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机的情势中呼求耶稣 

 

100 天祷告～第十四周 

2020 年 6 月 26 日～7 月 4 日  

 

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 

马可·芬尼 

（By Mark Finley） 

 

我们不必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不必担心和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知道故事的结

局。我们知道，疾病不是决定权，基督才是。我们知道冠状病毒或任何其他病毒，自然

灾害，灾难或核战争不会破坏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我们有耶稣复临的应许。我们看到饥

荒，我们看到地震，我们看到国家的痛苦，我们看到可能爆发的核战争，我们看到核灾

难的可能性，我们看到气候变化，我们看到瘟疫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但我们有盼望能够使我们在生活中最艰难的时期茁壮成长。因为我

们已经阅读了圣经的最后几章，所以我们有信心能度过艰难时期。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

约翰在启示录第 21 章第 4 节和第 5 节中写道：“上帝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

切都更新了！” 

 

我们与使徒保罗一起“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显现。”（多 2:13） 

 



我们是复临信徒，并没有忘记我们所继承的。基督要再次降临，很快就要复临。如果我

们失去了基督复临的异象，我们将失去希望。我们是复临信徒，我们要超越现状，展望

未来。我们的目光要超越今天看到明天。我们的目光要超越疾病看到健康。我们的目光

要超越瘟疫看到再也没有瘟疫的纯净空气的地方。 

 

在不断增加的自然灾害，政治动荡，经济不确定和肆虐的瘟疫中，我们看到了主复临的

征兆。尽管不是上帝造成这些灾难，但他有一个目的是允许它们发生。祂在呼召我们绝

对地、完全地依靠祂。他在呼召我们跪下。他正在呼召我们进入更深的祷告生活和更丰

富的圣经学习经验。他向我们启示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没有确定性的。基督是我们的

保证，祂是我们的安全，祂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即将到

来的王。 

 

当我们看到病毒如此迅速地传播时，它会做什么？它唤起我们的理智。 

 

这个世界不太正常。基督在对你和我说话。我们的生活很脆弱。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

些脆弱的土地上。但是，除此以外，还有更好的事情即将来到——那就是基督的荣耀。

今生还有一些值得生活的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让祂充满你的心，消除你的恐惧，增

强你的决心，并为他不久的复临做好准备。 

 

思考问题： 

您是否意识到作为复临信徒的我们有什么难以置信的盼望？您是否看到只要我们专注于

基督和祂的应许，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压倒我们？你是否以上帝的伟大应许——永恒

的喜乐、幸福与平安的充分确据来面对这疫情和未来的每一天？ 

 

积极的回应： 

今天花一些时间在圣经中寻找所有指向耶稣第二次来临的重大盼望以及与新天新地有关

的应许的经文。挑几句经文来背诵，让上帝对你的美善和慈爱的现实使你在耶稣里充满

希望、喜乐和确据。 

 

“永恒的岁月要带来有关上帝和基督的更丰盛更光荣的启示，知识是怎样发展，照样，

爱心、敬虔、和幸福也要增进不已。人越认识上帝，就越要饮佩祂的品德。当耶稣向人

阐明救恩的丰盛，以及祂与撒但的大斗争中所有的惊人的成就时，得赎之民便要以更热

切的忠诚事奉祂，并以更热烈的喜乐弹奏手中的金琴，亿万的声音要一同歌颂赞美。 



‘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

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善恶的大斗争结束了。罪与罪人也不再有了。全宇宙都是洁净的。在广大宇宙之间，跳

动着一个和谐的脉搏。从创造万物的主那里涌流着生命、光明和喜乐，充满这浩大无垠

的宇宙。从最小的原子到最大的世界，一切有生和无生之物，都在他们纯洁的荣美和完

全的喜乐上，宣扬上帝就是爱。“《善恶之争》678 页 

 

深入阅读——本周的附加阅读建议: 

 《善恶之争》第 42 章 善恶之争的结束 

 Mark Finley, Making Friends for God 

 

 

    第92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26日，星期五 

 

感恩分享！ 

 南亚太分会：”我们满心感谢主，有超过 5,000 人透过 100 日祷告去登记成为祷

告勇士，而大部分都是青年人。我们除了建立祷告网络，也投票通过去成立正式

的青年祷告事工。” 

 计划捐赠与信托服务部：”我们真心赞美主。本会教友面对2020年的疫情时，还

是保持忠心。他们在今年 3 月 11 日已经设立超过 100 万美元的计划捐赠基金，

以用作支援全球复临教会的布道事工。” 

