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机的情势中呼求耶稣 

 

100 天祷告～第三周 

 

2020 年 4 月 10 日～16 日  

 

一件意想不到的奇迹 

詹姆士 . 布莱克 牧师  

(Pastor James L. Black, Sr.) 

 

 

“你看过这样的事吗？”就是当人经历到从未有过的经验时，这句话就变成人们常常挂

在嘴边发问的问题。毫无疑问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这个名词将成为人类历史上

被载入史册中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 

 

我们的生活在一夜之间改变的速度极具惊人。上帝的话提醒我们，灾难将会来临，我们

应该时刻准备并依靠主。这场世界性的危机瘫痪了全球的经济、医疗系统的不堪负荷、

贫困加剧、许多人无家可归和失业、许多人患上永久性疾病。是的，它夺走了成千上万

人的性命。 

 

许多人都在祈求奇迹出现。祈求上帝改变他们的处境，保护他们免受这种致命病毒的侵

害。问题是，我们是否为上帝将要行的神迹做好了准备？ 

 

我深信上帝会垂听，并将要回应每一个人的祷告。衪会以不同的方式，在衪自己的时间

到来的时候回应我们的祷告。衪在圣经中的这些应许给了我们希望，“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

你，也不丢弃你。”（书一：5 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

就垂听。”（赛六十五：24）。 

 

几年前，我患上了一种叫做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MDS）的疾病，这是一种人体红血球

的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MDS 会导致急性白血病或死亡。我当时处于疾病的第四阶

段，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骨髓（干细胞）移植成功。当我虚弱到不能真诚地为自己祈祷的

时候，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我的生命和康复祈祷。是的，我可以证明上帝垂听了

我们的祷告，但不是以我们期望的方式成全，因为上帝的奇迹是关乎永恒的生命。 

 

主让我经历三件事，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首先，我的骨髓移植疗程被推迟了 9 个

月，尽管我的病情处于第四阶段。因为延迟治疗使我有机会接受更全面的自然疗法，来

健壮我的身体，更好地为移植做好准备。其次，我的女儿（我的干细胞供体）和我在移

植前建立了更亲密的父女关系，带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彼此饶恕时刻。第三是它对

我和妻子的影响。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第一次躺在医院里，身患一种威胁生命的疾

病，处于隔离状态，还患有慢性疲劳症。我太虚弱了，不能自己洗澡，所以有三到四次

是妻子帮我洗澡。起初，我因此事为自己感到生气，但当我看到妻子全身上下为我洗澡

时，她的温柔和承诺，深刻地让我意识到上帝正在为我预备一个特殊的神迹来医治我。 

 

上帝在我身上所行的神迹、记在耶稣以下的话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参考，太九：2）是的，上帝在我骨髓移植之前就医治了

我，衪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实行了奇妙的神迹。在上帝的恩典下，我走出医院，在耶

稣里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衪治愈了我灵性和身体上的疾病。 

 

今天，我鼓励你们把目光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和其他任何可能分散你们注意

力的事物上挪开，就像把瘫痪者带到耶稣面前的四个朋友一样，拆掉屋顶，来到耶稣面

前，治愈你们属灵生命上的疾病。 

 

“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赛六十五：24）。 

 

 

詹姆士 . 布莱克 牧师 曾在北美分会担任 17 年的青年事工部干事。他目前是北美分会祷告事工部干

事。 



思考问题：虽然我们知道上帝总是愿意医治衪的儿女，但我们并不知道衪在时间上的旨

意。有些时候衪可能立刻医治，有些时候也可能是长时间的医治，而有些时候是直到衪

第二次降临才医治（雅各书 5）。我们能信靠上帝和衪的时间表吗？即使，我们的祷告

不能立刻得到回应，我们的信心能坚持吗？我们怎样才能增长对上帝和衪话语的信心和

信靠呢？ 

 

积极的回应：本周，当我们继续为病人，为医疗专业人员，为上帝阻止新冠状病毒在全

球肆虐而祈祷时，祈求上帝的爱和衪的话语能够传播出去。让我们以全新的热情打开圣

经，祷告说：“主啊，让我们知道怎样认识祢，怎样爱祢！向我们显示与体验从内到外

的医治。让我们明白研读和理解祢的话语意味着什么。并告诉我们如何与他人分享祢圣

经的话语。”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以赛亚书 55:8-11，提摩太后书 2:15，彼

得前书 3:15 的应许。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

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 一一九：9-11） 

 

 

 

 

 

 

 

 

 

 

 

 

 

