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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晚晴院友都是我們生命的導師，與她/他們同行有很多寶

貴的學習！ 

 近日，一位晚期肺癌病人入住了寧養院，雖然癌細胞已經擴散，但

沒有氣促，仍可與人分享交談。她知道這是神給她的恩典，繼續在地

上為主作工，祝福他人，所以她經常關心我們同工及其他院友，不時

送上小禮物，為她/他們打氣，也和醫護同工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她的主診醫生更告訴我，院友特別叮囑醫生在她離世時不要太離過。

這親切的慰問，令醫生非常感動。另一位「慈惠病床」院友，年青時

意外受傷，從此以輪椅代步。但她沒有怨天尤人，反而積極參與不同

義工服務，以身說法，鼓勵他人勇敢面對人生中的挑戰。即使她現在

因晚期病患入住寧養院，心中仍充滿平安，倚靠上主，珍惜每一天，

更教導同工及護士學生扭汽球。兩位院友更樂意分享她們的生命見證

（詳見 p4-7 及寧養院 Facebook），在此時此際的「疫」境中，帶來

一點點正能量。 

    天災、人禍、疾病、意外或許會奪去我們的健康、能力、地位、

財富……，但卻不能奪去我們生命的意義，以及一切愛的關係。從院

友的身上深深體會到我很喜歡的聖經真理：「所以，我們不喪膽，外

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後書 4：16）。 感

謝神讓我們在寧養院服事，透過和院友生命的互動，得著很多的祝福。 



 

 

 

 

 

 
 
 
 

  

作裝飾。稍後您們亦將會聽到我們第一位專業義工，亦是前院友家屬 

的分享。我亦要特別感謝一對不願公開名字的基督徒夫婦，多年來對

寧養院慷慨捐獻，並不斷為我和我的家人代禱，十分感謝他們在背後

的支持。 

(二)  「貧窮人有福音聽」 

    四年半前寧養院在林醫生和董事會支持下，推出「慈惠病床」計

劃，起初只 有一張病床，但在神的供應和各善長的支持下，現在已

增加至十二張，總共有 180 位貧苦病友受惠，其中有 75 位院友和

23 位家人更得著基督救贖的恩典。最令我感動的是，這些受助者雖然

大多數是 接受綜援的赤貧家庭，卻因得到幫助而樂意捐獻。在第

一位慈惠病床院友離世後，他的媳婦到我辦公室捐了$500 現金給寧養

院。現在亦有慈惠病床院友的家屬對靈實的事工定期作捐獻。金額雖

不多，意義卻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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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優質的服務品牌」 

 十年前，寧養院沒有甚麼人認識，當時我外出向醫護朋友介紹寧

養院的服務時，真是有些「寂寞的推銷員」的感覺。但到今天已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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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中，感謝神繼續保守寧養院各人平安，院舍得以正常運作。

雖然日常營運出現赤字，籌款活動亦大受影響，但神知道我們的需要，

感動很多善長們，包括離世院友的家屬捐獻支持。近日，更收到一位大

善長願意捐出善款，作為寧養院 15 周年「每月捐款者」計劃的配對捐

款，意即當有人回應每月捐款$150，善款就多一倍，上限港幣三百萬。

在此，我特別呼籲各位關心寧養院事工的朋友踴躍支持，並邀請身邊家

人與朋友一同參與。盼望於這個財政年度能有一千位朋友響應，集腋成

裘，以支持寧養院的營運和持續發展，讓更多有需要的晚晴病人及家庭

得到幫助。 

 今期園地除了有院友生命故事，院牧亦與我們分享有挪威訪客慕名

而來參觀司務道教士所建立的工作。在疫境中的生活，不知你有什麼體

會或感受？請不要忘記主耶穌與我們同在，並應許：「我總不撇下你，

也不丟棄你」（希伯來書 13：5）。願意我們存著感恩的心，珍惜當下，

翹首永恆，仰望並信靠全能的神，活出美好人生，以生命影響生命！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為

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必將生

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有永遠的福

樂。」（詩篇 16：9-11） 

您的僕人院長 

梁智達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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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訪問及撰文：小記者 