 我们得悉有几百个人于 100 日祷告后受洗加入教会。我们衷心赞美上帝，每个人

都祈求所有的福音布道都可以持续下去。愿荣耀归于天父！ 

 一位来自坦桑尼亚 (Tanzania) 的文字布道士：”上帝于 100 天祷告期间对我施行

神迹。我恳求上帝帮助我找到别人来让我查经。两天后，有一位女士从一个地方

走了超过 7 公里路来找我。她说：’你之前卖了几本书给我，我看过后找到了真

理，为了多学一点，我就亲自过来你这儿。’我们其后一直在研经，这位女士最

终预备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耶稣。上帝应允了我的祷告！” 

 有一位年青的非信徒于封国期间住在一个复临信徒的家庭里。该家庭那时参与

100 天祷告。那位青年人却对他们说祷告很浪费时间。过了不久，他患上新型冠

状病毒 (COVID-19)，被送到其他地方进行隔离；他在那里经历了内心的改变，还

鼓励别人像他之前曾经住过的复临信徒家庭一样去祈祷。他自己和在那里的所有

人最终奇迹地被治愈，他与另一人决志归主，于 6 月 14 日受洗！ 

https://adventistbookcenter.com/making-friends-for-god-3q20-bible-bookshelf.html


代祷请求： 

1. 为连诺斯 (Lennox) 祷告。他只有 6 岁。他的体内没有固定的韧带，眼睛的晶体也

脱落，可能会导致失明。他患上巨人症、多处损伤和心脏肥大。为全球患病的儿

童祈求。 

 

2. 为印度东北部及全球其他地方代祷。当地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再度回升。 

 

3. 为复临信徒家庭迷失了方向或处于困惑和叛逆状态的孩子们祈求。 

 

4. 为考虑成为全职布道士的人代求，使他们清楚对自己的呼召，并除去他们一切的

障碍。 

 

 

    第93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27日，安息日 

 

我要去……到自己的家 

“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

此。”（提前五：8） 

 

“但你仍须诚恳，恒切，而坚毅地去尽你对家庭的责任，倘属可行，要将他们一齐带

去。你不可吝惜任何努力，而不去劝服他们与你同奔天程。” 

(《复临信徒的家庭》，第 352 页） 

 

思考问题： 

我们都有直系或延伸家庭成员是尚未爱上基督也没有决定忠心为祂而活，或者他们已经

离开了上帝。也许有些是无神论者，或者有其他原因影响了他们的决定。或者，也许他

们从来没有机会以言语和行动来充分听到、理解和看到福音。 

您有责任尽其所能，温柔地、善良地、充满智慧和爱心地接触这些家庭成员，向他们表

示你的关心，并在正确的时候向他们指出耶稣的真理和爱。 

您是否愿意为你那些不信/非复临信徒/倒退的家庭成员代祷，并事奉这项重要工作？你

是否愿意承诺更加刻意地与他们接触？ 

 

 

 



感恩分享！ 

 全球总会家庭事工部：”全球有无数的小组于世界新型冠状病毒婚姻与家庭祷告

日期间进行通宵祷告会，恳求上帝帮助他们修补婚姻和家人的关系，他们的关系

其后奇迹地得到改善；有不少家庭曾经遇上冲突、焦虑和抑郁，现在都重新得着

平安。” 

 南施：”我女儿的家庭患上了新型冠状病毒，上帝于 100 天祷告期间医治了他们，

祂也加强了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 

 内尔达：”今年 6 月 13 日 (安息日)，我们进行教会重开后第一次实体崇拜。当我

们唱开会诗《莫忘记安息日》的时候，有不少人都喜极而泣。另外，我们很意外

地看到有一位隔壁街道的来宾前来参与聚会。他说他是从希望电台全面了解上帝

的话语，并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个人救主。真的要满心地赞美主！” 

 合普惠尔：”在津巴布韦 (Zimbabwe) 有超过 2 万人于 100 天祷告期间透过手机

和网络参与视像布道会，并且有很多人等待接受洗礼。” 

 一位教会领袖：”我们的堂会于封国期间忠心缴纳的什一是我们目标的 143%。” 

 

代祷请求： 

1. 为你直系和延伸的家庭代祷，祈求他们既得蒙救恩，也有机会从你的身上了解你

的信仰、上帝的话语和基督的爱。 

 

2. 为所有复临媒体事工祈祷。愿它们持续为全球广布福音，使它们获得佳美的收成。 

 

3. 为所有商业领袖祈求，他们在疫情期间为雇员的生命作出艰难的决定。 

 

