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方缘组织简介

一、十方缘为什么

为了解决临终老人惧怕死亡，需要精神慰藉的问题，十方缘为全国 4000 万临终老人提供专业的心灵呵

护服务，使老人在宁静祥和中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

名词解释：

临终老人：指的是放弃主动治疗的失智失能老人，一般有 10 个月到 3 年或者更长的存活期。

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分四个方面：

1.医疗护理（姑息治疗） 2.生活护理（生活舒适照护）

3.社会支持系统（提供社会关系的支持） 4.心灵呵护（精神慰藉）

核心词汇： 十方缘 临终关怀 感恩 分享 庆祝 爱与陪伴 生命呵护生命 死亡 心灵呵护 临终老人 生

活方式 生命成长 义工 公益 社会责任 诚信 信任 文化志愿者 “三不”（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

“三好”（做就好、在就好、爱就好） I am here for you

二、十方缘是什么

1.十方缘是全国各地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和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小组的简称。各地十方缘老人心

灵呵护中心是在民政局注册的社会服务机构；

2. 十方缘是义工、员工学习心灵呵护的学校；

3. 十方缘是自己生命成长的舞台；

4. 十方缘是用爱与陪伴为生命服务的平台；

5. 十方缘是一种生命呵护生命的生活方式。

三、十方缘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老人安则家庭安、家庭安则社会安、社会安则国家安。

服务老人、呵护心灵、成就自我。

四、十方缘的愿景

陪伴生命喜悦成长

五、十方缘的使命

用爱与陪伴为生命服务

六、十方缘价值观

每一个生命都是需要被呵护的，所以我们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就是爱与陪伴。



七、十方缘的战略目标

1.为全国 4000 万临终老人提供专业的心灵呵护服务；

2.临终心灵呵护成为一种职业；

3.每一个十方缘人都是弘扬生命关怀系统的引擎。

八、十方缘的主要工作

1．组织义工为养老机构、临终关怀医院和社区里的临终老人提供专业的心灵呵护服务；

2．为义工、员工和社会提供心灵呵护培训；

3．协助有需求的社区组建十方缘小组， 孝到最后，让“爱与陪伴”成为社区文化；

4．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传播十方缘文化，让“爱与陪伴”成为家庭文化；

5．追求全体员工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幸福的同时，每个员工都感受到生命成长的喜悦。

九、十方缘的客户

十方缘首要客户是全国 4000 万临终老人。

十方缘的支持客户是义工、志愿者、员工、理事、监事、顾问及一切有缘的人和组织。

十、十方缘的产品

1.临终老人心灵呵护服务（临终老人心灵呵护 10 大技术：祥和注视、用心倾听、同频呼吸、经典诵读、

抚触沟通、音乐沟通、动态沟通、“三不”技术、零极限技术、同频共振）

2.心灵呵护培训

3.十方缘文化产品



十方缘十大课程

所属星级 课程名称 课程形式 课时

一星义工培训 走进十方缘，在公益活动中自我成长 课堂授课 6H

二星义工培训
共修十大技术 课堂授课 6H
在爱与陪伴中与死亡和解 课堂授课 6H

三星义工培训
三星义工认证 课堂授课 6H
生命的觉察 课堂授课 6H

四星义工培训

四星义工认证辅导 课堂授课 6H*3
生命的升华 课堂授课 6H
组织运营管理（初级） 课堂授课 6H

五星义工培训
组织运营管理（高级） 课堂授课 6H*2
生命的圆满 课堂授课 6H



十方缘十大技术

一、祥和注视

用自己的目光祥和地注视老人，通过目光的交流彼此达到祥和的状态。

二、用心倾听

让自己做一个真诚的倾听者，不管老人说什么、说几遍，每一次倾听都是“第一次”听到，让老人的

故事和情感通过诉说倾泻而出，在倾泻中连接爱。

三、同频呼吸

调整呼吸至同频，感受并接纳老人的生命状态，在深长舒缓的呼吸中，与老人共同达到内在的宁静。

四、经典诵读

通过诵读经典作品，感受经典作品内在的能量和声音振动的能量，启动老人内在正向能量的振动，穿

越时空，超越生死。

五、音乐沟通

一起聆听音乐、合唱或演奏，借助音乐本身的能量，在节奏和旋律中感受音乐的美妙氛围，启动老人

内在正向能量的振动，穿越时空，超越生死。

六、抚触沟通

通过合宜的肌肤接触的方式，来建立与老人心灵相通、喜乐祥和的情感通道。

七、动态沟通

通过简单舞蹈、肢体活动、小游戏等动态方式达成双方内在互动同频。

八、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

当面对每一个生命时，放下所有的分析、评判、定义，全然接受自己、老人和外在世界的一切现状，

喜乐祥和的陪伴老人。

九、零极限

“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通过默念和表达出这几句话，感受纯粹的爱、包容、平静，

而达成陪伴者和老人内心的喜乐祥和。

十、同频共振

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同的频率，当不断靠近和彼此调谐到更加接近甚至完全一致时，同频共振就产生了，

