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病毒哀歌祈祷礼仪  

建议在圣周中使用  

 

“哀歌是一种含蓄的信仰表达，让信徒们转向上帝， 

以上帝为他们盼望和安慰的唯一源头。”  

在冠状病毒蔓延导致主日集体崇拜暂停之际，这个祈祷礼仪是专为信徒在家中、工作

场所或任何让基督徒有机会进行崇拜的地方而设计的。 

 

全体起立

问安 

主领：愿你领受从父神以及主基督耶稣而来的  

 
恩惠，仁慈与平安。

主与你同在。  

 
会众：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在这里，敬拜主领者在领唱一两首诗歌/赞美诗（或首选歌曲）之前先作介绍性引言。  

 

 
 

圣诗  

可选用其中一首圣诗： 

1）祢真伟大 

2）耶稣统治万方 

3) 永恒的主（新心） 

4）愿祢崇高/美哉主耶稣（天韵） 

5) 神掌权（Chris Tomlin） 6

）上帝统管（Paul Baloche） 

 

请就坐。  



 

 

哀歌祈祷宣召  

 

主领： 我们的父上帝，  

我们呼求祢，就像小孩子仰赖父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祢像慈爱的父母一样关心和爱护我们。  

因为祢的儿子耶稣向你这位父亲祈祷，所以我们也这样祷告。  

 祢创造了我们，让我们与祢同住，并寻求祢的帮助和指引。

会众：阿们。  

 

 
哀歌式的祷告  

全体： 全能的上帝，请垂听我们的呼求。

请垂听我们的祈祷。  

为了这个看不见的隐形敌人，我们要在家里躲藏多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下一个遭难的人会是谁呢？万一。。。？ 

从屏幕上传来了不断持续升级的苦痛和  

来自世界各地的死讯

焦虑和恐慌比比皆是  

为了应付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的灵魂疲惫不堪。  

 
天父，  

我们从痛苦和困惑的深渊

向祢呐喊。  

我们满心恐惧，满脑焦虑， 

惟有向祢恳切呼求。  

拯救我们吧,  

满有慈悲恩惠的天父。

我们举目仰望祢 —  

这位在天上宝座坐着为王的天父。

阿们。  

 
 

主领： 我们的上帝挑战我们  

同时也鼓励我。  

我们的上帝质问我们

同时也接纳我们。  

请放心，上帝始终与我们同在（包括现在！） 

他接纳，引导，并宽恕我们。  

 
会众： 感谢上帝。  



 

 

安慰的话  

主领者可以在诵读经文之前用以下的祷文祈祷。  

 

 
主领： 天父上帝，  

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转向祢

让我们聆听祢所说的话  

因为祢应许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

将平安赐给祢的百姓。  

阿们。  

- 根据诗篇 85：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

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

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 11：28-30）  

 
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在各

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

事。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希伯来书 13：20-21）  

 

 
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胜、威严都是祢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祢的；国度

也是祢的 ，并且祢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历代志上 29:11）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以赛亚书 43:1）  

 

 
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

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希伯来书 13：5-6）  

 

肃静  



 

 

为众人祷告 

 

 
主领： 全能的上帝  

在耶稣基督里，祢教我们祈祷

并以祂的名向祢提出请愿。  

求祢以圣灵引导我们，  

使我们为他人而献上的祷告能合祢心意

并展露出祢不变的慈爱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为所有感染了病毒的人祈求，  

为所有因疫病失去至亲，痛苦哀悼的人祈求， 

为所有暂时失去工作，无法工作谋生的人祈求

求主怜悯。  

 
我们大声祷告求祢的医治临到，求你赐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资源

我们大声祷告祈求祢赐下安慰和平安。  

 

为所有照顾染病者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界人士祈求

为所有努力寻找研发疫苗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祈求  

为所有在政府机构和其他专业机构作决策以遏制病毒的领导者祈求

求耶稣基督怜悯。  

 
我们祈求在艰辛漫长又呕心沥血的工作中，能有坚持及奋斗的力量。

我们祈求能在研发疫苗并在困难重重中，有智慧作出明智的抉择。  

 

为所有尚未感染该病毒的人祈求  

为所有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没有能力购买所需食品，或得不到适当

的医疗照顾的人们祈求。  

为所有在这场疫病危机里懂得给予他人关爱的基督徒们

求主怜悯。  

 
我们祈求祢保护我们的健康  

我们祈求祢使大家能保持镇定和良善。  



 

全体起立  

 