深入阅读——本周的附加阅读建议: 

 怀爱伦，善恶之争，《我们唯一的保障》，第 37 章 

 Frank M. Hasel/Michael G. Hasel，《如何解读经文》，安息日学学课，第二季教员良助 

 

 

 

 



    第15天：祈祷焦点～2020年4月10日，星期五 

 

感恩报告！西班牙及义大利的疫情开始减缓。感谢上帝，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1. 恳求上帝阻止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在全球人口高密度的地区蔓延。我们祈

求上帝特别介入印度、孟加拉、非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国家，这些国家已开始爆发

疫情，并且正全力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 

 

2. 为医学研究人员祈祷，求主帮助他们可以找到治愈新型冠状病毒的疗法，因为我

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等待疫苗的研发。 

 

3. 祈求上帝看顾孩童及弱势族群，他们被迫与施虐家庭成员住在一起或生活在困难

的寄养家庭中。 

 

4. 恳求上帝帮助那些因疫情而无法上学的孩童，在这段期间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和

膳食。 

 

5. 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去研究衪的话，并能够把衪的话分享给周遭的

人。 

 

 

    第16天：祈祷焦点～2020年4月11日，安息日 

 

教我们祷告！ 

“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耶三十三：3） 

 

“ 我们已经来到严肃时期。世上的大事号召每一个跟从基督的人要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上全然认真。要加强这种关系并且满足我们情感上和属灵上的需要，我们就必须认识到

祷告的能力。我们必须恳求主，像古时的门徒那样，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论祷告》第 1 页 

 

 



思考问题： 

我们可能参与了 100 天祷告，也跟小组成员一起祈祷，试问，我们真懂得祷告的意义

吗？我们有没有像门徒一样对耶稣呼喊说：「主啊，教我们祷告」？如果没有， 

今天何不试着跟祂说：「主啊，请祢教我们祷告」！ 

 

感恩报告！尽管全球总会原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代表大会及之前将举行的大型布道会

因疫情而被迫取消，但“It is Written”的主讲人约翰·布拉德肖牧师（John 

Bradshaw）计划在网路进行一系列的布道，我们认为这将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我们希

望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其中。我们再次强调：魔鬼处心积虑的想破坏，但上帝有更美好的

旨意在其中。 

 

1. 恳求上帝差派圣灵帮助教会，教导我们如何得着蒙应允的祷告。 

 

2. 为“It is Written”主讲人约翰·布拉德肖牧师（John Bradshaw）正在筹备的多

场网路布道会祷告，祈求上帝感动更多人去收看，并愿意决志归向耶稣。 

 

3. 为您所在地区急需医疗用品的医疗专业人员和医院祈祷。恳求上帝能够供应他们

一切所需，好使他们能够确保自身安全。 

 

4. 祈求上帝让更多的人加入生产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并开放更多的床位、呼吸器

和卫生设施，以因应急遽上升的医疗需求。 

 

5. 为菲律宾宿雾市（Cebu）的华人圣工祈祷。 为那里的教会祷告免受新型冠状病

毒的侵害，并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对圣经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兴趣。 

 

 

    第17天：祈祷焦点～2020年4月12日，星期日 

 

最大的胜利 

 “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五十：15） 

 



“上帝工作所得的最大胜利，并不是出于苦心的辩论，充裕的设备，雄厚的势力，或丰

富的钱财；乃是人在与上帝交往之处，用诚恳，痛切的信心，握住那大能的膀臂，方可

得到这种胜利。”《传道良助》 第 259 页 

 

思考问题： 

既然我们晓得我们是透过祷告和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中获得最大的胜利，为什么我们对

花时间祷告和学习圣经如此犹豫呢？有哪些事情让你分心，使你跟上帝的关系疏远？ 

 

感恩报告！澳洲昆士兰图翁巴市 (Toowoomba) 总共有 13 万人口，当中有两间复临教

会：图翁巴中部 (Toowoomba Central) 及格兰费尔 (Glenvale)。格兰费尔的堂主任沃

尔伏顿 (Casey Wolverton) 提到，当其他教会在第一个安息日因新型冠状病毒而暂停聚

会时，他的教会虽然没有实体聚会，但是他们透过脸书和 YouTube 进行网上崇拜，有

900 人收看。当地的电台得知这件事情后，便跟他们联系，还问他们能否把教会的网路

崇拜进行录音，以便在隔日 (星期日) 播放给 13 万市民收听。要是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没

有爆发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感谢上帝！ 

 

