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場心靈關懷禱文與詩歌  

(個人與小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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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懼怕時 …  

「上主是我的亮光，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

我有甚麼好畏懼呢？作惡的人攻擊我、仇敵殺害我的時候，他們都

絆跌仆倒。縱使大軍圍困我，我也不害怕；縱使仇敵襲擊我，我仍

然要信靠上帝。」 (現中修訂版，詩篇 27:1-3) 

 

「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你。我倚靠 神，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 

神，必不懼怕。血氣之輩能把我怎麼樣呢 ?」(和合本，詩篇 56:3-4) 

 

禱文：「永在全能主，保佑我身心，歷代避難所，容我棲身內，脫離

凶惡事，危難得力量，平安由你賜，安舒我心靈。阿們。」 

(選自 John Baillie) 
 

 

* 當你忿怒時 …  

「要耐心等候在上主面前；不要因興盛的人而懊惱，不要因惡謀得

逞的人而不平。 不要氣憤，不要發怒；不要懊惱，這對你有害無益。

信靠上主的人要安居在這片土地上。」(現中修訂版，詩篇 37:7-9) 
 

禱文：「親愛的聖靈求你臨近我，驅走我靈魂裡的怒氣、嫉妒和苦毒。

當我落在試煉中，彷如大浪把我掩蓋，求你安慰我；在我軟

弱時，作我的力量；助我管理肉體的私慾，使我能在信心、

愛心、忍耐、謙卑中成長。阿們。」 (取材自斯塔克的禱文)

（Great Souls at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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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憂愁時 …  

「我被憂愁所困擾；求你照你的應許使我強壯。求你使我不走虛偽

的道路，開恩把你的法律教導我。我選擇真理的道路；我重視你的

法則。上主啊，我遵行了你的教導；求你不使我蒙羞。」 (現中修

訂版，詩篇 119:28-31) 
 

禱文：「主上帝啊，痛苦重重的壓住我，我的憂慮困擾我，我不知道

如何是好。上帝啊，求你憐恤幫助我，賜我能力承擔你所加

給我的擔子，不讓恐懼制服我。你是慈愛的父，求你眷顧。

阿們。」 (選自潘霍華《獄中書簡》) 
 

* 當你沮喪時 …  

「我為甚麼這樣悲傷？我為甚麼這樣沮喪？我要仰望上帝，還要再

頌讚他；他是拯救我的上帝 … 願上主白日顯示永恆的愛，夜間讓

我頌讚賜我生命的上帝。」 (現中修訂版，詩篇 42:5,8) 
 

禱文：「為何灰心常怨歎，為何黑影瀰漫 ? 為何心靈孤單 ? 甚至欲

脫塵寰? 耶穌是我的福杯，祂是我的良友，祂既看顧小麻雀，

深知我必蒙眷佑。阿們。」 

(選《生命聖詩》337 首〈祂既看顧麻雀〉) 
 

* 當你疲乏時 …  

「我的身心會衰敗；但上帝是我的力量，永遠是我所需要的一切 … 

至於我，我能夠親近上帝多麼好啊！我以至高的上主作我的避難

所；我要宣揚他一切的作為。」(現中修訂版，詩篇 73:26,28) 
 

禱文：「凡勞苦者來就你，你必賜我安息，救主耶穌的恩言，進入受

壓心靈；主言使我得天福、赦免、恩惠、平安，又賜我永遠

喜樂，慈愛永不止息。阿們。」 

(選《生命聖詩》191 首〈勞苦者得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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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失望時 …  

「上主親近灰心喪志的人；他拯救心靈被壓碎的人！義人遭遇許多

患難，但是上主救他脫離這一切。上主保全他，連一根骨頭也不被

折斷。」(現中修訂版，詩篇 34:18-20) 
 

禱文：「主啊，求你賜我信念與盼望，你能把一切事物變得美好，我

會竭盡所能使一切變得美好，以致你親眼看見一切事物成為

美好。阿們。」(選自茱莉安) 

 

* 當你困惑時 …  

「若不是耶和華幫助我，我就住在寂靜之中了。我正說我失了腳，

耶和華啊，那時你的慈愛扶助我。我心裏多憂多疑，你安慰我，就

使我歡樂。」(和合本，詩篇 94:17-19) 
 

禱文：「主啊，求你平息我內心的波浪，平靜其中的風暴。我的靈啊，

願你平靜，好讓 神作工其中，在此安居，以主的平安覆蓋

我。」(選自祁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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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1. 〈不再有憂慮〉 

不再有憂慮，不再有害怕，與主在一起，什麼都不缺。不再有憂

慮，不再有害怕，有主就滿足。 

 

2. 〈在主內〉 

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祂就不用害怕，在

祂內歡欣祂將來臨，在祂內歡欣祂將來臨。 

 

3. 〈問誰未發聲〉 

試問誰還未發聲，都捨我其誰衛我城，天生有權還有心可作主，

誰要認命噤聲。試問誰能未覺醒，聽真那自由在奏鳴，激起再難

違背的那份良知和應。  
 

＊ 為何美夢仍是個夢，還想等恩賜泡影，為這黑與白這非與是，

真與偽來做證。為這世代有未來，要及時擦亮眼睛。  
 

＊ 無人有權沉默，看著萬家燈火變了色，問我心再用我手，去

為選我命途力拼，人既是人，有責任有自由決定遠景。  

 

