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言 

 

我們拜苦路，不單紀念主耶穌的苦難，也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祂行走這條

苦路。 

 

持續的新冠肺炎疫情，為生活帶來各種困難的境況，我們都感受到肩上的十字架

的重量。然而，我們有沒有同時注意到其他兄弟姊妹，特別是被邊緣和遺忘的弱

勢社群，他們背負著被我們更沉重的十字架呢？ 

 

疫情期間，我們被迫留家抗疫，不少兄弟姊妹居住在衛生環境惡劣的劏房，露宿

者甚至連一個阻隔病毒的居所也沒有。 

 

我們可以在家工作，在前線抗疫的醫護和清潔工卻沒有這個選項。更有不少人因

疫情失去了工作。 

 

當我們不能舉行跨家庭聚會時，我們有沒有體會到安老院舍和獨居的長者、分隔

異地的家庭，不能回鄉的外傭，他們的孤單寂寞？ 

 

疫情提醒世人，我們同坐在同一艘船上，誰也不能獨自得救，我們只能一起得救。 

 

讓我們走出自我，在其他兄弟姊妹身上認出受苦基督的面容，在苦路上與他們同

行，分擔彼此的十字架。 

 



 

 

台前誦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亞孟。 

 

上主，在現今世上，我們往往只顧全速前行，自以為強大又無所不能。我們貪婪

地賺取金錢，任由世俗事物來主宰我們，任由倉皇匆促來困擾我們。面對祢的聲

聲呼喚，我們沒有停下腳步；面對世界各種不公義，我們沒有醒覺。對於窮人的

呼聲、大地病入膏肓的呼聲，我們充耳不聞。 

 

我們不顧一切地只顧自己的目標，以為可以在一個病重的世界裡獨善其身。此

刻，我們在驚濤駭浪的海上懇求祢：「主，求祢醒來！」 

 

「為什麼你們這樣膽怯？你們怎麼還沒有信德呢？」(谷 4:40) 祢呼喚我們到祢

那裡，信賴祢。 

 

祢召叫我們把這考驗時期視為「選擇時期」。這不是祢審判的時刻，而是我們需

要作判斷的時刻：此刻要辨別什麼是重要的事，什麼事仿似曇花一現，我們需要

智慧區分必要與非必要的事。現在是重新設定生命航向的時刻，我們願以上主祢

和他人為航程的目標。 

 

面對如此苦難，讓我們重新發現和體驗到耶穌大司祭的祈禱：「願眾人都合而為

一！」 

 

(參閱：教宗方濟各舉行的特殊祈禱時刻，2020 年 3 月 27 日) 

 



 

 

第一處 耶穌被判死刑   （旅遊業）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福音 

司祭長、長老及經師和全體公議會商討完畢，就把耶穌捆綁了，解送給比拉多。

比拉多又問他說：「你看，他們控告你許多事，你甚麼都不回答嗎？」耶穌仍沒

有回答甚麼，以致比拉多大為驚異。每逢節日，總督慣常給民眾釋放一個他們所

要求的囚犯。比拉多回答他們說：「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君王嗎？」

他原知道司召長是由於嫉妒才把耶穌解送來的。但是司祭長卻煽動群眾，寧要給

他們釋放巴辣巴。比拉多願意滿足群眾，就給他們釋放了巴辣巴，把耶穌鞭打後，

交給他們，釘在十字架上。（谷 15:1,4-6,9-11,15） 

 

默想 

新冠疫情仍然嚴峻，百業衰退，旅遊業更首當其衝！航班被迫停飛，旅行社陸續

倒閉，大量從業員失業，許多行業陷入困境，影響不少家庭的生計，就像無罪的

基督被判了死刑一樣。 

 

禱文（跪下） 

領：主，我們在那裏才找到希望呢？求祢警醒我們，在困難與挫折中、在失望與

無奈中，想起耶穌以復活的生命來征服死亡與罪惡。 

眾：主，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教我們學習體會別人的苦況，克服人性的軟弱，

懂得互助互愛，共同面對困境。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二處 耶穌肩負十字架   （長者）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福音 

