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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記得 2018 年年底，前院友家屬

Winnie 與好友 Peggy 舉行慈善演唱會，

主動為寧養院籌款，成為我們眾同工的鼓

勵。之後，她們更當上寧養院的義工，分別

在院友活動《樂韻悠揚》及同工關懷活動中

獻唱金曲，祝福院友及同工，並答應於

2020 年再次舉辦慈善演唱會。雖然 

疫情突然來襲，令演唱會再三延期，

但 Winnie 及 Peggy 對寧養院的關

心並沒有停止。去年趁疫情稍有緩

和，便來寧養院教授同工自製天然潤

唇膏，深受同工喜愛。蒙神恩典，我 

們今年終於能安排到演出場地，雖然

Winnie 和 Peggy 曾擔心受疫情影響，

籌款比以往難，但最終仍決定舉行演唱

會，盡她們最大的努力支持寧養院。 

  相比 4 年前，今次的演唱會來得更有意義。因不只 Winnie，Peggy

及另一表演者 Ann 亦是我們的院友家屬。她們對寧養院服務的認同，以

及身體力行的支持，實在令我非常感動。感謝神使用寧養院，成為院友及

家屬的祝福；同時讓家屬從受助者成為助人者，攜手「用愛擁抱晚晴」，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病患者者及家庭。記得 Winnie 曾分享：「能與院友演

唱金曲是我的榮幸，音樂及歌曲是很好的媒介治癒人的心。見到他們投 

 

Winnie（左）和 Peggy 於四

年前舉行「金曲慈善唱雙黃」，

以行動支持寧養院。 

Winnie、Peggy 和 Ann 到寧養

院獻唱，為院友生活添色彩。 



入參與，自己都得到祝福」。我非常認同 Winnie 的分享，在寧養院的

服事中，同工們看似是幫助人的一群，卻往往因為院友堅毅的生命，他

們與家屬之間的關愛互動，從而得著生命的激勵，成為被祝福的一個。

是的，生命之美在於當生命遇上生命，互相影響，成為彼此的祝福！ 

是次「用愛擁抱晚晴」慈善演唱會將於 2022 年 11 月 12 日（六）

假香港演藝學院舉行，為寧養院的服務發展及擴建計劃籌款，懇請踴躍

支持（詳見捐款表）。禱告疫情受控，活動能如期順利舉行，並為

Winnie、Peggy 和 Ann 等各表演者的健康祈禱。慈善演唱會翌日我

會起行到澳洲探訪當地紓緩及復康醫院，藉此「取經」，供寧養院擴建

計劃作參考，也順道探望兒女，求主保守行程平安。此外，因疫情影響，

寧養院的日常營運出現赤字，擴建計劃的經費亦超出預算，求主供應我

們所需，並賜我們信心仰望神。亦繼續為護理同工及院牧的招聘代禱，

求神感動有心志的人加入團隊服事。 

雖然抗疫之路不容易走，面對著充滿挑戰的前路，我們並不孤單，

因有主耶穌及你們與我們同行！再次感謝所有一直支持寧養院的院

友、家屬、同工、義工及善長們，因著大家的相遇相知、相交相愛迸發

出生命的火花，將愛傳開！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

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翰一書 4：11、19）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希伯來書 10：24） 

靈實司務道寧養院副院長 

黃建成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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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享 

 
寧養院自 2006 年投入服務至今，一直得到各院友、家屬、義

工、善長及同工們的支持，服務得以穩步發展。我們為著紀念神奇妙

的恩典，會出版寧養院口述歷史——《荒原上的筵席》。訪問了 25

位同工、義工、院友家屬和靈實管理層，包括多名由開院服務至今的

同工等，一起見證 15 年來與寧養院攜手共同成長的點滴。盼望透過

這本紀念冊可讓更多人認識到寧養院的優質全人照顧服務，並與友好

們分享寧養院「用愛擁抱晚晴」的事工及需要，邀請他們成為寧養院

事工的同行者。 

此書為非賣品，如欲索取或了

解更多寧養院擴建計劃的資料和需

要，歡迎致電 2706 8536 陳小姐或

2706 8532 葉小姐查詢。 

 

