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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是社會服務界常見的工作手法，不論長者服務、青少年服務、復康服務等等，均常安排義工服務。對於本會的末期病者

和喪親服務，義工的參與更是不可缺少。廿多年來，義工服務是本會其中一項重要的服務，本會的創立，正是由一班熱心的義工

合力組成，部份更仍然服務本會到今天。義工參與的重要，除了幫助解決人手不足但服務需求龐大的問題之外，編者認為更重要

的是，義工對末期病者和喪親人士的關懷，能給予受助者支持，面對人生最傷痛和孤單的時刻，義工們簡單的一句問候、耐心的

聆聽和實際行動的支持，為冰冷的世界加添溫暖，也為困苦的人注入努力活下去的動力，箇中的意義，非筆墨能形容。今期特別

由本會負責義工服務的輔導員撰寫主題文章，並邀請了不少本會的義工分享他們的心聲和感受，希望讓社會大眾認識服務末期病

者和喪親人士到底是一回怎樣的事情。編者盼望，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加入服務末期病者和喪親人士的行列，讓更多在困苦的人

得到關懷和支持。 

編者的話 

主題文章 

 

戴詠君姑娘 

本會輔導員 

義工是一群沒有收取個人利益或報酬，發自內心去關懷社會上不同人士的人。他們甘願放下自己的

關注的事情，透過不同的服務機構去認識、了解及體會服務對象的需要。在陪伴同行的關係中，關心和

支援有需要的人，令社會上多一份關愛和溫暖。因此，義工服務的推行，義工、機構和社區三個層面中，

也有著相互的影響和意義。 

 

義工的層面 

社區人士通過義工服務接觸不同的服務對象，聆聽他們的故事，了解明白他們面對的困境或難處。

透過真誠的溝通和個人的體會，可擴闊眼界，刺激個人的思考，從中檢視及重整自己對生命、死亡或人

生的苦的看法。因這樣的反思和經歷，加添了生命的豐富，促使個人的成長，肯定個人的價值，從而更

能悟出生命的意義。 

 g下頁續h 

不可缺少的義工服務 

資助機構：  



機構的層面 

義工是機構良好的伙伴，亦是機構重要的人力資源。機構在義工服務除了擔任統籌服務及培訓的角色，亦

是服務對象與義工之間的橋樑。通過機構提供義工服務，義工可以選擇不同層面或形式去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

此外，義工來自社會不同行業的社會人士，機構亦可藉著義工集思廣益，發揮大家的智慧，共同思考及發掘服

務對象的需要。提供更多元化的活動，讓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更適切的服務。這亦有賴義工共同合作和參與，

與機構一起成長及發展。 

 

社區的層面 

社會雖然不斷的發展和進步，但社會上卻愈來愈重視個人主義和物質的享受，這導致人與人之間容易有隔

膜，關係變得疏離。在這樣的風氣下，義工願意不求回報去關懷社會上可能被忽略的一群，亦甘願身體力行去

協助服務的對象，這有助建立關愛和諧的氣氛。而且，義工帶著服務他人的經驗和得著，回到自己的生活群體

中，亦可把從中的體會與身旁的人分享，使更多人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愛，建立一個友愛互信人際的網絡。 

故此，義工服務不論在義工個人的層面，還是在機構或社區的層面來看，義工服務的確有其價值和意義。

而更深層背後對人價值的和愛，更是義工服務核心的目標。所以，這個理念亦有賴大家共同的建立和推動，製

造和諧有愛的社會。 



死亡，你想過了麼？ 

我曾認認真真的想過，在我心情最糟透了及失意之時。想過為自己寫上一個淒美的

句號，卻不知道是給愛你的疼你的人砍下狠狠的一刀。日子再糟，也會有過去的一

天，最糟的是你非要把這天刻於墓碑上。這些都是我爸爸去世後，才真切地覺悟

到。 

 

爸爸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痛苦，且我們沒能趕及道別的情況下離開的。遺憾的是只

差十多分鐘，這加劇了我們的痛苦，內疚和自責。有很長的時間，都在尋找，又或

是想彌補這十多分鐘，而迷失了很多。大概是一年後，也想不起是在什麼的心情

下，就入了贐明會。在課堂上學了東西啦，識了新朋友啦，然後也再開始了醫院探

訪啦。想過放棄，感覺一切都像按部就班，並不是我想要找尋的。 

 

