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機的情勢中呼求耶穌 

 

100 天禱告～第三週 

 

2020 年 4 月 10 日～16 日  

 

一件意想不到的奇蹟 

詹姆士 . 布萊克 牧師  

(Pastor James L. Black, Sr.) 

 

 

“你看過這樣的事嗎？”就是當人經歷到從未有過的經驗時，這句話就變成人們常常掛

在嘴邊發問的問題。毫無疑問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這個名詞將成為人類歷史上

被載入史冊中最嚴重的流行病之一。 

 

我們的生活在一夜之間改變的速度極具驚人。上帝的話提醒我們，災難將會來臨，我們

應該時刻準備並依靠主。這場世界性的危機癱瘓了全球的經濟、醫療系統的不堪負荷、

貧困加劇、許多人無家可歸和失業、許多人患上永久性疾病。是的，它奪走了成千上萬

人的性命。 

 

許多人都在祈求奇蹟出現。祈求上帝改變他們的處境，保護他們免受這種致命病毒的侵

害。問題是，我們是否為上帝將要行的神蹟做好了準備？ 

 

我深信上帝會垂聽，並將要回應每一個人的禱告。衪會以不同的方式，在衪自己的時間

到來的時候回應我們的禱告。衪在聖經中的這些應許給了我們希望，“你平生的日子，



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

你，也不丟棄你。”（書一：5 節），“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

就垂聽。”（賽六十五：24）。 

 

幾年前，我患上了一種叫做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MDS）的疾病，這是一種人體紅血球

的耗損。如果不及時治療，MDS 會導致急性白血病或死亡。我當時處於疾病的第四階

段，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骨髓（幹細胞）移植成功。當我虛弱到不能真誠地為自己祈禱的

時候，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都在為我的生命和康復祈禱。是的，我可以證明上帝垂聽了

我們的禱告，但不是以我們期望的方式成全，因為上帝的奇蹟是關乎永恆的生命。 

 

主讓我經歷三件事，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首先，我的骨髓移植療程被推遲了 9 個

月，儘管我的病情處於第四階段。因為延遲治療使我有機會接受更全面的自然療法，來

健壯我的身體，更好地為移植做好準備。其次，我的女兒（我的幹細胞供體）和我在移

植前建立了更親密的父女關係，帶來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彼此饒恕時刻。第三是它對

我和妻子的影響。在我們的婚姻生活中，我第一次躺在醫院裡，身患一種威脅生命的疾

病，處於隔離狀態，還患有慢性疲勞症。我太虛弱了，不能自己洗澡，所以有三到四次

是妻子幫我洗澡。起初，我因此事為自己感到生氣，但當我看到妻子全身上下為我洗澡

時，她的溫柔和承諾，深刻地讓我意識到上帝正在為我預備一個特殊的神蹟來醫治我。 

 

上帝在我身上所行的神蹟、記在耶穌以下的話裡。“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

‘小子、你的罪赦了。’”（參考，太九：二）是的，上帝在我骨髓移植之前就醫治了

我，衪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實行了奇妙的神蹟。在上帝的恩典下，我走出醫院，在耶

穌裡有了一個新的生命，衪治癒了我靈性和身體上的疾病。 

 

今天，我鼓勵你們把目光從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和其他任何可能分散你們注意

力的事物上挪開，就像把癱瘓者帶到耶穌面前的四個朋友一樣，拆掉屋頂，來到耶穌面

前，治愈你們屬靈生命上的疾病。 

 

“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賽六十五：24）。 

 

 

詹姆士 . 布萊克 牧師 曾在北美分會擔任 17 年的青年事工部幹事。他目前是北美分會禱告事工部幹

事。 



思考問題：雖然我們知道上帝總是願意醫治衪的兒女，但我們並不知道衪在時間上的旨

意。有些時候衪可能立刻醫治，有些時候也可能是長時間的醫治，而有些時候是直到衪

第二次降臨才醫治（雅各書 5）。我們能信靠上帝和衪的時間表嗎？即使，我們的禱告

不能立刻得到回應，我們的信心能堅持嗎？我們怎樣才能增長對上帝和衪話語的信心和

信靠呢？ 

 

