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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新冠災情下
美國國家祈禱日禱文
徐濟時 牧師／博士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顧問（學術策劃）

背

景：美國以基督信仰立國 ( 憲政不設國教 )，早於開國已有官方的禱告日，直到 1952 年韓戰期間，葛培理

( 葛理翰 ) 牧師建議舉辦全國性祈禱，得到國會議員認同。杜魯門總統簽案確定，每年五月初某天為國家祈禱日，
定在國會山莊舉行 ( 後有幾次按總統意願在白宮配合舉行 )。此活動通常召聚幾十萬人禱告於國會前廣場，並有
全國性廣播；全國各地信徒自發配合，群眾當日在各地法院前聚集禱告亦成為慣例。
2020 年初，新冠病疫全球爆發，未幾世衛啟動新冠肺炎陷入全球大流行 (pandemic)，特朗普 ( 川普 ) 總統
宣佈 2020 年 3 月 15 日為國家祈禱日，他宣告「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的整個歷史中，一直在這樣 ( 危急 ) 時
期向上帝尋求保護和力量……無論你身在何處，我鼓勵你轉向信心發出禱告。」葛培理 ( 葛理翰 ) 的女兒葛安妮
（Anne Graham Lotz）應邀於這次「國家祈禱日」，為嚴峻疫情領禱。
新冠天災人禍，際此兩周年依然嚴峻，就讓我們再思再禱：
「天父上帝：

祢的眼睛

在一個飢荒、洪水和山火的世界中；

看顧著我們（詩篇 33:18），

在疾病、死亡和我們日常活動的崩壞中，

而祢的膀臂

就在這一天 (2020 年 3 月 15 日 )，總統召開

足以伸展至我們（以賽亞書 59:1）、

「國家祈禱日」，我們選擇跪下舉目。

強而有力環抱我們（詩篇 139:7-10）。

我們看見，

求祢現在就環抱著我們，

祢坐在榮耀的寶座上

使我們緊靠祢；

掌控萬物（以賽亞書 6:1)、一切萬物；

求祢平伏我們驚慌的心，

我們知道，

將祢平安的靈吹進我們懼怕怯盪的心。

祢是一位仁慈、恩典、信實、慈愛的神。
（以弗所書 2:4；哥林多後書 9:14；出埃及記 34:6）

即使此刻
我為著祢所賜平安而祈求，

所以，

我也在想……這奸害、陰險、邪惡的病毒，

我們拒絕懼怕這新冠病毒及其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會觸發我們為所愛的國家生出屬靈醒覺嗎？

反而，

祢是否正在嘗試引發我們關注，

我們的信靠全在乎祢。

要求我們在與祢的關係中醒來？
我知道我們迫切需要醒來啊！

祢曾說
祢的耳朵

我們已將蔑視祢婚姻制度的事合法化；

聆聽著我們的呼求（詩篇 4:3），

我們慶祝與祢教導相違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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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神學研究中心
我們殺害祢所創造並擁有祢形像的生命……為了我

我向祢悔認 ： 我們在渴望包容性中，屈服於多元主

們自己方便；

義的壓力，以致我們尊敬其他神靈到一個地步，祢

我們已變得極其世俗化

只是其中一位。

以致我們甚至不承認祢的存在、
更不用說崇敬或順服祢。

我向祢悔認：我們已容讓祢給予的物質賜福，來欺
騙我們以為我們不需要祢。

祢使我警覺。
因此，就像古時的先知但以理，

我向祢悔認：我們活到一地步，好像物質財富和繁

我以謙卑和羞愧來到祢面前，

榮才會有快樂。

正如我代表美國承認這些我意識到的舉國罪行……
（但以理書 9:1-19）
我向祢認：我們舉國

我向祢悔認：我們已將真理邊緣化、使謊言成為主流。
我向祢悔認：我們已經成為在眾多神靈之下一個分

對性上癮、

裂的和兩極化國家，擁有許可證去犯罪，而公義不

對錢上癮、

再遵循 ( 神的 ) 法治。

對享樂上癮、
對娛樂上癮、

永生神的聖靈，

對色情上癮、

求祢使我們信服於遠離我們的罪惡，

對科技上癮、

歸正於祢。( 約翰福音 16:8）

對毒品上癮、
對酒精上癮、

主神啊！

對食物上癮、

求祢憐憫我們！

對電視上癮、

當我們為我們的罪悔改並歸回祢時，

對成名上癮、

求祢也轉向我們！

對我們自己上癮。

沒有人像祢一樣能幫助無能為力的人、
抵抗這強頑的災病。

我向祢悔認：我們的愚蠢，否認祢是

耶和華我們的神啊！

獨一的、真實的永活上帝、我們被問責的創造主；我們生

因為我們依靠祢，我們能奉祢的名

活成好像生命只是一場沒有永恆意義、目的或意思的宇宙

扺禦這巨大無形的仇敵。（歷代志下 14:11）

意外事件。
再次，我們緊握祢對所羅門王的應許。
我向祢悔認：我們的貪婪，累積到達數萬億元的國債。
我向祢悔認：我們的傲慢和驕傲，使我們認為靠自
己就足夠有餘。

祢說：
「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
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我向祢悔認：我們的國家繁榮，本於我們自以為偉大，
卻拒絕承認所有祝福都來自祢的手。

