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机的情势中呼求耶稣 

 

100 天祷告～第十一周 

2020 年 6 月 5 日～6 月 11 日  

 

 

当暴风雨使您措手不及时！ 

保罗·戴辛格 

（By Paul Dysinger） 

 

我正在把我们的宝贝儿子伊森放下让他小睡片刻。那是一个美丽的晴天。在清凉的傍晚

时分，天边飘过几团云。 

 

然后它们撞击起来，而且撞击得很快很厉害。 

 

伊森刚睡着，我就听到妻子娜塔莎从客厅的呼唤。我从卧室出来，看着窗外。我首先注

意到的是风。真是难以置信的大风！天空越来越黑。 

 

然后我们听到了树枝碰撞，裂开，折断的声音。他们实际上是从树上坠落下来，从附近

的树林中猛撞到我们房屋的一侧。我从房间的另一侧望出去，发现我们的温室已完全被

掀开，整个塑料顶已被吹走。我抓起手机查询天气，但网络却不顺畅。 

 

“亲爱的，我们应该走吗？” 我听到娜塔莎说。 “是，我们走吧。”我回答。 

 



我们从床上抱起正在沉睡的伊森，然后将笔记本电脑放进背包，再飞奔到汽车去——我

云飞魄散了，在任何时候飞来的树枝或倒下的树木都可能拦截我们的前行。我们一边祷

告一边沿着土路向我父母的房子飞驰。那里的地下室是等待风暴过去的更安全的地方。

一棵树已经掉落在我们的车道上了，我们必须规避。幸运的是我们避开了。 

 

就在那个时刻，正下着倾盆大雨。穿过迷蒙的雨水和狂风，我们终于到达我父母的地下

室——安全的地方。这是疯狂的事情。我们谁也没发现到它的到来。没有人。我叔叔当

时还在拖拉机上，不得不把它撇下然后跑进室内。他跟我们一样，温室也被掀开了。还

有另一个更糟糕（看起来像是被大象践踏过）。暴风雨意外地在我们没做准备的时候袭

击我们。 

 

感恩的是，我们都安全，每个人都还好。 但这仍然使我们措手不及。有点像整个新冠肺

炎大流行如何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袭击了我们的世界一样。重点是，我们知道按照

圣经的预言，还会有更多的风暴来临。问题是：“我们如何准备度过那些风暴？” 

 

坦率地说，作为园丁，您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自然。风，雨，太阳，雪——你根本无法

控制它。如果天气预报准确，你还可以提前计划并做好准备。但是有时候会发生我们无

法预料的事情。那是什么？ 

 

我会告诉你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祈祷。我们认识到，上帝掌控一切，即使发生疯狂的

事情。然后我们起来继续向前。当我们生活的周围崩溃时，我们必须起来并重新振作。

人生的风暴可能会打倒我们——但我们必须伸手寻求上帝的力量并前进。 

 

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温室是一个很小的损失。当然，这花费了我们一些金钱和一些时间

来修复。但是几天后，我们又恢复了正常运作——这次，我们希望如果这种情况再次发

生，我们有更好的准备。 

 

但是人生的风暴呢？新冠肺炎造成的身体，情绪，属灵和经济上的风暴又如何？你如何

反应？你将如何重建？你学习到什么教训，可以为将来的风暴做好准备？当发生无法控

制的事情时，你会向哪里寻求力量和安慰？ 

 

耶稣是我们的锚和希望。我们可以求助于我们的和平之君，祂可以用祂口中的一句话来

平息风暴。我们可以求助于祂，使我们度过人生的风暴，甚至度过末日。你今天就要信

靠祂吗？ 



 

     "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盘石。"（赛 26:3-4） 

 

保罗·戴辛格（Paul Dysinger）和他的妻子娜塔莎（Natasha）居住在田纳西州，在那里

他们从事园艺业务，并教人们如何耕作（borntogrow.net）。 

 

思考问题：你如何应对全球大流行？这如何影响或不影响你对耶稣的信心？你愿意为生

活中的下一个意外风暴而信靠祂吗？你相信耶稣可以真正成为你的永恒盘石吗？ 

 

积极的回应：祈求上帝向你显示在生命中任何你可能没有完全让祂接触到的地方。你可

能不愿放弃的任何控制权。求祂宽恕你，并帮助你信靠祂。也许这场大流行危机向你揭

示了生活中一些你缺乏操练信心的事情。向我们慈爱的耶稣祷告，帮助您完全的降服于

祂，并学会在生命风暴中信靠祂。 

 

