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機的情勢中呼求耶穌 

 

100 天禱告～第十一週 

2020 年 6 月 5 日～6 月 11 日  

 

 

當暴風雨使您措手不及時！ 

保羅·戴辛格 

（By Paul Dysinger） 

 

我正在把我們的寶貝兒子伊森放下讓他小睡片刻。那是一個美麗的晴天。在清凉的傍晚

時分，天邊飄過幾團雲。 

 

然後它們撞擊起來，而且撞擊得很快很厲害。 

 

伊森剛睡著，我就聽到妻子娜塔莎從客廳的呼喚。我從臥室出來，看著窗外。我首先注

意到的是風。真是難以置信的大風！天空越來越黑。 

 

然後我們聽到了樹枝碰撞，裂開，折斷的聲音。他們實際上是從樹上墜落下來，從附近

的樹林中猛撞到我們房屋的一側。我從房間的另一側望出去，發現我們的溫室已完全被

掀開，整個塑料頂已被吹走。我抓起手機查詢天氣，但網絡却不順暢。 

 

“親愛的，我們應該走嗎？” 我聽到娜塔莎說。 “是，我們走吧。”我回答。 

 



我們從床上抱起正在沉睡的伊森，然後將筆記本電腦放進背包，再飛奔到汽車去——我

雲飛魄散了，在任何時候飛來的樹枝或倒下的樹木都可能攔截我們的前行。我們一邊禱

告一邊沿著土路向我父母的房子飛馳。那裏的地下室是等待風暴過去的更安全的地方。

一棵樹已經掉落在我們的車道上了，我們必須規避。幸運的是我們避開了。 

 

就在那個時刻，正下著傾盆大雨。穿過迷濛的雨水和狂風，我們終於到達我父母的地下

室——安全的地方。這是瘋狂的事情。我們誰也沒發現到它的到來。沒有人。我叔叔當

時還在拖拉機上，不得不把它撇下然後跑進室內。他跟我們一樣，溫室也被掀開了。還

有另一個更糟糕（看起來像是被大象踐踏過）。暴風雨意外地在我們沒做準備的時候襲

擊我們。 

 

感恩的是，我們都安全，每個人都還好。 但這仍然使我們措手不及。有點像整個新冠肺

炎大流行如何在我們毫無準備的情况下襲擊了我們的世界一樣。重點是，我們知道按照

聖經的預言，還會有更多的風暴來臨。問題是：“我們如何準備度過那些風暴？” 

 

坦率地說，作為園丁，您意識到自己無法控制自然。風，雨，太陽，雪——你根本無法

控制它。如果天氣預報準確，你還可以提前計劃並做好準備。但是有時候會發生我們無

法預料的事情。那是什麼？ 

 

我會告訴你我們會做什麼。我們會祈禱。我們認識到，上帝掌控一切，即使發生瘋狂的

事情。然後我們起來繼續向前。當我們生活的周圍崩潰時，我們必須起來並重新振作。

人生的風暴可能會打倒我們——但我們必須伸手尋求上帝的力量並前進。 

 

對我們來說，我們的溫室是一個很小的損失。當然，這花費了我們一些金錢和一些時間

來修復。但是幾天後，我們又恢復了正常運作——這次，我們希望如果這種情况再次發

生，我們有更好的準備。 

 

但是人生的風暴呢？新冠肺炎造成的身體，情緒，屬靈和經濟上的風暴又如何？你如何

反應？你將如何重建？你學習到什麼教訓，可以為將來的風暴做好準備？當發生無法控

制的事情時，你會向哪裏尋求力量和安慰？ 

 

耶穌是我們的錨和希望。我們可以求助於我們的和平之君，祂可以用祂口中的一句話來

平息風暴。我們可以求助於祂，使我們度過人生的風暴，甚至度過末日。你今天就要信

靠祂嗎？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賽 26:3-4） 

 

