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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也就是2020年，有些不一样。从3月22日起，为了预防

冠病疫情扩散，所有新加坡卫理公会属下的牧区停止崇拜，这

包括主日学也要停课。从4月7日起，阻断措施开始，仍然有少

部分的人冒着生命的风险继续服务人民，他们是医护人员、送

餐员、清洁工人等。对于孩子而言，生活就是学习。除了孩子

需要知道，要保护自己，远离病毒。在这个疫情时期，家长可

以善用这时机来加强孩子对上帝的认识，并教导属灵的价值

观。 

这本书的构思，是希望家长能与孩子一起说一说这些工作人员

的工作性质，并能与孩子商讨能为他们做什么。年纪较大的孩

子，能为这些工作人员祷告。这本书的图画是家长与孩子们一

起创作并鼓励孩子写上祷告词。 

马可福音10：14提到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虽然小孩看来像一个小小螺丝钉，但他们也

能为一线的服务人员做一些东西，例如：写感谢卡、为他们祷

告。小孩的动机往往是单纯的，必蒙上帝的喜悦。希望这本书

能在孩子的成长岁月中留下足迹。 

在短短两个星期里，我们收到超过50幅孩子的画与祷告词。感

谢孩子与家长们的参与，特别是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宏茂桥堂

与卫理公会女皇镇堂儿童级的儿童们。上帝祝福你们！ 

我们特别将这本书献给在前线的医护人员、老师、警察、清洁

工人、邮差、送餐员、巴士车长、建筑客工及牧师。 

谢谢您们的辛劳！ 

序 



3 

“疫”起祷告 

 冠病疫情期间，有这样的一群人，让我们感动。 

他们是医护人员、老师、警察、清洁工人、 

邮差、送餐员、巴士车长、建筑客工与牧师。 

 今天，让我们为着他们的付出，一起感恩。 

我们也一起为他们祷告，求上帝看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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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日夜轮流照顾确诊的病

人，他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只是

为了治病救人。 

孩子们，我们要感谢医护人员的付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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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 

1.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说： 

• 这次的新增确诊病人很多，医生和护士忙着

照顾病人。医生和护士累了，也很少休息，

他们只是为了多照顾一个病人。有的甚至自

己被冠状病毒感染。但孩子们一定要记住他

们为新加坡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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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 

2.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做： 

• 让孩子画一画、写一写要对医护人员说的话。 

• 一起关注新加坡的“防疫”新闻，为他们祷告。  

3. 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伟大的医生。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感染冠病，他

们需要主的医治。因为病人太多，所以出现缺乏医护

人员和医疗配备的状况。祈求主照顾那些在前线工作

的医护人员，赐给他们高质量的休息和强壮健康的身

体，让他们每天都有体力精神完成工作。祈求主赐给

他们安稳的心灵和智慧，带领他们顺利面对每天的不

同挑战。祈求主照顾他们的家人，让医护人员能放心

和专心的工作。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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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 

徐睿恩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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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 

吴耀恩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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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 

李忆欢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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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 

李恩轩同学 

黄芷蕾同学 

陈韵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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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老师虽然没有身处在一线和疫情搏斗，但他们

为了在网路上给学生授课，也忙着设计教案。

远程教学，对许多老师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

试。他们为了备课，花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只

是为了把课教好。 

幼儿园老师也忙着录制视频，播放给居家学习

的小朋友。 

孩子们, 我们要感谢老师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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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1.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说： 

• 你知道吗？你的老师虽然不用到学校上课，他们

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忙着备课，与学生进行网上

教学。 

• 虽然你不用去幼儿园，老师不用给你上课，但其

实妈妈最近陪你做的游戏、手工都是你的老师告

诉妈妈的。 

• 老师还给你录制视频、讲故事，通过手机或

YouTube，让你听到、看到，只是为你能在家里

开开心心的。 

• 等阻断措施结束，回到学校，记得要谢谢老师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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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2.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做： 

• 让孩子打个电话给老师或通过视讯，表达对老师

的关心。 

• 认真完成老师所设计的作业。 

3. 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好老师，因为你将生命的智慧教导我们。谢谢主

赐给我们老师，帮助我们在知识上长进，也学习做人

的道理。在冠病期间，老师们都很努力为我们设计教

案，让我们能够继续学习。祈求主赐给老师健康的身

体，让他们有时间休息。求主赐给老师创意，让老师

可以设计出有趣的教案。求主赐老师们喜乐的心，让

他们对教育越来越有使命感和满足感。谢谢主耶稣垂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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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许圣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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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杨欣怡同学 

王诗佳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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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为了维持社会的秩序与安全，警察正