 

 

「耶和華必不斷地引導

你們，使你們在乾旱之地也能

得到供應，筋骨強健。你們必 

像灌溉充足的園子，又像湧流不息的泉源。」 

（以賽亞書 5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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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分享 
 

 

 

 

 

 

 
 
 
 

  

 

 

 

 

 

 

 

 

 

 

 

 

 

  去年 3 月入職寧養院的劉安怡醫生，也是前院友家屬。她的媽媽

於 2007 年入住寧養院至離世。面對這個喪親的經歷，劉醫生形容自

己是一個「無知的小妹妹」，既不掌握媽媽的病情和需要，也不懂得如

何照顧她。之後劉醫生之所以立志成為紓緩科醫生，其中一個原因跟

她在寧養院的經歷和感受有關。在劉醫生眼中，紓緩科醫生都是溫柔、

有耐性、尊重病人意願的，是一份關懷「全人、全家」的工作。 

身份的轉變：由院友家屬→公立醫院的醫生→寧養院駐院醫生 

  在香港若要成為紓緩科醫生，其中一個途徑是先加入腫瘤科，所

以在醫學院畢業後，劉醫生加入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的腫瘤科。

由於公立醫院要照顧的病人實在不少，為了縮短病人輪候時間，只能

流水作業，也是無可奈何。 

「我會形容在公立醫院，我是一個醫病的醫生，按照病人的情況提

供一些既定的醫療方案，讓家人接受及配合。有時想關心病人多一點，

想詳細解釋病情多一點，也會被同僚提醒。」劉醫生分享。 

在公立醫院工作幾年後，劉醫生希望認真學習成為她口中「醫人」

的醫生，遂於 2021 年加入寧養院。正正因為自己曾是晚期院友的家

屬，劉醫生更能體會家屬的心情，與院友及家屬同行。 

 訪問及撰文：小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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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劉安怡醫生 

劉安怡醫生（左）新入職時與同工合照。 



 

 

 

 

 

 

 

 

 

 

 

 

 

 

 

 

 

 

 

 

 

 

 

 

 

 

 

 

 

 

 

再次踏足寧養院，身份轉變了，

劉醫生為這 15 年的經歷作總結：「這

是一個慢慢沉澱的過程，由一無所知

的院友家屬，到醫病的醫生，再成為

醫人的醫生。很感恩能在寧養院工

作，有足夠的空間和院友及家屬連

繫，而且是上司鼓勵的事。每當我有

疑問，同工都樂意解答，並分享他們 

的經驗。在這裡，讓我更深體會神的愛，與神的關係更親近。」 

生命的成長：從院友、家屬、同工身上的學習 

入職一年多，劉醫生接觸了不同的院友及家屬，從他們身上學到很

多。「有一位可愛的婆婆，身體雖然有很多病痛，但心中充滿感恩，『多

謝』二字經常掛咀邊；另一位虔誠的基督徒院友，即使在病塌中仍努力

傳福音。從不同院友身上，我看到感恩、忍耐、自我省察、努力為主作

見證等這些信心的功課。」 

「作為照顧者的家屬，其實壓力也不少。我很欣賞其中一位院友的

丈夫，風雨不改每天陪伴太太，但同時會懂得照顧自己。趁太太睡著，

便出去用膳抖抖氣。又有一位院友因癌症影響視力，家屬便買了「啪啪

紙」（氣珠袋）給她消磨時間、練練手力。家屬在照顧患病的家人不遺

餘力，都讓我非常感動。」 

 「寧養院有一個很好的團隊，願意同心解決困難，又會設法為院友

及家屬多行一步。特別欣賞心靈社康及牧關部的同工，隨時給予院友、

家屬及同工支援；也要讚賞護理同工在照顧院友的細心及創意。整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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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院友一起見「醫生」？動物