保羅·戴辛格（Paul Dysinger）和他的妻子娜塔莎（Natasha）居住在田納西州，在那裏

他們從事園藝業務，並教人們如何耕作（borntogrow.net）。 

 

思考問題：你如何應對全球大流行？這如何影響或不影響你對耶穌的信心？你願意為生

活中的下一個意外風暴而信靠祂嗎？你相信耶穌可以真正成為你的永恒磐石嗎？ 

 

積極的回應：祈求上帝向你顯示在生命中任何你可能沒有完全讓祂接觸到的地方。你可

能不願放棄的任何控制權。求祂寬恕你，並幫助你信靠祂。也許這場大流行危機向你揭

示了生活中一些你缺乏操練信心的事情。向我們慈愛的耶穌禱告，幫助您完全的降服於

祂，並學會在生命風暴中信靠祂。 

 

深入閱讀——本周的附加閱讀建議： 

•懷愛倫（Ellen G. White）的《日常生活的幫助》 

•馬可芬利（Mark Finley）《再復興我們》 

 
 

    第71天：祈禱焦點～2020年6月5日，星期五 

 

感恩分享！ 

 艾歷斯：”我為兩樣事情感恩。我之前在自己的小鎮開始跟一位醫生查經。新型

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爆發後，我們查經的次數比之前更多。她還沒有去教

會就決志受洗了！我自己也有感恩，雖然我今年的行程全都取消，不過我可以更

好的調整自己，我可以有更多時間禱告、讀經，也可以更多寫作，更有效率地工

作。在不少憂傷的事情中也可以領受更大的福氣的。” 

 利碧嘉：”兩星期前，我跟丈夫面對很艱難的境地。我們的電話接收不了訊號，

我們的車也被堵在山泥道上，且沒有出路，我們便祈求上帝作我們的領航。我禱

告完畢後，就覺得很需要唱一首詩歌。我的丈夫說我做了這些事情沒多久，他就

感受到有人幫我們把車推出來。我知道上帝垂聽了我們的祈求。祂真的很奇妙，

我喜愛祂如何一直在我們的人生中作工！” 

 



代禱請求： 

1. 為在疫情期間失業的弟兄姊妹禱告。 

 

2. 為瑪德蓮娜與丈夫代禱，他們在哥倫比亞的鄉郊嘗試為耶穌接觸人群。他們很需

要一座能夠聚會的小教堂。 

 

3. 為全球會眾祈求，他們因種種景況而沒有空間或地方聚會。 

 

4. 為參與一年佈道(One-Year-In-Mission) 的自願者祈禱。他們在智利幫助海地的

移民學習西班牙語和適應當地的生活與文化。懇求上帝透過自願者們作工，並幫

助他們建立友誼和信心。 

 
 

    第72天：祈禱焦點～2020年6月6日，安息日 

 

幫助者、提倡者、安慰者 

“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

來；我若去，就差他來。”（約十六：7） 

 

“聖靈是基督為救拔自己的子民，向父所能求到的一切福分中的最大的恩賜。上帝賜下

聖靈作為使人重生的能力。若沒有聖靈，基督的犧牲便歸於徒然。……人惟有倚靠第三位

真神的大能大力，才能抵擋並得勝罪惡。……有了聖靈，世界的救贖主所作成的大工才能

生效。靠聖靈，人的內心才能變為純潔。基督已賜下祂的靈來制勝人類一切遺傳和後天

養成的惡習，並把他的品格印在他的教會上。 

耶穌論到聖靈說：’他要榮耀我。’” 

(《歷代願望》，第 671 頁） 

 