4. 为马太 (Matthew) 祷告。他有上瘾问题，无家，有其他使他远离上帝的阻力。愿

上帝让他和一切受到撒但捆绑的人能够找到突破口。 

 

 

    第94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28日，星期日 

 

我要去……到我的邻舍面前 

“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可十二：31） 

 



“基督徒的第一要务，便是力求全家团结合一。而后，这项工作还要推及他们的远亲与

近邻。已经接受了真光的人，要以清晰的光芒将它照射出去。他们的言语，因充满基督

的爱而吐露芬芳，要成为活的香气叫人活。” (《复临信徒的家庭》，第 37 页） 

 

思考问题： 

耶稣知道你的影响力的范围。他认识你遇到的每个人。我们的邻居和远方的人们一样，

都是我们的福音禾场。我们有幸与他们交往并成为他们的光。但这必须超出友好的微笑

和偶尔的闲聊。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和向他们显示，他们将如何听到真理？  

你会为与邻居建立友谊的机会，以向他们见证耶稣对他们的爱而祈祷吗？如果你不认识

你的邻居，您是否愿意走出舒适区并向邻居自我介绍？你愿意致力于向邻舍传福音的重

要事工吗？ 

 

感恩分享！ 

 庄：”我们所在的地区于 100 天祷告期间就有 3 间教会联合起来，每天都透过网

络祷告，使我们于疫情期间连系在一起。我们赞美上帝，我们的心以及对使命的

态度比以前更为合一！” 

 积琦：”我真心赞美上帝！我们于封国期间跟超过 20 位家人共住。我们每个人都

没有挨饿，也没有人生病，我可以为这些作见证！” 

 艾尔度：”我在 100 天祷告期间学习以谦逊的心祷告。上帝最终也让我们蒙福，

而我的妻子以前没能怀上孩子，现在则怀孕了！” 

 N.J.：”我和母亲每天清晨 5点和中午 12点都为 88岁的父亲和一位亲姊妹祷告，

希望他们能彼此和好。赞美上帝！拜访了两个人之后，他们也正在和好中。” 

 歌莉亚：”我给邻居派发有关健康原则的单张来向他们传福音。愿上帝帮助我走

出我的舒适区；现在，我已经跟邻居们建立联系了！” 

 

代祷请求： 

1. 为你的邻舍祈求。恳求上帝让你与邻居有联系，去帮助他们，和建立友谊，使耶

稣的光能够借着你去燃亮他人的生命。 

 

2. 为美国堪萨斯州奥弗兰帕克市 (Overland Park, Kansas) 的一间食堂祷告。那里的

职工每周都向 600 户家庭 (2,500 – 3,000 人) 派发食物，给予鼓励和希望，并分发

超过 2,000 本英语及西班牙语的研经书籍和《喜乐的泉源》。为全球教会的食堂

和社区服务布道事工祈祷。 

 



3. 为一切透过社交平台、视像、应用程式和研经网页参与网络事工的人代祷，使他

们能够从中获得大收成！ 

 

4. 为一切陷入离婚边缘的夫妻代求。恳求上帝能够修补他们的关系，让他们彼此宽

恕，唤醒他们去展现基督的爱。 

 

 

 第95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 

 

我要去……到我的朋友面前 

“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十五：13） 

 

“每一位信徒应当觉得这是自己的特别义务，当为他的邻里工作。应当研究如何能向那

些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人作最好的帮助。在你拜访邻居朋友之时，应当表示你很关心他们

属灵的福惠，正如你关心他们属世的福利一样。应当显扬基督为赦罪的救主。邀请邻人

到你的家中，与他们同读宝贵的圣经，及那些解释圣经真理的书，再结合简短的诗歌及

热切的祷告，就会感动他们的心。教友们应当教育自己从事此项工作。这种工作，正如

同到国外去救那些黑暗中的人的工作是一样必要的。当有些人为远方的生灵心中背负重

责之时，许多人也当为自己四围的宝贵生灵挂心负责，并殷勤为他们的得救服务。” 

(《教会证言》卷六，第 276 页） 

 

思考问题： 

耶稣把你和我视为他的朋友。这是多么奇妙的思想！祂愿意为我们的得救而牺牲自己的

生命，即使我们接受他的恩赐并不是一个保证，他也愿意这样做。 

你有不认识耶稣的朋友吗？或者，也许你因为害怕分享基督之后失去友谊？ 

如果耶稣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是的，祂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拯救祂的朋友，我们不应该