醫生是也！ 



隊就像「旅途中的教會」，謙卑服事，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互相合作，

務求提供優質的全人生命晚期照顧，幫助有需要的人。」 

 

 

 

 

 

工作的挑戰：在疫情下與院友及家屬同行 

  安老院舍在疫情下首當其衝，寧養院也不例外。除了人手短缺、

暫停收症等影響日常營運外，在制定有效的防疫措施及平衡家屬探望

院友的安排上，著實為團隊帶來不少挑戰。 

對劉醫生而言，另一個挑戰是面對身為醫護人員的院友家屬。「有

時他們會對服務有較高期望，或會要求能更多參與醫療上的決定，那

便需要更多的溝通。」 

作為醫生，經常要面對生離死別，劉醫生坦然也有難過的時候：

「面對院友的離世，特別是住得較長時間，已與他們建立關係的院友，

確實不捨得。唯有適當抒發情感或向丈夫傾訴。」 

誠然與院友及家屬同行，承載他們的傷痛實在不容易，但劉醫生

表示仍然會選擇與他們同行，像主耶穌愛世人一樣。正如她很喜歡的

一首詩歌《The Servant Song》的歌詞：「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

哭的人要同哭。」（羅馬書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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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團隊合作無間，並肩服事，分享喜樂！ 



後記： 

訪問後的一星期，分別收到兩位院友家屬給劉醫生的感謝。相信

劉醫生已做到她最想做的：一個關懷「全人、全家」的醫生。無怪乎

她總結這一年半在寧養院的服事時說：「滿足，我好想返工！」 

在這兩年多的抗疫路上，前線醫護人員是最辛勞的一群，在保護

自己守護病人下謹守崗位，即使感到挫敗、無力仍不言棄。祝願疫情

早日緩和，也祝福所有醫護人員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繼續持守使命！ 

向醫護人員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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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院友家屬對劉醫生及

院牧的感謝 



<相片已徵得家屬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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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訊內之院友相片均已徵得家屬允許使用》 



生死教育專題文章 

  

一位患有晚期癌症的婆婆，由於開始不良於行，精神和胃口都轉差，自

覺「好無用」、感到做人沒甚意思。她的經歷正好反映不少長者病者的心

聲，其實每人心裡都希望能夠活得有意義。 

猶太裔的奧地利精神科醫生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是「意義治

療」(logotherapy)的始祖，他相信人天生就有一種追尋意義的傾向(will 

to meaning)，萬物之中亦只有人會為意義而活、為意義而死。而面對

年長和疾病，人意識到時間的有限，就越想知道和確認人生的意義。如

果能夠確認自己這一生、以至這一刻的存在是有意義，我們就能夠超越

眼前的困局，甚至勇敢迎向苦難，珍惜現在，無憾一生。 

對於晚期病者和家人來說，怎樣才能獲得意義感呢？以下借用意義治療

的洞見，分享獲取意義感的三個途徑。 

第一個途徑︰好好思考，為生命建構意義 

儘管每個人對生命意義的看法不盡相同，但都需要思考這個重要的人生

課題。我們不妨檢視一下︰「人生路走到今天，我對人生有什麼看法？」 

當年紀漸長，開始要面對病痛和體弱，我們不妨問自己︰「這些經歷對

我有什麼意義？」「我這一刻的生命、每一天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嗎？」人

有意志的自由，縱然苦難奪去我們許多選擇的權利，但人仍可自由選擇 

 

 

