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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四日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成為慈善機構

Founded on 14th February 2006

Being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from 1st November 2006



今年是香港回歸後最混亂的一年，反修例事件引發大型遊行。但在

主的恩典下，在未發生事件前，在今年五月，在上帝的感動下，我們

寫了一封信給特首，建議她為香港建立全城關懷日，雖然沒有回應，

但信息總算送出去，正如為事在人、成事在上帝。我們相信全城關懷

可以調和撕裂了的社會，讓我們繼續為此事祈禱。阿們。

馮家柏醫生

拉撒路會創辦人

▲  二零一八年會員大會

第十三屆會員大會
The Thirtee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在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舉辦了第十三屆會員大會：

出席者（由左至右）： 馮家柏醫生、李應新牧師、

 林鳳琴小姐、陸亮博士（主席）、

林麗青小姐（司庫）、彭婉儀小姐、

周鑑明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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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特首，妳好。本人馮家柏，是一位醫生，也是一間慈善機構創辦人，機構名為拉撒

路會有限公司 (https://www.lazarus.hk/)，於2006年2月14日成立，主要活動是關懷晚期病人

及推行生死教育。機構從成立至今，每年都舉辦一些關懷照顧的活動，因此知道「關懷」

之重要。今次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把每年一月一日定為《香港全城關懷日》，透過不同

的活動去展示「關懷」，更希望藉此建立「關懷」的文化。使香港不僅是一個世界金融中

心，更是一個推廣「全城關懷」行動的拓荒者。香港將會成為一個以有情有義有愛見稱於

世的「關懷城市」，希望林特首和妳的團隊慎重考慮，謝謝。

建議︰ 舉辦《香港全城關懷日》City Caring Day - Hong Kong
 每年除夕晚，很多地方都愛用煙花來迎接新一年的來臨。但過眼雲煙，煙花

過後就什麼都沒有了。因此，我們若把每年的一月一日定為《香港全城關懷

日》，讓全港市民有一個清晰的目的去渡過這一天，是好得無比。   

具體方案︰ 在這天我們可以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

(1) 舉辦追思會 ⁄ 分憂會，邀請失去了親人的不幸者 ⁄ 晚期病患者和相關人士出席，

讓參加者有機會去分擔別人內心的傷痛；

(2) 組織義工隊去探訪有需要的人士，例如獨居長者、居住環境異常惡劣的市民，以

及無依無靠的晚期病患者；

(3) 鼓勵地鐵、巴士、電車、輕鐵及小輪等公共事業在這天豁免向長者收費；

(4) 鼓勵各連鎖快餐店在這天為長者提供免費餐飲；

(5) 鼓勵市民發慰問卡 (電子或實物) 給有需要的人士；

(6) 鼓勵全港中學的高中生撰寫以關懷為材的故事，選取優秀的文章編印成單行本，

送給全港各中學。並邀請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製訂一套關懷教材，納入中學的通識

科內；

(7) 邀請不同界別的團體，例如醫護、法律、社福、教育、宗教、文化、影藝等，舉

辦相關的論壇或活動； 

(8) 在全港各區張掛橫幅；

(9) 舉辦步行 ⁄ 賣旗籌款，讓市民知道這天是全城關懷日，而所得款項全數交給為晚

期基層病患者服務的團體；

(10) 邀請香港管弦樂團 ⁄ 香港粵劇團體 ⁄ 香港歌手在這天義演一場，所得款項會全數

交給為晚期基層病患者服務的團體；

(11) 邀請作曲家撰寫一首全城關懷日的主題曲；

(12) 開放禮賓府給基層的晚期病患者參觀。

執行︰ 建議設立一個委員會負責跟進，成員包括：政府代表、行政局 / 立法局議員、區議

員、非政府的專業人材，例如：醫生、護士、社工、輔導、中學校長、牧師、神

父等。

目標︰ 希望2020-01-01能成為這事工的開幕日

馮家柏敬上 2019年5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鈞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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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各位司長/局長、各位行政/立法局議員、各位區議會議員、各中學校長、及