積極的回應：本週，當我們繼續為病人，為醫療專業人員，為上帝阻止新冠狀病毒在全

球肆虐而祈禱時，祈求上帝的愛和衪的話語能夠傳播出去。讓我們以全新的熱情打開聖

經，禱告說：“主啊，讓我們知道怎樣認識祢，怎樣愛祢！向我們顯示與體驗從內到外

的醫治。讓我們明白研讀和理解祢的話語意味著什麼。並告訴我們如何與他人分享祢聖

經的話語。”我們禱告的時候，求主賜給我們以賽亞書 55:8-11，提摩太後書 2:15，彼

得前書 3:15 的應許。 

 

“少年人用什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遵行你的話！我一心尋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

離你的命令。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詩 一一九：9-11） 

 

 

 

 

 

 

 

 

 

 

 

 

 

深入閱讀——本週的附加閱讀建議: 

 懷愛倫，善惡之爭，《我們唯一的保障》，第 37 章 

 Frank M. Hasel/Michael G. Hasel，《如何解讀經文》，安息日學學課，第二季教員良助 

 

 

 

 



    第15天：祈禱焦點～2020年4月10日，星期五 

 

感恩報告！西班牙及義大利的疫情開始減緩。感謝上帝，我們對未來充滿希望。 

 

1. 懇求上帝阻止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在全球人口高密度的地區蔓延。我們祈

求上帝特別介入印度、孟加拉、非洲大陸和亞洲部分國家，這些國家已開始爆發

疫情，並且正全力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 

 

2. 為醫學研究人員祈禱，求主幫助他們可以找到治癒新型冠狀病毒的療法，因為我

們沒有太多的時間來等待疫苗的研發。 

 

3. 祈求上帝看顧孩童及弱勢族群，他們被迫與施虐家庭成員住在一起或生活在困難

的寄養家庭中。 

 

4. 懇求上帝幫助那些因疫情而無法上學的孩童，在這段期間能夠獲得足夠的食物和

膳食。 

 

5. 祈求上帝幫助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去研究衪的話，並能夠把衪的話分享給周遭的

人。 

 

 

    第16天：祈禱焦點～2020年4月11日，安息日 

 

教我們禱告！ 

“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 

（耶三十三：3） 

 

“ 我們已經來到嚴肅時期。世上的大事號召每一個跟從基督的人要在我們與上帝的關係

上全然認真。要加強這種關係並且滿足我們情感上和屬靈上的需要，我們就必須認識到

禱告的能力。我們必須懇求主，像古時的門徒那樣，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論禱告》第 1 頁 

 

 



思考問題： 

我們可能參與了 100 天禱告，也跟小組成員一起祈禱，試問，我們真懂得禱告的意義

嗎？我們有沒有像門徒一樣對耶穌呼喊說：「主啊，教我們禱告」？如果沒有， 

今天何不試著跟祂說：「主啊，請祢教我們禱告」！ 

 

感恩報告！儘管全球總會原定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代表大會及之前將舉行的大型佈道會

因疫情而被迫取消，但“It is Written”的主講人約翰·布拉德肖牧師（John 

Bradshaw）計劃在網路進行一系列的佈道，我們認為這將會帶來更大的影響。 我們希

望成千上萬的人參與其中。 我們再次強調：魔鬼處心積慮的想破壞，但上帝有更美好的

旨意在其中。 

 

1. 懇求上帝差派聖靈幫助教會，教導我們如何得著蒙應允的禱告。 

 

2. 為“It is Written”主講人約翰·布拉德肖牧師（John Bradshaw）正在籌備的多

場網路佈道會禱告，祈求上帝感動更多人去收看，並願意決志歸向耶穌。 

 

3. 為您所在地區急需醫療用品的醫療專業人員和醫院祈禱。懇求上帝能夠供應他們

一切所需，好使他們能夠確保自身安全。 

 