撰文：李瑞昌先生（心靈社康服務及牧關部副主管） 

招潔儀女士（心靈社康服務及牧關部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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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什麼態度去面對苦難，弗蘭克稱之為「態度意義的價值」(attitudinal 

value)。 

1) 有位病者退休不久便確診晚期癌症，太太感到不甘心，認為丈夫沒怎麼

享受人生便要離世。但當回顧他的人生路，她想起他在 40 歲才學琴這

件事：當時教會沒有司琴，丈夫無懼嘲笑，厚著臉皮做超齡學生，從零

開始學習彈琴。她體會丈夫其實一直活在當下，做他認為重要而有意義

的事，並樂在其中。太太因而改變自己的眼光，不再執著於丈夫生命的

長短，而是看到滿足和意義，以感恩的心陪伴丈夫最後一程。 

第二個途徑︰用心感受，從生活發現意義 

弗蘭克認為，人會因著愛與被愛，在關係中經驗恩慈、寛容、真誠而感

到活著真好。只要我們用心感受生命中的每個細節，就會發現生命原來

已經贈予我們好些無價禮物，包括時間、愛情、親情、友情，還有大自

然的恩賜。這份意義感被稱為「體驗意義的價值」(experiential value)。 

著名歌手林子祥先生有一首《生命之曲》，歌詞提及：「生命生命這好傢

伙，何時我也說他不錯」，為何說生命是不錯的呢？歌詞繼續解釋︰因

為生命賦予了我們光陰和靈魂、雙親和情人、知己和良朋，還有天空和

浮雲。我們容易將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而輕忽了這些珍寶的價值。讓

我們心存謙卑地回想︰「生命給了我什麼？我又得著了什麼？」 

即使卧病在床、好像什麼都做不了，病者長者仍可透過親親大自然、音

樂、藝術等，讓心靈安靜、體驗生命的樂趣。在摯愛親朋歡聚相伴的時

候，也可以嘗試觸摸內心，感受一下「活著真好」的那份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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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牧曾經服侍一位腦癌病者，受疾病影響，他的言語能力減退了，睡覺

的時間比清醒的多。院牧在一次探訪中，為他帶來一株臭草（芸香），

希望讓他感受大自然的氣息。本來沉睡的他一嗅到臭草的氣味，好像

觸電般蘇醒過來，而且望得入神。院牧後來得知，原來病者是在郊區長

大，屋前種滿了臭草，家人也常用臭草煮他最愛吃的綠豆沙。似乎這株

臭草喚起了他童年美好的回憶，讓他再次感受到生命中愛的禮物！  

第三個途徑︰善用雙手，為生命創造意義 

弗蘭克指出「創造意義的價值」(creative value)是指人透過具體的行

動，例如創作、工作與成就去獲取滿足感和意義感。這些具體行動可以

是過去做的事，也可以是現在所做的事。 

在關懷病者長者的時候，我們可以探問︰「在過去人生裡面，我為別人

和這個世界帶來了什麼呢？」透過人生回顧、翻閱相簿等，引導對方肯

定過去所做的事是有價值的。我們也可以一同發掘現在可做的事，繼

續為別人的生命帶來正面的影響，並為現在生活帶來方向，例如為親

友預備禮物、寫信、計劃/安排身後事，或繼續做有興趣做的事等。 

文章開首提及的那位自覺無用、做人沒有意義的婆婆，其實十分喜愛

編織，於是團隊鼓勵她不要放棄編織，並為她預備冷球和織針。織針在

她手中彷彿變成了魔術棒，不用兩個月她便織出好幾件花紋細緻、色

彩斑斕的圍巾、背心和斗篷，希望送給有需要的人。最後我們將她的織

品在寧養院裏展覽出來！這個展覽不單令婆婆感到被肯定，亦鼓勵了

其他人，不再將目光放在死亡帶來的無力感，而是一起見證這位生命

鬥士在過去和現在，所蘊藏美麗而堅毅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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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個尋求意義的途徑，不只適用於關懷服侍上，更可應用在自己

身上。盼望能為大家帶來啟發，讓我們一起捉緊意義，圓滿人生。 

得到同工們的鼓勵，院友編織出多件「溫

暖牌」，社工更為她舉行織品展覽。不少

同工到場支持及留言鼓勵院友。院友見

到自己能成為其他人的祝福，笑逐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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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哈佛大學從 1938 年開展，搜集超過 80 年的成長研究數據指出，