  在復活節前，我們將院友美蓮

送明信片給同工的分享放到寧養

院 Facebook，不消一星期已迅速

接觸逾三千人，成為當時接觸最多

人數的帖文，並且得到不少留言 

為院友打氣，當中更不乏是曾經受助於院友的癌症病人家屬，見證

院友從前在醫院牧靈工作的成果，成為多人的祝福。生命之美，在

於認識救主耶穌，並將一生獻上為主所用，以生命影響生命。 

    承蒙美蓮同意接受訪問，分享她的生命見證，期望更多人因此

得著鼓勵，正如她所說：「我要做的是把握餘下光陰，祝福別人！」。 

1.  美蓮從事牧靈工作 31 年，為什麼會選擇這份工作？ 

答：從小我便領了洗，並跟父母上教會，但長大後漸漸對信仰冷淡。

有一天在參與彌撒時，突然問自己：「天主是誰？與我有什麼關

係？」遂親自尋找答案，透過了解不同宗教去尋找我的信仰，也參

加堂區信仰講座、青年會等。後來，我有機會參加了教區舉辦的「要

理訓練班」，是一個為期兩年的課程。在這個課程的第一年，我重

新確認我的信仰及與主的關係，主耶穌是我的善牧，我是祂的羊。 

    有一天，我看到明愛醫院牧靈部招聘探訪者，雖然我有意應

徵，卻自覺學歷不足而卻步。唯向主禱告，若招聘廣告刊登 3 次才

會應徵。最後招聘廣告真的刊登了 3 次，我便按承諾應徵。轉眼間，

分別在明愛醫院及基督教聯合醫院服事 31 年牧靈工作，直至退

休。非常感謝天主在我人生歲月裡有這美好的安排！   

美蓮（右）將明信片送贈黃副院

長作為復活節禮物，非常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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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被診斷患上晚期肺癌到現在接受紓緩治療，你的心路歷程是怎 

  樣的呢？ 

答：說實在，知道自己患上晚期肺癌，並不是太震驚，一方面是因為

過去在醫院服事的經驗，讓我不覺得奇怪，反問自己：「為什麼不可

以是我？」；另一方面，在醫院上班的第一天，在癌症病房視察時，

上主給了我心靈警醒話語：「今日你探癌症病人，哪怕一天你有癌症，

別人來探你呢？」我心裡回應：「我要珍惜我的時間、我的健康、我

的能力。」 

  重新確認信仰那天起，我確知主與我同在，賜給我平安。所以，

我反而能冷靜處理，寫下要做的事，並清楚交待給家人，讓自己無憾。 

  2018 年初接受外科醫生建議，接受了切除肺腫瘤手術。隨後腫

瘤科醫生建議我接受化療，但表示只有 30%成功率。如不接受，則預

計我只餘一年壽命。最後我決定不接受化療，因為我知道生命不在醫

生手裡，而是在神手裡。我要做的是把握餘下光陰，祝福別人。之後

因考慮到病情及手術後需要人照顧，我在手術前一個月入住安老院

舍。一住兩年，已超出原先預計的壽命，感謝主！ 

3.  從何得知寧養院慈惠病床服務？此服務如何幫助你？ 

答：2020 年 11 月中，我因肺炎一度

入了明愛醫院，病情轉差。經醫生及

醫務社工轉介，入住寧養院「慈惠病

床」，免去我的經濟負擔，安心在這裡

接受紓緩治療。寧養院的環境清幽，

房間衛生，有一群有愛心的專業醫生

治療病人，紓緩我們的病痛。主診陳

醫生不只看病，更經常關心我，也給

予我表達意見的機會，而且常為我禱 

 

與主診醫生「把臂同遊」天台花

園，享受日光浴，一樂也！ 

5 



告，是非一般的醫生。護士們態度溫柔，工作雖然忙碌，但不忘關

懷病人。其他護理照顧員態度和藹親切。社工、院牧、復康部職員、

活動統籌員也是如此，同心一致為院友盡心盡力服務。雖然我是天

主教徒，但完全沒有宗教上的隔膜。我們彼此分享信仰體驗，並得

到他們禱告祝福。 

    在整個團隊的照顧下，我的情況暫時穩定，就連陳醫生也表示

我的生命是一個奇蹟，因為一般晚期肺癌病人都很容易氣促，但我

的精神尚可，與人交談很長時間也沒有氣促。這是神的恩典，讓我

繼續關心其他人，為主作工見證主。 

  就好像我與鄰床院友製作合作畫，她因中風影響了說話能力。

感謝主讓我和她一起參與由復康部治療師安排的畫畫活動。她每次

都很用心畫，並透過點頭示意告訴我們她要表達的內容，然後由我

加以修飾。當我們將這些合作畫作給院友的兒子看時，他非常開

心，也感謝我們的合作呢！ 

 