兵士把耶穌帶到庭院裡面，即總督府內，把全隊叫齊，給耶穌穿上紫紅袍，編了

一個茨冠給他戴上，開始向他致敬說：「猶太人的君王，萬歲！」然後用一根蘆

葦敲打他的頭，向他吐唾沫，屈膝朝拜他。他們戲弄了耶穌之後，就給他脫去紫

紅袍，給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後帶他出去，把他釘在十字架上。（谷 15:16-20） 

 

默想 

現今有不少居住在安老院舍或獨居家中的長者們，因疫情未能與親人相聚，處於

寂寞孤獨中；甚至感染了疾病也得不到親人照料！正如耶穌一樣，獨自為世人肩

負了沉重的十字架。 

 

禱文（跪下） 

領：主，祢在受審判前被關在囚室中與親友隔絶，那種絶望孤單的感覺，我們又

有多少人體察到呢？ 

眾：主，求祢激發我們的同理心，教我們放下自我中心，樂意付出及實踐信仰，

關心及幫助身邊有需要的長者，一起同行渡過這困難時期；將你的愛分享給

尋找祢的人。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三處 耶穌體力不支，第一次跌倒地上   （外賣員）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先知書 

他沒有俊美，也沒有華麗，可使我們瞻仰；他沒有儀容，可命我們戀慕。他受盡

了侮辱，被人遺棄；他真是個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個人們掩面不顧的人；

他受盡了侮辱，因而我們都以他不算甚麼。然而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擔

負的，是我們的疼痛。（依 53:2-4a） 

 

默想 

主耶穌，祢為了我們的罪過受盡了侮辱，被人遺棄，走這條苦路時，又為了我們

的救贖而跌倒受傷。每當想起這情景，我們都會反省自己的思、言、行為有否為

別人著想？我們縱然為己欲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那又有何益

處？ 

 

禱文（跪下） 

領：嚴峻的疫情已維持了兩年多，各行各業尤其是飲食業，都想盡辦法來克服這

艱難時期，眾多失業人士轉型從事外賣來維持生計。求主保守外賣員的健

康，僱傭雙方保持和諧的勞資關係，共渡時艱。 

眾：主，求你讓我們跟隨祢，棄絕自己，背起十字架，勞資雙方共同一起走過疫

情的苦路，僱主們能發揮以人為本的精神來關顧員工。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四處 耶穌遇見自己的母親   （家庭）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福音 

西默盎祝福了他們，又向他的母親瑪利亞說：「看，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

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起，並成為反對的記號──至於你，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

心靈──為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出來。」（路 2:34-35） 

 

默想 

當大能的耶穌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世人，他連自己最心愛的母親也無法照顧，只好

託付給門徒。瑪利亞目睹耶穌的苦難，作為母親的心痛猶如一把利劍刺透她的心

靈。 

 

禱文（跪下） 

領：因應防疫措施，親友們聚少離多。院舍和住院病人也未能如常和家人見面。

求主安撫他們掛念及失落的心情，賜予平安的內心，讓眾人和家人以愛維

繫。雖然疫情隔離了我們，但無阻礙我們內在的連結。 

眾：主，求祢扶持助佑，堅強我們的信德，將我們從一切驚惶中救出。我們依靠

祢無限的慈愛，向家人傳達愛念，也以祢的安慰舒暢我們的靈魂。求祢賜予

恩寵和祝福，好讓受感染的病人得以痊癒。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五處 西滿負擔耶穌的刑具   （醫護）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福音 

他們把耶穌帶走的時候，就抓住一個從田間來的基勒納乃人西滿，把十字架放在

他肩上，叫他在耶穌後面背著。（路 23:26） 

 

默想 

醫療系統瀕臨崩潰，醫生、護士、救護員和護理員日以繼夜工作，他們努力幫助

和照顧病人、緩解他們的病苦，就像西滿一樣分擔耶穌的十字架！ 

 

禱文（跪下） 

領：近月確診人數眾多，遠遠超出醫療系統的負荷，病人被逼滯留在戶外及家居，

又得不到適當的治療，無力感讓醫護憂心又煎熬，更有大量醫護人員受到感

染。 

眾：主啊！求祢保守醫護人員的身心靈，賜予他們健康體魄，以應付巨大的工作

壓力。求主堅強他們的心靈，保持積極樂觀，好能全心全靈照顧好病者，協

助病人克勝病苦，攜手同心戰勝疫情。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六處 韋羅尼加為耶穌抹面   （清潔工）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聖詠 

