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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長沙灣永明街 3號泰昌工廠大廈 8樓 A室             
電話：(852) 3106 7310  傳真：(852) 3106 7300

電郵：info@harmonyfound.org  網站：www.hChannel.tv

我們的異象：

我們的使命：

透過新媒體生活化信息，造就各地信徒，成為基督大使
命的使者。
與友好機構及眾門徒協作，善用新媒體，開拓合適平台，
實現 「隨存隨在 活現聖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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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乃光先生                             
何志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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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頻道（hChannel.TV）：
針對現代人的生活模式製作，使用網絡接觸群眾，               

打破地域時間限制，讓信徒可以隨時隨地得到栽培餵養。

編輯及設計
和諧頻道編輯部

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與本會聯絡。

您所提供的資料，只供本會作聯絡之用。如不欲繼續收取本會資訊，或需更改聯絡資料，                                     
請電郵至 info@harmonyfound.org 或 傳真至 (852) 3106 7300 通知我們 ，謝謝 !

     註：1. 香港奉獻者奉獻一百元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減免稅款
              2. 請將轉數紀錄 /銀行存款單，連同本奉獻表格寄回本會會計部，或傳副本至本會
              Email : info@harmonyfound.org                   Whatsapp: (852) 6847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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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籌款 之 聖經人物造型Walk
中國香港
郵資已付

日期 : 2019年 12月 1日 (星期日 )
時間 : 下午 3:00 - 5:00
建議最低籌款額： 港幣 $300
籌款用途：常費支出

網上報名

下載表格
終點：
大埔沙田單
車路段

集合點：
白石角海濱
長廊公園

藝廊義賣

錢迪勵姊妹的畫作中，主要繪畫大自然的四
季晨暮之美、花卉靜物及人物的色與光之韵
的恰當捕捉。

錢迪勵姊妹是一位活躍於國際的香港「榮譽」
藝術家，姊妹一直鼎力支持「和諧頻道」，
今年，她將捐出自己的油畫作品，所有義賣
收益，全數奉獻予「和諧事業國際基金會」。

義賣活動一：網上畫廊
由即日至 12月 31日

義賣活動二：油畫年曆
以錢迪勵姊妹的名畫中選出代表 12個月       
的四季景色作主題

著名畫作：客西馬尼園的禱告

董事會                    
蘇穎智牧師 (主席 ) 
黃岳永先生 (副主席 )                 
蕭杜潔玲女士
羅永德先生  
                       

環球顧問團
周永健博士
鄺炳釗博士
梁燕城博士
余達心博士
黃朱倫先生

加拿大董事會
麥振榮牧師 (主席 )
李帝平牧師
黃關寶瑩女士

溫哥華地區委員會
林楚基傳道 (主席 )
盧維溢牧師

美國委員會
李效良教授  
黎奮志先生
李宇亮先生
羅應權先生
梁永祥先生

黃乃光先生                             
何志滌牧師                             
朱源和先生           
李健虎先生

劉少康牧師
李秀全牧師
樓恩德牧師
梁家麟院長
龍維耐醫生

林寶源先生
陳鈞陶先生
曾繁達先生

黎鑑賢夫婦
梁偉忠夫婦

張惠芝女士
黎黃志群女士
李關寶珠女士
羅黃嘉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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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畫廊 HCM 6《#Be Soul醒》

網上訂購

信用卡付款

有�試過扮演
聖經人物呢？ 心動不如行動

快�嚟報名啦 !

數量有
限

快 d 行動啦
！

無就�哂
啦！

即將展開拍攝，如希望本會到 貴教會
舉辦講座，請致電 3106 7310 或電郵
info@harmonyfound.org 聯絡本會。

如欲重溫 HCM系列 1-5集，
請掃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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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存隨在    活現聖經

九龍長沙灣永明街3號泰昌工廠大廈8樓A室
和諧事業國際基金會有限公司

請貼郵票

Unit A, 8/F, Liberal Factory Building, 3 Wing Ming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九龍長沙灣永明街3號泰昌工廠大廈8樓A室 
Unit A, 8/F, Liberal Factory Building, 3 Wing Ming Street,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3106 7310  傳傳 F/3106 7300  傳傳 E/info@harmonyfound.org

上期分享了關懷者與病者同行時應有之
三項充裕，無疑是重要的操練，今期接
續跟大家探討關懷者還須有的四項具備
行動，可略述如下：

一 、具關愛的同行
病者經歷漫長的治療路程，難免出現信
心起起跌跌的表現。他們可能會對自
己、對藥物、對療程、對身邊的人，甚
至對上帝均可能產生懷疑，灰心喪志，
甚至想放棄一切，在這關鍵時刻，關懷
者千萬不要停止探訪或聯絡他們。縱使
病者不想見面，但仍可透過郵寄問候咭
丶發短訊或電郵來聯繫他們；以關愛的
心問候，但切勿來得太緊迫，減少病者
受壓迫感覺。