竭尽所能鼓励我们的朋友忠心地与耶稣同行吗？ 

在祷告中问上帝如何最好地向你的朋友传福音。求他给你机会分享您的信仰、耶稣的爱、

以及他们如何能经历到上帝的救赎！ 

 

感恩分享！ 

 佚名：”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让我们睁开眼睛，看清楚耶稣很快再来。我感谢上

帝给我们有 100 天祷告，我们一家人比以前花更多时间祈祷。在五月某天，我们



遇上了可怕的意外，并以为自己的伤势会很严重，但是上帝让我们丝毫无损的离

开现场！那天，我们为自己的旅程祈求了两遍。上帝确实是信实的！” 

 露德：恳求上帝让我能够在邻居面前作见证，并为我打开分享基督的大门。这位

邻居患病，他开始相信上帝！ 

 南太平洋分会：我们之前为两位患上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代祷，最后他们都正面

地得蒙应允。他们那时的状况极度危殆，只有神迹才能挽救他们。他们现在康复

了！ 

 亚莉西亚：我真心感谢上帝让我参加 100 天祷告。祂藉此来向我显示我还未悔改

的罪、我的自私、我只关注自己的问题。每天为别人祷告，使我建立更加关爱别

人的心。 

 卢：”我一直为自己能够向人分享耶稣作恒切祷告。我祈求有人真的会问我。我

今天去一间公司，那位女士之后问我可否给她传单。我说我有许多，然后给她

《喜乐的泉源》，取了她的联系号码，现在希望有更多的接触。我是第一次以这

样的方式来信靠上帝的。” 

 

代祷请求： 

1. 为未信的朋友祈求。恳求上帝赐你智慧，在适合的时刻向他们传福音。 

 

2. 为面对一切感到被孤立、焦虑和无助的人代祷。 

 

3. 为加拿大多伦多的教会祷告。他们特别为失明人士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地方来进行

崇拜，建立友谊。恳求上帝保守这些布道工作，希望在各地也有同类的聚会。 

 

4. 为所有教会领袖、牧者祈求，也为区会、联会、分会和全球总会的行政人员和同

工代求。愿主赐给他们有聪明智慧，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事奉自己的区域。 

 

 

    第96天：祈祷焦点～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 

 

我要去……到我的同事面前 

“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

上的父。”（太五：16） 

 



“根据上帝赐给我的亮光，我知道祂的圣工今天十分需要圣经真理的活代表。单靠任命

的传道士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上帝不仅呼召传道士，也呼召医师、护士、书报员、查经

员以及其他各种才能的明白现代真理而献身的平信徒，考虑未受到警告之城市的需要。

现在只有一个信徒的地方应有一百个信徒起来积极从事个人的传道工作。时间很快在过

去。在撒但的反对封闭道路之前，有许多工作要做。一切机构都要调动起来，要善于利

用当前的机会。”(《论城市布道》，第 108 页） 

 

思考问题： 

每次上班时，你都在进入福音禾场。上帝在你出生前就知道你会在那里，如果你允许祂，

祂会通过你带领你的同事走到十字架的脚下。 

你会求问耶稣在你工作的地方要向谁作见证吗？你会开始为所有同事提名祷告，并祈求

向他们分享基督的机会吗？ 

 

感恩分享！ 

 中美分会：”在危地马拉，有一位教友开始建立网上研经平台。其后有一位来自

克萨尔特南戈 (Quetzaltenango) 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决志受洗。委内瑞拉西部联合

会 (West Venezuelan Union) 进行网上布道后，最终总共有 396 人受洗，当中还

包括其他教派的牧者和教友！” 

 我们从教会、家庭、夫妻和个人方面收到无数的报告，他们在 100 天祷告期间经

历了复兴、医治、传福音的机会，特别得蒙上帝的赐福。个中的名单实在数之不

尽！ 

 巴伐利：”100 天祷告结束后，我们会继续以小组形式祷告！” 

 玛莲：”我的姊妹跟她的丈夫在游轮工作，还在那里待了很多个星期。我早前一

直为她禁食祷告。我在她惶恐的时候向她分享经文，而她也有看’唤醒希

望’(Hope Awakens) 和复临广播电台 (AWR) 的线上布道会。她后来便决志受洗

了！” 

 莉莉安：”自 100 天祷告开始后，我工作时便利用午膳时间来进行祈祷。我最终

得到了医治，午膳时间成为我到耶稣脚前的特别时刻。” 

 

