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机的情势中呼求耶稣 

 

100 天祷告～第六周 

 

2020 年 5 月 1 日～7 日  

 

“天使无处不在” 

梅洛尼·科尔曼 

(By Melony Coleman) 

 

我必须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奇妙经历。 

 

我 的 丈 夫 是 美 国 俄 勒 冈 州 的 一 名 牧 师 ， 那 天 是 我 们 布 道 会 系 列 《 希 望 的 启 示 》

（Revelation of Hope）的第一晚。我一直鼓励教会弟兄姊妹做更多的祷告，所以我决

定在这系列的布道会中负责祷告小组。我的团队主要是由年长或居家祈祷的教友所组成，

所以我不能完全掌握在每次的布道会中，会有多少人参与祷告。总之，我还是决定在教

会安排一间祈祷室，希望在布道会期间，教友可以定时或不定时的前来祷告室祈祷。 

 

第一场的布道会是星期五晚上，祷告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感觉到很孤单，但我还是祷

告了。安息日晚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感到有点气馁。我播放了一首优美的《主祷文》。

在播放的时候，我默默地祈祷着，“主啊！我知道无论在那里，若有两三个人奉祢的名

聚集，祢就在那里。但是，若只有我一个人呢？” 

 

当这首歌结束时，我睁开眼睛，看到祷告室里都是天使。我惊奇地环顾四周，于是哭了

起来。天使很高，几乎和天花板一样高，肩膀也很宽。它们肩并肩地站着，背对着墙壁，



站在房间的四周。与它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它们有翅膀，穿着像似飘逸长袍的

衣服。我被它们的脸庞吸引住了。它们看起来像男人，非常英俊。它们的眼神是那么亲

切，脸庞带着温柔安慰的笑容。它们的面容清晰，像极了勇敢坚毅的勇士。它们乌黑的

头发垂到肩上，看上去闪烁发光。我虽然可以看到它们，但并不能完全把它们看的清楚。

它们的身体闪耀着黄白色的光芒。我注视着它们约四～五秒钟后，它们就消失在我的眼

前，那晚我整夜哭泣无法自拔。 

 

我曾沮丧的想知道，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祷告室祷告，是否上帝还能做工？于是，衪以

神奇般的方式告诉我，即使只有一个人祷告，上帝仍能做工。我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

和卑微，但上帝仍然赐给我这个伟大的礼物。每当我想起这奇妙又神奇的经历时，我仍

会像先前一样流下感动的眼泪。 

 

我继续独自在教堂的祷告室祈祷，尽管我看不见天使，但我不再气馁，因为我知道，祷

告室里的天使无处不在。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能低估祷告的力量。即使只有一个

人在祈祷，也足够。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但祂从始至终都在做工。” 

 

 

 

梅洛妮·科尔曼（Melony Coleman）是一位牧师的妻子，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和家人住在南俄勒冈

州。 

 

 

思考问题：你感到孤单的独自一人在祷告吗？你是否祈祷又祈祷，却未得到渴望已久的

答案？你是否想过，独自一人的祷告会起作用？如果你因此而灰心丧志，记住耶稣独自

祷告，想想衪的祷告如何改变了世界！想想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大卫、以利亚、以

斯帖，以及其他许多世纪以来的人。他们有时孤单的独自祷告，但他们的祈祷却感动了

天庭。 

 

积极的回应：这周，挑战自己，从上面列出的圣经人物中挑选一两个（或者你自己挑

选），尽你所能的来了解他们独自祷告的生活。配合圣经和预言之灵来进行你的查经研

究，并写下自己的发现。从他们祷告生活中的经历，挑选一个你欣赏的特点，然后求上

帝将这祷告的美德也赐给你。 

 

 

 



“上帝之所以能在以色列历史的这一次严重危机中使用以利亚，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大有

信心的人。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伸出信心的手握住上天的应许；而且恒切祷告，直到他

的祈求蒙了应允。他没有等待那证明上帝已经垂听他的充分凭据，却愿意根据神恩的最

微小的征兆而大胆相信一切。他在上帝的能力之下所作的事，乃是人人在他们为上帝作

工的范围之内所可能作的；… 像这样的信心乃是今日的世界所需要，──就是握住上帝的

应许，非到上天垂听而决不放松的信心。《祷告》，第 138 页 

 

 

 

 

 

 

 

 

 

 

 

 

 

 

 

 

 

 

 

 

深入阅读——本周的附加阅读建议: 

 怀爱伦，关于天使的真相 

 辛迪·默瑟（Cindy Mercer），Pray Big: God Can Do So Much More!   