通过陪伴最终达成与喜乐祥和的高频能量共振。



十方缘义工、执行团队五大文化

1.十方缘义工五大文化

一星义工：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

二星义工：做就好，在就好，爱就好。

三星义工：爱与陪伴。

四星义工：生命呵护生命。

五星义工：I’m here for you（与你同在）。

2.十方缘执行团队五大文化

十方缘执行团队六大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敬天、爱人。

十方缘执行团队三大纪律：1.做我说的；2.说我做的；3.持续改善。

十方缘组织系统的六度：高度、深度、广度、温度、纯度、恰度。

十方缘组织系统三原则：以戒为制度、用爱去管理、让生命去导航。

十方缘组织质量管理的八大原则：客户是焦点；与合作方共赢；领导带头；全员参与；过程管理；系

统管理；数据说话；持续改善。



十方缘义工星级定义、责任、权益

一星义工：

定义：

1. 参加过十方缘一星义工培训；

2. 准确表述十方缘价值观。

责任：

1. 宣传生命呵护生命的理念；

2. 承诺用学会的技术呵护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3. 了解、学习、体验爱与陪伴定义及心法“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

权益：

1. 可以报名成为十方缘专业志愿者，为十方缘义工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2. 可以参加十方缘二星义工培训和沙龙活动。

二星义工：

定义：

1. 是一星义工；

2. 第一次观摩服务义工填写《十方缘义工基础信息登记表》（见《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工作指

导手册》附件 19）；

3. 参加过至少 12次养老机构或社区服务；

4. 签订十方缘二星义工协议（从签订协议书之日起全国范围内一年累计养老机构或社区服务 12

次）。

责任：

1. 一个月至少参加 1次养老机构或社区服务，如特殊原因无法完成服务次数，可以定期上传义工

服务部 12次服务陪伴记录；

2. 学习、体验爱与陪伴 10 大技术及心法“做就好，在就好，爱就好”；

3. 呵护好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权益：

可以参加三星义工培训和沙龙活动；

三星义工：

定义：

1. 是二星义工；



2. 参加过至少 24 次以上养老机构或社区服务；

3. 能分享十大技术案例；

4. 能简介十方缘；

5. 能解读十方缘义工服务行为规范；

6. 通过三星义工评定（1、自我成长分享（脱稿分享），提交成长报告文字版报告内容包含以下

五点：（a）为什么参加三星评定（b）对临终老人心灵呵护的认识（c）对死亡的认识（d）服

务老人、呵护心灵、成就自我的生命成长感悟（e）十大技术经典案例（至少两个，写明经典

案例中运用了十大技术中的哪几个）；2、十方缘组织简介；3、行为规范解读；4、十大技术

案例分享、及模拟）

7. 签订十方缘三星义工协议（从签订协议书之日起全国范围内一年累计养老机构或社区服务 24

次）。

责任：

1. 一个月至少参加 2次养老机构或社区服务，如特殊原因无法完成服务次数，可以定期上传 24

次服务陪伴记录；

2. 在养老机构、社区及在家庭中践行、印证、诠释“用爱与陪伴为生命服务”；

3. 呵护好自己的亲朋好友。

权益：

1. 可以申请成为实习领队、实习讲师或组织策划沙龙活动；

2. 可以成为养老机构或社区服务主沟通义工；

3. 可以申请成为十方缘员工

4. 具备申请成立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小组资格；

5. 具备申请成为十方缘义工代表资格；

6. 可以参加十方缘嫁接的外部免费培训；

7. 可以参加四星义工培训和沙龙活动。

四星义工:

定义：

1. 是有效期内的三星义工；

2. 是十方缘一星讲师（通过十方缘一星讲师认证）

3. 是十方缘领队（通过十方缘领队认证，签订十方缘领队服务协议）

责任：

1. 一个月至少参加 2次养老机构或社区服务，如特殊原因无法完成服务次数，可以定期上传 24

次服务陪伴记录；

2. 让十方缘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呵护好亲朋好友和一起来养老机构或社区服务的义工；



3. 在养老机构、社区及在家庭中践行、印证、诠释“让生命呵护生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权益：

1. 具备申请成为领队、讲师、五星义工资格；

2. 具备申请成为十方缘顾问委员会顾问资格；

3. 具备申请成为十方缘三星义工认证委员资格；

4. 可以参加十方缘嫁接的外部免费培训；

5. 可以参加五星义工培训和沙龙活动。

五星义工:

定义：

1. 是四星义工；

2. 组建一个社区十方缘小组；(具备组建一个社区十方缘小组的能力；整合社会资源，汇聚共同

价值观使命愿景的能力；开拓能力）；

3. 会讲三星、四星义工培训课程；

4. 通过五星义工评定；

5. 签订五星义工协议书（从签订协议书之日起全国范围内一个月至少参加一次对十方缘组织的

督导服务）。

责任：

1. 呵护十方缘三星和四星义工团队的心灵成长；

2. 让十方缘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呵护好每一个有缘人。

3. 十方缘生命成长的舞台上，用生命唤醒生命，时时践行、传播、传承爱与陪伴的文化，让我们

一起在爱中行走，在爱中回家。“I am here for you”；

权益：

1. 具备申请成为十方缘理事会理事资格；

2. 具备申请成为十方缘四星义工评定评委资格；

3. 对十方缘的服务培训工作进行督导；

4. 可以参加十方缘嫁接的外部免费培训；

5. 可以参加十方缘参访活动。



十方缘义工成长路径图



十方缘服务工作流程

序号 工作流程 工作内容 完成时间 负责部门/人

1

前期准备

义工招募——服务活动宣传（短信、QQ 群、微信、官网） T-3 服务部

2 义工招募——确认单个养老机构服务义工名单，报给服务助理

T-1

16:00 服务部

3
前期沟通——服务助理和服务领队沟通养老机构、义工、午间培训的基本

信息和上次服务的评估信息，完成义工分组和老人分配
18:00

服务助理、

服务领队

4 讲师准备——与服务助理和领队沟通培训内容，准备培训资料 培训讲师

5 助理准备——助理工作流程表、十方缘服务助理工作包相关资料 服务助理

6 领队准备——领队工作流程表、服务仪轨 服务领队

7

服

务

期

间

上

午

服务前
与养老机构沟通、确认服务老人信息、收集反馈、组织义工集合

T

9:00—9:20 服务助理

8 义工呵护，服务预备会 9:30—10:00 服务领队

9
服务中

拍照、摄像，控制服务时间，处理突发事件，集合拍集体照
10:00-11:00

服务助理

10 指导新义工观摩、体验或督导老义工做主沟通，协助处理突发事件 服务领队

11

午间

午间呵护——午休、午餐 服务助理

12 服务分享会 13:00—13:40 服务领队

13 午间培训 13:50-14:30 培训讲师

14

下

午

服务前 服务预备会 10 分钟 服务领队

15 服务中 参见上午 服务领队

16

服务后

服务分享会
17:00 结束 服务领队

17 感恩庆祝仪式

18 服务评估会 服务领队

19 向养老机构交与十方缘服务活动记录表 服务助理



十方缘服务工作流程

序号 工作流程 工作内容 完成时间 负责部门/人

20

后期整理

填写金数据相表格（服务日报表、服务记录表、培训日报表、服务老人记录表、

义工基础信息登记表、二、三、四、五星义工统计表） 、B表、C表、服务报道

（交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审核） T+3
服务助理

21 反馈义工疑问，归档服务资料（交服务部）、备份照片、视频到云盘 服务助理

22 整理和发布服务现场记录和经典案例（网站、微信、QQ 群）
周五

服务部助理

23 反馈给下周服务领队和助理上次服务的评估信息 服务部助理

24

月末整理

月服务数据汇总——填写《十方缘月服务数据统计表》《十方缘义工服务部财务

月结算统计表》《十方缘领队服务记录》

T或 T+1（T 为月末最后

一次服务）
服务部

25 整理汇总当月服务经典案例及微信报道。

26 当月服务活动总结和评估

27 检查当月服务资料备份

28 下月服务活动计划

29 汇总《十方缘义工服务补助发放表》交与财务部 下月第一周 服务部

30 填写《十方缘服务出车补助表》，发放补助，交与财务部 下月第一周 服务部

31 B 表汇总成册 下月第一周 服务部

32 整理报道明星义工 下月第一周 服务部

33 养老机构活动反馈（以四次服务为单位） 下月第一周 服务部

拟制：杜婉灵 日期：2012 年 7 月 1 日

审核：黄金颖 日期：2012 年 7 月 1 日

批准：方树功 日期：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十方缘服务仪轨

9:00—9:30 集合

1. 服务领队在指定集合地等待义工伙伴，对每一位义工鞠躬或拥抱或用手印表示欢迎，微笑引导签到。

2. 服务助理组织签到，双手递与义工服，同时鞠躬；

3. 服务领队组织已到伙伴参与集体早操、唱歌、话题分享活动。

9:30—10:00 预备会

1. 服务助理布置圆形会场，领队组织召开服务预备会；

2. 自我介绍，其间领队表达对服务助理的感恩；

3. 每组小合一，有组长带领，与组员融合。

4. 团队大合一：同在静心，连接彼此（根据当天情况可选择动态静心或者静态静心，通过静心，感受“在”