代祷请求： 

1. 为你的同事祷告。祈求上帝使你借着你的生命和言行来作见证，让他们知道耶稣

存在你的心里。恳求上帝让你看到哪个同事可能有兴趣去了解祂。 

 



2. 为复临教会的支援事工代求。祈求上帝赐他们有能力去进行广传福音的工作。恳

求上帝让各领袖和同工都有属天而来的智慧，也让他们在布道的时候获得一切所

需。 

 

3. 为2021年全球总会代表大会祈祷。恳求上帝继续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使命作出

清晰的指引。祈求所有在 2021 年 5 月及于大会过后当选的领袖能够依照上帝的

旨意，以坚强的心志在地上早日完成祂的工，等候主的再来。 

 

4. 为在疫情封国期间分开的家庭和滞留异地的人代祷。恳求他们能够在这段艰难时

刻能够在各处为主发光。 

 

 

    第97天：祈祷焦点～2020年7月1日，星期三 

 

我要去……到我的同学面前 

“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一：16） 

 

“要把你的宗教带入你的学校生活，带入你的宿舍，带入你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中。” 

(《告青年书》，第 36 页） 

 

“撒但是一个警觉的仇敌，他一心一意要引诱青年走上一条与上帝所嘉纳的相反的道

路。他深知没有另外一班人能像献身的青年男女一样为人造福。青年若为人正直，就必

发挥强大的影响。传道人或年长的平信徒在青年身上所能有的感化力，还不及忠心事奉

上帝的青年在其友伴身上所有影响的一半。他们应感觉自己有一种责任，纵使须牺牲自

己的娱乐和固有的意愿，也当尽其所能去抢救自己的同胞。必要时应将光阴，甚至金

钱，都献给上帝。”(《告青年书》，第 204 页） 

 

思考问题： 

你正在上学吗？你是否有追求学位和良好教育的同学？你是否认识到你所提供的福音远

远比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学位或任何教育更有价值？你的同学是否知道你是基督徒——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也许你很久以前毕业了，你和以前的同学还有联系或保持友谊

吗？ 

无论你是在基督教徒中还是在公共场合中的学生，上帝都在呼召你成为你同学们的光。

无论你是通过电话，网络（由于疫情）还是亲自与他们交往，都可以发出耶稣的光！ 



如果你是父母，你是被呼召去帮助你的孩子向他们展示如何像耶稣一样去爱，以及如何

分享福音。 

你今天是否选择成为学校校园里的传教士，在你以前/现在/将来的同学中作耶稣的大使？ 

 

感恩分享！ 

 我们衷心感谢主。祂在这段危机时刻对许多人源源不绝地在经济上施行神迹，赐

予工作，给予支持。 

 约依：”我和妻子前往阿联酋 (United Arab Emirate) 探望孩子。我们因疫情的缘

故而滞留当地，我们全部都感染了新冠状病毒。很多人都为我们代祷。除了我的

妻子，我们所有人都幸存下来了。但是我依然感谢上帝的带领，祂知道有哪些是

对我们一家最好的。” 

 M.A.：”6 月 9 日，我凌晨 2 点起来后，发现一个手持武装的男人在我的睡房站

在我和孩子面前。他威胁要杀了我的孩子。我们很害怕，却跟他说：’我奉耶稣

的名叫你离开！’上帝听到了我的呼求，那个男人没有伤害我们便离开了。上帝

是何等的信实啊！” 

 林登哥斯：”在 100 天祷告第 80 天的晚上，我亲兄弟差点失去生命。他有高血

压，心跳也很急促。他一直发抖，大口喘着气，病情也在瞬间转坏。我们快快地

给他一小块蒜头，并以 1/2 茶匙的红辣椒粉放到水里搅拌，再给他喝。我们之后

跪下来祷告；祷告完毕后，他的血压回复正常，没有发抖，心跳也不再急促。我

们亲自见证上帝只用了不够 10 分钟，在医治身体方面施行神迹了！” 

 罗代尔：”我的妻子在封国期间想开一间社区食物银行。我们原本计画只预备 30

套食物包，上帝则赐予我们有加倍的食物包，让我们在往后的几个月都能够帮助

教会和社区中有需要的家庭。愿一切赞美都归于至高的上帝！” 

 

代祷请求： 

1. 为你的学校、老师和同学祷告。祈求上帝给你有勇气去成为耶稣而活的基督徒。

恳求祂让你有机会向同学介绍自己的信仰。如果你没在学校的话，就祈求祂让你

有办法去接触旧同学。 

 