思考問題： 

你有完全感激聖靈這奇妙無比的禮物嗎？祂是三一真神中的其中一位，祂是真神，是從

耶穌那裡賜給我們的。祂說話、引領、叫我們知罪、幫助、安慰、改變你，並加你能力，

讓你變得越來越像我們慈愛的耶穌。 

你是否願意邀請聖靈進入你的生命中？你有經歷到由「世界的救贖主作成的大工」所

「生效」的事情嗎？ 



為何不從耶穌手中接受聖靈這禮物，邀請祂進入你心，讓祂融入到你的生命中的每一方

面呢？ 

感恩分享！ 

 妮可：”我發現我的孩子在沒有朋友的情況下一起玩耍和做事，讓彼之間增添了

友誼。由於不用上班或上學，我們所有人都有更多時間去進行早晨和晚上的家庭

崇拜。我們在家裏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一家人也對末世事件進行了許多精彩的對

話。” 

 加百爾：”我感謝上帝，因為有人在 100 天禱告期間得到特別的醫治。我們安息

日學的詩歌領唱在腿上患了奇怪的疾病。我們為他禱告後，上帝醫治了他的病，

隨後他在 5 月 23 日繼續事奉了！真的要讚美主！” 

 

代禱請求： 

1. 為尼日利亞的教友代禱。他們被不同的強盜和政府官員迫害和搔擾。 

 

2. 為印尼西爪哇島山道本哲 (Puncak) 祈求。當地計劃興建一間健康生活中心，願上

帝在經濟方面施行神蹟！ 

 

3. 為瑪天娜祈禱。她患上自身免疫疾病已有兩年，她也因此無法為主作工。 

 

4. 為厄瓜多爾的加拉帕戈斯群島 (The Galápagos Islands) 代求。當地有一間屬於本

會的第一間高科技博物館，全球有不少遊客因此慕名而來。懇求上帝伸出大能的

手，希望有更多遊客到來，也期望職員能夠對遊客說出祂想他們說的話語。 

 
 

    第73天：祈禱焦點～2020年6月7日，星期日 

 

真理的靈 

 “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

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約十六：13-14） 

 

“聖靈卻藉著聖經向人心說話，揭露謬論，驅除謬誤，將真理銘刻心中。由於真理的聖

靈用上帝的話所作的善工，基督使他的選民順服自己。”  

(《歷代願望》，第 671 頁） 

 



思考問題： 

耶穌是真理。祂從自身表現真理。作為創造主，祂所定義和創立的現實完全跟祂那無私

愛人的品格相融和。撒但卻在世上捏造謊言，嘗試把自私變得實在化，讓人陷入引導死

亡的大錯覺。為了逃離撒但所設的錯覺，上帝就把祂的話語賜給我們。聖靈能夠打開我

們的眼睛，叫我們從聖經了解耶穌所顯明的真理。祂能夠引領我們遠離錯覺，進入耶穌

的光中，祂是真理，是成了肉身的道。 

你願意讓聖靈透過祂的話來引領你進入真理，使你一生能榮耀耶穌嗎？你願意讓祂向你

顯示真理，也願意讓祂改變你的心思，使你跟上帝那無私愛人的現實和諧一致嗎？ 

 

感恩分享！ 

 凡莎恩達：”自從危機發生後，我有更多時間去讀經、寫筆記、看證道內容、聽

聽屬靈詩歌。這可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 

 嘉露：”我感謝主有憐憫和美善。我成為復臨信徒已有 33 年，這場疫情讓我知道

健康改良的重要性，於是對我來說是一種福氣。上帝一直在我的心裏作工，我選

擇作為素食者。願榮耀歸於天父！” 

 

代禱請求： 

1. 為對進行網絡崇拜感到困難的堂會禱告。它們缺乏技術配套和網絡服務而無法進

行網上聚會。 

 

2. 為中東國家阿曼 (Oman) 的復臨信徒祈求。他們在疫情後嘗試獲得可以聚會的地

點。 

 

3. 為遭受魔鬼壓迫的家庭代禱。懇求他們能夠勝過罪，免被撒但侵入和破壞。 

 

4. 為德國萊比錫 (Leipzig) 的復臨無家婦女之家禱告。它在過去 25 年已經服侍和支

援約 2 千名女性。祈求上帝繼續此事工，為有需要的人帶來希望和醫治。 

 