 

 

 

 

 

4.  有什麼說話鼓勵其他晚晴病人及家屬，或是寧養院的同工？ 

答：人生有起點，也有終點。死亡似是終點，但在為我們受難，死

而復活的主耶穌基督裡，是一個永生生命的開始。認識祂有內心平

安、喜樂。離世院友與家人只是暫別，他日會在天家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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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友在線畫板上表達自己以前推著豆腐花去街市擺賣，

由美蓮為她畫出作品。 



 

 

 

 

 

 

 

 

 

 

 

 

 

作裝飾。稍後您們亦將會聽到我們第一位專業義工，亦是前院友家屬 

的分享。我亦要特別感謝一對不願公開名字的基督徒夫婦，多年來對

寧養院慷慨捐獻，並不斷為我和我的家人代禱，十分感謝他們在背後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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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半前寧養院在林醫生和董事會支持下，推出「慈惠病床」計

劃，起初只 有一張病床，但在神的供應和各善長的支持下，現在已

增加至十二張，總共有 180 位貧苦病友受惠，其中有 75 位院友和

23 位家人更得著基督救贖的恩典。最令我感動的是，這些受助者雖然

大多數是 接受綜援的赤貧家庭，卻因得到幫助而樂意捐獻。在第

一位慈惠病床院友離世後，他的媳婦到我辦公室捐了$500 現金給寧養

院。現在亦有慈惠病床院友的家屬對靈實的事工定期作捐獻。金額雖

不多，意義卻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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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起初只 有一張病床，但在 ，卻因得到幫助而樂意捐獻。在第一

位慈惠病床院友離世後，他的媳婦到我辦公室捐了$500 現金給寧養

院。現在亦有慈惠病床院友的家屬對靈實的事工定期作捐獻。金額雖

不多，意義卻非常重大。 

(三)  「建立優質的服務品牌」 

 十年前，寧養院沒有甚麼人認識，當時我外出向醫護朋友介紹寧

養院的服務時，真是有些「寂寞的推銷員」的感覺。但到今天已有超

過一百位牧者、社工、醫護人員與及他們的摰親在寧養院接受服務，

他/她們選擇靈實，是對我們服務質素一個很大的肯定，也是我們團隊

的光榮，願一切榮耀和讚美都歸與神。 

 感謝寧養院每一位同工盡心盡力為體弱、需要被照顧的院友服

務，這些其實是作在主耶穌身上，而服事主的必得賞賜，如聖經所說：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我

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馬太福音 10：42)。 

後記： 

    4 月 20 日，美蓮情況轉差，需要加大氧氣度，並轉往單人房。 

    同日，一位新入院的晚期院友表

達臨終心願，想領洗加入天主教。院

牧及一位天主教醫生隨即幫忙聯絡

神父，並安排於 4 月 22 日洗禮。美

蓮得知此事，靈機一觸，想到時間倉

促，院友未必找到代父母，遂自薦成

為他的代母，並與院友太太、女兒及

同工一同見證院友領洗，場面非常感

人。院友的女兒也非常感謝美蓮。 

    美蓮一直以為自己會在復活節時返天家，原來天主有祂更奇妙

的安排，送她這份「驚喜」，正如她所說：「有誰想到一個垂危的病

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代母？」。 

    美蓮堅毅的生命，見證主耶穌復活

的大能，賜人生存的勇氣及永恆的盼

望！因為她確切相信：「耶和華是我的

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詩篇 23：1） 

 

美蓮為「代子」送上十字架，

祝賀他加入天主的大家庭。 

美蓮清楚知道她這隻「小羊」被大牧人主耶

穌扛在肩上，叫她能坦然無懼面對人生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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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5 月 29 日是司務道教士(Annie Skau Berntsen, 29. 5. 1911 

– 26.11.1992) 110 週年的壽辰，正值 Covid-19 這場世紀疫症蔓

延全球，死亡人數更超過 3 百萬人。我們面對死亡的驚愕和逆境衝

擊的同時，讓我們回顧司教士在全人醫治的事奉路上，窺見寶貴的

亮光! 