各天主教/基督教教會。

支持者： 陳崇一醫生(前那打素醫院及香港浸信會醫院院長)、梁智達醫生(靈實寧養院

院長)、陳念聰醫生(前施達基金會總幹事)、周鑑明醫生(拉撒路會董事)、程

康偉醫生(紓緩醫學科專科醫生)、莫應雄醫生、董光光醫生、周笑平醫生、

何文亮醫生、黎炳民醫生、彭錦強醫生、李炳光醫生、陳雨生醫生、陳國強

醫生、陳志偉醫生、呂全信醫生、關蕙敏護士(白普理寧養中心資深護士)、

廖進芳護士(香港老年學會顧問護師(晚晴照顧))、陳潔開護士(那打素醫院前

內科及深切治療部部門運作經理)、陳寶安博士、鄺偉文博士(施達基金會總

幹事)、黃金月教授(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教授)、胡國賢先生(香港大學中

文學院駐校作家計畫基金會創會主席)、陸亮博士(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續進修

學院主任)、關瑞文教授(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院長)、陳智豪博士(香

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周惠賢博士(中文大學宗教及文化系講

師)、梁傺昘博士(那打素醫院及大埔醫院前行政事務總經理)、曾綺文小

姐(廣華醫院醫務社會工作督導)、陳龍斌教授(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助理

教授)、譚楊美寶博士(前拉撒路會董事)、蕭貞建先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

素醫院臨床腫瘤科社工)、温以諾牧師、陸輝牧師、羅杰才牧師、滕張佳音博

士、林偉廉牧師(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任院牧)、李信堅牧師、李應新

牧師、林麗青小姐(音樂治療師)、吳卓然先生(註冊舞蹈/動作治療師)、馮婉

儀小姐(香港園藝治療協會會長)、董美姿小姐(藝術心理治療師)。

備註： 我們很需要支持者，如閣下支持這意見，請把你的名字及職業用電郵給我，

lewiskpf@netvigator.com，多謝。 



在上帝的保守下，過去一年完成了 2018年紓緩關懷培訓課程，培訓課程的協辦機構是：

大埔那打素醫院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續進修學院。

課程背景：

香港現時每年有超過四萬人離世，但有約四份三的病人在離世前，都得不到紓緩關懷的照

顧便離世，這是遺憾。在壹份全球性有關在離世前的關懷，全球八十個國家或地區中，最好的

第一位是英國，香港排名是二十二位，中國排名是七十一位。現時香港只有白普理寧養中心及

靈實寧養院、各大醫院的寧養中心，及各大醫院寧養部的醫護同事所提供的紓緩關懷服務，所

以我們仍有很大的空間去建立來自社區的紓緩關懷服務。紓緩關懷不一定需要尊業人士才可以

勝任，有培訓的義工都能夠施與相關的關懷。

課程對象：

公眾人士、護士、社工、老師及高中生。護士和社工，可申請 CNE和 CDP學分。

課程目標：

認識紓緩關懷不同的課題，以致能知道如何關懷晚期病人，及陪伴他們走到人生的終結。

拉撒路會 2018/19年會務報告

課程內容：

講題 講員

末期病人的溝通技巧
梁美燕女士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事工發展幹事

紓緩關懷的理念及臨終關懷在香港的現況
廖進芳護士

香港老年學會顧問護師 (晚晴照顧 )

晚期病人的身體情況、如何照顧、

及實際的需要

程康偉醫生

紓緩醫學科專科醫生

晚期病人的心理反應及

病人及其家屬的情緒支援

林偉廉牧師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任院牧

晚期病人的心靈照顧、

生命意義及其文化

蕭貞建先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臨床腫瘤科社工

對晚期病人的實際幫助，

如在覆診時的運輸支援、食飯、飲食等

霍心護士

前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續進修學院，

高級教育及項目主任

義工如何支援及關懷晚期病人及其家人
余偉剛牧師

那打素醫院院牧

要明白晚期病人不同的宗教及殮葬儀式
關瑞文教授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院長

一個美好的再見

馮家柏醫生

拉撒路會創會人

陸亮博士

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續進修學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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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講題： 末期病人的溝通技巧

講員： 梁美燕女士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

 事工聯會事工發展幹事

一 . 末期病人的定義

 末期病人指患有嚴重、持續惡化及不可逆轉疾病的病人，這些

病人對針對病源的治療無反應，預期壽命短，僅得數日、數星

期或數個月的生命。

二 . 病人面對不適

 疼痛、噁心、嘔吐、氣促、咳嗽、便秘、腹脹、口乾、失眠、

疲倦、失禁、褥瘡、食慾不振、四肢無力……等。

三 . 病人面對失去

 器官、希望、自理、前途、外觀、能力、尊嚴、身份、意義、

家庭、健康、金錢、關係、生命。

四 . 病人面對死亡

 複雜的關係、複雜的情緒、複雜的事務、複雜的心結。

五 . 病人的心理狀況

 孤單、恐懼、辛苦、痛楚、迴避、疑慮、失控、無用、憤怒、

埋怨、等死、無奈、割裂、分離、不甘、遺憾、憂慮、掛牽、

內疚、自責、連累、不安、欣然、面對。

▲  梁美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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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病人的靈性需要

 愛：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一書 4:18）。隱藏
在死亡裡最大的禮物是與所有人聯合 -盧雲。

 意義： 臨終的病容易窄化病人的眼光、病人的思想多是灰暗的、每個人對

「意義」都有不同、「人無法失去意義仍能夠活著」 盧雲。

 主權： 病人有知情權、病人應有的尊嚴、病人不需要同情或可憐、

 盼望： 是每階段都共同有的心靈需要。

 病得痊癒、延長生命、舒服、安然離世、不想家人太難過、平安 /

永生。

七 . 有效的溝通

 紓援病者不安情緒、幫助病者面對死亡、重建病者復和關係、引導病者尋求意

義、鼓勵病者珍惜眼前、聆聽病者回顧、重整生命、協助病者達成願望、牧養

病者尋求信仰。

八 . 溝通技巧

 1 言語 ▼  言語的表達

聆聽 十 同理心

▼  非言語的表達

陪伴病人時，未必要用言語，非言語的表達亦可傳達關懷的

訊息，例如眼、手等接觸。

 2 聆聽
 a. 聆聽的重要

 ▼  「聆聽」來自聖經（創 16:11，21:17-18）

 ▼  被聆聽是人的基本需要，需要來自另一個人的關心與看見

 ▼  被拒絕的痛苦往往帶來更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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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聆聽的目的

 ▼  讓病者的心靈被觸摸、被聽見、被醫治。

 ▼  讓訴求者聽見自己真正的心聲，並經驗到自己的訴求被聽見。

 ▼  建立信任，深化彼此之關係，達致安慰療傷的作用。

 c. 聆聽需注意

 ▼  專注病者此刻的感受。

 ▼  專注病者此刻的需要。

 ▼  不要聚焦在解決問題上，而是準確溝通。

 d. 聆聽十戒

 1.急速說話、2.暫亂歌柄、3.提供答案、4.提供解釋、5.長篇大論、

 6.給予批評、7.否定感受、8.不留心、9.迴避敏感問題、

 10.你有你講，我有我講。

 3 溝通 ▼  鼓勵分享感受、了解過中感受、

澄清感受內容、回應對方感受、

▼  感受對方感受、表達個人感受。

 4 評估 ▼  解病人的資料 /境況、聆聽真正想說或說不出的話、

聆聽語調輕重和態度反應、評估病人的靈性需要、進入深層

的對話。

 5 回應 ▼  用自己的言語 十 簡單的回應

適切的內容、適切的用字、適切的心情、適切的時機。

 6 態度 ▼  溫和真誠、靈活變化、敢於發問、正視死亡、接受限制、

倚靠聖靈。

 7 陪伴 ▼  陪伴是保持靜止，而非急著向前行；是發現沉默的奧秘，

而非用言語填滿每一個痛苦的片刻；是用心傾聽，而非用腦

分析；是見證他 /她人的掙紮歷程，而非指導他們脫離掙紮；

是出席他人的痛苦，而非加強秩序與邏輯；是與另一個人進

入心靈深處探險，而非肩負走出幽谷的責任。- 愛倫 •沃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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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講題： 紓緩關懷的理念及