深入阅读——本周的附加阅读建议： 

•怀爱伦（Ellen G. White）的《日常生活的帮助》 

•马可芬利（Mark Finley）《再复兴我们》 

 

 

    第71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5日，星期五 

 

感恩分享！ 

 艾历斯：”我为两样事情感恩。我之前在自己的小镇开始跟一位医生查经。新型

冠状病毒 (COVID-19) 疫情爆发后，我们查经的次数比之前更多。她还没有去教

会就决志受洗了！我自己也有感恩，虽然我今年的行程全都取消，不过我可以更

好的调整自己，我可以有更多时间祷告、读经，也可以更多写作，更有效率地工

作。在不少忧伤的事情中也可以领受更大的福气的。” 

 利碧嘉：”两星期前，我跟丈夫面对很艰难的境地。我们的电话接收不了讯号，

我们的车也被堵在山泥道上，且没有出路，我们便祈求上帝作我们的领航。我祷

告完毕后，就觉得很需要唱一首诗歌。我的丈夫说我做了这些事情没多久，他就

感受到有人帮我们把车推出来。我知道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祈求。祂真的很奇妙，

我喜爱祂如何一直在我们的人生中作工！” 

 



代祷请求： 

1. 为在疫情期间失业的弟兄姊妹祷告。 

 

2. 为玛德莲娜与丈夫代祷，他们在哥伦比亚的乡郊尝试为耶稣接触人群。他们很需

要一座能够聚会的小教堂。 

 

3. 为全球会众祈求，他们因种种景况而没有空间或地方聚会。 

 

4. 为参与一年布道(One-Year-In-Mission) 的自愿者祈祷。他们在智利帮助海地的

移民学习西班牙语和适应当地的生活与文化。恳求上帝透过自愿者们作工，并帮

助他们建立友谊和信心。 

 

 

    第72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6日，安息日 

 

帮助者、提倡者、安慰者 

“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

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约十六：7） 

 

“圣灵是基督为救拔自己的子民，向父所能求到的一切福分中的最大的恩赐。上帝赐下

圣灵作为使人重生的能力。若没有圣灵，基督的牺牲便归于徒然。……人惟有倚靠第三位

真神的大能大力，才能抵挡并得胜罪恶。……有了圣灵，世界的救赎主所作成的大工才能

生效。靠圣灵，人的内心才能变为纯洁。基督已赐下祂的灵来制胜人类一切遗传和后天

养成的恶习，并把他的品格印在他的教会上。 

耶稣论到圣灵说：’他要荣耀我。’” 

(《历代愿望》，第 671 页） 

 

思考问题： 

你有完全感激圣灵这奇妙无比的礼物吗？祂是三一真神中的其中一位，祂是真神，是从

耶稣那里赐给我们的。祂说话、引领、叫我们知罪、帮助、安慰、改变你，并加你能力，

让你变得越来越像我们慈爱的耶稣。 

你是否愿意邀请圣灵进入你的生命中？你有经历到由「世界的救赎主作成的大工」所

「生效」的事情吗？ 



为何不从耶稣手中接受圣灵这礼物，邀请祂进入你心，让祂融入到你的生命中的每一方

面呢？ 

 

感恩分享！ 

 妮可：”我发现我的孩子在没有朋友的情况下一起玩耍和做事，让彼之间增添了

友谊。由于不用上班或上学，我们所有人都有更多时间去进行早晨和晚上的家庭

崇拜。我们在家里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一家人也对末世事件进行了许多精彩的对

话。” 

 加百尔：”我感谢上帝，因为有人在 100 天祷告期间得到特别的医治。我们安息

日学的诗歌领唱在腿上患了奇怪的疾病。我们为他祷告后，上帝医治了他的病，

随后他在 5 月 23 日继续事奉了！真的要赞美主！” 

 

代祷请求： 

1. 为尼日利亚的教友代祷。他们被不同的强盗和政府官员迫害和搔扰。 

 

2. 为印尼西爪哇岛山道本哲 (Puncak) 祈求。当地计划兴建一间健康生活中心，愿上

帝在经济方面施行神迹！ 

 

3. 为玛天娜祈祷。她患上自身免疫疾病已有两年，她也因此无法为主作工。 

 

4. 为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The Galápagos Islands) 代求。当地有一间属于本