在自己的岗位上服务人民。确保商店

没有违规、人民戴口罩出门、保持社

交1米距离等，他们还要帮助有需要

的居民。 

 

孩子们，我们要感谢警察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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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1.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说： 

• 阻断措施期间，虽然许多人不出门。但有

些提供必要服务的商店照常营业。街头还

是有人走动。如果没有警察，那可能会变

得很混乱。如果真的有坏人，他们还可以

捉拿他们。 

• 如果有年长者需要帮助，他们也可以马上

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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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2.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做： 

• 在家和孩子观看和警察有关的电影，如：《动物

方城市》(Zootopia)，了解警察的工作。 

• 和孩子一起阅读报纸上有关警察执行任务、保护

人民的报道，借此让孩子们了解警察的工作。 

3. 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大牧人，你引导我们的路，也时时保护我们。谢

谢主赐给我们警察，保护我们的安全。在冠病疫情期

间，警察和那些安全距离大使常常被不守法的人辱

骂，甚至被打，祈求主保护他们的安全，让他们能够

平安无事地完成任务。祈求主赐警察勇敢的心，让他

们有能力维持社会的治安，也求主赐给他们亲和力，

在做调解工作时，有智慧教导人民遵守律法的重要

性，使大家可以和睦一起抗疫。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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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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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人 

 
人们出门少了，但生活的垃圾没有少。阻断措

施期间，不少家庭开始在家里烹饪食物。处理

垃圾的工作没有间断过。垃圾桶里的废弃口罩

也可能对清洁工人造成“危险”。 

清洁工人每天打扫街道、清理垃圾，让我们在

阻断措施期间，仍然有一个清洁卫生的环境。 

孩子们，我们要感谢清洁工人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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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人 

1.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说： 

• 你知道吗，我们组屋的垃圾，是谁清理的？

每天天未亮，你还在睡觉的时候，清洁工人

就在组屋楼下、街道上，开始工作了。是他

们把我们四周的环境打扫干净，让阻断措施

期间，路上还是干干净净的。让我们居住在

一个干净的环境，心情也会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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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人 

3. 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圣洁的主，你使我们的内心清洁。我们也想到要

为清洁工人默默地付出感恩。他们每天在清理垃圾

时，都需要闻到很浓的臭味，还要接触很多肮脏的垃

圾，有时还会被人嫌弃。祈求主赦免我们没有同理

心，帮助我们能存感恩的心谢谢他们。求主保护清洁

工人在清理垃圾时不会感染冠病的病毒。求主差派天

使祝福他们，使他们辛苦工作的每一天都能有人给他

们带来一丝的温暖，为他们加添更多的正能量来保持

环境干净整洁。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2.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做： 

• 一起做家务，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 先把垃圾分类，才放进垃圾桶里。 

• 买口罩、洗手液、制作卡片，送给清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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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人 

吴圣恩同学 

吴芷晴同学 

谭恩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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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人 

吴岳昇同学 

林孜祺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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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人 

黄友睿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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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差和送餐员 

 

在这个阻断措施期间，由于许多人减少出去

购物、买生活用品和食材，邮差和送餐员挑

起重要的任务。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许多家

庭，他们其实也暴露在“危险”中。 

孩子们，我们要感谢邮差和送餐员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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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差和送餐员 

1.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说： 

• 外面现在有“疫情”，为了让我们拿到需要的

东西，他们不怕危险，坚持送货，他们真的很

勇敢。 

• 不过，为了帮我们，我们也要保护他们。在阻

断措施期间，有人来送东西，我们请他们放在

门口，尽量不要接触彼此，避免传染。抵抗疫

情，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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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做： 

• 在邮差和送餐员，还未把东西送上门前，可以

先写上“谢谢你”或“辛苦了”贴在门口，表

示感谢。 

• 和家人一起做一次采购计划，一次性把家里需

要的东西买好，不浪费邮差或送餐员的时间。 

3. 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供应我们需要的主。谢谢主在冠病疫情期间，让

邮差和送餐员成为我们的天使，为我们载送食物、信

件和物品。因为大家都留守家里，所以快递和送餐服

务的需求量增加了很多。祈求主赐邮差和送餐员好的

体能，在搬运货物或提有重量的日常用品时，保守他

们不要伤到腰。求主也帮助他们保持身体内的水分，

因为他们常在外劳动和晒太阳，需要补充水分才不会

容易生病。也求主在递送的路途上保护他们，让他们

可以平安无事完成每一天的工作。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邮差和送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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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员 

许恩平同学 

黄琇浩同学 

李允涵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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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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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差 

徐和屹同学 

吴芷晴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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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长 

 

在阻断措施期间，巴士车长仍然为我们

需要出门的人，提供服务。 

孩子们，我们要感谢巴士车长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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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长 