令人類更快樂並更長壽的秘訣，原來近在咫尺！關鍵不在於財富、地

位、學識或基因，而是我們擁有快樂的關係！ 

聖經馬太福音 5：3-11 記載的「登山寶訓」又名「八福」，教導我們

八個屬靈的法則，幫助與自己、與別人及與神建立快樂的關係！經文

中「有福了」的「福」希臘原文 makarios，含有快樂和滿足的意思。

這種「福」是不受環境改變的內在滿足和福樂！正如希臘學者佐希亞

特斯（Spiros Zodhiates）指出「福」makarios 是「擁有神的恩寵，

一種滿有神豐盛的狀態……蒙福的人既活在世上，卻又不被世界困住

的人。他的滿足由神而來，而非因良好的際遇」。 

「八福」的快樂關係法則是建基在： 

1) 我們省察心靈的貧乏，承認需要依靠神、全然的「虛心」（第 3 節） 

2) 我們為自己、他人或國家的絕境及悔罪的「哀慟」情緒（第 4 節） 

3) 我們「溫柔」謙卑、柔和、自制、順服神的態度（第 5 節） 

4) 我們「飢渴慕義」渴望神心意成全的態度（第 6 節） 

5) 我們 「憐恤」別人的態度（第 7 節） 

6) 我們「清心」純正、真誠的行動（第 8 節） 

7) 我們「使人和睦」叫人與人及人與神和好的行動（第 9 節） 

8) 我們甘心為福音和主耶穌「為義受逼迫」的犧牲（第 10-11 節） 

 

 

院牧分享 

撰文：招潔儀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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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寧養院，我見證同工們活出「八福」當中一些快樂關係的法則，

因而與晚晴的院友建立了互動、美好的關係，改變了他們生命的軌

跡——玉叶婆婆是其中一個蒙福的例子！ 

「感恩，遇到您這位朋友！」家屬在玉叶婆婆過世後感謝我與婆婆

多年的同行。 

我們的相交始於婆婆哀慟的

日子：當時她剛喪夫，又確診

癌症，加上聽力不佳，又講台

山話，我們經歷了一段「雞同

鴨講」的時期。幸得同工們本

着基督的愛，虛心聆聽，配合

身體語言，盡力去理解她的需

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我

們終於能夠溝通了！知道玉

叶婆婆不喜歡改變，每次有任

何調動時，醫護同事總會溫柔

細心地跟她解釋；院牧和社工

更成為她的朋友，定期探訪關 

心她，並鼓勵她積極參與各項院友活動：如崇拜、樂韻悠揚、藝術

治療、動物醫生及園藝治療等，讓她活得有尊嚴。在疫症嚴峻時期， 

 

  

玉叶婆婆參與多項的院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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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只能有限度地探訪，社工安排視像通話讓玉叶婆婆和家人「見

面」。最感恩的是玉叶婆婆在寧養院認識復活的主耶穌，且耐性地

閱讀聖經和詩歌歌詞。每次我探訪她，為她送上愛心的涼水，並為

她祈禱，玉叶婆婆皆肯定地點頭示好，深信她在病痛中經歷神的幫

助。 

原本轉介醫生評估玉叶婆婆的存活期為六個月，她卻奇蹟地多活

了四年零八個月，享受神滿滿的祝福及家人的愛護！ 

即使我們不能控制生命的長短，卻能選擇與自己、別人及神建立快

樂的關係，願意我們一同實踐「八福」智慧的教導，不只得著地上

的喜樂和長壽，還有天上永恆的福樂！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言 17：22） 

 

 

參考資料： 

1.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7/04/over-nearly-

80-years-harvard-study-has-been-showing-how-to-live-a-

healthy-and-happy-life/ 

2. 韋德信(J.D.Watson) ，《字裏恩情- 默想新約希臘文 365 天》(A word 

For The Day) ，劉淑儀譯(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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