4. 〈這是天父世界〉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靜聽，宇宙唱歌，四圍響應，星辰作樂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寧，花草樹木，穹蒼碧海，述說天父奇能！ 
 

這是天父世界，叫我不可遺忘，黑暗勢力雖然猖狂，天父卻仍作王。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不必憂傷，天父是王，宇宙同唱，祂治萬國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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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已經決定〉 

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 

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義無反顧，義無反顧， 
 

縱無人願意，我仍要跟隨，縱無人願意，我仍要跟隨， 

縱無人願意，我仍要跟隨，永不倒退，永不倒退。 
 

世界在背後，十架在前頭，世界在背後，十架在前頭， 

世界在背後，十架在前頭，永不回頭，永不回頭。 

 

6. 〈晚禱歌〉 

上主深知，我等需要，日夕醒睡，眷佑不息，言行諸罪，俱蒙赦

免，在主愛中我儕安息。  
 

感謝主賜，此日平安，今後前程，靠衪導引。在基督裏，深晤神

愛，願將一切歸榮上帝。阿們。  

 

7. 〈你是我藏身處〉 

你是我藏身處，你必以得救的樂歌，四面環繞我，每當我心懼怕

時，我要倚靠你；我要倚靠你，讓軟弱的人說：我在主裡，已剛

強。 

 

8. 〈十字架〉 

求主使我依十架，思念昔日情景， 

常在十架蔭庇下，緊緊跟主前行。 
 

＊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唯靠耶

穌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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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先賢之信〉 

先賢之信，為信犧牲，身體被囚，心卻自由。 

後人若能仿效先賢，為信捨身何等美好。 
 

先賢守信，為愛犧牲；無論友敵，我願兼愛。 

溫柔話語，善良生活，竭盡所能廣宣此信。 
 

＊ 先賢之信，聖潔堅貞！我願守信，至死不移。 

 

 

10. 〈動力信望愛〉  

我站到街中，聽鬧市聲音，我望見艱辛，顛沛眾生。 

我立志服務，這大片人群，要讓這動力，燃亮愛心。 

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 

我願以毅力，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 光陰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 

誰能伸手獻出關懷不再退避？ 

只要你與我同往，不怕冷笑與迷惘， 

願降卑效法基督，一生辛勤，獻信望愛！ 
 

我願帶歡欣，遍鬧市穿梭，我願見光采，閃閃眼睛。 

我立志服務，那懼怕疲勞，鍛鍊我耐力，承受壓逼。 

要越過唏噓，要突破孤單，要踏碎傷心，抵抗困逼。 

我願以毅力，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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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與基督同行〉 

1. 獨自漫步在世上，將不感孤與單； 

 過遍世旅與主偕行，與基督共往還。 
 

＊  大踏步面向著世界，我要與救主一起。 

    共望著大路向前進，與基督不相離。 
 

2. 雖則聽得別人說道：不能奈何命運； 

 我卻不怕創出新猷，我要努力奮鬥。 
 

3. 在道路上同行旅伴，他未必識得我主； 

 我與他挽手不應辭，求主偕他一起去。 

 

 

12.〈風中的禱告〉 

任冷風擊打我面，道理難以敵謊言， 

唯獨信念卻依然，陪伴奮鬥的每天。 
 

在痛苦中生盼望，上帝仁愛伴遠航， 

燃亮暗夜盼曙光，逼迫苦難得釋放。 
 

＊  無畏邪惡打擊，因可有你並肩。 

無畏窮途絕處，堅信抬頭上有天。 
 

為了信守公義，受挫仍繼續堅持， 

承受責難與質疑，原是信仰的含義。 
 

實踐我主的國度，步履如舞踏征途， 

常繫信望與愛心，正義長存絕不老。 



8 

13.〈禱－聖法蘭西斯的禱告〉 

1.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2.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你光明；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 
 

3.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時我們便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便有所得；迎接死亡時我們便進入永生。 
 

＊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14.〈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We'll walk hand in hand, We'll walk hand in hand,  

We'll walk hand in hand,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We shall live in peace, We shall live in peace,  

We shall live in peac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We are not afraid, We are not afraid,  

We are not afraid, to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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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風雨念香港〉 

在這裡天天享繁榮，試問從前誰會預測； 

靜悄悄三兩破漁船，勤勞做工不計雨或晴。 

經過夏秋冬，風季縱無情，轉眼叢林油然茂生； 

在這裡感歎天錯愛，原來根已種植土裡。 

 

＊ 憑信與愛捨己為人群，能戰勝懼怕困惑； 

齊獻上信心、忠心、熱誠，明日燦爛共同創。 

 

讓這裡開拓新面貌，不怕徬徨輿論入侵； 

盡你我憂國愛民情，尋求樹起香港新里程。 

努力共抵擋風雨再來臨，不怕雷鳴搖撼四方； 

願到處擁戴真與美：祈求天國遍植心裡。 

 

願這裡千百信徒們，抵抗洪流勤讀聖經； 

遇試探克勝到黎明，祈求上主看顧賜太平。 

協力做見證，矢志不離群，守信虔誠行道熱心； 

願世界喜見光照遍，齊來宣講盼望安慰。 

 

(詞曲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樂協會所有，獲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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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祈禱/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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