在 1938 年，年僅 27 歲的司務道教士回應神的呼召，從挪威來到

中國開展醫療宣教，直至 1951 年，中國變天，司教士被迫撤離中

國，經香港回挪威。在 1953 年，司教士再度來港，創立靈實肺病

療養院、恩光護幼院、護士學校…成為今天的靈實協會，逾 38 年

的醫療宣教事奉。 

「人子到世界來， 為要拯救失喪的人」（馬太福音 18:11）。

道成肉身的耶穌，來到世界拯救罪人。「拯救」一詞的希臘原文 

sozo，在新約聖經共出現 108 次，意思是「救」和「醫治」。而「失

喪」的希臘原文 apollumi，意思「毀滅」、「死」和「消失」。 

昔日在調景嶺這片荒原上，資源匱乏，病人經歷無藥可醫的絕望，

死亡的威脅。然而，司教士並沒放棄，繼續悉心照顧每一位病人，

陪伴他們到最後一口氣！如果人的失喪，單單因為疾病的緣故，那

麼司教士作為護士已超額完成，主耶穌託負她拯救失喪人的使命！

然而，司教士明白到當人不認識神，所衍生是心靈與造物主的分

離，最終人會步向終極的滅亡！因此，司教士不單開辦醫院醫治人

的身體，更宣揚基督（人子）拯救世人的福音，帶來全人的醫治。 

筆者回想數年前在靈實台巧遇一位來自挪威的遊客，慕名參觀靈實

禮拜堂，全因司教士的事蹟曾被挪威電視台廣泛報導，她希望親睹 

 



 

 

 

 

 

 
 
 
 

  

作裝飾。稍後您們亦將會聽到我們第一位專業義工，亦是前院友家屬 

的分享。我亦要特別感謝一對不願公開名字的基督徒夫婦，多年來對

寧養院慷慨捐獻，並不斷為我和我的家人代禱，十分感謝他們在背後

的支持。 

(二)  「貧窮人有福音聽」 

    四年半前寧養院在林醫生和董事會支持下，推出「慈惠病床」計

劃，起初只 有一張病床，但在神的供應和各善長的支持下，現在已

增加至十二張，總共有 180 位貧苦病友受惠，其中有 75 位院友和

23 位家人更得著基督救贖的恩典。最令我感動的是，這些受助者雖然

大多數是 接受綜援的赤貧家庭，卻因得到幫助而樂意捐獻。在第

一位慈惠病床院友離世後，他的媳婦到我辦公室捐了$500 現金給寧養

院。現在亦有慈惠病床院友的家屬對靈實的事工定期作捐獻。金額雖

不多，意義卻非常重大。 

作裝飾。稍後您們亦將會聽到我們第一位專業義工，亦是前院友家屬 

的分 享。我亦要特別感謝一對不願公開名字的基督徒夫婦，多年來對

寧養院慷慨捐獻，並不斷為我和我的家人代禱，十分感謝他們在背後

的支持。 

(二)  「貧窮人有福音聽」 

    四年半前寧養院在林醫生和董事會支持下，推出「慈惠病床」計

劃，起初只 有一張病床，但在 ，卻因得到幫助而樂意捐獻。在第一

位慈惠病床院友離世後，他的媳婦到我辦公室捐了$500 現金給寧養

院。現在亦有慈惠病床院友的家屬對靈實的事工定期作捐獻。金額雖

不多，意義卻非常重大。 

(三)  「建立優質的服務品牌」 

 十年前，寧養院沒有甚麼人認識，當時我外出向醫護朋友介紹寧

養院的服務時，真是有些「寂寞的推銷員」的感覺。但到今天已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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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司教士奉獻一生領人歸主的足印，令筆者非常感動。司教士全人醫

治的事奉心志，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首先，司教士多年事奉的焦點不在別人，而是定睛在主耶穌身上！

她首要任務是滿足主的心意，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透過她的工作傳

好信息給罪人，醫好傷心的人，使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使

主的名得榮耀。 

第二，司教士相信事奉的果效，並不是自己的功勞，乃是主自己的

勞苦：「祂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

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以賽亞書 53：11）。

她相信醫治人的身體和靈魂，始於「膝頭的功課」--藉著禱告將人帶

到身心靈醫治的主耶穌跟前，把人從罪和病的捆綁中釋放出來！ 

最後，卻是最重要的，就是司教士事奉的目標是讓神心滿意足。司

教士無負主的託負，奉主的名拯救、醫治無數步向滅亡的靈魂。 

求主幫助我們，在這個嚴峻的時代，能以司務道宣教士作榜樣，持守

我們事奉的初心！  

 