 

 

 

 

 

 

 



 第74天：祈禱焦點～2020年6月8日，星期一 

 

得救的確信 

“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為罪，是因他們不信

我；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就不再見我；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

判。”（約十六：8-11） 

 

“賜聖靈的應許並不限於任何時代或任何種族。基督宣稱他的靈的神聖感化力要與跟從

他的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從五旬節那天起直到現今，保惠師一直降賜給凡已完全

獻身歸主並為他服務的人。對於凡已接受基督為個人救主的人，聖靈就要來作他們的顧

問、指導、與見証，並使他們成聖。”(《使徒行述》，第 49 頁） 

 

思考問題： 

聖靈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叫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在祂做救贖的確信工

作中，這三種元素代表在聖所及其事奉的情況。外院是為罪獻祭的地方（表示耶穌被釘

十字架）；在聖所中的陳設餅桌子 (研經)、香壇 (禱告) 和燈台 (聖靈充滿的見證)，顯明

基督的公義的三種元素。這一切都說明耶穌的生平於現在如何成為我們的榜樣。大祭司

只會在贖罪日 (耶穌代表我們進行查案審判) 才進入至聖所，這事情叫我們記得審判的重

要性和真實性。 

換言之，聖靈的工作是引領你通過信心進入救贖的經歷，是耶穌已經為你做的，也是正

在為你做的。 

你能看到聖靈的重要性以及祂所做的美妙大工嗎？你會欣然接受祂救贖的確信工作，讓

祂引領你來到耶穌面前之餘，還讓祂使你的品格在預備審判的時候變得像祂嗎？ 

 

感恩分享！ 

 有愈來愈多的堂會能夠把數碼平台升級，使他們能夠透過網絡去接觸社區。 

 約翰：”實在很奇妙！雖然我們正處於可怕時刻，但是我區的教友更加忠心繳納

什一和其他奉獻，還在 5 月份達到奉獻什一的目標！我們於 100 天禱告期間都在

早上和晚上禱告。這不但在我家種下禱告的種子，還加深了我家的禱告文化。前

一晚上，我 2 歲的女兒在黃昏時跟我說：’爸爸，禱告時間到了！’我衷心感謝

上帝，也意識到上帝已把一個缺少了的文化——禱告植入我們的家裡。” 

 

 



代禱請求： 

1. 為任何年齡的網絡成癮者祈求。 

 

2. 為澳洲珀斯 (Perth) 市代禱，當地正在透過寄信來傳福音。 

 

3. 為新西蘭一個小嬰兒泰臣禱告。他一直靠著儀器來維持生命，醫生想為他關掉儀

器。當他張開雙眼、發聲和移動小腳時，我們相信上帝正在作工。 

 

4. 為以色列拿撒勒 (Nazareth) 市的復臨生命希望中心禱告。它在當地提供英語、電

腦、烹飪等課程。祈求上帝賜福、增進其佈道工作、保守和引導同工們、觸動顧

客的心。 

 
 

    第75天：祈禱焦點～2020年6月9日，星期二 

 

反映耶穌的品格 

“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五：22-23） 

 

“當你領受了基督的精神——就是那無私之愛與為人服務的精神——你就必生長結實。

聖靈的美德也必在你的品格上完成。你的信心必有增進，你所確信的必更加深，你的愛

心也必得以完全。這樣，在一切純潔、高尚和可愛的表現上，你就必愈來愈反映基督的

形像了。……這樣的果實永不敗壞，反要各從其類地產出莊稼到永生。” 

(《基督比喻實訓 / 天路》，第 67-68 頁） 

 