会的第一间高科技博物馆，全球有不少游客因此慕名而来。恳求上帝伸出大能的

手，希望有更多游客到来，也期望职员能够对游客说出祂想他们说的话语。 

 

 

    第73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7日，星期日 

 

真理的灵 

 “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

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

告诉你们。”（约十六：13-14） 

 

“圣灵却借着圣经向人心说话，揭露谬论，驱除谬误，将真理铭刻心中。由于真理的圣

灵用上帝的话所作的善工，基督使他的选民顺服自己。” (《历代愿望》，第 671 页） 



思考问题： 

耶稣是真理。祂从自身表现真理。作为创造主，祂所定义和创立的现实完全跟祂那无私

爱人的品格相融和。撒但却在世上捏造谎言，尝试把自私变得实在化，让人陷入引导死

亡的大错觉。为了逃离撒但所设的错觉，上帝就把祂的话语赐给我们。圣灵能够打开我

们的眼睛，叫我们从圣经了解耶稣所显明的真理。祂能够引领我们远离错觉，进入耶稣

的光中，祂是真理，是成了肉身的道。 

你愿意让圣灵透过祂的话来引领你进入真理，使你一生能荣耀耶稣吗？你愿意让祂向你

显示真理，也愿意让祂改变你的心思，使你跟上帝那无私爱人的现实和谐一致吗？ 

 

感恩分享！ 

 凡莎恩达：”自从危机发生后，我有更多时间去读经、写笔记、看证道内容、听

听属灵诗歌。这可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嘉露：”我感谢主有怜悯和美善。我成为复临信徒已有 33 年，这场疫情让我知道

健康改良的重要性，于是对我来说是一种福气。上帝一直在我的心里作工，我选

择作为素食者。愿荣耀归于天父！” 

 

代祷请求： 

1. 为对进行网络崇拜感到困难的堂会祷告。它们缺乏技术配套和网络服务而无法进

行网上聚会。 

 

2. 为中东国家阿曼 (Oman) 的复临信徒祈求。他们在疫情后尝试获得可以聚会的地

点。 

 

3. 为遭受魔鬼压迫的家庭代祷。恳求他们能够胜过罪，免被撒但侵入和破坏。 

 

4. 为德国莱比锡 (Leipzig) 的复临无家妇女之家祷告。它在过去 25 年已经服侍和支

援约 2 千名女性。祈求上帝继续此事工，为有需要的人带来希望和医治。 

 

 

 

 

 

 

 



 第74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8日，星期一 

 

得救的确信 

“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

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

判。”（约十六：8-11） 

 

“赐圣灵的应许并不限于任何时代或任何种族。基督宣称他的灵的神圣感化力要与跟从

他的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五旬节那天起直到现今，保惠师一直降赐给凡已完全

献身归主并为他服务的人。对于凡已接受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圣灵就要来作他们的顾

问、指导、与见证，并使他们成圣。”(《使徒行述》，第 49 页） 

 

思考问题： 

圣灵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祂做救赎的确信工

作中，这三种元素代表在圣所及其事奉的情况。外院是为罪献祭的地方（表示耶稣被钉

十字架）；在圣所中的陈设饼桌子 (研经)、香坛 (祷告) 和灯台 (圣灵充满的见证)，显明

基督的公义的三种元素。这一切都说明耶稣的生平于现在如何成为我们的榜样。大祭司

只会在赎罪日 (耶稣代表我们进行查案审判) 才进入至圣所，这事情叫我们记得审判的重

要性和真实性。 

换言之，圣灵的工作是引领你通过信心进入救赎的经历，是耶稣已经为你做的，也是正

在为你做的。 

你能看到圣灵的重要性以及祂所做的美妙大工吗？你会欣然接受祂救赎的确信工作，让

祂引领你来到耶稣面前之余，还让祂使你的品格在预备审判的时候变得像祂吗？ 

 

感恩分享！ 

 有愈来愈多的堂会能够把数码平台升级，使他们能够透过网络去接触社区。 

 约翰：”实在很奇妙！虽然我们正处于可怕时刻，但是我区的教友更加忠心缴纳

什一和其他奉献，还在 5 月份达到奉献什一的目标！我们于 100 天祷告期间都在

早上和晚上祷告。这不但在我家种下祷告的种子，还加深了我家的祷告文化。前

一晚上，我 2 岁的女儿在黄昏时跟我说：’爸爸，祷告时间到了！’我衷心感谢

上帝，也意识到上帝已把一个缺少了的文化——祷告植入我们的家里。” 

