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机的情势中呼求耶稣 

 

100 天祷告～第十三周 

2020 年 6 月 19 日～6 月 25 日  

 

一笔美德遗产 

弗兰克·哈塞尔 

（By Frank M. Hasel） 

 

我的祖父弗朗兹·哈塞尔（Franz Hasel）曾经是德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按立的牧师。在违

背他的意愿之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召入伍。因为我的祖父想遵守上帝的诫

命，包括“不可杀人”，所以他要求在医疗队中服役，并拒绝使用武器。但是他的要求

没有被批准。取而代之的是，他被安排在另一个部门作前线的事务员。但是，他严肃地

坚信自己不会杀人，所以在战争期间他一直在枪皮套里装着一把木枪。尽管他认为自己

可能会死很多次，但上帝一次又一次地奇迹般保护了我的祖父。他的鼓舞人心的故事记

载在《虽有千人仆倒》一书中。 

 

我的祖父经常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该故事未包含在《虽有千人仆倒》中。在远离家乡的

俄罗斯服役期间，他的部队被分配去搜索德国人进军俄罗斯时掳掠的每个村庄的房屋。

他们被命令搜寻对抗的战士，他们躲藏在房屋内并攻击前进的德国军队。他们被告知要

立即乱射被发现藏匿的每个人。 

 

有一天，当我的祖父仔细地搜寻一所房子时，他感到有些不寻常。当他进入一个特定的

房间时，他发现房间是空的，但仍然有一种可疑的印象。当他看着床底下时，他看到一



个年轻人盯着他。我的祖父知道，如果他暴露了这个年轻人，他肯定会被枪杀。他们闭

上眼睛，似乎是永恒的瞬间。然后我的祖父起身，离开房间，没有报告他所看到的。他

怜悯这个年轻人并饶了他一命。 

 

几周后，我的祖父被派去巡视一条重要的铁路轨道。他的职责是确保没有对抗的战士轰

炸轨道。他独自一人看着一群俄罗斯哥萨克人骑着马向他猛冲，他没有可逃走的路。他

为死亡作好了准备，相信他们一定会杀了他。 

 

他们一群人迅速包围了他，但是当我的祖父看到他们的指挥官的脸时，他感到惊讶，他

就是那个躲在那所房子床下的年轻人，他们立即相互认识。这位年轻的哥萨克指挥官将

枪对准了我的祖父，对他说：“我现在可以杀了你，”他指出，“但是你很友善，挽救

了我的性命。所以，我会饶你一命的！”然后，他命令他的士兵继续骑行。在上帝的旨

意下，祖父的生命再次得以幸免。他对那个人的仁慈和对上帝的忠心得到了回报。我非

常感谢祖父留下有美德的生活以及忠心和仁慈的榜样。这笔遗产也可以是我们的。 

 

忠心有一些特殊之处。尽管你可能有点出名或有点富有，但你却不能有一点忠心。忠心

有其独特之处，需要全神贯注。你要么是 100％忠心，要么就是你不忠心。如果你是 95％

忠心，则你不是忠心的。忠心需要全心投入。上帝要我们坚定不移的忠心和全心全意的

奉献。 

 

在旧约中，我们读到但以理的故事，但因他不愿意妥协对上帝的忠心而被扔进狮子坑里。

当但以理被认为是为国王效力的一个聪明又可靠的领袖时，他的敌人开始嫉妒，并寻找

指控他做错事的地方。“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但 6：4）。我希望我们的敌人（如果有的话）和我们的朋友，以及所有在这次新冠状

病毒危机中一直在注视着我们生活的人，都能从我们身上发现同样的事情！愿我们成为

以真诚的爱心待人而著称的人，并愿我们在日常的事情中表现出的忠心而受尊敬。就像

但以理一样，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会顾念我们，因为我们忠于祂的旨意。无论未来如何，

让我们成为对彼此友善并忠于上帝和祂的圣言的男女。 

 

弗兰克·哈塞尔博士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的神学家和圣经研究所的副干事。弗兰

克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也是最近安息日学学课《如何解经》的合著者。在他本周的灵