直到有一次醫院探訪，一個病情似乎比較重的小姐，捉住我的手，我知道她得了一

些支持，我能感覺得到她的放心和安心。那晚獨自回家的路上，我都在流淚。爸爸

去世後，我就不知為何一直都不能像平常一樣去流淚，直到那一天。心裡自責而成

的壓力，輕了，我開始明白，我們作為義工 —— 陪伴者的意義。也許並不能因為

陪伴而減少病者的痛，但他/她害怕不安時，我們可以緊握他/她的手，給予支持，

給他/她安心，也可減少家屬不能相伴在旁的內疚或遺憾。我曾試想，要是爸爸離 

開時，也曾有人握著他的手，我們一定會更沒遺憾。 

鄧雪芬 



Max 

幾次探訪院友的經驗，只是初步 

接觸。但看到他們的無奈，坦然接受實在

太難，更顯他們的痛苦，不論身心都在消 

磨中。 
 
如：後悔沒有享受人生只是勞碌一生／死 

了還不用這樣痛苦／家人關顧反顯不捨的 

心／連表達都無能為力…… 
 
能否交淺言深已不重要，因陪伴在側對部 

分病友已減低他們的不安，一個正要孤獨 

面對人生最後的階段。 
 
我如一名學生，正上他們所教最後一課，我

能領略多少？而他們最後又能否坦然而

去？ 
 

歐陽敏儀 

今天是第一次以「贐明會」義工 

身份探訪病人，導師張姑娘安排我和另

一位義工一起探訪，並讓我作旁聽生，觀

摩和熟習環境。 
 

探訪後的義工檢討讓我獲益良多，發覺

在探訪過程中很容易犯了「培訓課程」中

提及的錯誤：沒有讓病人說話的機會、

未能聆聽病人話語間的意義、偶然還會

加上自己個人意見……等。讓我有機會從

錯誤中學習，提升探訪技巧。 
 

檢討時各義工都能坦誠分享探訪的經驗

和心得，張姑娘提醒我們珍惜和病人「靜

默」的時間，因為陪伴和同行也可以是無

聲的，並勉勵我們繼續努力為病人服務。 

轉眼完成義工訓練已四個多月。在義工 

重聚活動，彼此坦率分享服務時的感受和經 

歷。我們經驗尚淺，難免遇上困難，如學習 

放下主觀想法，了解院友感受，更難是如何 

回應他們的感受。分享中，值得一提，有義工 

曾目送一位院友離世。我雖不曾有這難忘經歷， 

但當探訪護老院時感到長者晚景的孤寂，雖是 

如此，有時不知如何與他們溝通而感到困惑。 

記得七月時，曾陪伴一位婆婆辦理其丈夫的身 

後事，令我感到她雖面對丈夫死亡的無奈，卻 

因此突顯婆婆的能力。人面對死亡是那麼孤寂， 

讓人作出許多反思；人面對死亡是那麼不忿， 

卻又顯出人人平等。從事生死服務的義工， 

總離不開當中的矛盾及永遠難過的感動。 

尹華森 

在明愛醫院這幾個月探訪裏，

令我明白到細心聆聽的重要

性。除了用耳聽，用心感受亦

很重要。每逢他們多謝我們的

關心及慰問時，我亦很感激他

們給予機會我們去關心及聆

聽！ 

佩珈 



第一次到律敦治醫院日間中心，以活動形 

式探訪院友。適逢聯合青年人一起舉行活動， 

內容以生死為主，開始時有點緊張的，一來不 

知道院友的健康狀況、活動能力，及對義工的接 

受程度，二來以組長身份與院友及青年人談及生 

死，實不容易。過程中，更有好的拍檔一起參與， 

整體感覺良好，亦值得欣賞及學習的是他們(院友 

及青年人)對死亡抱著正面的態度，不忌諱談生死， 

給我深刻的體會。 
 

是次活動給我的啟發是生命無常，我們不知生命 

何時終結，我們可做的是珍惜眼前所有的，特別 

是家人，否則失去時才後悔實在太遲啦！ 

冼雅詩 

蘇智敏 

 