參考資料： 

1. 司務道口述； 尚維瑞著。《陜西羚蹤──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一》。

香港： 靈實福音佈道團出版，1998年 10月 8版增訂本。 

2. 司務道口述；尚維瑞著。《荒原上──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二》。香港：

靈實福音佈道團出版，2003年 2月第 8版。 

3. 王正中編。《聖經原文字典》。 台中: 浸宣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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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病者因著接受適切的靈性關顧，多了機會接觸信仰、思考生命，

所以在臨終前歸信宗教的著實不少。筆者在寧養院的牧關經驗中，也

發現宗教信仰確實在人生晚期發揮獨特功能，幫助晚期病人的心靈，

在絕望中燃點生存亮光。 

然而，家屬面對親人晚年才表示歸向基督信仰(包括基督教及天主教)

時，未必能立時消化和理解，甚至懷疑病人是否仍可明智地作出信仰

決定。我們應如何理解他們的信仰轉向呢？究竟宗教信仰是否有如靈

丹妙藥，能解開一切愁緒？筆者嘗試提出三個方向，期望為照顧者疏

解一些涉及宗教決定的疑慮，並藉以為靈性關顧者提供牧養方向。  

 

1. What’s next? 信仰尋覓「永恆」的聯繫——盼望永生 

面對死亡，如果不確定人生下一站往哪裡去，甚至想到自己灰飛煙

滅、自我不再存在，確會令人產生不安。病者會表達「我捨不得此刻

生命中的一切」、「我還有下一世嗎？」此等存在意義的問題。即使不

相信死後生命的無神論者也會關心自己能否為後人所懷念、生命的影

響會否以什麼方式得以延續，或因死亡帶來的神祕感覺而焦慮。由此

可見，人確實有永恆的意識和對不朽的追求，這也是基督信仰所認同

的，如果宗教能夠回應這種自然渴望，確實有助緩解對死亡的焦慮。 

院牧常會向病者分享聖經對永生的應許和教導︰人可以在天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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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信主摯親再次相聚，且進入不再有疾病、眼淚和痛苦的國度，這

些正正是病者所期許的。福音帶來終極醫治的盼望，這盼望使人得

著把苦澀轉化成忍耐的動力。因此，人在大限之前仍可重拾對未來

的盼望，賜予信心面對死亡帶來的拆毀，迎向永恆。相信只有宗教

信仰才能產生這股力量，也是針對死亡及絕望情緒的心靈療癒。 

 

2. Who cares? 信仰活現「超越」的生命——經驗同在與  

  平安 

漫長地與病魔作戰，若有家人持續的照料與陪伴，固然令病者倍感

安慰。但即使如此，家人始終不能代替病者承受疼痛和衰竭，他們

只能獨自渡過長夜，面對不知道生命還有沒有明天的心靈困惑。在

微弱呼吸下，死亡近在咫尺，誰能相伴到底？誰可與我常在？ 

在寧養院中，晚期院友即使沒有信仰，只要不抗拒生活在信仰氛圍

下，願意接受人委身的關懷牧養他們，透過見證禮儀、團契生活、

經驗祈禱和敬拜，不但會喚醒病者自己的信仰記憶，也能第一身經

歷信仰帶來的平安，這些信仰參與便成為院友領略和體會神臨在的

重要途徑，一點一滴的拉近與神的距離。院牧常見到病者持有開放

的心靈，透過牧養關愛，與神相遇，很自然的便回應福音、接受基

督。神的平安和無間斷的同在，令人得著心靈的安慰和力量，予人

堅毅面對苦楚，支撐自己渡過難關，超越困境。 

 

  撰文：黎嘉翰先生（心靈社康服務及牧關部資深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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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裝飾。稍後您們亦將會聽到我們第一位專業義工，亦是前院友家屬 