修分享的故事中可以在他的最新著作《为上帝而活：恢复基督徒美德的喜悦》中找到。 

 



思考问题：你如何向周围的人表示真正的友善？你有哪些方面很难与他人友好和忠于上

帝？你希望通过什么方式栽培自己的忠心？但以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对上

帝的忠心如何影响整个王国。你的友善如何帮助他人看到上帝的真实品格，你对上帝的

忠心如何打开门向周围的人表明他的信实？ 

 

积极的回应：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言语和歌曲上公开宣称对上帝的忠心。但是，通常是

在生活的小事上——当没有人在看，或者你认识的人在看时——一个人的忠心会受到考

验。求上帝帮助你看到生活中需要改进的地方。祈求耶稣在你里面活出祂的生命，祈求

在试探召唤时有能力作出忠心的选择。 

 

“一个人在特殊境况之下所表现的属灵感奋，并不足以作为他是基督徒的确证。成圣并

不是一时的狂喜：而是心意的完全归顺上帝；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而活；是遵

行我们天父的旨意；是无论置身于磨难、黑暗、或光明之中始终信上帝；是凭着信心而

不是凭眼见行事为人；是本着毫无疑问的信念倚靠上帝，信赖他的大爱。”《使徒行述》

第 51 页 
 

 

 

 

深入阅读——本周的附加阅读建议: 

 怀爱伦，《基督徒服务大全》第 17 章 基督徒的助人之工 

 Frank M. Hasel, Living for God: Reclaiming the Joy of Christian Virtue  

 

  

https://www.amazon.com/Living-God-Reclaiming-Christian-Virtue-ebook/dp/B086VSKXJV/


 

    第85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 

 

感恩分享！ 

 勒夫斯基：”上帝感动我去分享 100 日祷告的信息，并在一天之内收到超过 500

个人报名取阅。我便透过社交网络 WhatsApp 和一个网上平台给他们发送信息。

我们每天晚上 8:00 都有祷告时刻。” 

 我们看到上帝赐福给全球教会领袖跟教友，也给予他们有聪明智慧，使他们有能

力面对疫情和其后的挑战。上帝正在于动荡中为经济、健康和开放教会作工！ 

 

代祷请求： 

1. 恳求上帝使你一生更为忠心，也让你的心一直反映耶稣的慈爱。 

 

2. 为英国一间本会健康疗养中心代祷。此中心计划开展疫情后的康复计划，借着传

递健康信息来为耶稣接触民众。祈求当地的政府能够批准其计划。 

 

3. 为印尼苏门答腊 (Sumatra) 的 1000个布道士培训中心和所有布道培训机构祷告，

让它们能够在疫情期间继续他们的事工。 

 

4. 为痛失亲友的教友代求。他们的亲友因疫情或其他原因而失去生命。 

 

 

    第86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20日，安息日 

 

得希望的应许 

“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

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约十四：1-3） 

 

“ 我们在这里没有家，只是朝圣者和陌生人，前往更好的地方，甚至到天家。你只需要

把心思放在这些身上便可，当你在做的时候，基督会正好在你的身旁。” 

(《怀氏生平与教训》，第 293 页） 



思考问题： 

上帝的怜悯、恩典及慈爱让我们得着希望，好使我们怀着盼望迎接更好的明天，得蒙饶

恕，胜过罪，得着永生。撒但跟这个世界有无数的理由叫我们放弃生命。但是，在耶稣

里，我们反而晓得”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林后 1:20)。 

你会选择从上帝的话语中紧握着得希望的应许吗？你也会选择借着耶稣的宝血来得到保

证吗？ 

你愿意去恳求祂帮助你保持对耶稣再来并与祂得着永生的盼望吗？ 

 

感恩分享！ 

 佚名：”我们之前恳求上帝让我们有办法去建立教会，其后祂感动了一位富有商

人的心，让那位商人捐出我们所需要的资源！” 

 新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在欧洲和全球其他国家逐步下降。虽然有国家重新开放后依

然维持社交距离和其他规定，但是住院率也正在下降中。 

 