和“爱”。）

10:00—11:00 服务

1. 服务按《十方缘义工行为规范》进行；

2. 主动与所遇老人、养老院工作人员、家属打招呼，微笑呼应，传递爱与喜乐。

11:00—14:30 午间活动（午餐、午休、分享、培训）

1. 午餐，服务助理和领队亲身示范不浪费、光盘行为，服务领队带领饭前感恩；

2. 午休、分享和午间培训，服务助理和领队商议时间安排，默契配合；

3. 下午服务前合一静心。

14:30—15:30 服务

1. 服务按《十方缘义工行为规范》进行；

2. 主动与所遇老人、养老院工作人员、家属打招呼，微笑呼应，传递爱与喜乐。

15:30—16：30 分享会

1．分享结束后：祝福合一，感恩老人和义工 3 分钟

2．服务助理双手收回义工服、服务资料，双手递交服务补助，并鞠躬致谢。



附：

一．静心引导语（可适度添加）

（服务前静心同在）

请左手向上，右手向下，把手交给身边的伙伴，我们在一起。请轻轻的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在

呼吸间感受此时的自己，感受一份喜乐祥和，我们今天就把自己的身心放在这里，去服务老人，去了悟生

命，获得成长。每一个生命都是需要被呵护的，所以我们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就是爱与陪伴！

（服务后静心感恩）

请左手向上，右手向下，把手交给身边的伙伴，让爱传递起来。请轻轻的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

感受今天所有的收获、成长，感受义工间彼此的爱与陪伴，同时感恩今天来到养老院的自己，感恩遇见的

每一位老人，他们用生命教育了我们，感恩十方缘分。生命呵护生命是一种生活方式。

每一个生命都是需要被呵护的，所以我们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就是爱与陪伴！

二．感恩词

（引导语：我们相信）

感恩天地滋养万物!

感恩祖先慈悲智慧!

感恩国家培养护佑！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

感恩老师辛勤教诲！

感恩同仁关心帮助！

感恩十方缘分！

每一个生命都是需要被呵护的，所以我们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就是爱与陪伴！



十方缘义工服务行为规范

1. 服从分配，注意分工合作和彼此呵护。领队安排全天服务并在分享环节进行督导，助理负责与院方所有事务的

沟通。主沟通义工负责与老人沟通，辅助沟通义工做好辅助和护场；第一次参与服务的义工观摩学习，未经主

沟通义工许可，不便单独与老人沟通。

2. 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言语保持柔和，动作需缓慢、有礼节。

3. 手机静音；与老人沟通时，请勿接打电话。

4. 自我介绍：我是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的义工。

5. 敬畏老人，根据老人的文化程度，对老人使用合适的称谓。

6. 碰触房间任何物品，需征得老人同意。

7. 与老人沟通时，视线保持与老人平行或略低。

8. 与老人建立一定信任后，方可尝试抚触等其他沟通方式。

9. 尊重老人的个人信仰，不把个人信仰强加给老人。

10. 陪伴老人，不是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灵性治疗，不是教育老人，不是给老人做逻辑分析，不是替老人消灾免

难。

11. 不替老人喂水、喂食，不为老人推轮椅，不为老人解约束带。如老人有生活和医疗照护需求，须联系护工。

12. 不打探老人的私人生活，如老人自愿告知，需为老人保密。

13. 不互赠礼物，如老人给予物品时不能当场婉拒，物品需交与领队，再转交给院方处理。

14. 对老人不做任何承诺。

15. 不互留联系方式，如老人有需求可通过管理方联系十方缘办公室。

16. 服务结束前 3 分钟，需做好离开前的铺垫。离开房间时，需一个个倒退着离开。

17. 为尊重老人的肖像权，服务当天由专职人员用专用相机进行影像记录，义工不得私自拍摄老人。如违规私自拍

摄的影像资料遇纠纷由个人承担责任。

18. 认可并接受老人家庭和服务场所的一切现状，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

拟制：杜婉灵 审核：黄金颖 日期：2012 年 7 月 1 日
批准：方树功 日期：2013 年 12 月 31 日

请服务义工仔细阅读此规范。请互相监督，共同陪伴成长。

我同意上述条款，并照章遵守、执行。

义工签名：

服务场所名称：

领队签名： 服务助理签名：

服务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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