 臨終關懷在香港的現況

講員： 廖進芳護士

 香港老年學會顧問護師

 （晚晴照顧）

英國的創始者：桑德思醫師（Dame Cicely Saunders）

1950年代 Cicely Saunders為 St. Joseph's「聖若瑟安寧院」的護理師，體會到癌末病

患需要更專業的照顧，她於是重新唸醫學及社工。在 1967年當她裝備好自己，一生兼任

護理師、社工及醫師之後，於倫敦郊區創立了 St. Christopher's Hospice為現代第一所安

寧療護的專門醫院。

桑達思醫生這樣說：

「你是重要的，因為你是你，你活到最後一刻仍然是那麼重要，我們會盡一切努力

幫助你繼續，生活下去直到最後一刻，並且安詳地離世。」

世界衛生組織對紓緩療護的定義如下 (WHO 2002)：

幫助病者和他們的家人，面對威脅生命的疾病所帶來的問題，並及早發現痛楚及其

他問題，包括心理、社交及靈性上的問題，作仔細評估，以預防及減輕痛苦，改善生活

質素。

世界衛生組織為紓緩治療訂下了重要原則：

肯定生命及尊重死亡是一個正常的過程，不會加速或延長死亡的過程，提供痛楚和

病徵控制，提供心理及靈性方面的照顧，為病人提供支緩系統，協助病人積極地生活，

直至死亡。為家人提供支援系統協助家人應付照顧病者及處理離世後的哀傷期。

▲  廖進芳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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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終服務的目標：

1. 減輕末期病人的痛苦：

 ▼  提供紓緩性的醫療和照顧，減輕他們的痛苦

2. 不刻意延長或縮短生命

3. 提高病人的生活質素

4. 增強病人對生命價值的看法 -

 ▼  尊重病人，讓他們活得有尊嚴；

 ▼  並能完成心願，安然離世

5. 而家屬亦能勇敢地面對和渡過哀傷

 ▼  重新展開自己的生活

紓緩服務的名稱：

中國： 臨終關懷

台灣： 安寧照顧、安寧療護

香港： 紓緩服務、善終服務、寧養服務、安寧服務

善終服務發展歷史：

中世紀
歐洲修道院辟出地方，接待奔走風塵的旅客和朝聖者，甚至一些受傷

垂危的過客。

十九世紀末
類似院舍在歐美興起，由宗教團體設立，照顧病人及孤苦無依者 ,形

成善終服務雛形。

二十世紀初 英國有醫院在病房中特設病床，照顧瀕死病人。

1967年
由英國人桑達斯爵士 (Dame Cicely Sanders, 1918-2005)在倫敦成立第

一所善終院舍 - 聖基斯道化善終院舍 (St. Christopher's Hospice)。

70年代至今
由歐美、澳洲、以色烈、南非等國成立服務，後是亞洲的日本、新加

坡、臺灣、香港、中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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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照顧目的：

▼  對病人和家人提供持續的護理和友持

紓緩照顧的重要元素：

▼  全面照顧 - 生理、情緒、社群、靈性照顧

  （宗教及靈性上的關懷；對宗教的疑惑；人生意義、目的、成就、失敗）

▼  病人為中心的照顧

▼  病人及家人為一整體的照顧

▼  跨部門團隊的照顧。

▼  哀傷輔導

▼  總結－五全照顧（全人、全家、全隊、全程、全社區）

香港醫院管理局對晚期照顧的定義：

醫管局的末期病患者維持生命治療指引中的“末期病患者＂是指“末期病患者患有

晚期，持續惡化及不可逆轉的疾病，其病情對治癒性治療沒有反應，而預期剩餘壽命為

數日、數星期或數月＂。

"The terminally ill are patients who su�er from advanced, progressive, and irreversible 

disease, and who fail to respond to curative therapy, having a short life expectancy in terms 

of days, weeks or a few months"

香港善終服務的發展

1982年 聖母醫院成立善終服務關懷小組

1984年 香港第一次舉行善終服務研討會

1986年 善終服務會成立

1987年 律敦冶醫院、南朗醫院、靈實醫院、聯合醫院

90年代
明愛醫院、佛教醫院、黃大仙醫院、屯門醫院、

博愛醫院、沙田醫院 

1992年 白普理寧養中心

時至今日
設有臨床腫瘤科的全科醫院都成立

紓緩服務專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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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照顧病者的好處：

1.  熟悉的環境

2. 自決

3. 減輕病人的恐懼（被遺棄和被隔離）

4. 參與家庭生活

5. 節省家庭經濟開支

家居照顧目的：

1. 對病者的症狀、心理、社交和靈性上的需要作出評估

2. 向照顧者提倡對病者有效的症狀處理措施，並教導照顧技巧

3. 支持病人及家屬渡過情緒上之危機

4. 提供專業護理

5. 與跨學科團隊社區資源協調

6. 協助及指導家人照顧病者技巧及協助在家離世

日間護理：

改善生活貭素，互相支持，提供娛樂及社交活動，讓病者有離家機會、家人有休息

機會。

外展服務：

1. 服務擴展至各醫院病房及老人院

 e.g.腫瘤科，血科，呼吸道科 /肺科……

2. 為癌症及非癌症病人提供心理支援及紓緩治療

3. 協助及支持病人接受由可治癒的階段過渡至紓緩治療

4. 醫生會診提供紓緩治療

5. 提供哀傷照顧予在治療期間死亡的病人家屬

6. 為家人提供哀傷輔導

7. 支援及陪伴家人渡過哀傷期

8. 重過新生活

Good end of life care is important as

'How people die remains in the memory of those who live on'. 