4. 祈求上帝讓更多的人加入生產口罩和其他防護設備，並開放更多的床位、呼吸器

和衛生設施，以因應急遽上升的醫療需求。 

 

5. 為菲律賓宿霧市（Cebu）的華人聖工祈禱。 為那裡的教會禱告免受新型冠狀病

毒的侵害，並希望有更多的華人對聖經的研究產生積極的興趣。 

 

 

    第17天：祈禱焦點～2020年4月12日，星期日 

 

最大的勝利 

 “ 並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詩五十：15） 

 



“上帝工作所得的最大勝利，並不是出於苦心的辯論，充裕的設備，雄厚的勢力，或豐

富的錢財；乃是人在與上帝交往之處，用誠懇，痛切的信心，握住那大能的膀臂，方可

得到這種勝利。”《傳道良助》 第 259 頁 

 

思考問題： 

既然我們曉得我們是透過禱告和花時間在上帝的話語中獲得最大的勝利，為什麼我們對

花時間禱告和學習聖經如此猶豫呢？有哪些事情讓你分心，使你跟上帝的關係疏遠？ 

 

感恩報告！澳洲昆士蘭圖翁巴市 (Toowoomba) 總共有 13 萬人口，當中有兩間復臨教

會：圖翁巴中部 (Toowoomba Central) 及格蘭費爾 (Glenvale)。格蘭費爾的堂主任沃

爾伏頓 (Casey Wolverton) 提到，當其他教會在第一個安息日因新型冠狀病毒而暫停聚

會時，他的教會雖然沒有實體聚會，但是他們透過臉書和 YouTube 進行網上崇拜，有

900 人收看。當地的電台得知這件事情後，便跟他們聯繫，還問他們能否把教會的網路

崇拜進行錄音，以便在隔日 (星期日) 播放給 13 萬市民收聽。要是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沒

有爆發的話，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感謝上帝！ 

 

1. 懇求上帝特別把希望的信息藉著廣播帶給澳洲昆士蘭圖翁巴市的居民。為澳洲的

教友禱告，讓他們能夠尋求適合的方法為主發光。 

 

2. 為各地的文字佈道士禱告，他們現在無法挨家挨戶登門拜訪。祈求上帝為這群獻

身的工人開路，讓他們在分享真理之餘，也可以得到一切所需。 

 

3. 為美國各地的醫院禱告，他們預期這週將面臨更嚴重的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願

上帝介入這事情。 

 

4. 為年長、低免疫功能和患病風險高的教友禱告，願上帝張開雙手看顧他們。 

 

5. 懇求上帝安慰因疫情爆發而痛失親友的人，願上帝賜予他們勇氣和力量，繼續緊

緊跟隨主。 

 

 

 

 

 



 第18天：祈禱焦點～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 

 

超越所見 

“ 耶穌對他 (多馬) 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約二十：29） 

 

“基督徒的生活往往有危險，似乎難以盡到本分。人的想像力描繪出一幅前有急迫毀

滅，後有捆綁死亡的圖畫。然而上帝的聲音仍是清楚的說道，’往前走’。但願我們順

從這命令，即使是我們的眼光看不透那黑暗，也當如此。那擋阻我們前進的種種困難，

在躊躇疑惑的態度之前，是決不會消滅的。遲於遵命，直至一切疑惑消失再無失敗挫折

之虞時才肯前進的人，必永不會順從。信心能越過一切困難，握住那看不見的全能主，

因此它不致挫敗。信心就是在每一急難之中緊握著基督的手。” 

《傳道良助》第 262 頁 

 

思考問題： 

要相信我們看到的東西很容易，但是對於我們看不到的東西呢？雖然我們還沒有看到上

帝話語的實現，我們有什麼方法來增長對上帝話語的信心呢？我們常聽到信心是禮物。 

根據以弗所書二：8 和使徒行傳三：16，我們在哪裡可以獲得這份奇妙的禮物？ 

 