求你不要向你的僕人隱藏你的慈顏，因為我正處在困厄中，求你從速垂憐。求你

親近我的靈魂，施予救贖，為了我的諸般仇敵，求你救護。我受的侮辱、欺凌和

恥笑，你都識穿；欺凌迫害我的眾人，都在你的 

眼前。侮辱破碎了我心，使我憂傷難過；我期望有人同情，卻未尋到一個。我渴

盼有人安慰，也未找到一個。（詠 69:18-21） 

 

默想 

因著愛主之情，韋羅尼加勇敢地為耶穌抹去面上的血漬，疫情下清潔工友亦勇敢

地為市民服務。他們不但在有確診的地方做清潔工作，減低疫情擴散的機會。有

些還要自費購買抗疫物資，盡力保護自己好能繼續工作。 

 

禱文（跪下） 

領：疫情在港已肆虐超過兩年，不少清潔工友默默地為市民站在防疫的最前線，

為香港的衛生把關。 

眾：求主保守清潔工友的身心靈，賜予他們健康體魄，以應付艱難的工作環境，

並保護好自己不受感染。願政府和僱主關顧員工的福祉，提供適當防疫裝

備；為工友提供充裕的休息時間，以舒緩工作壓力。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七處 耶穌再次不支倒地   （劏房戶）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先知書 

我們還以為他受了懲罰，為天主所擊傷，和受貶抑的人。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了

我們的悖逆；他被打傷，是因了我們的罪惡。因他受了懲罰，我們便得了安全；

因他受了創傷，我們便得了痊癒。我們都像羊一樣迷了路，各走各自的路；但上

主卻把我們眾人的罪過歸到他身上。 （依 53:4b-6） 

 

默想 

香港住屋問題嚴重，縱然本港經濟尚未從疫巿中恢復，但劏房租金卻越來越貴、

居住環境卻越來越差！劏房居民猶如耶穌一樣，多年來備受打擊下默然跌倒！ 

 

禱文（跪下） 

領：居住於天台屋、寮屋和劏房的居民日復一日盼望入住公屋，可惜上樓之日遙

遙無期！大部份居民需要繳付高昂的租金，但生活質素從沒有改善。 

眾：主！求祢讓我們接納自己的跌倒，並體諒他人的跌倒，且能互相扶持，關懷

並協助租住於不適切居所的弟兄姊妹，共渡困境。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八處 婦女為耶穌痛哭   （執政者）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福音 

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耶穌，婦女搥胸痛哭他。耶穌轉身向她們說：「耶路撒冷

女子！你們不要哭我，但應哭你們自己及你們的子女。」（路 23:27-28） 

 

默想 

主耶穌，這些婦女為你哭泣，而你的心卻為她們哀痛，為現今世界的境況而悲痛。

主，人類雖然經常犯罪跌倒，但你卻從沒放棄我們，給予我們認罪悔改的機會，

更為了使我們得到新生命而犧牲自己。 

 

禱文（跪下） 

領：在疫情肆虐全球下，所有掌權者和執政者當深切感受到人民的苦痛，致力實

行以民為本的政策。 

眾：主，我們為人民的福祉而哀悼及悔疚，我們為人為的過失而痛哭悔罪。因著

你的犧牲，求祢教我們懂得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採取理性及維護生命的方

式去處理問題。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九處 耶穌第三次跌倒在地 （受疫情影響的行業）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先知書 

其實他從活人的地上被剪除，受難至死，是為了我人民的罪過。雖然他從未行過

強暴，他口中也從未出過謊言，人們仍把他與歹徒同埋，使他同作惡的人同葬。

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難折磨他；當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作了贖過祭時，他要看

見他的後輩延年益壽，上主的旨意也藉他的手得以實現。在他受盡了痛苦之後，

他要看見光明，並因自己的經歷而滿足；我正義的僕人要使多人成義，因為他承

擔了他們的罪過。（依 53:8b-11） 

 

