感谢在这经济困境时得到捐款。也
有各方人士捐助口罩，面罩和昂贵的医疗防
护套。我们的服务必须在这行动管制令期间
作出调整。有些疗养院已经谢绝探访。每个
探访个案必须谨慎安排和堤防感染风险。我
们的医护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处理紧急个案，
也会着重临终病患的医疗和支援。

临终病患的最后一程也是受限制的。很多家人不能近
距离说再见，祷告或进行最后的仪式，只能用视屏。
有些家眷选择把葬礼押后到行动管制令结束，把冰冷
的尸体保管在殡仪馆内。这特殊的经验促使哀伤变得
更难过。更心痛的是，压力，焦虑，苦恼，无助，甚
至自杀个案也在飙升。

很多时候，我们对未知数是没有答案的。在这耶稣受难
日和复活节，让我们仰望这杆而活（民数记21:9）。在那
杆上，钉着耶稣基督，祂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当我
们忏悔，寻求医治的同时，我们祷告上帝怜悯，医治我
们的的大地。

在安宁疗护里，我们常提到要抱有希望，也做最坏打
算的心理准备。我们安宁疗护的宗旨是减轻痛楚，改
善生活素质，减轻症状和辅助病患与家属面对未知数。
我们尊重病患的意愿和决定，在任何谈话中给予真诚
的讯息，促成预立医疗自主计划。

吴汶芳医生
信望爱安宁疗护秘书



信望爱安宁疗护护士见证

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珍贵，何等的美妙！很多
时候，我寻求上帝指引我护士工作生涯里的
方向。我承认，身为一位基督徒护士，我也
会失去专注和方向。我的情绪，我的渴望，
我的视野常常会因生活中的忙碌和挑战而变
得模糊不清。去年，我再次做心灵里的寻求，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成为护士，是怎么开
始？我一直想。。。

当我寻求上帝的时候, 祂开启了我的心眼。神
提醒了祂当初放在我心中的祈求，就是要带
给生病的，有需要的 看见盼望。而这盼望唯
有从上帝而来。是的！这是上帝给我明确的
答案。也是祂给我身为护士的使命。

从此我又再次的仰望神并找到了祂给我的应
许，那就是我在信望爱安宁疗护的目的和责
任。神要我做什么呢？神信实的话语向我说
话。

上帝安慰信靠祂的子女。祂明确的告诉我说，去，去安慰，去鼓励，去帮助祂的子民，也帮助
未认识上帝的人。患癌症的人经历了身，心，灵的痛楚。经历这些痛苦的，也包括了病患的家
属，他们的负担也不轻。

我很感恩主的恩典，把我放在信望爱的事工里服侍。我祷告上帝会继续使用我，引导我，并装
备和刚强我，以谦卑的心，追随上帝的旨意，去完成这份使命。

何佩诗护士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
人有福了！

耶利米書 17:7-8

以賽亞書 40:1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歌林多后书 1:3-4

3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4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
患难的人。

詩篇 94:19

我心裡多憂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歡樂。



HIS Team Training

上帝改变生命
诗篇10:1

耶和华啊，你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
什么隐藏？

在复活节前的四旬期，上帝在我护士生涯最沮丧的时候
向我说话。我当时觉得自己的工作失败极了。焦虑和绝
望包围我。我觉得我没能力减轻病人的痛楚。病人的离
世让我也陷入哀痛，和家属同感哀伤。

当我在十架祷告时。神说，“如果你爱我，担我的十架，
也为我的子民担十架。”在那时刻，我的生命改变了。
神的爱是何其大，祂是信实的！

当我回顾我的护士生涯，我看见上帝的手在引导我，预
备我。那些挣扎和挑战，是让我成长的宝贵试炼，让我
变得更成熟和刚强。

那天，我在默想，“神啊，我多么希望他们可以看见祢
有多爱他们，祢一直都在，一直与他们经历痛苦。”那
天，也是何佩诗护士致电给我，告诉我关于信望爱安宁
疗护事工的同一天。

赞美和荣耀归主。称颂耶和华，在我们悲伤，痛苦的时
候没有离开我们，祂一直都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旅程，
不离不弃。

钟佩凌护士

诗篇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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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宝贵的孩子，

我爱你，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你经历试练，痛苦时，

看那沙滩上的脚印，‘

那是我，背着你。。。



信望爱的活动

信望爱安宁疗护一共8人的护士和志工团队
与疗养院的老人们一起唱赞美诗歌。润真姐
妹和Christina姐妹分享神的话语。Siew Choo
姐妹带领大家做简单的运动。信望爱团队也
为老人们按摩。大家都很开心。我们祈祷神
的爱与大家同在。

20 名参与由全人关怀团队及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联办的社会关怀证书课程学生, 一行人来到信望爱
安宁疗护位于八打灵办公室进行了3个小时的交流，了解安宁疗护。学生们都很踊跃参与讨论，也
提问问题。我们有分组讨论。也观赏了关于安宁疗护的短片。何佩诗护士，钟佩凌护士和 Angeline
护士分享了她们的见证。也分享了上帝如何带领她们加入护士的这份行业。看见上帝如何带领祂的
子女在各领域为主发光是何等的鼓舞啊！

第四届社会关怀证书课程学生到访

使徒行传 20:35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
人 ，又 党 記 念 主 耶 穌 的 话 ， 说： 施 比

受更为有福。



支持信望爱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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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捐助将用于：
- 聘请医护人员做临床护理。
- 购买药物和医药器材，包括医疗防护套。
- 其他行政开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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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非营利机构经社团注册局注册。
注册号码：PPM-014-14-18052018.

如要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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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书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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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Ng Soo Ch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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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Ng Soo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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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望爱简报 2020年 1月 – 3月 仅供教会内部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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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mail.com
http://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