到明愛醫院探訪兩次， 

企足一次，坐足一次，兩次的我 

都是靜靜的，不懂回應，感覺未能 

與任何院友有良好溝通。我本是少說 

話的人，曾有多位同事說我，可以一 

整天不開聲，和普通人都沒甚麼話可 

說，何況是病人？曾一次探訪一位伯伯，他

聲音很小，床頭上的空調又很嘈，真 

的聽不到他說甚麼，每當聽到些詞語， 

我都盡量複述，只是九成以上的時間都 

是聽不到，有時會一邊望著他，一邊點 

點頭，讓他看見我竪起耳朵在聽的模樣， 

希望讓他感到有人在聽。 

另一位沒有說過話的女士，九成時間與 

我對望，因為她連點頭搖頭都沒有（或 

不能），不知她有什麼想法，她是否接受 

我這個陌生人與她對望？一直與人對望的感

覺不自然，但她就是一直的望著我，合 

上眼一會，再又望，我也盡量以友善的 

眼神望著她。對於我來說最困難的就是 

怎樣打開話題、如何回應，以我的慢熱、 

內向、緊張、悲觀……，相信與我探訪的拍 

檔感到吃力，因為有拍檔好像沒拍檔，可 

能讓他們感到孤軍作戰、單刀赴會的感覺，

恐怕未能與院友打開話匣子，已嚇怕身邊的義

工，個個避之則吉。其實以我的性格，是否不

適合做探訪義工？ 

踏出第一步 — 郭慕貞 

十多年來參與的義工服務只圍繞在學校 

及社區，到親身經歷了陪伴至喪失摯友， 

自覺有不足之處，在互聯網上搜尋到「贐 

明會」，並完成了「義工基本訓練課程」， 

有幸成為「贐明會實習義工」。 
 

八月四日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踏出另類義工的

第一步。觀摩了張姑娘及另一位資深義工的示範，

自知弱點是「不善辭令及善忘」，但我緊記「聆聽

及陪伴」，自以為可以應付得來。 
 

當天，我和另一位實習義工要探訪的是一位 

曾經中風引致言語有困難院友，打開話題已非 

容易的事，而聽到的只有零零碎碎的字，未能 

串連整句說話的意思，有點吃力及不知所措， 

慶幸張姑娘從旁提點，才勉強完成這次探訪。 

「踏出第一步」有少許挫敗感，但我仍會努力。 



12 月份我們在中心門外有義賣活動，

而且成績驕人。 

2011 年 10 月 30 日步行籌款，

有近 50 位義工協助當日活動。 



為了增加義工探訪時的一技之長，中心計劃 6 月份舉辦 

卡啦 OK 練習，詳情容後公佈。 

有興趣的你   記得報名。 
將計劃 4 月 9 日(星期一) 

公眾假期舉辦 

行山樂 
行山路線？ 

留意 e-mail 

由義工一手一腳策劃的聖誕

活動，已於不同醫院及日間

中心舉行。 



新一年度的義工基本訓練課程將於四月份開始，詳情請瀏覽本會網站，所有資料以網站公佈為準。 
 

贐明會義工服務簡介會 
 
日期： 2012 年 3 月 11 日(日)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專業書院 104 室 

(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油麻地港鐵站 A2 碧街出口) 

內容：贐明會簡介、義工服務情況、義工課程須知 

人數： 100 人 

報名方法：致電 23616606 報名，先到先得 

# 如有興趣參加者，可以先出席簡介會才考慮報名 

# 出席簡介會人士會優先考慮取錄報讀義工基本訓練課程 

 

課程內容： 
 

 

※如有問題請致電本會查詢 ※ 

日期 時間 內容 講員 人數 地點 

2012 年 4 月 14 日 

(星期六) 

下午 2:30-
4:00 

紓緩治療服務與病人狀況 
馮綺華 姑娘 

資深護士 

60 香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 

專業書院

104 室 

4:30-6:00 殯殮安排 贐明會職員 

2012 年 4 月 21 日 

(星期六) 

下午 2:30-
4:00 

哀傷與別離 

廖進芳 姑娘 

葛量洪醫院紓緩 

醫學部病房經理 

4:30-6:00 關懷技巧(一) 

贐明會職員 

2012 年 5 月 13 日 

(星期日) 
下午 2:30-

6:00 
關懷技巧(二) 
及 活動技巧 

2012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六) 
下午 2:30-

6:00 
關懷技巧(三) 

2012 年 5 月 6 日 

或 5 月 20 日 

(星期日) 
10:30-5:30 生死探索工作坊 30 

2012 年 6 月 4 日 

6 月 17 日 
面試：小組形式及個別會面 

贐明會 

禮堂 2012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六) 
義工迎新會 

義工的角色、操守及團隊建立 
40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 月 

實習義工 

要完成 50 小時方可成為本會正式義工 



很開心能於去年修讀贐明會的義工培訓課程，課程除了提升學員對死亡有更多正面的認知與瞭解

外，亦教授了我們如何更貼心的關懷與支持臨終病患者及其家屬們等實用性技巧，讓學員有條理性地

先把自己裝備好，繼而開始為該會工作。 

 