感恩報告！在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當地的佈道家、牧者和平信徒原定在今年 5

月進行全體教友動員 (Total Member Involvement) 的活動，卻因疫情爆發被迫取消。

不過，當地的復臨信徒早在過去幾年已經進行無數次的研經學習，他們跟牧者們也自發

地舉行幾千場佈道會。他們正在計劃安排在疫情結束後舉行大型佈道活動。我們再次強

調：魔鬼處心積慮的想破壞，但上帝有更美好的旨意在其中。 

 

1. 祈求上帝保守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人民，並引領當地政府及醫護人員為對抗疫情作

出正確的決策。 

 

2. 祈求上帝透過當地復臨信徒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所做的聖工，能夠比最初制定的計

劃更加成功。 當計劃進行的時候，懇求上帝保守當地不再發生部族紛爭。 

 

3. 為被關押在世界各地不同監獄中的復臨信徒禱告。 祈求他們在危機時有能力為其

他同囚作見證。 



 

4. 為瑞典城市延雪平 (Jönköping) 的一間麵包店及宣教中心禱告，祈求上帝讓更多

的人認識耶穌並接受衪成為他們的救主。同時也祈求當地有更多人研經和決志信

主。 

 

5. 為瑞典的各教會禱告，那裡的教會小並且大部分教友都是長者，懇求上帝帶領更

多斯堪地那維亞 (Scandinavia) 地區的青年人來到教會，並在疫情蔓延期間保守

他們。 

 

 

    第19天：祈禱焦點～2020年4月14日，星期二 

 

定睛仰望耶穌！ 

“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要警醒！” 

（詩五：3） 

 

“應當集中你的全部力量向上仰望，不可向下看你的許多困難；如此，你在路上就不至

於喪志跌倒。你不久就要見到那在雲彩之後的耶穌，伸出手來援助你；在你這一方面所

要作的事，就是本著淳樸的信心，伸出你的手來，讓祂引導你。你既然存信靠的心，就

必因耶穌變成有希望了。從髑髏地十字架上所發出的光要向你顯明，上帝對於人靈性的

估價是何等的大，又因你感激祂的這樣估價，就設法向世人反照那光。人間的美名盛

譽，猶如沙灘留字，可是無疵的品格，卻要垂於永恆。”《教會證言卷五》第 576 頁 

 

思考問題： 

你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你會查看新聞、電子郵件或社交媒體嗎？你開始思考

及反省你所有的問題了嗎？或是你有仰望耶穌？此時此刻，鼓勵你做一個嶄新的承諾去

仰望主，而不是輕視你的試煉。應當懷抱著希望在仰望耶穌中得著鼓舞， 

而不再把目光放在世俗的事上。 

 

感恩報告！在過去的 30 天裡，從復興與改革網站 www.revivalandreformation.org 上

有超過 10 萬的資源被下載。我們讚美主，許多人意識到他們在屬靈上的需要，並尋求

與上帝同行中成長。我們也讚美主，成千上萬的禱告團體正因為這場危機而在世界各地

興起。 



 

1. 為德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及比利時的教友代禱。這些疫區仍在努力控制病

毒的蔓延。也為失去至親的人祈求，使他們憂傷的心靈可以得到慰藉。 

 

2. 為中東地區，特別是伊朗和以色列的復臨信徒禱告。為那些擠在狹小空間，沒有

新鮮空氣，也沒有足夠活動空間的人代禱。 

 

3. 為不認識耶穌的鄰舍禱告。懇求上帝幫助我們找到方法向他們分享耶穌，可以透

過電話或者其他網路上的資源與他們分享耶穌。 

 

4. 為正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教會和社區禱告，懇求上帝伸出大能的雙手去醫治他

們。 

 

5. 祈求上帝幫助我們成為忠心歸還什一的管家。即使日子如此艱難，聖經告訴我

們，尊重上帝的，衪必重看(參見 撒上二：30)。 

 

 