代祷请求： 

1. 祈求耶稣能够赐予你在祂里面有荣耀的盼望，使你得到崭新的启示。 

 

2. 为你的家人、朋友、同事，以及由 100 天祷告团队所交来的名字的悔改祷告。 

 

3. 为在属灵、身体或经济方面面临挣扎的教友代求，使他们在各种的试探中保持坚

强，并寻求耶稣的帮助。 

 

4. 为英国南部区会 (South England Conference) 的各地教会和各项事工代祷。祈求

上帝能够在经济上施行神迹，让他们能够植堂和翻新现有的建筑，使他们可以更

好地服侍当地的社区。 

 

 

    第87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21日，星期日 

 

得喜乐的应许 

 “ 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箴十：28 上） 

 

 

 



“珍重基督之爱的心灵，满有自由、光亮与喜乐。这样的生灵全无心持两意的思念。整

个人都仰望着上帝。他不向世人请教自己的本分，乃向基督，一切智慧的源头求问。”  

(《彰显主基督》，第 114 页） 

 

思考问题： 

你有感受到”在主里的喜乐”吗？你有借着祷告和上帝的话来经历与祂同在的喜乐吗？

当我们瞥见祂那纯正之美，世上的”乐趣”就会逐渐显得毫不重要。耶稣有一份无与伦

比的魅力，祂会以喜乐充满你的心，而那份喜乐名副其实是超越世界的。 

你渴望经历天上的喜乐吗？你渴望经历救赎、忠心、和谐、与主相合的喜乐吗？ 

今天，你为何不求问上帝，让你抽更多时间去祷告和默想祂的话语，从中尝到祂所带来

的喜乐呢？ 

 

感恩分享！ 

 巴西新时代 (Novo Tempo) 电台每日提供 24 小时的节目。此电台于复活节前一

周在南美分会 (South American Division) 进行特别布道时刻。所有堂会于疫情期

间关门的时候，领袖们便进行祷告。他们决定与当地一位布道家进行视像布道会，

结果有 30,256 人要求受洗！的确，上帝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

益处！ 

 佚名：”我读完 100 日祷告的信息后，就发现自己要多依赖耶稣，少靠自己。我

真心颂赞主，因为祂对我赐予爱和恩典！” 

 

代祷请求： 

1. 恳求我们每天都充满属天而来的喜乐。 

 

2. 为面对守安息日问题的教友代求，他们为此面对不同的试炼。祈求他们纵使面临

挑战和逼迫，也依然能够忠心地为主发光。 

 

3. 为菲律宾的那加复临大学（Naga View Adventist College）祈祷，希望该院校在

疫情期间仍然能够生存。 

 

4. 祈祷希望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第88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 

 

得爱的应许 

“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耶三十一：3） 

 

“……已拟订了一项计划，借以向世人启示基督奇妙的恩典和慈爱。由于上帝的儿子偿付

了无限的代价以救赎世人，上帝的爱乃得以彰显。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之广博丰瞻，足

以救整个世界。负罪而堕落的人类，因罪恶得以赦免，并蒙赐与基督的公义，而在耶稣

里成为完全。”(《告青年书》，第 137 页） 

 

思考问题： 

上帝就是爱。当你放开胸襟去面对现实，开始抱着完全的爱的眼光去看待祂的一切作为，

你的生命不但得到改变，也让你能够反映和表示上帝的爱。上帝的每一个应许都是从爱

而来。上帝渴望借着祂的爱来使你成为施予爱的人！ 

你有让上帝的爱把你心里所有的自私融化吗？你会让耶稣借着祂的话来让你重新定义真

正的爱的感受吗？你愿意逐步成为施予爱的人吗？ 

 

感恩分享！ 

 法兰西嘉：”100 天祷告帮助我跟孩子定时在每天早晚一起祷告。我为这段祷告

时刻满心赞美主。我女儿的朋友来到我家，还跟我们一起祈祷。她回家后，还说

服家人每天一起祷告，他们现在也进行得很开心！” 