 

 



代祷请求： 

1. 为任何年龄的网络成瘾者祈求。 

 

2. 为澳洲珀斯 (Perth) 市代祷，当地正在透过寄信来传福音。 

 

3. 为新西兰一个小婴儿泰臣祷告。他一直靠着仪器来维持生命，医生想为他关掉仪

器。当他张开双眼、发声和移动小脚时，我们相信上帝正在作工。 

 

4. 为以色列拿撒勒 (Nazareth) 市的复临生命希望中心祷告。它在当地提供英语、电

脑、烹饪等课程。祈求上帝赐福、增进其布道工作、保守和引导同工们、触动顾

客的心。 

 

 

    第75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9日，星期二 

 

反映耶稣的品格 

“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五：22-23） 

 

“当你领受了基督的精神——就是那无私之爱与为人服务的精神——你就必生长结实。

圣灵的美德也必在你的品格上完成。你的信心必有增进，你所确信的必更加深，你的爱

心也必得以完全。这样，在一切纯洁、高尚和可爱的表现上，你就必愈来愈反映基督的

形像了。……这样的果实永不败坏，反要各从其类地产出庄稼到永生。” 

(《基督比喻实训 / 天路》，第 67-68 页） 

 

思考问题： 

圣灵带领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当我们每天透过与圣灵联系来住在耶稣里面，祂会逐步建

立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每天更能反映基督那无私、自我牺牲、爱人的品格。这种转变的

过程是终生的，就像种芒果一样，其种子撒到地上也不能一朝一夕地长出果实，而是先

用时间加以栽种，待它生长成树后才结成果实，成圣的工作也是需要时间的一个过程。

但是，可以放心的是，我们只要借着顺服和忠心，圣灵的果子的每一特性就将会在你的

生命中显明出来！ 



你有让圣灵在你身上结成祂的果子吗？有没有哪种圣灵的果子的特性是你不想让祂栽种

呢？你是否渴望更能反映耶稣，直到所有人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那爱的品格呢？ 

 

感恩分享！ 

 钟斯：”我感谢上帝给我有这 100 天祷告，它点燃了我的生命。我在这个时候开

始经营复临面包店，也藉著这面包店来分享上帝的话。随着圣灵作工，有一个人

从我这里听到信息后便决志要成为复临信徒。我很感谢上帝，让我看到有很多方

法可以传扬祂的话语和催促祂的再来。” 

 P 弟兄：”我在封国期间一直都有疑问，上帝则在每周透过 100 日祷告材料的不

同信息和作者所分享的经历来为我解答问题。我真心感谢上帝的大爱，并让我们

与全世界分享好信息。” 

 

代祷请求： 

1. 为全球的牧者、长老和平信徒布道家代祷。他们在各地进行不同的网络布道会。 

 

2. 为冰岛的复临教会祷告。当地教友人数很少，也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恳求上帝

让这个国家有突破、复兴，并为耶稣有一个大收割。 

 

3. 为危地马拉首都的一间复临复康中心祈求。这间中心专为上瘾者戒除毒瘾和酒瘾，

除了帮助上瘾者重得自由外，也在过去的 9 年里为超过 1,500 人受洗。恳求上帝

继续赐福、供应和改变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得永生。 

 

4. 为澳洲拜伦湾 (Byron Bay) 的一间纯素餐厅代求。此餐厅被列入当地名胜的首位。

祈求上帝能够赐福这事工，使祂能够以此去接触心灵。 

 

 

    第76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10日，星期三 

 

最好的礼物！ 

“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

吗？”（路十一：13） 

 

“作父母的尚且乐愿将好礼物给自己的儿女，主当然更加乐愿将圣灵赐给凡事奉他的

人。每位职工应当为每日受圣灵的洗而向上帝祈求。”(《使徒行述》，第 50 页） 



思考问题： 

当你祈求天父，祂非常愿意赐你圣灵。上帝从不强迫你，所以你才需要向祂祈求。〈路

加福音〉11 章的希腊原文提到祈求是持续终身的寻求祂，对上帝打开心门，如同对着太

阳盛开的鲜花。我们每天都需要持续被圣灵充满，使我们与主同在。上帝的成圣和为永

恒建立品格之工都是一个过程。祂每天都透过祂的话来赐予我们有新的确信、挑战和指

引，我们每天也要邀请圣灵来进入己心，使我们得着恩典、有遵从的能力、成就祂的美

意、像祂爱我们一样去爱别人。 

你之前可能曾经求问过圣灵，当你明白你每天都需要受祂的洗礼，你会更多地恳求祂终

生与你同在吗？ 

你会毫无保留地邀请圣灵全然住在你的心中每一部分吗？ 

 