Dame Cicely Saunders. Quote from the front of the National End of Life Care Strategy 

Jul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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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講題： 晚期病人的身體情況、

 如何照 顧、及實際的需要

講員： 程康偉醫生

 紓緩醫學科專科醫生

甚麼是「紓緩治療病人」？

▼  紓緩治療 (Palliative Care)病人：

 患有晚期疾病，並正在接受紓緩治療的病人

▼  紓緩治療病人所患的不一定是癌症，

 最常見的病是一般長期病所引起的器官衰竭

▼  一般預期壽命約 6個月至 1年左右

▼  紓緩治療：

 ▼  透過醫療團隊幫助病者減輕痛楚和紓緩不適，讓病者在餘下的日子活得舒適和

有尊嚴

 ▼  提供情緒和心靈輔導

非癌症晚期病的成因

1 晚期器官衰竭

 ▼  腎病（慢性腎衰竭）*
	 ▼  肺病（慢性阻塞性肺病）

	 ▼  心臟衰竭

	 ▼  腦科病（運動神經元病，多發性硬化，柏金遜症）

	 ▼  血科病（骨髓硬化）

	 ▼  肝病（肝硬化）

▲  程康偉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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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人痴癡及年老身體虛弱

 ▼  老人痴癡 *

	 ▼  嚴重中風 *

	 ▼  年老身體虛弱

腎臟功能：

1. 排泄身体體內新陳代謝所	生的廢物，俗稱尿毒

2.  維持體內之水分、電能質及酸鹼度之平衡

3.  調節血壓

4.  產生促紅血球生成素，刺激骨髓製造紅血球，防止貧血

5.  活化維生素 D，維持骨骼健康

慢性腎病的五個階段：

慢性腎病患者的腎臟組織漸漸損壞並慢慢失去原有之功能。隨着腎臟功能越來越衰

弱，過多的毒素及水份會積存於身體內，進而產生不同的徵狀，並可能影響其他器官之

運作。

第一期： 尿液異常腎功能正常

第二期： 輕度慢性腎臟病

第三期： 中度慢性腎臟病

第四期： 重度慢性腎臟病

第五期： 末期腎臟病

晚期腎衰竭：

▼  晚期腎衰竭是因腎臟組織受到永久性損壞而失去功能。

▼  當腎臟功能少於百分之 5至 10時，病人體內便會積存過多毒素及水份

晚期腎衰竭的病徵：

噁心及嘔吐、對食物無胃口、皮膚痕癢、全身無力、抽筋、	暈眩、昏迷、小便減少、

水腫，如眼腫，腳腫、氣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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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腎衰竭：

▼  但是，未必所有末期腎衰竭者都受益於透析治	

▼  One study of dialysis patients 75 years and older reported a 1-year mortality of 46.5% 

with patients spending an average of 20% of days in the hospital

▼  Munshi SK, Vijayakumar N, Taub NA, Bhullar H, Lo TC, Warwick G. Outcome of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in the very elderly.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01;16(1):128-133

▼  In studies of prognosis,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stage 5 CKD resulted 

in median survival of at least 6 months (range 6.3- 23.4 months).

▼  Findings are mixed as to whether dialysis prolongs survival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versus 

conservative non-dialytic measures. In particular, any survival benefit from dialysis 

decreases with comorbidities, especially ischemic heart disease.

▼  O'Connor NR, Kumar P.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of end-stage renal disease without 

dialysis: a systematic review. J Palliat Med. 2012;15(2):228-235

那一些病人不適宜作透析治	：嚴重疾病、缺乏自我照顧能	

徵狀由來：

食慾不振 因噁心、胃脹、味覺改變而影響病患者之胃口或進食的份量。

皮膚痕癢
因新陳代謝之廢物積存於腎病患者的體內，引致病患者的皮膚出現痕

癢，而血磷過高、藥物敏感、皮膚乾燥也是箇中之原因。

口乾 因腎病患者	水受限制、某些藥物之副作用。

氣喘 因身體積存過多的水份，無法排出，因而影響心、肺功能。

腳腫
腎臟未能將身體	多餘的水份排出體外，因而積存於下肢或身體其他

部位。

徵狀紓緩秘笈：

食慾不振

進食前清潔口腔，加強味覺感官。

進食後，避免立即臥床或睡覺。

如出現噁心情況，醫生處方之止嘔藥需於進食前半小時服用。

採用小食多餐之方法。

若病患者	沒有胃口進食，家人切勿採取强迫的態度，應多作鼓勵或

陪伴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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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終服務發展歷史：

徵狀 紓緩秘笈

皮膚痕癢 ▼  洗澡時少用肥皂及避免水温過熱，這有助減輕皮膚乾燥的情
況。

▼  皮膚乾燥時，應塗上潤膚膏或嬰兒潤膚油

▼  醫生處方之止痕膚適用於局部位置，倘若全身痕癢則需要告
知醫生，讓醫生處方口服藥物控制此症狀。

▼  若病患者血磷過多，應依照醫生囑咐進食物低磷餐。

▼  如皮膚出現紅疹，應立即告知醫生。

口乾 ▼  張開水製成冰塊，含於口中佳止渴效果。

▼  用溫水漱口，令口腔內濕潤。

▼  常用潤唇膏，改善嘴唇乾裂。

氣喘 ▼  限限制攝取水份及鹽份。

▼  分打開窗戶、令室內空氣流通。

▼  讓病患者坐立或承高上半身，輕輕按摩或掃拍奇背部。

▼  醫生會按照病患者的情況，處方利尿藥，請準時服用。

▼  用小風扇向面部吹風，可紓緩氣喘的感覺。

腳腫 ▼  限限制攝取流質及鹽分。

▼  臥床時，可以用枕頭戰高腳部。

▼  醫生會按照病患者的情況，處方利尿藥，請準時服用。

腎病飲食注意事項：

1. 適量進食蛋白質食物。

2. 當排尿減少時，血壓可能會上升及出現水

腫的情況，患者需限制流質和鈉質的攝取

量。所有食品如青水、青茶、湯水、各類

飲品，都在限制之範圍內，亦要注意含高

水份的食物如粥、瓜類及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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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患者須限制鈉質，便要避免高鹽份食物包括加工食品、腌製食品、罐頭食物、即