 迈克在封国期间面临着挣扎。有一天，他看电视的时候刚巧发现希望电视台，他

跟自己说：“我需要希望。”他开始看互动研经课和其他具启发性的节目。他看

了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两个系列。他研究过后，最终决志完全把自己的心奉献给耶

稣！ 

 

代祷请求： 

1. 为你一生能更深和更完全的欣赏、接受和应用上帝的爱祷告。 

 

2. 为伊凡芝莲姊妹及其他正在对抗癌症和其他疾病的人代祷，使他们早日得医治。 

 



3. 为早前或在疫情期间受洗的新教友代求，希望他们不会因没有信徒团契和教会崇

拜而淡化他们信主的决心。 

 

4. 为加拿大咸美顿 (Hamilton) 复临教会祈祷。当地有一间本会服务中心，包括社区

服务、烹饪班、免费换油、销售果昔 (smoothie bar) 和室内攀石场，愿上帝赐福

此中心，让它能够以创新的方式进行布道。 

 

 

    第89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 

 

得智慧的应许 

“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

他。”（雅一：5） 

 

“我们所侍奉的上帝是不偏待人的。那将慎思明辨的灵赐给所罗门的主，也愿意将这同

一福惠赐给他现代的儿女。……每当一个负责人指望得到智慧过于获得财富、势力、或名

誉的时候，他是决不致失望的。这样的人必从那位大教师学习，不但知道当作什么，也

知道当怎样作以求得上帝的嘉纳。”(《先知与君王》，第 31 页） 

 

思考问题： 

耶稣就是智慧。祂时刻知道最明智的行动、最明智的劝勉、最明智的前进方式。我们的

人生面对重重挑战，无论在休假、家庭，还是布道，我们一直都需要属天而来的智慧。

我们赞美主，祂更愿意把智慧赐给一切求告祂的人！ 

你愿意恳求上帝以属天的智慧来取代你的愚昧思想吗？你愿意接受上帝的劝告，即使它

是违背属世的”智慧”和你自己的想法？你愿意打开自己的心去接受耶稣的智慧劝勉，

让祂带领你渡一个公义和爱的人生吗？ 

 

感恩分享！ 

 以诺：”愿荣耀与赞美归于天父。在封国期间，我们家每天都深入阅读创世记，

并由 27 岁的儿子负责带领研经。我们能够看到创世记的内容如此丰富，真是莫大

的福气。现在，我们的家已经养成研经的习惯了！” 



 罗拔：”我刚刚为阿利桑拿区会 (Arizona Conference) 完成一连串网络布道会，

并于布道会期间开启为期一星期的在线代祷。最后，有很多人都在教会、河流和

游泳池受洗！” 

 

代祷请求： 

1. 祈求你与上帝相处的时候得着属天而来的智慧，让你知道更多事情。 

 

2. 为所有复临教会、学校和机构祷告，让他们以敬虔和认真的心去细想重开事宜。 

 

3. 为独身的复临信徒代求，使他们的梦想在耶稣里得以实现，并找到一位虔诚的配

偶。 

 

4. 为东京复临医院 (Tokyo Adventist Hospital) 祈祷。此医院已经服侍东京市超过

90 年。恳求上帝赐福，并让它的工作有所增长，使当地的市民能够从中得着身体

和属灵的医治。 

 

 

    第90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 

 

得大能的应许 

“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四：13） 

 

“我愿大家都能认识到凡以基督为满足并信靠基督的人会有何等可能的结果和可能

性。”(《怀爱伦书简》45 号，1893 年，第 33 段） 

 

思考问题： 

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位所有真实事物的创造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祂选择

运用自己的大能去帮助、医治和复原他人。祂的话语带有能力和生命，所以我们一生只

要凭信，就会完全明白祂对我们那带着应许的诫命、指示和训诲。信心发放得蒙应许的

大能，使我们可以凭信而活。 

今天，你会选择凭信心去相信上帝的大能会在你的身上作工吗？你相信被道成了肉身的

耶稣会让你有能力去覆行祂的旨意吗？你愿意过着与耶稣在医治、帮助和复原上同工的

生活吗？ 

 