的分享。我亦要特別感謝一對不願公開名字的基督徒夫婦，多年來對

寧養院慷慨捐獻，並不斷為我和我的家人代禱，十分感謝他們在背後

的支持。 

(二)  「貧窮人有福音聽」 

    四年半前寧養院在林醫生和董事會支持下，推出「慈惠病床」計

劃，起初只 有一張病床，但在神的供應和各善長的支持下，現在已

增加至十二張，總共有 180 位貧苦病友受惠，其中有 75 位院友和

23 位家人更得著基督救贖的恩典。最令我感動的是，這些受助者雖然

大多數是 接受綜援的赤貧家庭，卻因得到幫助而樂意捐獻。在第

一位慈惠病床院友離世後，他的媳婦到我辦公室捐了$500 現金給寧養

院。現在亦有慈惠病床院友的家屬對靈實的事工定期作捐獻。金額雖

不多，意義卻非常重大。 

作裝飾。稍後您們亦將會聽到我們第一位專業義工，亦是前院友家屬 

的分 享。我亦要特別感謝一對不願公開名字的基督徒夫婦，多年來對

寧養院慷慨捐獻，並不斷為我和我的家人代禱，十分感謝他們在背後

的支持。 

(二)  「貧窮人有福音聽」 

    四年半前寧養院在林醫生和董事會支持下，推出「慈惠病床」計

劃，起初只 有一張病床，但在 ，卻因得到幫助而樂意捐獻。在第一

位慈惠病床院友離世後，他的媳婦到我辦公室捐了$500 現金給寧養

院。現在亦有慈惠病床院友的家屬對靈實的事工定期作捐獻。金額雖

不多，意義卻非常重大。 

(三)  「建立優質的服務品牌」 

 十年前，寧養院沒有甚麼人認識，當時我外出向醫護朋友介紹寧

養院的服務時，真是有些「寂寞的推銷員」的感覺。但到今天已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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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w come? 信仰脫離「順境」的迷思——接納苦難 

在確診癌症初期，常有病者因無法接受噩耗而憤憤不平︰「為何我好

地地嘅，咁快要死！我完全接受唔到…」幾經治療的折騰，如同和死

亡博奕，哀怨交織甚是痛苦。對於苦難和生死的詰問，信仰可以是其

中的出路。基督信仰並沒有為苦難緣由提供一個人人滿意的答案，但

聖經記載歷代信徒在憂悶中的掙扎，卻見證這是一個承載苦難的信仰。 

聖經記載，約伯在苦難中發現自己一直抱持義人蒙福的人生信念與現

實的痛苦經歷，出現了嚴重矛盾，這實在令他苦上加苦。直至他遇見

神，願意省悟自我、放下執著、降服神的主權和智慧，才脫離心靈的

痛苦，從而接納苦難。有時候，病者帶著對命運的質問來接觸真理，

也會得著與約伯相似的啟發，從固有人生信念因苦難而動搖，到漸漸

認同福音信仰對人生的解說，滿足了心靈一直所熱切渴望的信仰，找

到安身立命的新信仰。由此可見，關懷者在自由、開放與信任的關係

下，在陪伴、靜默、同行中啟發病者作信仰探問，的確可以幫助病者

更能接納甚至跨越苦難。 

 

總結︰ 

靈性關懷相信人的存有（being）才是最寶貴，在人和上帝心中，也

是無可取替的。一般被看為醫療先進的西方國家，也有進行相關的學

術研究，發現擁有宗教或接受靈性關懷（例如︰院牧探訪、靜觀練習

等）的病人，其生活質素皆高於沒有宗教或沒有接受靈性關懷的人，

可見終極意義對苦難者是有建設性的。本文從基督教角度，剖析病者

信仰轉向的三個主要原因，就是在永生盼望、愛與平安、接納苦難這

三個層面，滿足了晚期病者的心靈需要。希望這剖析能疏解照顧者對

於病者信仰轉向的疑慮，也為晚晴靈性關顧者帶來啟發。 



致靈實司務道寧養院院長： 

  非常感謝貴院的「安居晚晴照顧計劃」，讓家母在她的

晚期肝癌的日子，能夠得著悉心的照顧。家母性格內向，

自得癌病後，感到很徬徨，得到貴院的紓緩治療外展護士

盧姑娘（Eunice）的探訪，令她明白病程的進展，並且有

信心面對日後病情惡化時的安排。最後，她入住了華永樓，

心情也安定下來，得到社工黃姑娘（Emily）和黎院牧的鼓

勵和探訪，在病房內接受洗禮，五月九日安息主懷，相信

家母和家父現在已息去地上的勞苦，與天父共享福樂。 

   再一次感謝貴院的所有員工對家母的照顧，令我們家

人感受萬分的支持和安慰。願全能的上帝親自報答你們。 

   

 

 

 

 
 
 
 