食麵、即食微波爐食物、快餐食品如漢堡包、薯條及零食如薯片、涼果等。烹調時

少用鹽、豉油、蠔油、雞粉、味精等含鈉質的調味料。

4. 當血管中的鉀質過高時，要注意限制進食含高鉀質的食物，尤其是蔬菜及水果的鉀

質量比較豐富，份量要由營養師編配。

5. 因為鉀質能用於水，在煮食時把蔬菜洗淨切細，然後浸水 1小時，並用大量水來灼

熟或出水兩次來減少鉀質，方可在炒或食用，同時應該避售免缿飲用菜水及菜湯。

6. 如血液中的磷質過高，要注意限制進食含

高磷質的食物包括內臟、奶及奶製品、豆

及豆製品、果仁、乾果及全麥五穀。

7. 忌食楊桃，楊桃含有可能引致腎病患者神

經性中毒的物質，會因腎功能衰退而過量

留存體	，導致不適，嚴重可以引致昏迷。

要關顧「紓緩治療病人」要有以下的準備：

1. 自己對生死和苦難的態度要正確

2. 有成熟和健康的靈命及心理狀熊

3. 面對病人的生死和苦難容易被感染，要常留意自己的情緒

4. 多與其他同工分享、禱告

5. 義工的角色是同行者，支援病人。並非要解決病人的所有問題

6. 遇到病人有任何問題要尋求協助

7. 緊記病人的私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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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講題： 晚期病人的心靈照顧、

 生命意義及其文化

講員： 蕭貞建先生

 ˙	 註冊社工

 ˙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臨床腫瘤科社工

 ˙	 香港城巿大學社會及

  行為科學學系兼任講師

2016年因癌症死亡人數：14,209

常見癌症導致死亡的十年比較、在 2006年及 2016年主要癌症的死亡個案：

1000個認識朋友當中 ,每年送別六位朋友 , 當中二位是患癌症

次序 癌症種類 2006年個案 2016年個案 轉變

所有癌症 12,093 14,209 17.5%

1 肺癌 3,531 3,780 7.1%

2 大腸癌 1,628 2.89 28.3%

3 肝癌 1,462 1,540 5.3%

4 胃癌 635 710 11.8%

5 乳癌 465 704 51.4%

死亡：

老退、疾病、營養不良、饑餓、缺水、自殺、他殺、天災人禍

失去：

生命、尊嚴、財產、遊戲、健康、肢體 /器官、友誼、關係、聯繫

▲  蕭貞建先生

17



痛苦：

▼  心理痛（負面情緒持續， 心因性……）	

▼  生理痛（神經性，持續性……）

症狀處理：

疼痛、活動能力、噁心、抑鬱、憂慮、昏昏迷迷、無胃口、氣喘、做人的感覺

（像不受控制）

如果：

癌症復發、癌症再次復發、癌症再三復發、癌症最後都是醫不好、死 

接近死亡時有關題材涉及：

▼  身體方面

▼  心理社交方面

▼  靈性方面

▼  道德及人倫方面

死亡的進程：

High

Low

Source: Murray, S.A. et al1

Cancer (n=5)
Organ fallure (n=6)
Physical and cognitive frailty (n=7)
Other (n=2)

Death

Tim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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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

身、心、靈三方面是晚期癌症病人最貼身問題、傳統醫學治療著重身體器官的問題、

心理社交著重家庭朋友層面的關顧 , 看待病人至最後、靈性方面涉及宗教層面，體驗死後

生命的啟示、當病人患了嚴重疾病，在晚期照顧上，家人 /義工應如何面對，好讓病人

能得到支持 ?

病人的疑問？

我非常明白死亡會來臨，但過程中所受的苦我卻不明白。

問題出於什麼呢 ?

問題不是問題，處理問題技巧及態度才是問題、我們如何得到安慰、我們如何安慰他人。

病人的威脅：

一個過往健康形像變成現在患病的模樣、人生的目標及意義幻滅、在家庭中角色的

轉化成為負累、經濟上遇到困難、夢想、希望、抱負……不能實現。

病人的感受：

自卑（依附別人生活）、失望（結果不是預期）、退縮（外貌不像以前）、擔心（生

命受到威脅）、恐懼（如何死亡）、 後悔（過去有忽略）、自責（沒有好好管理自己）、

憂慮（家人日後生活）、絕望（對生存沒有盼望）

臨終關懷四步曲：

專注最親密的家人、處理情緒、原諒、感恩

1 專注最親密的家人：

 原生家庭、修補 /增潤家人關係、細說過往生活故事點滴

2 處理情緒：

提供介入機會、反應現況、"so talk to me; I'll listen to your story"- Jimmy Bu�ett、

重整生活意義

3 寬恕：

 處理未完心願、重新肯定病人價值、學習放手、新觀點

4 感恩：

快樂時光、最感謝的人、溫馨時刻、驚喜場面、一生摰愛、難忘景況、正面讚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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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向臨終：

關係轉化、準備分離、接納

病人的威脅：

大多是負面、被遺棄、被詛咒、被懲罰

意義的重塑：

▼  個人故事的定義（充斥負面、悲傷、痛苦、難過……）

▼  分享故事的方向（尋求轉向、探究意義、探索正面解釋、放手、釋懷）

終極目標：

放手釋懷、轉化對死亡的負面看法

晚期生活質素 Quality of Life (QoL) at End of Life (EoL) ：

▼  可以說成死亡的品質 (QUALITY OF DEATH)

▼  著眼改善在肉體上、精神上、社交上、角色功能、活著的感受、照顧質素、身體苦

痛上及整體健康 (Institute of Medicine, 1997. P.25)

解決方法：

▼  死亡品質－標準是由病人來定

▼  減低痛苦－提升病人的抗壓能力

安寧四道人生：

道謝 (Appreciation)、道歉 (Apology)、道別 (Say Goodbye)、道愛 (Say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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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末期病人的定義：

▼  指患有嚴重、持續惡化及不可逆轉疾病的病人

▼  這些病人對針對病源的治療無反應

▼  預期壽命短，僅得數日、數星期或數個月的生命

義工的使命宣言：

▼  發揮個人的恩賜與認定從上帝而來對病人服侍的呼召；

▼  著以發揮醫院精神－「矜憫為懷」、及院牧部之「實踐基督的愛及臨在」。

▼  協助院牧提高有效率及高質素的關懷服務；

▼  協助處理病人及家屬的心靈需要，引領他們進入教會社群；

▲  余偉剛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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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自己的態度：