感恩分享！ 

 D 姊妹：”我多年来都鼓励我的兄弟去教会。现在，他每安息日都透过视像来跟

我们一起参与崇拜！恳求他会愿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上帝，也祈求上帝为他开路，

使他能来到教会。” 

 贞：”我们赞美上帝！在菲律宾，有不少带领祷告聚会的领袖于祷告时刻生命得

到了改变。他们当初接受上帝的呼召带领祷告是勉为其难的，现在大部分都在信

心中找到喜乐。事实上，网上祷告时刻成为他们在疫情期间得着力量的来源。” 

 

代祷请求： 

1. 恳求上帝使你能够信靠祂赐人力量的应许，让你有能力去遵从祂的旨意。 

 

2. 祈求破裂的婚姻得以复原，也使分居的配偶彼此和好，让耶稣成为每位信徒的婚

姻的中心。 

 

3. 为坦桑尼亚 (Tanzania) 的 T 姊妹祷告。她决志成为复临信徒后遭受多方面的苦楚。 

 

4. 为东欧国家白俄罗斯 (Belarus) 的一间新中心代求。此中心有游乐场、为特殊人士

而设的设施等等。恳求上帝赐福，让这重要的对外布道工作有所增长，并帮助职

员把上帝介绍给到访者认识。 

 

 

    第91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25日，星期四 

 

得生命的应许 

“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

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

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申三十：19-20） 

 

“赐生命的主要在头一次的复活时，呼喊祂所救赎之产业从死亡中出来。且等那得胜的

时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无人能数得过来的群众，上来取得永远之胜利时，每一

位睡了的蒙上帝知名之圣徒︳必得安然保守，犹如守护珍贵的珠宝一般。借着生前住在

他们里面之救主的能力，并因他们已经与那神圣之性情有份，他们便从死里复活。” 

 (《主必快来》，第 300 页） 

 



思考问题： 

何等奇妙的真理啊！上帝作为生命之源，祂乐意赐予一切相信祂能力要活出属天的爱、

信心和公义生活的人。不但如此，祂也很乐意向祂的儿女赐予永生，使他们在完全的健

康、幸福、喜乐和融洽中永远与主同在。赞美主！ 

你是否把握了耶稣能赐你生命、改变你的生命、使你有丰盛生命的好消息的事实？ 

你是否期盼着复活的那日，一切相信的人于当天都得着不朽坏的身子，与最为宝贵和慈

爱的上帝共享永生呢？ 

 

感恩分享！ 

 嘉美：”我是一个单亲全职母亲，有 3 个儿子，也是一名全职学生，有工作，还

积极投入教会的事工。虽然我耗尽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上帝会帮我渡过难关。

我们每天都透过视像与儿童、青年人和成年人一起进行 100 天祷告聚会。青年人

很投入，他们祷告和提出问题。尽管我还是需要钱去上学，我很感谢主，因为祂

在疫情期间教我许多东西，也让我多多蒙福。我真的很喜欢参与事奉！” 

 我们衷心赞美天父！有部分在中东的传道同工正在体会到属灵上的更新，重新得

力。有些人感到灰心和缺乏复兴，使他们离开了教会。但是，他们在 100 天祷告

期间参与网上合一祷告后，便有重返教会的渴望。 

 

代祷请求： 

1. 恳求上帝让你经历到耶稣应许给你丰盛的生命。 

 

2. 为移民的复临信徒和拿着签证逗留异地的人祈求。他们在当地并没有合法的身分，

让他们无法于疫情期间向政府求助。恳求他们能够获得生活中的一切所需。 

 

3. 为所有感染新冠状病毒的复临信徒和非复临信徒代祷。 

 

4. 为俄罗斯一所特殊学校祷告。此学校为学生提供充满爱心和以基督为中心的课程，

为学生和家长带来欢乐。祈求上帝大大赐福此重要的布道工作，也让其职员、学

生和家长蒙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