祢說：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向祢悔認：我們依靠軍事力量和武器系統來保護
我們免受傷害和危險，卻拒絕、蔑視和無視於祢。

祢說：
「我必從天上垂聽，
天 情 通 訊│2 0 2 1 年 2 期‧總 第 7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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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祢說：

即將回來的萬主之主和萬王之王的耶穌基督，
我們奉祂的名和為祂的榮耀禱告，阿們！ 1

「我必睜眼看、側耳聽，
在此處所獻的禱告。」（歷代下 7:13-15）

禱文第一個悔認 (confess) 的 12 項「罪癮」和其
上兩段、其下十次悔認的「離經叛道」，究竟透過這

我們抓住祢的應許，我們懇求祢。

兩年的病疫「教訓」，美國人民有多少回轉呢？甚至

垂聽我們的禱告！

世界各地的「罪疫」有多少收斂呢？

赦免我們的罪過！

新冠大流行的確帶來世界各地人命和經濟等重大

醫治我們的土地！

損失，但同時亦令到花天酒地的「不當事業」和交通

我們正站在我們國家的破口當中。

工具的廢氣排放等被逼收斂，未嘗不是好事。然而，
學者、專家、商人或平民百姓對這災疫各種看法和檢

我們奉這一位我們拯救者的名、

討之中，究竟有多少人 ( 包括基督徒 ) 是從靈性道德

我們美麗而唯一的救主、

的角度進行反省，正如上述禱告、絕對適用於美國以

萬國之王、

外。

神子和人子、
現正活著和掌權、

疫情代價何其大，我們學到什麼功課？災疫終會
過去，但其中的靈性道德教訓，若不為世人和教會發
掘和重視，罪惡重滔覆轍，那麼人類的前景會是比這場

1

英文原文節錄

Are You trying to get our attention, demanding that we wake up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I know we desperately need to wake up.
We have legalized defiance of Your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we celebrate
relationships that contradict Your instructions; we exterminate life that
You created and that bears Your image…for our own convenience; we
have become so secularized we don’t even acknowledge You exist, much
less reverence or obey You.

災疫更重的大災難！
對慣於指責罪惡世界的基督徒，我們從中又有何
反思以至復興呢？教會經過聚會的停頓和轉向網上，
逐漸恢復實體崇拜和各式聚會後，又是怎樣的光景
呢？疫下疫後教會人數增減或奉獻多少，只是表象，實情
還是靈性的問題；信徒被疫情困在家中，多出的時間是

I confess national addiction to sex. To money. To pleasure. To
entertainment. To pornography. To technology. To drugs. To alcohol. To
food. To television. To popularity. To ourselves.

用在真道學習、家人關愛、靈性操練等，或多用在上

* I confess our foolishness of denying You as the one, true, living God,
our Creator to whom we are accountable, living as though our lives are
a cosmic accident with no eternal significance, purpose or meaning.
* I confess our greed that has run up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national debt.
* I confess our arrogance and pride that has led us to think we are
sufficient in ourselves.
* I confess to believing that the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is because we
are great while refusing to acknowledge that all blessings come from
Your hand.
* I confess that we depend upon our military might and our weapons
systems to protect us from harm and danger while denying, defying,
and ignoring You.
* I confess that we have succumbed to the pressure of pluralism in our
desire to be inclusive so that we honor other gods as though You are
just one of many.
* I confess that we have allowed the material blessings You have given
us to deceive us into thinking we don’t need You.
* I confess that we live as though material wealth and prosperity will
bring happiness.
* I confess that we have marginalized truth and mainstreamed lies.
* I confess that we have become one nation under many gods, divided
and polarized, with license to sin and justice that no longer follows the
rule of law.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成立於新冠肺炎初期，在疫

Holy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convince us of the need to turn away from
our sin and get right with You. (John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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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煲劇、尋覓娛樂、投機搵錢等呢？
情肆虐下艱辛成長。本人初期就寫了兩篇文章回應疫
情。神學不能離開處境，離開了就沒有生命；西方不
時興起「空中樓閣」的形而上神學，不是我們那杯
茶！尤其是，父母先輩的苦難仍滲在我們生命裏造就
至今，不能忘本，繼往開來！或許，疫情將帶來世界
一個範式轉移的歷史大變，就讓我們同心作好準備迎接挑
戰，或更是一個末日式挑戰。
求主憐憫世人和我們，阿們！
如希望進一步了解中華神學研究中心，
請與香港文更同工聯絡：
電話：(852)2393-9440
電郵：info@ctrcentre.org
網頁：www.ctrcentr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