默想 

過去兩年多，有不少行業備受疫情影響，需要間歇停業甚至結業，從業員不斷面

對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境況，卻一直沒看到復業的曙光，生活苦不堪言！ 

 

禱文（跪下） 

領：政府為防控疫情制定各種限制，導致很多行業無法正常運作，大量從業員被

迫放無薪假，而減薪、裁員情況亦比比皆是！ 

眾：主！求祢平息疫情，好讓各行各業早日復甦，而勞資雙方亦要抱著互諒互讓

的精神共渡時艱。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十處 耶穌被剝去衣裳   （露宿者）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福音 

另有兩個兇犯，也被帶去，同耶穌一同受死。他們既到了那名叫髑髏的地方，就

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也釘了那兩個兇犯：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耶

穌說：「父啊！寬赦他們罷！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甚麼。」他們拈鬮分了

耶穌的衣服。民眾站著觀望。 

（路 23:32-35） 

 

默想 

主，在你脆弱無助之時，兵士恣意欺凌你，剝奪你的人性尊嚴。社會上有不少兄

弟姊妹，因著不同的緣故露宿街頭。主，他們都在無助的邊緣中，分擔你所受的

凌辱。 

 

禱文（跪下） 

領：主，請開啟我們的心目，讓我們在赤身露體的人身上、在被歧視的露宿者身

上，看見了你，而懂得主動安慰他們。 

眾：主，當我們冷酷無情或漠不關心的時候，我們也羞辱了你，求你寬恕並憐憫

我們的愚昧無知和自我中心。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十一處   耶穌懸在十字架上     （教會）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福音 

在耶穌的十字架傍，站著他的母親和他母親的姊妹，還有克羅帕的妻子瑪利亞和

瑪利亞瑪達肋納。耶穌看見母親，又看見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女

人，看，你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就從那時起，

那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裡。 

（若 19:25-27） 

 

默想 

十字架上的耶穌不但承受肉體的痛楚，心靈上也備受折騰。 

疫情使我們恐懼焦慮，尤其當聖堂被關閉，公開彌撒和宗教聚會暫停，我們的信

德也受到考驗。然而，各種磨難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之愛相隔絕。 

 

禱文（跪下） 

領：主基督，袮忍受與天主隔離的苦楚，為使我們能與天主重歸於好。 

眾：求祢堅強我們的信德，使我們善用這段時間，加強個人的靈修，在祈禱中 

與你相遇，與教會保持合一。願宗教活動的防疫限制能早日解除，兄弟姊妹

們能再相聚一起感謝讚美天主。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第十二處   耶穌在十字架上捨生     （外傭）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福音 

從第六時辰起，直到第九時辰，遍地都黑暗了。約莫第九時辰，耶穌大聲喊說：

「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塔尼！」就是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甚麼

捨棄了我？」他們中遂有一個立即跑去，拿了海棉，浸滿了醋，綁在蘆葦上，遞

給他喝。耶穌又大喊一聲，遂交付了靈魂。（瑪 27:45-46;48;50） 

 

默想 

主，祢在十字架上捨生時，曾問天主為何捨棄了祢？當時祢感到絕望。因著疫情

肆虐，許多在港工作的家庭傭工未能在假日與朋友相聚，更長時間與親友分離，

他們面對這般境況，就如同主基督在十字架上，感到孤獨無助。 

 

禱文（跪下） 

領：為了家人的福祉而離鄉工作的家庭傭工，在疫情期間更形孤單，為了衛生 

緣故，不但要比以往更為辛勞，也要忍受與親友長時期的分離，甚至要默 

默承受社會上歧視的眼光，尤其是疫情爆發的時候，他們往往是被針對的 

一群。 

眾：主，求你將我們從自私和偏見中解放出來，以同理心去關懷他們。你以鮮 

血救贖了我們，是叫我們與天父、與自己、與人、與大地修好。就讓我 

們繼續你的使命，使有需要的人士感受到友愛，不致感到孤單痛苦。 

領：天主，仰仗你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你垂憐我們。（起立） 

 



 

 