對於贐明會的同仁，我實在很感激與欣賞他們為這事工的付出與全情投入，讓旁人也深深感受到

他們對別人生命的尊重與在乎。縱然每天要面對的都是有關死亡臨終、哀傷輔導與關懷、幫忙後事安

排等等較累人情緒的案例，但同仁們依然時刻對工作充滿了熱情，不計較辛勞、盡心盡力的去為求助

者奔走與聯絡，這份情操是多麼的高尚與可貴，實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於去年 8 月份我開始參與在靈實醫院紓緩病房的探訪工作，開始的時候心情是戰戰兢兢的，因我

並沒有實際相關的經驗亦很少往醫院去，更別說要面對面如此接近病患者。慶幸有該會導師的指引與

示範，及義工相互間的支持才開始慢慢適應與調整過來，過程中讓我學習了很多實用性的關懷技巧及

對自己情緒起伏的管理，於我畢生受用。 

 

走進抒緩病房，很多都是身患惡性疾病的末期病人，導師會先與我們溝通病人們最新的身體及精

神情況、需要等，好讓我們心裡有了相當的準備才走向病床。每次探訪前，我都會叫自己先放輕鬆，

把日間的煩惱事全忘掉，帶着最正面和樂觀的心情去走近病人。雖然義工們沒辦法減少他們肉身所承

受的痛苦，惟只希望盡我們所能的送予最真誠的慰問與鼓勵、聆聽與分擔，讓病友們可以得到更多心

靈的慰藉與關懷，知道有人與他們共行，自己並不是孤單面對的。 

 

與病友們慢慢會建立了一份友誼，他們會分享多些心中的所思所慮。其實很多病友都是很堅強的，

他們並不懼怕死亡或將要離開這世界，而只盼望身體的痛苦可以減輕與舒服一些。而其中，家人對他

們的支持與體諒實為病友們最大的支持動力。探訪過程中，讓我們得到很寶貴的提醒，就是要更多的

熱愛生命與珍惜身邊人，並且要學習放下種種無謂的執著與煩惱，因為身體健康已是最大的福份。於

我的探訪經驗中，令我內心最難承受的就是當知道心中掛念的病友情況轉趨惡化或已離世了，那份傷

心的情緒是我所不曾經驗過的。縱然於課堂上我們都被教導於服務當中必須要投入但又要保有若干的

抽離，惟放於實際情況下，的確人非草木……我相信每位義工也有他自己情緒疏導的方法，而我呢？我

會以日記書寫對他們的祝福與惦念，你呢？於往後的日子，我會努力鍛鍊與學習更好的面對與釋放，

繼續盡我所能的與病友們並肩同行，亦希望有更多的義工朋友們參與 

贐明會的服務工作。共勉之！ 

死亡 ‧ 情 
義工 Connie 



曾有同事說我：「你都啞架！點去做義工？」，在別人眼中我是一個很少說話的人，連

我都認同這講法。我在醫院工作，平時都會遇見不同的病人，我只專注於工作，從不與病人

傾談，因為在我而言他們與我無關，所以做義工對我而言是不可能的。 

 

直至丈夫突然發現急性肺炎，由發病到去世只是約二十日，很多過去的片段浮現眼前，

與丈夫及其家人的關係由淡變到不再關心，總之百般滋味在心頭。直至丈夫去世後，自己的

心情常處於鬱悶及沉重狀態下，聯絡贐明會的輔導員傾談，開始了接受輔導，職員嘗試鼓勵

我考慮做義工，但是想到我這個人「點可以幫到人？」 

 

有一次，工作期間遇見一位與丈夫年紀相近的男士，他是骨癌末期。當時，看見他的眼

神很落寞，便上前與他閒聊，並把自己看見他的感覺說出，他的回應仿似告訴我有人明白他

的困苦。自此，當我在他床邊工作時候，都會與他閒談及了解其狀況，更不時鼓勵他訴說自

己的心中的想法等，甚至向家人說「我愛你」都可以，因為始終是一家人，沒有什麼是不可

以說的。直至有一天他要回家休養，出院前他的妹妹專程找我表示謝意，多謝我與其兄長傾

談，因為兄長平時不說的話都向他們細說，而家人因平時要工作，根本沒有時間前來與兄長

說話，因此很感謝我對其兄的關心。 

 