2. 为在全球世俗院校进行校园布道事工的人祈祷。恳求上帝让更多复临信徒学生和

教师参与这项事工，透过接触校园师生来接触世界。 

 

3. 所有事工已经在疫情期间转型进行网络布道，祈求他们能佳美地拯救生灵。 

 



4. 为全球快要生孩子的孕妇代求。恳求上帝保守她们免受新冠状病毒的感染，让孩

子们顺利出生。祈求这些孩子们长大后能够成为耶稣的强大工人。 

 

 

    第98天：祈祷焦点～2020年7月2日，星期四 

 

我要去……到自己的城市 

“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 

（耶二十九：7） 

 

“ 进入大城市作工，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多年以来，主一直催促我们 负起这个

责任，然而我们看见在大城市里工作很少有成就。如果我们不毅然决然地负起这项工

作，撒但就会制造出种种困难来。在这些久被疏忽的城市，我们还远没有成就应做的工

作。现在开展工作比几年以前更加困难了。可是如果我们奉主的名负起工作，障碍就会

被除去，我们就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向城市布道》，第 25 页） 

 

思考问题： 

世界上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里。当我们祈求上帝向我们显示何时迁移到乡村时，我们不

应忽略城市里的工作。数十亿人陷入了成瘾，喧闹，分心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困境中，他

们毫无希望。 

祈求上帝赐你担负起城市布道工作。也许祂正在呼召您开一个“服务中心”，即一个以

传福音为主的行业，以便接触世界在城市中迷失的灵魂？或者，也许他在呼召你和你的

教会，通过各种事工对你所在城市的人们进行全面服务？ 

为什么不祈求上帝向你显示如何最好地服务你所在的城市人们呢？ 

 

感恩分享！ 

 格兰特：”南非政府为了补回失去的上课日数，便把每周上学日延长至 6 天，包

括星期六。非洲南部联合会 (Southern Africa Union) 便求助当地政府，希望在复

临学校就读的学生能够豁免在安息日上课，而政府也同意。我们赞美上帝，祂垂

听了我们的祷告！” 

 代尔马斯：”愿赞美归于全能的上帝！祂真的忠于自己的应许！我在肯亚担任文

字布道士，在疫情期间经历到上帝的赐福。我的 3 月份营业额有所增长，随后的

趋向都很稳定！” 



 阿曼达：”我正在跟身处战区的美国军人联系，跟他们分享 100 天祷告文。我可

以看到上帝在他们的心以及他们在战场上作出的决定上作工。” 

 佚名：”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是个酒徒。作为家人，我们一直祈求上帝会使

他从捆绑中得释放，他最终也的确做到了！我的父亲也参与 100 天祷告活动，并

热心负责带领祷告！” 

 我们收到报告，得悉全球孩童都热心参与祷告！我们衷心赞美主，圣灵正在通过

他们作工！ 

 

代祷请求： 

1. 为你的城市祷告，也为愈来愈像所多玛及蛾摩拉的城市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你、

你的家人和你的教会透过建立服务中心、布道工作和其他方式来接触成万上亿在

城市黑暗处游离的人。 

 

2. 为拉脱维亚的一间健康食品店祈求。这间食品店是由一位千禧年代出生的工程师

开设。他辞工后，全职从事他所谓的”企业布道”工作。恳求上帝赐福这间店铺，

希望藉此能够联系社区，也可以帮助购买食物的顾客得着永生。为全球服务中心

代祷，也为更多的复临信徒代求，他们以专于使命之目的开始店铺营业。 

 

3. 为美国犹他州奥格登市 (Ogden, Utah) 的一间福音果汁店祈祷。这间果汁店的顾

客主要是青年人。恳求此店铺能成功营业，也祈求全球也开设更多同类型的店铺。 

 

4. 为印度班加罗尔市 (Bangalore) 一间诊所代祷。此诊所透过自然疗法去为病人治

疗慢性疾病，如：高血压、肥胖、糖尿病。恳求上帝把圣灵倾降在诊所的职工身

上，让他们在服侍病人的时候能够彰显祂的爱。 

 

 

    第99天：祈祷焦点～2020年7月3日，星期四 

 

我要去……到自己的世界 

“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

族、各方、各民。”（启十四：6） 

 

“上帝吩咐你用一只信心的手握住祂的大能的膀臂，用另一只仁爱的手去接触行将沦亡

的生灵。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跟从祂。不要随从肉体，而要随从圣灵，走基督



徒所走的路。圣地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上帝为祂自己的荣耀维持你们的生命，你

们的工作要要遵行祂的旨意。你们若为自己工作，你们的工作就毫无益处。为别人的益

处工作，少想自己，多多恳切地将一切奉献给上帝，就会蒙祂悦纳，也必蒙祂报以祂丰

盛的恩惠。”(《教会证言》卷二，第 170 页） 

 