第十三處 聖母懷抱耶穌     （分離的家庭）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福音 

猶太人因那日子是預備日，免得安息日內──那安息日原是大節日──屍首留在

十字架上，就來請求比拉多打斷他們的腿，把他們拿去。兵士遂前來，把第一個

人的，並與耶穌同釘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個人的腿打斷了。可是，及至來到耶穌跟

前，看見他已經死了，就沒有打斷他的腿；但是，有一個士兵用槍刺透了他的肋

膀，立時流出了血和水。（若 19:31-34） 

 

默想 

主基督，當聖母抱著你的屍首，淚流如注，西默盎預言的利劍，毫不留情地刺透

了她的心。在全球疫情肆虐下，許多家庭被迫分離，他們就如聖母般，深深地感

受到母子骨肉分離的痛楚。 

 

禱文（跪下） 

領：在今日的世界各地，亦經常上演著家庭分離的悲劇。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 

香港為了控制疫情，實施封關或嚴苛的防疫政策，使許多家庭成員分離兩年 

多，仍未能親身探望，只能在網上相聚。 

眾：上主，求你憐憫他們的苦況，使疫情早日受控，執政者體恤家庭相聚的需要， 

在確保眾人健康下，放寬有關措施，使這些家庭早日團聚或可互相探望。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你垂憐我們。（起立） 

 



 

 

第十四處   耶穌被埋葬，靜候復活     （生態） 

 

領：主、基督，我們欽崇祢、讚美祢。（單膝跪下） 

眾：祢用此聖架，救贖普世。（起立） 

 

福音 

到了傍晚，來了一個阿黎瑪特雅的富人，名叫若瑟，他也是耶穌的門徒。這人去

見比拉多請求耶穌的遺體；比拉多就下令交給他。若瑟領了耶穌的遺體，就用潔

白的殮布將它包好，安放在為自己於巖石間所鑿的新墓穴內；並把一塊大石頭滾

到墓口，就走了。（瑪 27:57-60） 

 

默想 

天主讓人治理大地，人卻自以為對其他受造物擁有絕對的統治權，任意剝削大自

然，破壞受造界的和諧。我們變成掠奪者，忘記了我們原是大地的守護者。耶穌

甘願透過祂的死亡，使萬有與天主重歸於好。 

 

禱文（跪下） 

領：主基督，萬物賴袮而存在，在袮內彼此相連。 

眾：求你幫助我們默觀天主所創造並委託與我們管理的世界，重新發現其他受造

物的內在價值，聆聽受造界的呼喊，實踐生態皈依，以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守護我們的共同家園。 

領：天主，仰仗祢所受的苦難，我們與香港社會同行苦路。 

眾：求祢垂憐我們。（起立） 

 

 

 

 

 

 

 

 

 

 

 

 

 

 

 



 

 

結束祈禱 

 

遇瘟疫（新冠肺炎）祈禱文 

 

天主，你是一切美善的根源。我們來到你台前，期待你的憐憫。我們妄自尊大，

破壞生態，禍及自己及他人的健康；為此，我們向你懺悔，求你垂憐。 

 

天主，萬物既是你所創造的，你從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 求你垂視我們今

天因瘟疫所帶來的痛苦。願我們重新得到你的愛憐，使眾人在你內恢復和諧，並

與一切受造之物和平共存。求你給我們再造一顆珍惜萬物之心，好能忠誠履行受

託照管之職。 

 

天主，我們把所有病人及他們的家屬託付給你，求你施展大能，恩賜他們身心痊

癒，參與你聖子由苦難進入新生命的奧蹟。求你幫助我們整個城市發揮守望相助

的精神，各盡其職。求你支援前線醫護人員丶社工，及教育工作者。求你特別照

顧那些缺乏資源來保障健康的弱勢人士。 

 

我們深信在任何境遇中，你的愛都能改寫人類失落的處境。求你特別賜給所有基

督徒堅強的信德，在恐懼與不安的困境中，履行你給予我們的使命。 

 

天主，求你為全人類降下恩寵和祝福，驅除一切凶惡，好使我們早日脫離逆境，

以更新的心向你感恩讚頌。你是生命的主宰，你和聖子及聖神，永享光榮，直到

永遠。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