1. 不正確的態度必然引至沒有果效的事奉

2. 不願意反省自己的事奉態度必然引至困難

3. 以自我為中心的事奉往往要為自己辯護

聆聽他人的需要：

1. 分心的聆聽

2. 過於心急的聆聽的聆聽

3. 帶有偏見的聆聽

4. 「八卦式」的聆聽

5. 自我發表式的聆聽

靈性需要：

1. 面對個人身份或角色改變及的沖擊 /我真是沒有用

2. 對將來失去希望 /我失去生存的意志

3. 對以往的創傷，人際關係上的遺憾感 /我放不下……，我擔心……

4. 尋找個人生命的意義及價值 /活了一世都不知為甚麼？

5. 對信仰及神的懷疑 /為何有這個病？

聆聽他人的需要：

1. 是專注的聆聽

2. 是友善的聆聽

3. 是接納性的聆聽

4. 是開放的聆聽

5. 是滿有情感的聆聽

心靈關懷是協助病人：

1. 明白病人靈性需要

2. 鼓勵病人積極面對

3. 陪伴尋找人生出路

靈性需要：

1. 面對個人身份角色改變的沖擊 /我沒有用

2. 對將來失去希望 /失有生存的意志

3. 對以往的創傷，人際關係上的遺憾感 /

 我放不下

4. 尋找個人生命的意義及價值 /

 活了一世都不知為甚麼？

5. 對信仰及神的懷疑 /為何有這個病

心靈的聆聽：

1. 聆聽自己的感受 /態度

2. 聆聽他人的真情

3. 聆聽父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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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講題： 處理家屬的哀傷

講員： 林偉廉牧師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主任院牧

如果人生最壞只是死亡，生活中怎會有，面對不了的困難。

如是我哭，只因生命是何等的匆促，

如是我哭，只因相知在戀戀的塵俗，

是你笑臉，像春風使大地和煦如沐，

是你純良，似清水讓江湖澄明未濁，

昔者往矣，人有悲歡，月有圓缺，世事浮雲

幾曾輕言為凡人駐足，今者來斯，友朋如貫，丹心如煥，

相送故人，但願釋然在主懷睡目。

原文字義： Grief

 「哀慟」極其傷心的哭泣

 哀傷離痛 Bereavement 

定義： Reaction to loss 

 對「失去」的反應

▲  林偉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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鷓鴣天（遺照）
韋瀚章（1906~1993）

廣東中山人，

別號「野草詞人」。

撒手無言去不還，

空留一我在人間，

哀愁喜樂憑誰說，

冷煖飢寒衹自憐，

思宛轉，淚闌干，

幾回看罷又重看，

曾知畫裡無尋處，

猶欲含酸覓舊歡。

紀夢

一樣的深沉院宇，

一樣的寂寞粧臺，

一樣的她　依稀猶在，

一樣的我，衹如今新添了一段悲哀，

一樣含愁無語，

一樣的熱淚盈腮，

一樣的相看哽咽，

一樣的欲訴情懷，

一樣的怨恨人天永隔，

一樣的痛惜舊歡難再。

怎樣臾一夢

醒得恁快，

一樣的深沉院宇，

一樣的寂寞粧臺，

一樣的她，如今安在，

一樣的我，空賦著魂兮歸來，

魂兮歸來。

個案分享：

1. 二個月大嬰兒猝死

2. 五歲女孩哽咽至死

3. 十四歲少年被的士輾斃

4. 南丫島海難事件

5. 志強的掙扎

6. 母親之死

從死亡中探索……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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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

槐花吐蕊青枝小，

渾覺經年了，

黃泉碧落兩茫茫，

空待清明過後望重陽，

天堂似否人間苦，

有恨憑誰訴，

亂雲斜雨又黃昏，

且向荒山一問未招魂。

晚期生活質素 Quality of Life (QoL) at End of Life (EoL) ：

「勇於正視死亡助我更了解這召命所包含的張力。明顯地，我們不是要消解這張力，

卻要深深的活出它來，直至它化為豐盛。就死亡而言，我學到的是，我是被召為他人而

死的。最簡單的道理就是，我死的方式會影響很多人。如果我極其忿怒苦毒地死去，我

留下的家人、朋友便感到混亂、愧疚、羞慚和軟弱。」、「當我感到死亡臨近時，忽然

間醒悟到自已多麼能夠影響留下來的人的心。倘若我可以真誠地說，我為活過的一生感

恩，我熱中於寬恕及被人寬恕，我充滿著盼望－那些愛我的人會繼續活著在喜樂和平

安中，我也深信那位呼召我的耶穌會引領所有與我生命有關的人。」

～盧雲《鏡外～生死之間的省思》

「Pallium」是從羅馬時期就存在的古拉丁語。原本的意思是指旅客在旅途中受風吹

雨打時，輕輕包裹住因風寒而顫抖的身體的披肩式外套。

「Palliative Care」中的「舒緩」就是這意思。

「只要我們彼此相愛，並把它珍藏在心裡，我們即使死了也不會真正地消亡。你創

造的愛依然存在著。所有記憶依然存在著。你仍然活著－活在每一個你觸模過愛撫過

的人的心中。……死亡終結了生命，但沒有終結了感情的連繫。」『希望你會發現傷心

是一帖治癒創傷的良藥。』

～莫里《相約星期二》

雁丘處

問世間，情是何物 ?