感恩分享！ 

 路易斯：”我和妻子在疫情隔离期间透过 Skype 与六个人查经。我邀请不少人去

观看由巴西复临频道制作的节目，现在甚至有不少非基督徒都欣然接受上帝的信

息！我身边的非基督徒朋友都开始相信基督要再来了！” 

 云费烈达：”我想跟你分享鼓励的话：祷告真的有效！有 5 个人透过电台、

WhatsApp（手机媒体）和其他社交平台分享的 100 日祷告的节目后，在上安息

日在金沙萨 (刚果首都) 受洗了！” 

 

代祷请求： 

1. 为在疫情期间后退的教友代祷。恳求圣灵在他们心里清楚说话。当那些接触他们

的人都有勇气、智慧和爱心，去寻找帮助他们回转，重建信心与耶稣同行。 

 

2. 为津巴布韦西部区会 (West Zimbabwe Conference) 祷告。其教友一群群地在自

己的社区去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弱势群体、长者和残障人士。 

 

3. 为受错误教义和异端邪说迷惑的教友、前教友和青年人祷告。祈求上帝张开他们

的双眼，也恳求教会能够帮助他们，使他们在耶稣里寻着真理。 

 

4. 祈求上帝保守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 (Chattanooga) 的 CHI 纪念医院以及全球医

院的医护人员。 

 

 

 



 

    第77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11日，星期四 

 

得着服侍的能力 

“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

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一：8） 

 

“上帝的仆人并不都拥有相同的恩赐，然而他们却都是主的工人。每个人均向伟大的教

师学习，并将各人所学的传给别人。不是每个人都做一样的工作，但在圣灵的成圣影响

下，他们全是主的工具。上帝在祂的圣工上使用各种不同的恩赐，从撒但的军队中赢回

生灵。” (《你必得能力》，第 192 页） 

 

 

思考问题： 

参与上帝的工作带领世人到耶稣跟前，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借着你的恩赐、能力和影

响力可以成为把恩典带给这个世界的媒介。这实在非常美好！当你一生顺服于主，就会

被圣灵充满，祂会给你能力在赢得生灵的特权中尽你一份力量。祂会把你的专长圣化，

给你有属灵恩赐，完成祂放在你面前的一切工作。 

今天，你会献上自己的生命与耶稣同做救灵的工作吗？你相信圣灵会给你力量，让你能

做似乎不可能的事吗？当你接触世人的时候，你愿意恳求耶稣让你接受圣灵的洗吗？ 

 

感恩分享！ 

 玛丽：”我们在 100 天祷告期间非常蒙福，教会因祷告而合一。教会感受到从上

帝而来的平安，也看到祂的大能双手。” 

 朗努：”我们的小组成员大多数是前复临信徒，也有慕道友。他们在封国的时候

也积极地参与查经。我作为地区牧者，我跟这小组成员会面，负责带领复兴崇拜

聚会。聚会结束后进行谦卑礼和圣餐礼，这次总共有 52 人出席，我们都感到很惊

讶，其中有 60% 参与者借着圣餐礼决志接受耶稣和大胆立约，除了有前教友，也

有新加入的教友。我真心感谢上帝，因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已被放在 100 天祷告的

第 57 天祷告事项中。上帝于第二天即 5 月 23 日就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祂把迷失

的羊群带回祂的羊圈里面，感谢主！” 

 

 

 



代祷请求： 

1. 为加勒比海岛屿的教会代祷。它们除了要面对疫情外，也要为本年的龙卷风季节

做好预备。 

 

2. 为美国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城 (Ellicott) 复临教会代求。他们正在为医护人员搜集口

罩、手套跟护目镜。 

 

3. 为日本世田谷 (Setagaya) 青年教会祷告。他们正在与周边的群众建立关系。祈求

青年人和领袖们能够找到创新的方法来服务当地城市。 

 

4. 为哥斯达黎加首都圣荷西 (San Jose) 祷告。当地有一间城市服务中心，主要提供

音乐和运动课、家庭辅导、研经团等等。恳求上帝保守这间中心，可以接触最需

要认识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