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天主教勞工事務委員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天主教爭取家庭工資聯盟、天主教家庭工資關注組、香港天主教大專聯會 主辦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社會公義與民生關注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會、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 協辦 
 

「生．存．活泉」祈禱會 
力抗金融海嘯 保障基層生活 
 
2009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二）  
晚上 7 時 30 分 
中環立法會門外 「耶穌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但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

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

水泉。』」（若望／約翰福音 4:13-14） 

「耶穌說：『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吧！凡信從我的，從他的

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望／約翰福音 7:37-38） 

「生．存．活泉」－我們 希望鼓勵工友在逆境中積極求存，

而「活泉」就帶出上主是生命和恩典是泉源的訊息。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基層勞工首當其衝，不少大企業更藉機裁

員減薪 。在這關鍵時刻，市民最需要的是基本生活保障。  

2009-2010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即將發表，我們期望藉著禱

告，呼籲政府要關顧金融海嘯下勞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同

時讓我們更互相關愛及團結一致，以面對未來的經濟挑戰。 

 

 
主領：李建元兄弟 
領唱：梁凱寧姊妹 
伴奏：湯敬元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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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唱 方濟各的祈禱 梁凱寧姊妹領 

信息分享 蒲錦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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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肋米亞先知書／ 

耶利米亞先知書（5：20-30）
吳月梅姊妹 

分享 
關注綜援檢討聯盟及基本生活保障權益協會、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聯席、民間爭取最低工資聯席 

信友禱文 求主俯聽我們 
鄺國全兄弟、陳懷卓兄弟、譚偉強兄弟、

劉素玉姊妹、鄺震傑兄弟 

信息分享 陳日君樞機 

詠唱 Here I Am, Lord 眾 

祝福 甘浩望神父 

報告 家庭工資爭取工作最新進展 主領 

詠唱 這世界決不割賣！ 眾 

 



詠唱：方濟各的祈禱 

✽天主，使我作你和平的工具 
在有仇恨的地方，讓我播種仁愛；在有殘害的地方，讓我播種寬恕； 

在有猜疑的地方，讓我播種信任。 
在有絕望的地方，讓我播種希望；在有黑暗的地方，讓我播種光明； 
在有憂苦的地方，讓我播種喜樂。（重唱✽） 

我不企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 
我不企求他人的諒解，只求諒解他人； 
我不企求他人的愛護，只求愛護他人。（重唱✽） 

因為在施捨他人時，我們接受施予；因為在寬恕他人時，我們獲得寬恕； 
因為在喪失生命時，我們生於永恆。（重唱✽） 

信息分享（蒲錦昌牧師） 

UUU讀經：耶肋米亞先知書／耶利米亞先知書（5：20-30） 

你們將這事通知雅各伯家，轉告猶大說： 「你們愚昧無知，有目不見，有

耳不聞的人民，請聽聽這話： 你們不敬畏我嗎﹖──上主的斷語──你們

在我面前不戰憟嗎﹖是我堆積了沙石作海的界限，作為它永不能越過的界

限：海浪雖洶湧，仍無能為力；雖怒號澎湃，仍不能越過。」 但這內心頑

固忤逆的人民，竟背叛而離去， 從不反心自省：「我們應該敬畏上主，我們

的天主，因為衪按時降下雨露、秋霜和春雨；又給我們保持固定的收穫時節。」 

是你們的過犯混亂了這些時令，是你們的罪惡阻止了你們享這幸福。 因為

在我的人民中發現了惡人；他們像隱伏的捕鳥者在窺探，布下羅網捕捉人。 

猶如籠中滿了飛鳥，他們家中也充滿了欺詐，因此成了有勢力，有錢財的人。 

他們肥胖紅潤，作奸犯科，不為孤兒辯護；只求自己享受，也不關懷窮人的

權利。 像這樣的事，我怎能不懲罰﹖──上主的斷語──像這樣的民族，

我怎能不親自報復﹖ 在國內發生了一件恐怖而可憎的事：先知們說假預

言，司祭們爭權奪利，我的人民反倒以此為樂；到了最後，你們究竟還要作

什麼﹖ 

 

分享（關注綜援檢討聯盟及基本生活保障權益協會、爭取全

民退休保障聯席、民間爭取最低工資聯席） 

 