直教生死相許。

天南地北雙飛客，

老翅幾回寒暑。

歡樂趣，離別苦，

是中更有癡兒女。

君應有語：

渺萬里層雲，隻影為誰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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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講題： 要明白晚期病人

 不同的宗教及殮葬儀式

講員： 關瑞文教授

辦理身後事須知

▼  時至今天，情況沒有多大改變。總括而言，其相關特色有五：

 (1) 喪禮是為生者而非逝者而設的，因為生人再不能為死人做甚麼，而人的生命在

乎出最後一口氣後就再沒有轉化的可能。生死是相隔的，生者逝者之間沒有實

質互動的可能性。在任何意義上，生者無法增加或減少逝者的福祉。這傳統可

上推至奥古斯丁的說法：「喪事之安排、墓地的設立、禮儀的華麗，主要是為

了撫慰生者而非援助逝者而立」。

 (2) 從空間上的安排而言，喪儀把逝者的遺體與喪慟者分隔。例如，某個喪儀指引

如此說：「棺蓋，也要在喪禮前蓋上，並且在整個喪禮都該是這樣」。這跟其

他傳統，很不一樣。

 (3)  語言上的特色：以「他 /她」稱呼身體在場的逝者

 (4) 「復活盼望」仍是喪禮的主調。逝者的存在似乎只屬於復活的未來及憶念的過

去，並不屬於現在。他已不在我們身邊，並且絕不存在於我們的時間裏。總言之，

在喪慟者與逝者之間，有三層分隔－關係的分隔、空間的分隔、時間的分隔。

吉廷斯說得對：「透過禮儀，生死相繫的結，〔在新教的喪儀中〕都給割斷了」。

如此，生者與逝者的實質連繫，是不可能的，也是被否定的。

▲  關瑞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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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終
親人病危移居住旁房正廳，所謂壽級終正寢。待停止呼吸，親屬悲傷

哭泣。

2.  復 即招魂，拿亡者衣，登屋向北呼喊亡者名字，希望招回其靈魂。

3.  幠殮
將亡者置於南窗下的床上，用布物覆蓋遺體，設置祭奠。家屬遵禮成

服，始居喪。

4.  赴 向親友報喪，段後世稱：訃告。

5.  弔唁
親友得訃告後，即來弔唁，並帶來蹭贈亡者之衣物十等。家屬答謝與

陪弔。

6.  設銘旌
用狹長帛幅製作，上書寫某氏某之柩，掛於竹竿之上，置於堂前西階，

作為亡魂所在標示。

7.  沐浴 用淘米水為亡者洗身、梳頭等。

8.  飯含

把糧食摻和碎玉放入亡者口中稱飯，放入亡者口中的玉塊等稱為含。

同時於手中、耳中塞進珠玉等，在面部蓋上飾物；並＝載帽、穿鞋，

再用布被覆蓋全身，稱為冒。

9.  設重 用一長條形木牌製成，懸置庭中，暫且代替亡靈所憑依的神主牌位。

10.  小殮
為亡者著裝，用絞布紮束，向亡者祭奠，親屬撫處屍悲哭，至親者捶

胸頓足。

11.  大殮

即亡者入棺儀式，由喪主（主持喪事者，通常為孝子），奉屍入棺、

蓋棺，舉行大的祭奠，賓客致禮，親屬不斷痛哭。大殮後的棺稱殯，

包含亡者已成賓客之意要停在客位的西階。直到送葬時（當時士階	

層停柩需為三個月時間）為止。

12.  成服
親屬按著與亡者的親疏關係穿著正式的長喪服，有的需帶持孝棒杖，

又稱成服杖。

13.  朝夕哭奠 成服後到下葬前，家屬早晚必須在柩前哭靈跟祭奠各一次。

14.  朔月奠 在每月初一舉行一次較隆重的祭奠。

15.  筮宅、卜日 占卜選擇墓地與下葬日期。宅，古稱墓穴為陰宅，因此稱筮宅。

16.  既夕哭 下葬前的兩晚在殯前舉行最後的哭奠。

17.  啟殯
又稱為遷柩。葬前用靈車載柩遷入宗廟，並行祭奠，稱為祖奠，也叫

朝祖。

18.  發引
也叫行柩，後世稱為出喪，即下葬日送柩至墓地。親友都來送葬兼贈

助葬物品。同時舉行祭奠。葬乃期，士階級為逾月而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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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  開壇請神：

 通過靈符神水灑淨聖域之建立請諸神降臨

 發表請聖借其功德用來濟度亡魂

▼  啟靈招亡：

 振鈴三召請亡魂，召引亡魂前來聽經聞法。

▼  開經拜懺：

道教相信人在生前所犯的罪恕，死後要在陰間接受冥官審核，亡魂須為其罪業受罰，

在地獄中「裸身無衣，頭腳鎖械，足立刀山，身負鐵杖，大小相牽，五體爛壤，無

復人形，飢則食炭，渴飲火精」。打齋首要的目的在於救濟逝者，化解生前罪孽惡行，

解脫死後痛苦毒難。

▼  喃嘸師傅：

“亡靈寒苦在今秋，秋去冬來萬劫愁， 悉盡悲風和雪月，月明漢潤水長流。流來遠

送聲淒慘，慘目傷心何處求，求願天尊來教苦，苦離長夜渡慈舟。＂

19.  下葬
靈車到達墓地，把棺柩安放進預先个掘好的墓穴中。這時也要祭奠，

喪家肅立默哀，喪主哭踊（頓足），然後才封土。

20.  反哭 葬畢，喪主奉重於靈車回家，置重店於原來殯柩存放之處，升堂而哭。

21.  三虞

虞是安靈之祭，舉行三次，目的是要使徬徨無依的亡靈得到安定。祭

時有迎尸之禮，尸是生人替亡靈受祭的代替者，由亡者的孫兒充任。

這時，用桑木製作神主牌位，取代重的位置。

22.  卒哭
即止哭，在虞祭後舉行，也就是停止以前隨時的哭靈，而改在只有朔

望，時祭之時哭靈。

23.  祔
把亡者的神主牌位送入宗廟，於歷代祖先神座後，在卒哭祭後一日進

行。

24.  祥、禪

這是居三年喪的祭禮，滿一周年舉行小祥祭，喪服則是改用練冠（白

絹），新做栗木的神主牌位取代原先桑木的神主牌位，稱為吉主；

滿二周年舉行大祥祭，改服縞冠（白色絹的一種）；再隔一年即第

二十七個月（有說第二十五個月）舉行 x祭，除喪服，也就是喪服期

滿，x為淡然平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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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九方地獄門：