思考问题：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有独特的预言，要向全世界宣扬三天使的信息，预备耶稣的第二

次降临。这些信息可以概括如下：1）上帝是你的创造主，你是祂所爱和渴望的。接受祂

赐予的恩典，审判将对你有利。2）这个世界及其所有的反上帝系统都已腐败、不可靠和

堕落。要单单信靠上帝。3）撒但——所有死亡、苦难、自私、痛苦、罪恶的始作俑者，

以及所有拥戴他的谬论的人，将被摧毁，以使正义和爱得以恢复在宇宙中。只有那些信

靠充满爱心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人才能永远得救，并转变为一个能反映出上帝无私之爱的

新人。 

你是否愿意靠着上帝的爱去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以及把悔改、得救和审判的信息传到

这个失落的世界？你会在黑暗世界中以基督的代表身份发光吗？你会接受你作为基督复

临安息日会的先知身份，为此而站立、生活、说话、关心、祝福和去爱人吗？ 

如果你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你渴望加入上帝末日的运动，受洗并参与耶稣的

使命吗？ 

 

感恩分享！ 

 J.S.：”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时施行神迹。人们已经脱离了魔鬼和巫术，当中有不

少的也得到属灵和身体的医治。” 

 薇薇安娜：”我们真心赞美主。祂在 100 天祷告期间给我们与邻居在我们自己的

家开始进行小组，而他们也正在开始认识耶稣。” 

 查德域克：”我的儿子差点因哽噎而窒息。他的脉膊下降，有一段时间不能呼吸。

我们惊慌失措，试着弄清楚该怎么办。我后来记得 100 天祷告文中有一项名叫’

当转眼仰望耶稣’的文章，并祈求上帝让他的生命能够获救。上帝安慰我们，坚

信我的孩子不会死去。我们为他做心肺复苏法，他没有生命迹象 15 分钟后，就开

始呼吸。我们最终把他送到医院，而他的情况也稳定下来。感谢上帝拯救了他！” 

 T.E.：”我在100天祷告期间大大蒙福。我那时正在为一位亲兄弟祈求。他远离了

上帝和家人 7 年，也没有出席我的婚礼。很神奇的是，我的亲兄弟在 100 天祷告

期间竟然回家。他认罪悔改后，现在完全献身作上帝的工！” 

 奥努素素：“我和丈夫于 100 天祷告期间一直恳求上帝触动我们的心、家人和朋

友，在危机期间去外面支持别人。虽然我的生意自 3 月份封国开始便一落千丈，



但是我们那段期间在不同时刻尽量接触了尽可能多的人。本周早些时间，我受到

感动去回顾自己的财务状况，发现尽管自己知道一切的花费都用作支付日常的维

护、累积的帐单和帮助他人，我对自己的财务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真的要衷

心颂赞主！” 

 

代祷请求： 

1. 祈求上帝帮助你和家人全然接受启示录 14 章所提到的预言、复临信徒和布道士的

身分。 

 

2. 恳求上帝赐你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心，让你进入本地或国外的福音禾场。 

 

3. 为感染新冠状病毒的患者代祷。祈求上帝医治他们，也让疫情早日完结。 

 

4. 为美国三藩市的一间流动诊所代求。此诊所位于一间教会，为病人提供免费的牙

科和眼科护理、身体检查。恳求上帝保守病人能够得到身体和属灵的医治。 

 

5. 为决定延迟受洗的人祈祷。恳求上帝使他们爱耶稣，让他们做完全降服于祂的决

定。 

 

 

    第100天：祈祷焦点～2020年7月4日，星期四 

 

我要去……直到地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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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

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

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18-20） 

 

“这使命也是给我们的。我们奉命出发作基督的使者，去教训人、指导人、并奉劝男男

女女，殷促他们注意这生命之道。主也给我们他必常与我们同在的保证。我们可能遇到

各种困难，可能忍受各种磨炼，但主的恩慈应许却时常是我们的。他’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布道论》，第 15 页） 