 
主领： 在祢眼里，生命是神圣而宝贵的。

祢是顾念我们并保守我们的上帝。  

 
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和天父永恒的爱和无尽的仁慈隔绝， 

无论是疾病或对明天的恐惧，都不能。  

当我们在黑暗中行走时，祢就是我们的亮光。  

我们日后会牢记祢这期间送给我们宝贵恩赐并欢庆。  

 
全能的上帝，祢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藏身之处。祢让我们从失控的情绪中平静下来

为我们绝望的心注入喜乐和力量。  

在祢面前，生命的活水在旷野里不断涌出。    

祢使我们的心灵重新得力！ 

阿们  

 

 

 

赞美诗：《何等奇妙的爱》                    词：匿名      

                                            曲：Wondrous Love (Southern Harmony) 

1. 何等奇妙的爱，我思量，我思量

何等奇妙的爱，我思量。 

何等奇妙的爱，使主舍弃宝座，忍

受可怕咒诅，为救我，为救我， 

忍受可怕咒诅，为救我。 

 
2. 当我还在罪中，向下沉，向下沉， 

当我还在罪中，向下沉。 

当我还在罪中，活在神震怒下， 

主捨弃天上荣华，为救我，为救我， 

主捨弃天上荣华，为救我。 

 
3. 歌颂颂神与羔羊，声响亮，声响亮， 

歌颂神与羔羊，声响亮。 

歌颂神与羔羊，自有永有至上， 

万人加入颂唱，声响亮，声响亮， 

万人加入颂唱，声响亮。 



 

 

4. 从死里得释放，我欢唱，我欢唱， 

从死里得释放，我欢唱。 

从死里得释放，我欢唱乐无比， 

到永远无尽期，我欢唱，我欢唱， 

到永远无尽期，我欢唱。 

 

 
如果有牧师在场，可以祝福。 

 

 

***************************** 
 

  



 

备注： 

礼仪程序  

• 在我们例常的主日崇拜聚会中，不包括哀歌祈祷。哀歌也不是一种惯例。圣周临近

之际，适逢世界面临危机，你可能需要考虑使用以下礼仪。此刻，是时候让我们诚

实但谦卑地汇聚一堂，将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所感到的焦虑，和对新冠病毒所可

能导致的后果带到上帝面前。 

•   问安 

问安建立了敬拜中的沟通渠道。在我们来到上帝之前，上帝总是来找我们。因此，

敬拜以传达上帝对我们的问安经文作为开端是恰当的（历史上在某些传统中称为

“敬礼”）。  

任何有信心这样做的人都可以成为主领者。  

•  介绍赞美诗的话（例子）： 

“我们聚集在一起祈祷，并将对世界正面临的危机深表关切。即使我们哭泣，我们

也知道上帝是忠实的。我们信任并知道祂统治着世界。让我们通过诗歌 XXX 来宣

扬上帝的主权。”  

• 哀歌宣召：我们本着与上帝有盟约的关系，而能够在面对危机时向祂坦诚地倾诉我

们深层的关注。 

• 安慰的话：崇拜中诵读上帝的话语是核心部分。会众这个时候聆听上帝对大家说

话。读经员必须紧紧扣住聆听者的注意力，使他们能专心领受。 

• 为众人祷告：我们在恭听圣言之后做出回应。在各种回应中（例如念诵信经、圣歌

团献诗、举行奉献礼），为众人代求是我们的回应之一。我们庆幸能为教会、国家

和环球的基督徒代祷。 

• 主领者可以自由选择其他音乐作为始礼诗歌。 

• 祷告可以启应的方式进行（主领者和会众交替祷告） 

• 可邀请一位读经，之后主领者或牧者带领反思。如果没有反思的信息，则在读经之

后保持一段安静默想的时间。  

• 为众人的祷告可以由不同的人轮流带领。最后，如果有牧师在场，就以领受祝福作

为结束。  

  

 

 

 

 



 

参考资料：  

• The Prayer of Lament, Prayers of the People & the Closing Prayer were 

written by Trina Dofflemyer from www. rzim.org. The other prayers 

and notes on Greetings, Notes on Lament, Prayers of the People are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om The Worship Sourcebook, Second 

Edition, © 2014, Faith Alive Christian Resources.  

• The United Methodist Hymnal: Book of United Methodist Worship. 

(Nashville, Tenn.: United Methodist Pub. House, 1989).  

• Constance Cherry, The Worship Architect: A Blueprint for Designing 

Culturally Relevant and Biblically Faithful Service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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