思考問題： 

聖靈帶領我們來到耶穌面前。當我們每天透過與聖靈聯繫來住在耶穌裡面，祂會逐步建

立我們的品格，使我們每天更能反映基督那無私、自我犧牲、愛人的品格。這種轉變的

過程是終生的，就像種芒果一樣，其種子撒到地上也不能一朝一夕地長出果實，而是先

用時間加以栽種，待它生長成樹後才結成果實，成聖的工作也是需要時間的一個過程。

但是，可以放心的是，我們只要藉著順服和忠心，聖靈的果子的每一特性就將會在你的

生命中顯明出來！ 

你有讓聖靈在你身上結成祂的果子嗎？有沒有哪種聖靈的果子的特性是你不想讓祂栽種

呢？你是否渴望更能反映耶穌，直到所有人可以從你的身上看到耶穌那愛的品格呢？ 



 

感恩分享！ 

 鐘斯：”我感謝上帝給我有這 100 天禱告，它點燃了我的生命。我在這個時候開

始經營復臨麵包店，也藉著這麵包店來分享上帝的話。隨著聖靈作工，有一個人

從我這裏聽到信息後便決志要成為復臨信徒。我很感謝上帝，讓我看到有很多方

法可以傳揚祂的話語和催促祂的再來。” 

 P 弟兄：”我在封國期間一直都有疑問，上帝則在每周透過 100 日禱告材料的不

同信息和作者所分享的經歷來為我解答問題。我真心感謝上帝的大愛，並讓我們

與全世界分享好信息。” 

 

代禱請求： 

1. 為全球的牧者、長老和平信徒佈道家代禱。他們在各地進行不同的網絡佈道會。 

 

2. 為冰島的復臨教會禱告。當地教友人數很少，也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懇求上帝

讓這個國家有突破、復興，並為耶穌有一個大收割。 

 

3. 為危地馬拉首都的一間復臨復康中心祈求。這間中心專為上癮者戒除毒癮和酒癮，

除了幫助上癮者重得自由外，也在過去的 9 年裏為超過 1,500 人受洗。懇求上帝

繼續賜福、供應和改變他們的生命，使他們得永生。 

 

4. 為澳洲拜倫灣 (Byron Bay) 的一間純素餐廳代求。此餐廳被列入當地名勝的首位。

祈求上帝能夠賜福這事工，使祂能夠以此去接觸心靈。 

 
 

    第76天：祈禱焦點～2020年6月10日，星期三 

 

最好的禮物！ 

“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

嗎？”（路十一：13） 

 

“作父母的尚且樂願將好禮物給自己的兒女，主當然更加樂願將聖靈賜給凡事奉他的

人。每位職工應當為每日受聖靈的洗而向上帝祈求。”(《使徒行述》，第 50 頁） 

 

 



思考問題： 

當你祈求天父，祂非常願意賜你聖靈。上帝從不強迫你，所以你才需要向祂祈求。〈路

加福音〉11 章的希臘原文提到祈求是持續終身的尋求祂，對上帝打開心門，如同對著太

陽盛開的鮮花。我們每天都需要持續被聖靈充滿，使我們與主同在。上帝的成聖和為永

恆建立品格之工都是一個過程。祂每天都透過祂的話來賜予我們有新的確信、挑戰和指

引，我們每天也要邀請聖靈來進入己心，使我們得著恩典、有遵從的能力、成就祂的美

意、像祂愛我們一樣去愛別人。 

你之前可能曾經求問過聖靈，當你明白你每天都需要受祂的洗禮，你會更多地懇求祂終

生與你同在嗎？ 

你會毫無保留地邀請聖靈全然住在你的心中每一部分嗎？ 

 

感恩分享！ 

 路易斯：”我和妻子在疫情隔離期間透過 Skype 與六個人查經。我邀請不少人去

觀看由巴西復臨頻道製作的節目，現在甚至有不少非基督徒都欣然接受上帝的信

息！我身邊的非基督徒朋友都開始相信基督要再來了！” 