1. 恳求上帝特别把希望的信息借着广播带给澳洲昆士兰图翁巴市的居民。为澳洲的

教友祷告，让他们能够寻求适合的方法为主发光。 

 

2. 为各地的文字布道士祷告，他们现在无法挨家挨户登门拜访。祈求上帝为这群献

身的工人开路，让他们在分享真理之余，也可以得到一切所需。 

 

3. 为美国各地的医院祷告，他们预期这周将面临更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愿

上帝介入这事情。 

 

4. 为年长、低免疫功能和患病风险高的教友祷告，愿上帝张开双手看顾他们。 

 

5. 恳求上帝安慰因疫情爆发而痛失亲友的人，愿上帝赐予他们勇气和力量，继续紧

紧跟随主。 

 

 

 

 

 



 第18天：祈祷焦点～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 

 

超越所见 

“ 耶稣对他 (多马) 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约二十：29） 

 

“基督徒的生活往往有危险，似乎难以尽到本分。人的想象力描绘出一幅前有急迫毁

灭，后有捆绑死亡的图画。然而上帝的声音仍是清楚的说道，’往前走’。但愿我们顺

从这命令，即使是我们的眼光看不透那黑暗，也当如此。那挡阻我们前进的种种困难，

在踌躇疑惑的态度之前，是决不会消灭的。迟于遵命，直至一切疑惑消失再无失败挫折

之虞时才肯前进的人，必永不会顺从。信心能越过一切困难，握住那看不见的全能主，

因此它不致挫败。信心就是在每一急难之中紧握着基督的手。” 

《传道良助》第 262 页 

 

思考问题： 

要相信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容易，但是对于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呢？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上

帝话语的实现，我们有什么方法来增长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呢？我们常听到信心是礼物。 

根据以弗所书二：8 和使徒行传三：16，我们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份奇妙的礼物？ 

 

感恩报告！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的布道家、牧者和平信徒原定在今年 5

月进行全体教友动员 (Total Member Involvement) 的活动，却因疫情爆发被迫取消。

不过，当地的复临信徒早在过去几年已经进行无数次的研经学习，他们跟牧者们也自发

地举行几千场布道会。他们正在计划安排在疫情结束后举行大型布道活动。我们再次强

调：魔鬼处心积虑的想破坏，但上帝有更美好的旨意在其中。 

 

1. 祈求上帝保守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民，并引领当地政府及医护人员为对抗疫情作

出正确的决策。 

 

2. 祈求上帝透过当地复临信徒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所做的圣工，能够比最初制定的计

划更加成功。 当计划进行的时候，恳求上帝保守当地不再发生部族纷争。 

 

3. 为被关押在世界各地不同监狱中的复临信徒祷告。 祈求他们在危机时有能力为其

他同囚作见证。 



 

4. 为瑞典城市延雪平 (Jönköping) 的一间面包店及宣教中心祷告，祈求上帝让更多

的人认识耶稣并接受衪成为他们的救主。同时也祈求当地有更多人研经和决志信

主。 

 

5. 为瑞典的各教会祷告，那里的教会小并且大部分教友都是长者，恳求上帝带领更

多斯堪地那维亚 (Scandinavia) 地区的青年人来到教会，并在疫情蔓延期间保守

他们。 

 

 

    第19天：祈祷焦点～2020年4月14日，星期二 

 

定睛仰望耶稣！ 

“ 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诗五：3） 

 

“应当集中你的全部力量向上仰望，不可向下看你的许多困难；如此，你在路上就不至

于丧志跌倒。你不久就要见到那在云彩之后的耶稣，伸出手来援助你；在你这一方面所

要作的事，就是本着淳朴的信心，伸出你的手来，让祂引导你。你既然存信靠的心，就

必因耶稣变成有希望了。从髑髅地十字架上所发出的光要向你显明，上帝对于人灵性的

估价是何等的大，又因你感激祂的这样估价，就设法向世人反照那光。人间的美名盛

誉，犹如沙滩留字，可是无疵的品格，却要垂于永恒。”《教会证言卷五》第 576 页 

 

思考问题： 

你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会查看新闻、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吗？你开始思考

及反省你所有的问题了吗？或是你有仰望耶稣？此时此刻，鼓励你做一个崭新的承诺去

仰望主，而不是轻视你的试炼。应当怀抱着希望在仰望耶稣中得着鼓舞， 

而不再把目光放在世俗的事上。 

 

