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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异象：

我们的使命：

透过新媒体生活化信息，造就各地信徒，成为基督大使
命的使者。
与友好机构及众门徒协作，善用新媒体，开拓合适平台，
实现	「随存随在	活现圣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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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事项

请纪念和谐事工的经费需要 :	我们仍欠 200 万元才能应付本
财政年度的事工需要。另外，我们于 2018 年已偿还港币 71
万元为购买办公室的贷款。仍须于	2019 年努力寻找支持者
为余下港币 861 万元的免息贷款「接龙」。求神感动机构
和弟兄姊妹捐献支持以上的需要。

为以下筹备中的节目祷告，求主亲自成就美事：	每日心语
的 180 集配音；医患同行的新系统；每日与主同行 2.0、翻
转教室、	道在系列及HCM第二辑的拍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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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專 訪

近年来香港虽登全球最长寿地区，可是
病患者的人数却不断增加，从政府每
年资助医管局开支之多，可见一斑。	
（2019-20 年度，整体政府经常医疗
开支预算为 806 亿元，https://www.
budget.gov.hk/2019/chi/budget34.
html）

换言之，除了应付急性疾病，还要支付
庞大长期病患者之医疗需求，癌症病患
者即明显例子（每年确诊为癌病者之数
字亦逾二万人）。

另一例子就是笔者所服侍之屯门医院，
每年入院病者的数字逾 15 万人次，莫
怪乎照顾病患者，已成为大众生活中之
指定动作，更可说是大部份家庭都是难
以幸免的。

我们不能忽略或否定病者这方面的需
要，而直接进行心灵关怀。

为此，笔者希望能与大家分享怎样与病
者同行，尤以在心灵层面所提供之支
援，作为关怀者应操练下列三项之充裕：

充裕的盛载空间

关怀者向病者予以心灵支持时，须明白
他们正经历崎岖的治疗过程，内心可能
已积存了许多不快情绪。

因此，在关怀与沟通中，他们或许会面
对病者的负面情绪，包括：哭泣、愤怒、
埋怨、投诉和焦虑等，我们不能忽略或
否定病者这方面的需要，而直接进行心
灵关怀。

相反，关怀者须具备充裕的盛载空间，
接纳病者的负面情绪。疏导一番后，才
可展开灵性的关顾或信仰的启发。

充裕的弹性

当进行心灵关怀时，过程中所涉及的话
题可能广泛，病者甚至只集中倾谈某些
隔靴搔痒的话题，有时更会重重复复或
长时间停留在生理病情的范畴，不愿进
入灵性相关的话题。

关怀者应予以更大的弹性 ( 除非病情危
急 )，容许病者继续倾谈他所关注的事
项。这样一来，病者除了能感到被尊重，
也会对关怀者有较佳印象由此打通了心
灵关怀的道路，能收事半功倍的果效。

充裕的信心

这一点对关怀者进行心灵关顾时，尤为
重要。病者或因病况不稳定带来情绪不
安，随时流露负面的反应，也会对关怀
者反应冷淡，不愿交谈，甚至不想见面，
不希望接触。

此时此刻，关怀者可能感到挫败，或有
灰心的感觉。我们必须紧记要对上帝常
备十足的信心，深信上帝会看顾他、带
领他、陪伴他走过这段低谷的路程。

与医患者同行	
之									项充裕33

陈一华牧师
香港基督教癌症关怀事工联会创会顾问
香港医院院牧事工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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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基督教灵实协会董事等

（编者按：陈一华牧师之「与医患者同行之四个具备」文章，将于下期通讯刊登，敬请留意。）

所以，关怀者仍须坚持关心他，继续定期
探访他，千万不要心灰意冷而放弃他。当
病者看见关怀者美好的见证，仍旧坚持关
心他时便会受感动而对关怀者更为开放，
乐意接受他们心灵上的关顾或信仰上的启
发。因此，我们须对上帝具备足够的信心，
才可克服		关怀途中的障碍。

上述三项秘诀，对与病者同行可发挥极大
之关顾效果，愿关怀者们都勤加操练这三
项之充裕，成功地踏上病患同行者之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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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生活节奏急促，工作时间长，身
心灵皆疲劳是可预见之事。从第一辑的
「与医患同行」高收视率可见，环球人
士对医学资讯都求知若渴。有见及此，
我们正积极筹划推出第二辑，期望能继
续成为大家身心灵健康的伙伴。

随着 5G技术正式问世，人们将会更快
地搜寻到他们想要的资讯，却未必能搜
到真确、适切、实用的资讯。

当一个人在疑似患病时，便会立即去搜
寻相关资讯，感觉多掌握一点资讯，多
一点帮助，心里便能多一点平安。这想
法很积极，可是所得资讯却未必能提供
帮助或带来平安。在圣经里就有这样的
一个故事：有一名已瘫痪了 38 年的瘫
子，他每天都躺卧在一个水池附近。

相传在池水搅动时，第一个进入水里的
便会被医治。这名瘫子得到这个资讯，
因此他每天都在水池旁守候，却始终没
有如愿。等久了，心里似乎还有点无奈
和抱怨：「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
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
我先下去。」