這事後，讓我想到原來那麼簡單便可以幫到人。此後，我多關注身邊人和事。向病人一

個問安或是一個微笑，當他們簡單的回應，對我而言是「賺咗」。因此，在方便的時候，我

偶爾與病人閒談。有一次，有位病人主動向我打招呼，當時我想不到他是誰，他說一年前入

院期間曾與他閒談，甚至簡單講述當時的傾談內容，這樣我就想起他。真的想不到會有人會

記得我，甚至曾說過的話都沒有忘記。這刻，讓我感到很大的滿足感，以及被人認同的感

覺。 

 g下頁續h 

放棄？不放棄？ 
義工 彭惠媚 



 

由於在工作上與病人閒談確實不太理想，因而開始了我想做義工的想法，繼而參加

了贐明會的義工訓練，其中有一課提到以心聆聽病人的說話。當時，我不明白箇中的意

思，直至正式探訪紓緩病房的院友的時候，要專心及留心病人的說話，（因為他們的身

體狀況與我在醫院工作中的病人很不一樣），否則是很難集中精神及細心地聆聽他們的

困苦。在探訪期間讓我想起了因癌病去世的丈夫及父親，透過他們讓我了解到與家人真

誠的對話的重要，否則可能是一份遺憾。因此，當探訪時會鼓勵病人向家人表達自己的

心情，讓家人有機會明白自己。 

 

轉眼間探訪紓緩病房已一年多，當中學到的是與人溝通，及多站在別人的立場去

想，就這樣讓我結識很多朋友。話雖如此，仍有同事質疑我能否做義工，但我的回應已

不再是靜默無聲，而是「我得啦，要探訪的時候我會變成另一個人」。探訪時，我不多

想自己要面對的困難或其他事情，只想專注聽取病人的心聲。 

 

做義工確實令我有很大滿足感及得到別人的肯定，但亦曾想過要放棄。有段時間家

中發生鹹水浸入屋，要面對維修及與人商討賠償過程，同時工作上面對很大的壓力，加

上與相識十多年的好友反面，當刻感到很大困擾，感到難過、孤獨及被人出賣等心情湧

在心頭。在灰心的狀況下不想去探訪，因為自己已心情極差，更不想再看見愁眉苦臉的

病人，只希望幫自己尋回一點開心。經過一段時間靜下來，再細想做義工的時候，讓我

再想起當初為何要報讀義工訓練，目的不單是幫人，最重要幫助自己，以前的我是很怕

與人接觸，如果今次放棄做義工，我可能以後再沒有機會。正因如此，讓我再重新站出

來。經過放棄再拾回，使我更加堅定作義工服務。 

 

現在，我偶爾買些小飾物送給病人，希望病人可以開心及鼓勵他們。在義工服務

中，讓我了解到人生有很多經歷，當中每一個挫折或喜悅等，都是我人生的一部份，讓

我人生成長。 



 

榮譽贊助人  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   董事會 主席   何嬋妃女士 

   馬安妮太平紳士       副主席  楊偉芳女士 

               陳永佳先生 

榮譽顧問  陳智思先生        義務秘書  郭敏怡女士 

   黎守信醫生        義務司庫  郭紫達女士 

   李錦洪先生        董事   林雅頌女士 

   吳思源先生           謝俊仁醫生 

   謝建泉醫生           冼君行博士 

   衍空法師            

                

 
本會服務包括： 

1. 哀傷輔導服務  4.  過來人義工服務 

2. 家居及醫院探訪 5.  義工訓練及招募                督印人：黃志安 

3. 殯儀支援服務  6.  社區教育       編輯小組：易代恩、戴詠君、徐嘉琳、吳佩芳、張玉珍、吳海珊 

 

Ø 本會於 201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已順利完成「活出生命行 2011」步行籌款，

當日有約 200 位參加者及義工，是次活動共籌得款項$239,224.20，藉此感謝參

與活動的參加者及其親友慷慨解囊，亦多謝當日義工全力協助。 

 

Ø 本會喜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資助本會進行裝修改善工程，以進一

步提升本會服務質素。裝修工程預計於本年 5 至 8 月進行，屆時本會將會有限

度地提供服務，如有疑問歡迎賜電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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