感恩报告！在过去的 30 天里，从复兴与改革网站 www.revivalandreformation.org 上

有超过 10 万的资源被下载。我们赞美主，许多人意识到他们在属灵上的需要，并寻求

与上帝同行中成长。我们也赞美主，成千上万的祷告团体正因为这场危机而在世界各地

兴起。 



 

1. 为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及比利时的教友代祷。这些疫区仍在努力控制病

毒的蔓延。也为失去至亲的人祈求，使他们忧伤的心灵可以得到慰藉。 

 

2. 为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朗和以色列的复临信徒祷告。为那些挤在狭小空间，没有

新鲜空气，也没有足够活动空间的人代祷。 

 

3. 为不认识耶稣的邻舍祷告。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找到方法向他们分享耶稣，可以透

过电话或者其他网路上的资源与他们分享耶稣。 

 

4. 为正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教会和社区祷告，恳求上帝伸出大能的双手去医治他

们。 

 

5. 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忠心归还什一的管家。即使日子如此艰难，圣经告诉我

们，尊重上帝的，衪必重看(参见 撒上二：30)。 

 

 

    第20天：祈祷焦点～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 

 

上帝是信实的！ 

“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

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林前十：13） 

 

“仇敌丝毫不敢逾越他被指定的范围。在那恶魔的全军里面，没有任何势力能毁灭或损

伤那以单纯的信心依靠由上帝而来之智慧的人。基督是我们坚固有力的保垒，那存谦卑

的心意行在上帝面前的人，撒但无权辖制他，因为有应许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

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在基督里每一个受试探的心灵，可以寻得全备的帮助。

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潜在的危险，但是上帝的全宇宙都在那里守护着，免得有人受试探

过于所能忍受的。”《今天的生活》11 月 6 日，第 3-4 段 

 

 

 



思考问题： 

你是否认为正在面临着过于所能忍受的事情？上帝应许，我们不会独自面对过于所能忍

受的事，这样，你就感受到林前十：13 所带来丰盛的应许。你也可以从腓四：13 及诗

六十一：2 得到应许。让我们在上帝的应许中得着安慰。 

 

感恩报告！虽然欧洲各地 (还有其他国家) 的青年人没有来到教会，但是他们正在透过网

路进行研经小组。我们赞美上帝，因为他们对上帝和祂的话渐发热心。 

 

1. 为青年人祷告，使他们更热切地研究圣经。祈求上帝复兴他们的属灵生命。 

 

2. 为全球的复临青年祷告，他们参与了全球总会青年事工部和儿童事工部主持的

100 天祷告活动。恳求上帝让我们的复临青年能够了解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上帝

垂听并应允他们的祈祷。 

 

3. 为教师们祷告，他们正在全力进行网上教学。祈求上帝赐给他们有聪明，能够善

用科技资讯，使人得益处，并恳求上帝帮助他们有智慧和耐心。 

 

4. 恳求上帝眷顾在近期失去至亲而忧伤以及在隔离期痛苦挣扎的人，使他们感受到

上帝与他们同在。 

 

5. 为那些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争战的前线医生，护士和卫生专业人员的耐心祈祷。 

 

 

    第21天：祈祷焦点～2020年4月16日，星期四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

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诗二十：6-7） 

 

“要以基督的话为你的保证。他岂不是邀请你来就他吗？绝不可容自己说消极灰心的

话。若是这样，你就会遭到巨大的损失。当困难压迫临到时，你若只看表面而且怨天尤

人，你就是表现着一种病弱的信心。要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现你的信心是坚强不屈的。主

是富有资源的，全世界都是属于他的。所以要以信心仰望上天。当仰望那拥有光明、 

力量和效能的主。”《天路》第 146 页 

 



思考问题： 

怎样透过言语和行动来表现信心？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我们怎样才能使信心更坚

固呢？（罗马书十：17）。今天就和别人分享上帝使你信心成长的经历，或者跟别人分

享祷告得蒙应允的见证。 

 

 

感恩报告！我们赞美上帝，因为祂赐给我们健康信息，使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对抗疾

病。我们也赞美祂，祂帮助我们透过多种方法传递健康信息。 

 

1. 恳求上帝持续不断的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之人，因为我们知道摆在我们面前

还有更多艰难的考验。 

 

2. 祈求上帝把圣灵沛降在衪子民的身上，让衪的子民早日完成衪所托付的使命回天

家。 

 

3. 为牧者和行政人员祷告，使他们在混乱中能够寻得安稳、鼓励和引导。 

 

4. 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尽力实践健康原则，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5. 恳求上帝的爱充满我们，感动我们，把这份爱分享给失去希望的人。让我们一起

向世界活出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