每當有機會接觸時，千萬不要提出太多
問題，也不要批評論斷，更不要怪責他
們的軟弱或缺乏信心。相反，關懷者應
聚焦他們切身的的需要，引導和鼓勵他
們分享更多，無論甚麽話題或個人需要
的關注，只要正面地表示樂意分享與分
擔。關懷者也應盡可能抽空陪伴，好讓
病者親身感受在病痛中仍有人願意同
行，有人願意同行，不被忽略。

二 、具真誠的分享
關懷者與病者之溝通分享，須建基於真
實與坦誠。這不但令病者產生好感，更
會對關懷者加倍信任，這是十分重要的
基礎。

如何表達真誠的分享呢？關懷者須用愛
心說誠實話。舉例說明：如有病人提問
有關標靶藥的選用，若我們不懂得，便
要坦誠回答，切勿給他不正確的答案。
又或有病者詢問可否用自然療法代替化
療，關懷者亦要坦白告訴他自己對此的
了解認識有限，不知道答案，鼓勵他直
接詢問專科醫生，千萬不要灌輸錯誤觀
念。

有時候，即使關懷者是過來人，也不要
以個人經驗代替醫生的專業知識，因每
個病者的病情與體質均有差異，不能一
概而論。關懷者務要真誠分享，不要自
以為是，便能減少病者產生壞印象或惡
劣的後果。

三、 具同理的心思
許多時候，關懷者容易犯上一個通病，
就是將病者當作沒有患病的人看待，忘
記了病者的處境與需要是獨特的，與常
人大有差別的。舉例說之，病者經歴的
痛乃是多方面的。除了生理方面，也有
心理及人際方面的，更有心靈上的痛。

作為關懷者，我們須認識了解他們經歷
的痛楚，也要認同他們的感受。這樣一
來，關懷者便能明白病者為何有如此巨
大的情緒波動，也開始了解他們信心的
起起跌跌。例如，當一名癌症病患頭髮
愈來愈多脫落時，關懷者可即時想一想
若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將會有何反應呢？
若我們都感到心痛時，那麽病者何嘗不
感到難過心痛呢 ?我們馬上便會產生感同
身受的效應了。

關懷者若能以同理心與病者同行，他們
的關顧同行自能更貼近病者 ;所提供之情
緒疏導和心靈支持變得實在，更具效益
了。

與醫患者同行 
之         項具備

陳一華牧師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創會顧問
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                             
基督教愛協團契（精神康復）
及 基督教靈實協會董事等

四  、具足�親和力
這也是關懷者應具備心靈關顧的條件，足
�的親和力包括溫馨的微笑，予人親切感。
此外，亦須保持語調温柔，使病者容易接
收信息。大聲量或急速地說話常予人一種
無形的壓迫感。再者，緩慢的說話節拍，
可使病者不費精神去聆聽和交談。因此，
匆忙時不要探病，免得病者感到被催迫。
最後，親和力還須需加上應有的尊重，多
提問一兩句，了解病者意願後才進行關顧，
可讓他感到自己被尊重及具有人應有的尊
嚴。

舉例：常探望病者時，發覺他十分虛弱，
閉目休養，我們便應先詢問今天探訪可否
傾談數句；若他表示不願意時，則應縮短
交談時間，留待下次再交談，最後亦可問
准病者是否願意一起禱告，這也是尊重與
關愛的表現。

當我們掌握上述四項具備行動，與病患者
同行時，在心靈關顧與牧養，又或在信仰

44
事 工 報 告

與醫患同行 2.0網站，版面已經更新，內容也加了 24個疾病及資料，
現已完成初步測試，系統正在內部覆檢中，期望新系統可於 12月推出。

與醫患者同行 2.02.0
互助資料：協助你連結相關機構解決困難

探病錦囊：以真實的文章幫助你面對病人

見證分享：透過過來人的經驗與你分享患病的一點一滴

中醫心得：中醫的專業知識，配合合適的食物面對疾病

           12集慕道課程的影  
        片製作已經完成。平台
系統及版面拓建亦已建立就
緒。當其他文檔工作完成，
會在 12月初在 6個群體試
用，收取回饋，完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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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金遜是
老人病

1:33
病因 11:40

症狀

31:25
治療

柏金遜是一種「老人病」
柏金遜的病因
柏金遜病的症狀「老人病」
柏金遜病的治療

11:40/42:26

-試過影片太長，唔想睇晒影片但又
  找不到答案嗎？

-MM2.0幫到你
-影片以主題分段，只要按一按問題，
   就能直接看到內容

-快捷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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