这个池的水是否真能治病、为何只能医
治首名进入池者等是一些谜团。这个资
讯虽能带给瘫子希望，却不是一个很适
切、实用的资讯，他始终无法因着这个
资讯得医治或心灵安慰。还幸耶稣主动
去寻找他，跟他聊天后便把他的腿和心
灵都医好了，他才再次进入圣殿中敬
拜。互联网是一个资讯大熔炉，当中有
真的资讯，也有过时的、更多是假资讯。	
「与医患同行」的使命，正是要带来真
确、适切及实用的资讯，借着这些资讯
将人领到主前，认识真正平安的源头─
主耶稣基督。

从单向到互动的「与医患同行 2.0」

要达至最佳的互动果效，我们仰赖的是
各位可敬的教牧、敬业乐业的医护人员
及一众同样拥抱「新媒体宣教」这异象
的信徒义工的参与。和谐频道仅是一个
平台提供者，他们才是屏幕背后的灵魂
人物。我们特别在此献上感恩，天父把
资深院牧陈一华牧师和冼振峰医生带到
我们团队当中，为我们提供实用且真确
的医疗资讯和与病患者同行秘诀。深盼
将来会有更多的主内肢体与我们一起肩
负起与医者、患者同行的使命，把基督
所赐的平安带到未信者的生命中。

新一辑的「与医患同行」系列定名为「与
医患同行 2.0」( 下称 2.0 系列 1.0、2.0
等是一个电脑网络用语 )。

在互联网 1.0 时代，网站资讯以内容为
核心，浏览者只阅读资讯；到了互联网
2.0 时代，资讯调整成以用户为核心，
用户既是资讯的浏览者、使用者，更是
信息的生产者。

作了这样的一个说明，2.0 系列与前一
辑的不同之处已昭然若揭。在 2.0 系列
中，我们会把内容从较单向的资讯阅读
及代祷，调校成更大幅度的跟进。除了
简化代祷要求的流程外，更计划加设
「一Click 转介服务」，不单让祷告勇
士为用户代祷，也会即时转介祷告需要
到合适机构及教会，跟进灵性上的支持
及心灵 /情绪上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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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灵修系列
每日与主同行 2.0
每日与主同行 1.0 将于 8月初完满播放，新一辑 2.0 系列将于明年 1月初启播，教牧同
工们正设计及拍摄灵修内容。

每日心语	( 广东话版 )
从 8月初至 12 月，每天早晨将推出每日心语	( 广东话版 )，远在美国的吴继杨牧师将接
棒以神的话带领弟兄姐妹每天操练。

讲座已于 5月 5日播道会恩福堂举办，
有超过 150 人参与，反应热烈。
分享嘉宾：	房大伟牧师，欧建梁传道（春丽）
如有兴趣重温当日精彩内容及收看问答环节，
请扫一扫QR	code 或浏览	https://bit.ly/2QDJmq2。

问答内容

#打机#反叛期	#青少团契	#教会生活

#共融	# 同行	# 接纳	# 家庭关系

	#牧养	# 沉迷手机	#网络世界

十个新世代青年牧养觉醒
1.	视觉主导	影像美感优先
2.	听觉转化	自我流行音乐
3.	味觉相交	饮食灵望欲望
4.	社会触觉	信仰公义践行
5.	无力自处	两极麻木激情
6.	社交媒体	人人是自媒体
7.	爱情与性	游戏真我解放
8.	家庭失落	青年隐忧元凶
9.	数码国度	电子原住民族
10.	灵性渴求	新青年神学论

HCM 5《神呀！信二代去哪儿？》

信二代	/	青少年需要的五大元素
1.	建立师徒关系
2.	进入同一场景
3.	彼此同行鼓励
4.	展现神的工作
5.	上帝掌管生命

如希望本会同工到贵教会举办讲座，
请致电 3106	7310	/	6847	2323	或
电邮 info@harmonyfound.org	联络本会。

  

翻转教室

内容小组已初步拣选 12 集慕道课程，并发给 3个独立制片商作投标及简报，制作人构思
的故事吸引。技术小组已展开系统及版面设计，盼望试用版可于下半年度于不同教会或青
年人小组试行。

道在灵修系列

新一辑的道在系列将于下半年陆续推出，继有食物及山间灵修、天国的领导与管理、也
有道在心间系列，敬请留意播放日期！

与医患同行系列

第一辑的短片收看率令人感到鼓舞。为能进一步推广到未信主者，我们正加强市场推广策
略，及以不同媒介宣传，让更多有需要帮助者能接触到这个平台。

与此同时，我们正积极筹备制作第二辑。聆听各方弟兄姊妹意见回馈后，除了邀得医护团
队合作外，同工们正设计新系统并会以新形象示人，务求用诸般智慧吸引众人到主面前。

第一辑已顺利推出。
第二辑将于 2019 年下半年陆续推出，
请密切留意。

如欲重温第一辑 (共五集 ) 精彩内容，
请扫一扫QR	code，或浏览
http://goo.gl/o9C1ny

周年感恩筹款餐会

晚会于 3月 28 日顺利举行，共有 220 多人	莅临参加。节目安排紧凑，包括高歌颂赞	、
事工回顾、介绍及游戏等。整晚气氛热闹，充满感恩。感谢神的预备，友好机构及弟兄
姊妹的捐献，是次餐会共筹得港币 60 多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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