思考问题： 

耶稣呼召祂的子民将福音的信息传到地极，直到在他第二次降临世界末了为止。从事这

项工作时，我们无需担心，所有的权柄都是祂的！祂的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并赐给

我们力量！耶稣——宇宙最伟大的宣教士，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甚至到永

远！ 

当你经历了这 100 日的祷告之后，当你和你的家人经历了个人的复兴时，不要让你对上

帝的火热被熄灭，而要积极主动、无私、有意、有爱心地传扬福音。这不仅会给你带来

持续的复兴，而且会为耶稣赢得灵魂，并获得充实的生命！ 

你是否愿意与耶稣同工并为祂向前迈进？不论你身在何处，无论祂呼召你往何处，奉献

一生为他的使命而作服务？相信他的恩典足够你应付未来的所有挑战吗？你今天是否选

择不仅仅成为进入教堂的人，而是成为进入世界的人；进入世界与耶稣一起接触灵魂？ 

当你与上帝一同前行，愿上帝赐福你，直到地极，直到终极！ 

主必快来！ 

 

感恩分享！ 

 雪莉：”我们当时开始在日本大阪植堂。一年过后，还是没有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参与崇拜和研经。我们决定参与 100 天祷告，特别在 5 月进行禁食祷告，祈求我

们能够得着圣灵。过了不久，上帝让我们在超市遇见一对夫妻，他们正想寻找教

会和寻求上帝。他们想立刻开始研经。由于疫情正在爆发，所以他们不用工作，

而我们每天都一起研经，他们也出席崇拜聚会。此外，我们其中一位邻居开始来

到教会。因此，参加安息日聚会的人数就多了两倍。一间小小的教会正在萌芽！

真心的要颂赞上帝！” 

 N.S.：”100 天祷告进行的时候，我每天都为自己的所在地恳求。上帝打开了大

门，我为一对年轻的夫妻研经，他们决定限制令一经撤除，便预备受洗！我为那

对夫妻研经之余，也认识另一位女士，她与信奉穆斯林的商人结婚，要求我跟她

和 18 岁的儿子一起研经，他其后邀请他的表姐妹，而她也打算参加。今天，她听

到改变生命的真理后便想快快受洗。上帝真的在作工！” 

 刚果西部联合会 (West Congo Union)：”’发动全体教友’运动开始后，我们在

首都金沙萨 (Kinshasa) 的几个地区很难开始进行小组。自疫情开始爆发，大教会

被迫关闭，只允许开放家庭教会。直到现在，我们有 200 多个家庭教会，甚至有

来自没有复临信徒的地方。这些教会投入于传福音，带领了 82 个生灵归向主。

100 天祷告加深了教会之间的关系和属灵增长。” 



 薇薇安娜：”我们真心颂赞主。祂让我们在 100 天祷告期间与邻居在家中建立小

组，而他们正在认识耶稣。我们透过安泽才能够在哥伦比亚以健康服务去继续帮

助来自委内瑞拉的难民。” 

 我们衷心赞美上帝！我们收到成千上百的感恩事项！上帝的子民谦卑自己和祷告

后，祂真的为全球把这次的疫情化作祝福！ 

 

代祷请求： 

1. 祈求上帝让我们忠心地参与布道工作来继续复兴我们，直到末时，并祈求早雨和

晚雨早日沛降，使工作完成。 

 

2. 为在全球前线地区和难以接触的地方进行布道的教会代祷，如 10/40 之窗、北韩、

中东等等。 

 

3. 为一切不能说出和未提出的代祷事项祈祷，这些都早已上达于上帝面前。 

 

4. 祈求耶稣基督早日复临！ 

 

 

100 天的祈祷结束了，……接下来是什么？ 

 

我们感谢你们与全球千千万万的弟兄姊妹一起参与 100 天祷告。感谢你们不住祷告，既

没有被疫情打倒，反而更加信靠耶稣，并在前所未有的时刻主动接触别人，成为他们的

祝福。我们收到成百上千感恩分享后，真心赞美上帝！另一方面，如果你的祷告还没有

得蒙应允的话，也不用放弃。只要坚定不移和有信心就行！上帝会以最好的方式和最合

适的时间来作表示。当你完成了持续祷告，就会带来果效，也会继续借着上帝的恩典来

完成！ 

 

纵使 100 天祷告会有完结的一天，祷告则是永不止息！从上帝而来的复兴与改革一直存

在！耶稣告诉我们要不断祈求，好使我们更多得着圣灵 (见路十一：13)。祷告是属灵的

呼吸 (见《论祈祷》，第 12 页)。耶稣和祂的话是生命的粮 (见约六：35)。我们可以向身

边的众人去作见证！ 

 

我们每天都要参与其中，才能获得满足属灵生命的关键要素，使我们更像耶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