 

 



信友禱文 
請為普世教會祈禱：耶穌曾經在福音中訓導我們，要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虜宣

告釋放，向盲者宣告復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求主派遣聖神（聖靈）臨到信徒

心中，使我們明白天主的旨意，發揮基督徒的特別關顧弱小弟兄姊妹的精神，作工

人的同行者，為爭取尊重工人權益的公義作見證。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香港社會祈禱：全球正面對金融海嘯的衝擊，香港市民亦面對減薪、裁員，令

生活陷入困苦艱難的時期。求主賜予特區政府各級官員智慧和關顧弱者的愛心，在

訂定和推行工人工資政策時，能以照顧家庭需要為標準，包括盡快訂立最低工資，

使基層工人能得到合理回報，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全面的安全網和退休生活保障，

使人人都能過有尊嚴的生活，令社會更能充滿關愛和共融。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僱主及管理階層祈禱：在生產及經濟活動過程中，工人是僱主最重要的資產。

求主讓各僱主及管理階層充滿聖神（聖靈）的啟迪，在賺取金錢時，願意和工人分

享經濟成果，給予他們一份有尊嚴和合理的報酬；在經濟困難的時候，仍懂得尊重

勞工，了解他們的困苦，不要輕易裁員及減薪，願意共同承擔經濟困境造成的損失。

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失業人士祈禱：現時香港不少失業工人，為每天的生活感到徬徨無助，不知所

措，容易迷失方向及自信。求主賜予他們一份堅強的意志，勇於面對困厄，在逆境

中仍能自強，找到生命的目標，並能珍惜身邊的家人及親友，與他們一起共同渡過

這段時間。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市民及基層工人祈禱：主，耶穌，祢曾是工人家庭的成員，了解工人的生活景

況。求祢時刻提醒我們，明白工作是「為了人」，而不是人「為了工作」的道理，並

在日常生活中，懂得與其他人團結起來，共同抗衡現時社會上不公義的工資報酬和

勞資權力失衡的結構性狀態，使基層工人們得到一份有尊嚴的收入，養活家人，並

有充裕的時間去與家人生活，關心家人及鄰舍的需要。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讓我們靜默片刻，請為有需要的人及自己向天父祈求。（靜默片刻）求主按照祢的

旨意，把各人藏在心中的禱告，一一垂允。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答唱：求祢俯聽我，求祢俯聽我。聆聽我，答覆我。 

求祢俯聽我，求祢俯聽我，主請俯聽我禱。 



信息分享（陳日君樞機） 

詠唱：Here I Am, Lord 
4. I w

Giv
I w
Wh
 

5. I, t
I w
I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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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in
'Ti
I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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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the Lord of sea and sky, 
I have heard my people cry. 
All who dwell in dark and sin, 
My hand will save. 

 
2. I, who made the stars of night, 

I will make their darkness bright. 
Who will bear my light to them? 
Whom shall I send?  

 
3. I, the Lord of snow and rain, 

I have borne my people’s pain. 
I have wept for love of them. 
They turn away. 
  

 Chorus  
Here I am, Lord. Is it I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I will go, Lord, if you l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信息分享（甘浩望神父） 

唱歌：這世界決不割賣！ 
* 這是人民的歌唱 越過種族疆界 

這是人民的呼喊 為了和平生態 

誰決定了這國界 

誰變賣了這世界 

1. 這首歌一起唱 如山的高壯 

如海在翻騰 如秋日太陽暖心窩 

2. 我放聲的歌唱 什麼是艷陽 

什麼是自強 什麼令我們更堅壯 

 

* 這是

這是人

誰變賣

誰壟斷

# Thi

這世界

 

 

ill break their hearts of stone, 
e them hearts for love alone. 
ill speak my words to them. 
om shall I send?  

he Lord of wind and flame, 
ill send the poor and lame. 
ill set a feast for them. 
 hand will save.  

est bread I will provide, 
l their hearts be satisfied. 
ill give my life to them. 
om shall I send?  
, Lord? 
 the night. 
ad me. 

my heart. 

人民的歌唱 越過種族疆界 

民的呼喊 為了和平生態 

了這世界 誰個見利忘義 

了這世界 誰將光譜瓦解 

s world is not for sale! 

決不割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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