 雲費烈達：”我想跟你分享鼓勵的話：禱告真的有效！有 5 個人透過電台、

WhatsApp（手機媒體）和其他社交平台分享的 100 日禱告的節目後，在上安息

日在金沙薩 (剛果首都) 受洗了！” 

 

代禱請求： 

1. 為在疫情期間後退的教友代禱。懇求聖靈在他們心裏清楚說話。當那些接觸他們

的人都有勇氣、智慧和愛心，去尋找幫助他們回轉，重建信心與耶穌同行。 

 

2. 為津巴布韋西部區會 (West Zimbabwe Conference) 禱告。其教友一群群地在自

己的社區去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弱勢群體、長者和殘障人士。 

 

3. 為受錯誤教義和異端邪說迷惑的教友、前教友和青年人禱告。祈求上帝張開他們

的雙眼，也懇求教會能夠幫助他們，使他們在耶穌裏尋著真理。 

 

4. 祈求上帝保守美國田納西州查塔努加 (Chattanooga) 的 CHI 紀念醫院以及全球醫

院的醫護人員。 

 

 

 



    第77天：祈禱焦點～2020年6月11日，星期四 

 

得著服侍的能力 

“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8） 

 

“上帝的僕人並不都擁有相同的恩賜，然而他們卻都是主的工人。每個人均向偉大的教

師學習，並將各人所學的傳給別人。不是每個人都做一樣的工作，但在聖靈的成聖影響

下，他們全是主的工具。上帝在祂的聖工上使用各種不同的恩賜，從撒但的軍隊中贏回

生靈。” (《你必得能力》，第 192 頁） 

 

 

思考問題： 

參與上帝的工作帶領世人到耶穌跟前，是一件很興奮的事情。藉著你的恩賜、能力和影

響力可以成為把恩典帶給這個世界的媒介。這實在非常美好！當你一生順服於主，就會

被聖靈充滿，祂會給你能力在贏得生靈的特權中盡你一份力量。祂會把你的專長聖化，

給你有屬靈恩賜，完成祂放在你面前的一切工作。 

今天，你會獻上自己的生命與耶穌同做救靈的工作嗎？你相信聖靈會給你力量，讓你能

做似乎不可能的事嗎？當你接觸世人的時候，你願意懇求耶穌讓你接受聖靈的洗嗎？ 

 

感恩分享！ 

 瑪麗：”我們在 100 天禱告期間非常蒙福，教會因禱告而合一。教會感受到從上

帝而來的平安，也看到祂的大能雙手。” 

 朗努：”我們的小組成員大多數是前復臨信徒，也有慕道友。他們在封國的時候

也積極地參與查經。我作為地區牧者，我跟這小組成員會面，負責帶領復興崇拜

聚會。聚會結束後進行謙卑禮和聖餐禮，這次總共有 52 人出席，我們都感到很驚

訝，其中有 60% 參與者借著聖餐禮決志接受耶穌和大膽立約，除了有前教友，也

有新加入的教友。我真心感謝上帝，因為巴布亞新幾內亞已被放在 100 天禱告的

第 57 天禱告事項中。上帝於第二天即 5 月 23 日就垂聽了我們的禱告，祂把迷失

的羊群帶回祂的羊圈裏面，感謝主！” 

 

代禱請求： 

1. 為加勒比海島嶼的教會代禱。它們除了要面對疫情外，也要為本年的龍捲風季節

做好預備。 



 

2. 為美國馬里蘭州埃利科特城 (Ellicott) 復臨教會代求。他們正在為醫護人員搜集口

罩、手套跟護目鏡。 

 

3. 為日本世田谷 (Setagaya) 青年教會禱告。他們正在與周邊的群眾建立關係。祈求

青年人和領袖們能夠找到創新的方法來服務當地城市。 

 

4. 為哥斯達黎加首都聖荷西 (San Jose) 禱告。當地有一間城市服務中心，主要提供

音樂和運動課、家庭輔導、研經團等等。懇求上帝保守這間中心，可以接觸最需

要認識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