 ▼  念唱“破獄靈章＂之破地獄經文，孝子擔幡，接引亡魂；

 ▼  藉仙佛降駕護法，以「魚貫囁步」及「花紋步」為死者開路前往地獄接受審判；

 ▼  道士口內含水，然後用力噴出點燃大火。作用為化劫消孽、解苦難；

 ▼  由道士帶領打破九塊瓦片

  ▼  瓦片＝九幽地獄

 ▼  九幽地獄又分別以「東方風雷」、「南方火翳」、「西方金剛」、「北

方溟冷」、「東北鑊湯」、「東南銅柱」、「西南屠割」、「西北火車」

以及「中央普掠」，九個方位名之。

 ▼  破瓦片的行為是象徵打破九幽地獄中的穢氣，令地獄中的「穢氣」不

能阻礙先靈超升（並非劈破地獄之門）。

  ▼  道士背著先人靈位噴火三次

  ▼  跳過火堆＝帶領先人跳出火海

 ▼  引亡魂游十王冥府：十殿閻王為審判者

  ▼  人死後必須在十殿冥府受公平的審判

  ▼  沿途所「見」十殿苦況，令死者醒覺，放下執著 。

 ▼  沐浴更衣過金銀仙橋：

  ▼  薦度亡魂到彼方

  ▼  由於逝者的亡魂曾於十王地獄拘間， 飽受三塗五 。

  ▼  苦， 形體早已殘缺破損， 回復形體之前， 需要天河靈水沐浴，

  ▼  奈何橋是通向地獄的第一道關卡。左邊為金橋，右邊為銀橋，走金橋的人

能升官發財，過銀橋的人可健康平安 。

  ▼  由長子女嫡孫「擔幡買水」引領死者過橋，象徵進入另一個世界，不再回

到陽間。

 ▼  白幡代表帶著死者靈魂；

 ▼  「買水」後，長子會用買回來的水沾濕毛巾，在死者臉上從上而下輕

輕拖過三遍，喻意為洗淨靈魂，讓其早登仙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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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花解冤：

 ▼  用四十九枚銅錢以布或毛巾互相紐結後，然後把結一一解開，象徵逝者生前罪

怨、死後陰訟等恩怨情仇的均能一一解脫， 繼而得享平安喜 。

▼  祭幽（俗稱 坐蓮花）：

 ▼  在蓮花壇內進行，有三重目的

  ▼  解除死者罪孽

  ▼  超渡死者所有已故姻親眷屬，故有慎終追遠之意 。

  ▼  超渡四方遊魂野鬼，替死者多建功德，解脫平生罪孽 。

▼  交經送亡：

交代死者所有功德，完成法事 。

總的來說…中國文化的喪禮……

▼  交經送亡：

 ▼  "as-if"原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中庸、荀子 ˙禮論……）

  ▼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終始一也。」《荀子．禮論》

  ▼  初終、殮、殯、出殯、下葬—各有繁複儀節 。

 ▼  死者為重要主角，雖死尤在 。

  ▼  為死者辦事：道教的「救拔」儀式

  ▼  與逝者的接觸：道教的「救拔」儀式中與逝者的接觸

  ▼  語言上的特色：以「你」稱呼逝者

 ▼  E.g.,殮儀：抹屍者口含酒，三噴逝者，口中念著：「你不要亂動，我給

你抹乾淨一點好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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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殯：

 ▼  《	文解字》：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到了周代，改殯於

西階之上，西階是賓客上下的臺階；殯於西階之上，就等於表示以賓

客的身份看待死者。）

 ▼  殯，生者不願逝者早早離去。有此刻同在的假設。

 ▼  E.g.,賻贈：「知死者贈，知生者賻。」《禮記．既夕禮》

 ▼  E.g.,伴宿 /伴夜 /坐夜 /守靈：最後相聚

第八講

講題： 一個美好的再見

講員： 陸亮博士

 ˙	 拉撒路會主席

 馮家柏醫生

 ˙	 拉撒路會創辦人

▲  馮家柏醫生

▲  陸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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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

感謝下列各位朋友、教會、機構和公司在 2017年度給我們意見和

經濟上的支持，願 父神賜福與你們。

循理會昌華堂 九龍城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林燕麗

林麗青 黃景霞 楊日華 方瀚銘 張蘇慧 范佩敏 林鳳琴

馮家柏 莫應雄 黃瑞娟 盧月鳳 曾金花 譚慧賢 羅潔群

何志屏 黃素雲 黎炳民 孔令崇 梁月娟 周雅珊 曾容

李翠姿 梁麗秀 林惠蘭 江耀洲 李綺蓮 張燕群 游美儀

林主恩 黃素雲 馮娉婷 簡笑容 關鳳英 譚麗芳 戴橈盈

何冠恆 陳少英 鍾玉珊 鄒德娜 周紹仁 馮景煌 梁順貞

莊慧賢 馮娉婷 袁玉球 王苑芳 李愛蘭 伍月屏 潘禪瑛

何文英 方瀚銘 周并蓮 黃雅茜 鍾子盈 蘇利新 林麗華

梁麗貞 陳秋心 姚偉雄 張詠斯 張容新 霍小燕 葉麗詩

傅慧玲 譚美蓮 李英漢 鄭榮恩 吳煥珍 許嘉蕙 黎李妹

郭可芝 楊寶霞 鄧美詩 繆冬尼 黃艷芳 朱金鳳 胡麗瓊

屈玉蘭 區玉英 彭敏儀 蕭志輝 杜慧明 戴橈盈 吳佩英

高照成 老靄儀 黃德貞 過秀芳 張詠恩 高子揚 歐陽美茜

( 排名不分先後 )





拉撒路精神

本著基督的慈愛並永生的盼望，關懷晚期家人及其家屬，

希望他們得着豐盛生活。我們相信愛在永恒中。

馬太福音五章 4節：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馬太福音五章 7節：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約翰福音十章 10：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十一章 25節：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拉撒路會有限公司
Lazarus Hospice and Ministry Ltd.
關 懷 晚 期 病 人 及 其 家 屬 、 並 推 動 生 死 教 育

香港九龍長沙灣元洲街485 - 491號富洲大廈一字樓
1st Floor, Fu Chau Building, 485-491 Un Chau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電 話  Tel：+852 2650 6869  傳 真  Fax：+852 3013 8663  網 址  Website：www.lazarus.hk  電 郵  Email：info@lazaru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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