 

  

作裝飾。稍後您們亦將會聽到我們第一位專業義工，亦是前院友家屬 

的分享。我亦要特別感謝一對不願公開名字的基督徒夫婦，多年來對

寧養院慷慨捐獻，並不斷為我和我的家人代禱，十分感謝他們在背後

的支持。 

(二)  「貧窮人有福音聽」 

    四年半前寧養院在林醫生和董事會支持下，推出「慈惠病床」計

劃，起初只 有一張病床，但在神的供應和各善長的支持下，現在已

增加至十二張，總共有 180 位貧苦病友受惠，其中有 75 位院友和

23 位家人更得著基督救贖的恩典。最令我感動的是，這些受助者雖然

大多數是 接受綜援的赤貧家庭，卻因得到幫助而樂意捐獻。在第

一位慈惠病床院友離世後，他的媳婦到我辦公室捐了$500 現金給寧養

院。現在亦有慈惠病床院友的家屬對靈實的事工定期作捐獻。金額雖

不多，意義卻非常重大。 

(三)  「建立優質的服務品牌」 

作裝飾。稍後您們亦將會聽到我們第一位專業義工，亦是前院友家屬 

的分享。我亦要特別感謝一對不願公開名字的基督徒夫婦，多年來對

寧養院慷慨捐獻，並不斷為我和我的家人代禱，十分感謝他們在背後

的支持。 

(二)  「貧窮人有福音聽」 

    四年半前寧養院在林醫生和董事會支持下，推出「慈惠病床」計

劃，起初只 有一張病床，但在 ，卻因得到幫助而樂意捐獻。在第一

位慈惠病床院友離世後，他的媳婦到我辦公室捐了$500 現金給寧養

院。現在亦有慈惠病床院友的家屬對靈實的事工定期作捐獻。金額雖

不多，意義卻非常重大。 

(三)  「建立優質的服務品牌」 

 十年前，寧養院沒有甚麼人認識，當時我外出向醫護朋友介紹寧

養院的服務時，真是有些「寂寞的推銷員」的感覺。但到今天已有超

過一百位牧者、社工、醫護人員與及他們的摰親在寧養院接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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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評分(評分 1-5, 5 分為最滿意) 

A 整體環境的舒適及清潔 4.42  

B 整體職員的服務態度 4.58  

C 整體職員的專業服務質素 4.63  

D 整體服務質素 4.54  

 首三項最滿意服務 

1 復康治療 4.79 

2 護理 4.66 

3 心靈關顧  4.59 

滿意度升幅最高的首三項服務 

1 復康治療 7% 

2 膳食 6% 

3 反映意見及渠道跟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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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讚賞成為我們的動力 
• 醫生、護士及各職級護理職

員對院友都悉心照顧 

• 全體醫護員的細心及關懷 

• 醫生和護士很專業和有禮 

• 在一些喜慶節日，安排院友歡

聚，共渡歡樂時光 

• 有很好的心靈社關的社工及院牧 

• 感謝社工及院牧在不同的情況下

對爸爸及家屬情緒的支援 

心靈關顧 

• 很感謝寧養院姑娘 

• 滿意造口護理，確實

不錯 

護理 

復康 

• 感謝治療師

一直努力為

爸爸做復康

療程 

醫療 



 

 

 

 

 

 

 

 

 

 

 

 

 

 

 

 

 

 

 

 

 

 

 

 

 

 

 

多謝大家的支持，我們會繼續努力。為院友及家屬，提供整

合醫療和心靈關顧的優質服務。 

寧養院全體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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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疫情下的院友家屬心聲…… 

• 2020年是艱辛的一年。因為疫症，約有 10個月未能

正常探訪家人。院舍十分有效率地安排關懷視像服

務，十分體貼。另外，院舍各員工在疫症下，工作量

必定有所加增，但我們作家屬的，就算隔著電話/視

像，都完全感受員工們對家人和其他院友那份細心，

關愛，和全面照顧。員工們那種『懷大愛，做小事』，

不但照顧了患病的家人，也照顧了我們這一班牽腸掛

肚的家屬，真正的照顧 『全家人』。多謝你們！ 

• 在疫情嚴峻的日子，感謝司務道寧養院各位員工給每

位院友的關愛和專業照顧，值得信賴和交托！👍👍👍 

• 謝謝你們辛勞。疫情期間不能探訪，有賴你們照顧我

的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