    第20天：祈禱焦點～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 

 

上帝是信實的！ 

“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

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林前十：13） 

 

“仇敵絲毫不敢逾越他被指定的範圍。在那惡魔的全軍裏面，沒有任何勢力能毀滅或損

傷那以單純的信心依靠由上帝而來之智慧的人。基督是我們堅固有力的保壘，那存謙卑

的心意行在上帝面前的人，撒但無權轄制他，因為有應許說：“讓他持住我的能力，使

他與我和好，願他與我和好。”在基督裏每一個受試探的心靈，可以尋得全備的幫助。

人生的道路上有許多潛在的危險，但是上帝的全宇宙都在那裏守護著，免得有人受試探

過於所能忍受的。”《今天的生活》11 月 6 日，第 3-4 段 

 

 

 



思考問題： 

你是否認為正在面臨著過於所能忍受的事情？上帝應許，我們不會獨自面對過於所能忍

受的事，這樣，你就感受到林前十：13 所帶來豐盛的應許。你也可以從腓四：13 及詩

六十一：2 得到應許。讓我們在上帝的應許中得著安慰。 

 

感恩報告！雖然歐洲各地 (還有其他國家) 的青年人沒有來到教會，但是他們正在透過網

路進行研經小組。我們讚美上帝，因為他們對上帝和祂的話漸發熱心。 

 

1. 為青年人禱告，使他們更熱切地研究聖經。祈求上帝復興他們的屬靈生命。 

 

2. 為全球的復臨青年禱告，他們參與了全球總會青年事工部和兒童事工部主持的

100 天禱告活動。懇求上帝讓我們的復臨青年能夠了解當他們禱告的時候，上帝

垂聽並應允他們的祈禱。 

 

3. 為教師們禱告，他們正在全力進行網上教學。祈求上帝賜給他們有聰明，能夠善

用科技資訊，使人得益處，並懇求上帝幫助他們有智慧和耐心。 

 

4. 懇求上帝眷顧在近期失去至親而憂傷以及在隔離期痛苦掙扎的人，使他們感受到

上帝與他們同在。 

 

5. 為那些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爭戰的前線醫生，護士和衛生專業人員的耐心祈禱。 

 

 

    第21天：祈禱焦點～2020年4月16日，星期四 

 

“現在我知道耶和華救護他的受膏者，必從他的聖天上應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護他。有

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名。”（詩二十：6-7） 

 

“要以基督的話為你的保証。他豈不是邀請你來就他嗎？絕不可容自己說消極灰心的

話。若是這樣，你就會遭到巨大的損失。當困難壓迫臨到時，你若只看表面而且怨天尤

人，你就是表現著一種病弱的信心。要在言語和行動上表現你的信心是堅強不屈的。主

是富有資源的，全世界都是屬於他的。所以要以信心仰望上天。當仰望那擁有光明、 

力量和效能的主。”《天路》第 146 頁 

 



思考問題： 

怎樣透過言語和行動來表現信心？如果我們的信心是軟弱的，我們怎樣才能使信心更堅

固呢？（羅馬書十：17）。今天就和別人分享上帝使你信心成長的經歷，或者跟別人分

享禱告得蒙應允的見證。 

 

 

感恩報告！我們讚美上帝，因為祂賜給我們健康信息，使我們的身體更加強壯對抗疾

病。我們也讚美祂，祂幫助我們透過多種方法傳遞健康信息。 

 

1. 懇求上帝持續不斷的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有信心之人，因為我們知道擺在我們面前

還有更多艱難的考驗。 

 

2. 祈求上帝把聖靈沛降在衪子民的身上，讓衪的子民早日完成衪所託付的使命回天

家。 

 

3. 為牧者和行政人員禱告，使他們在混亂中能夠尋得安穩、鼓勵和引導。 

 

4. 懇求上帝幫助我們盡力實踐健康原則，以增強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5. 懇求上帝的愛充滿我們，感動我們，把這份愛分享給失去希望的人。讓我們一起

向世界活出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