1.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说： 

• 巴士车长会提醒乘客们在巴士上要隔一个座位

坐，也会确保他们保持安全距离和维持秩序。 

• 巴士车长也会等乘客们都坐稳或站稳后，才开

始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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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长 

3. 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怜悯人的主。祈求主怜悯每天需要很早起身的巴

士车长。在冠病期间，他们不间断为国人提供基本交

通服务，就是为了让那些需要出外工作的人士能照常

上班。他们每一天都需要接触很多人，也需要保持巴

士的卫生清洁，求主保守他们平安。祈求主也赐给他

们精神体力，让他们每天在路上都可以安全开车和载

客。当他们休息时，求主补充他们所需的精神，让他

们顺利完成每天的工作。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2.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做： 

• 如果有机会乘搭巴士，一定要对巴士车长们说

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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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长 

李铭衍同学 

黄芷蕾同学 

徐睿恩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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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长 

林爱平同学 

郑家荣同学 

卢家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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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客工 

 

新加坡的建筑客工大多数来自其他的国

家，如：孟加拉、泰国、印度、中国等。

他们都为新加坡的建筑做出许多贡献。 

在这疫情时期，有许多客工确诊感染冠状

病毒，他们必须隔离。虽然他们是客工，

我们也要爱他们，如同上帝爱我们一样。 

孩子们，我们要感谢建筑客工的付出！ 



38 

1.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说： 

• 建筑客工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气力，也需要操作

机器。 

• 他们每天很早就起来上班，很晚下班，为了能

完成一些工作。 

• 他们为新加坡建了政府组屋、修马路、机场、

地铁的设施。因为他们努力工作，新加坡的人

民才有今天舒适的居住环境。  

建筑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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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客工 

3. 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谢谢你在我们软弱时，愿意

刚强我们。求主此时记得那些住在我国的外籍客工，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感染冠状病毒。祈求主医治他们，

赐给他们强壮的身体对抗病毒。他们当中有的因为被

隔离而感到害怕，祈求主陪伴他们，让他们不要害

怕，使他们的心里有平安。他们有一些也担心在家乡

的家人，祈求主照顾他们的家人，让客工们能放心在

这里生活直到疫情好转为止。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2.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做： 

• 与孩子共读有关于建筑客工、工具、工地的绘

本，帮助孩子了解这些知识。 

• 和孩子制作一张感谢卡，写一些感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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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客工 

陈劭杰同学 陈祎杰同学 

罗恩睿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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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客工 

卢家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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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 

 

阻断措施将延长至6月1日，这意味教会的崇拜将继续

暂停，这也意味我们还要继续忍耐到底，留守家中，

为控制疫情尽我们的社会责任。 

这段疫情时期虽不能去探访，但牧师会安排教会同工

们打电话关怀会友。同时，也忙着在家里录制讲道的

视频。 

孩子们，我们要感谢牧师和教会同工们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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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 

1.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说： 

• 牧师会带领教会同工们在这段阻断措施期间，仍

然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线上崇拜和讲台信

息的录制。 

• 牧师们在这个冠病疫情中，仍为丧家举办丧礼。 

• 牧师和教会同工们也不断地为教会会友祷告，尤

其是有需要的会友。 

• 牧师和教会同工们也特别关怀年长者，尤其那些

孤独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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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 

3. 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平静暴风浪的主。祈求主赐给牧师和教会同工们

平静安稳的心，帮助他们在疫情中能够调整好，也有

能力面对不同的挑战和改变。祈求主特別恩膏牧师们

的口，让他们看着录像机也会自然宣讲你的真理，牧

养你的子民。当牧师们需要主持丧礼时，祈求主保护

他们，赐他们健康。祈求主在疫情期间让牧师们能够

成为多人的祝福，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也为基督

徒做好榜样，在困难中为主发光作盐。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2. 我们可以和孩子这么做： 

• 每天晚上为教会，为牧师和教会同工们祷告。 

• 发简讯关心牧师和教会同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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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 

郑成慧同学 

罗恩盈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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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 

廖晨欢同学 余自亨同学和余自弘同学 

陈祎杰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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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话 

还有，还有很多人…… 

无私挺身而出的志愿者、屏幕里的前线记

者、维护秩序的地铁人员、安全距离大

使、小贩中心的叔叔阿姨们，还有我们身

边有责任心的普通人…… 

冠病疫情不会使孩子们变成勇敢或坚强，

但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教导孩子们戴口

罩、勤洗手、保持1米的社交距离、学会关

怀身边的人，以及为一线服务人员祷告，

来打胜这场冠状病毒。 

前线服务人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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