 

 

 

 

 



 

    第36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日，星期五 

 

感恩分享！我们赞美上帝。许多教会和各部门事工都不断尝试富有创意的方式去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有不少人因耶稣的爱而大受感动！ 

 

1. 为住在全球人口稠密城市的教友祷告。让他们在疫情大流行的时候有充足的防护，

日常所需得到满足。 

 

2. 为全球医护人员祷告。他们长时间处在抗疫中，愿上帝使他们有坚忍的心。 

 

3. 祈求上帝的子民能够殷勤研读圣经，花更多时间祷告，远离罪恶，并预备好等候

耶稣的复临。 

 

4. 祈求上帝教导我们如何在危机时刻中祷告。 

 

 

    第37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2日，安息日 

 

火炼下的信心 

“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岂有我难成的事吗？” 

（耶三十二：27） 

 

“凡是受上帝托付以完成圣工的人，祂都会彻底的考验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光看外表是

不准确的。即使上帝再三应许祂要随时帮助人，但信心仍有摇动的时候。我们当完全依

靠’耶和华如此说’的话，不依赖人的论据，或坐待奇迹的出现。” 

(《时兆》，1881 年 6 月 30 日，第 15 段） 

 

思考问题： 

既然我们知道将来还有更大的考验与试炼，那么，我们要如何培养出即使在烈火中也

能有坚不可摧的信心呢？试想但以理三个朋友面对烈火的故事（见但以理书第三

章），你认为是什么因素使他们在那艰难的一天能屹立不摇？ 

 



感恩分享！纵使这期间有不少人必须待在家中，上帝却大大为网络布道和其他对外布道

工作开路。布道家哥斯达 (Robert Costa) 近期进行多场网络布道会，并有 24 万 5 千人

收看。另一位布道家布拉德肖 (John Bradshaw) 也刚刚开始网络布道会，并有成千上万

的网民收看。 

 

1. 为前线医护人员祷告。他们一直处在抗疫环境中，愿上帝保守他们免受新型冠状

病毒 (COVID-19) 的感染。 

 

2. 为政府官员祈祷，使他们在安全及适当的时间解除封城和锁国的法令。恳求上帝

赐他们智慧，使他们的决策可以兼顾当地国民健康和经济的双赢。 

 

3. 为众多的组织和小型企业代祷，他们因锁国与封城蒙受经济损失。祈求有人能够

找到方法来帮助小型企业，使他们不致永久歇业。 

 

4. 为处境危险及需要保护的妇女及儿童代祷。为你所在社区的弱势群体祷告。 

 

5. 为在银行、零售杂货店、加油站及其他重要行业工作的人代祷。求主保护他们在

服务大众时，免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 

 

 

    第38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3日，星期日 

 

从不可能化为可能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 

（可十：27） 

 

“我们有一位张开耳朵来听我们诉说的上帝。如果我们证实祂的话，祂便会看重我们的

信仰。祂想让我们完全从祂的身上得益处，再让祂平安地赐福于我们；因为这不只使我

们得福的时候得着荣耀，还会让自己对上帝全然献上赞美。” 

(《复临评阅宣报》，1891 年 6 月 9 日） 

 

 

 

 



思考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非常渺小，当中的原因不外乎就是我们没有真正明白上帝的大

能。我们认为自己的问题大到上帝也解决不了。我们忘记了我们所侍奉的上帝是创造宇

宙万物的主宰，在祂没有难成的事。今天，花点时间来思想上帝的伟大及能力。 

写下唯有上帝才拥有的品格与特性，并祈求上帝帮助你对衪有更深的认识。 

 

感恩分享！我们赞美上帝，因为衪的子民完全信靠衪的引导，并且在政府为了防止疫情

扩散，而执行居家令的特殊情况下，仍然寻找机会之门来传扬福音。 

 

1. 我们祈求主，趁着疫情带来全球性危机的时刻，人们会问上帝：“主啊！祢要传

达什么讯息给我们？” (见撒上三：10)  

 

2. 为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祷告，他们没有工作，甚至连大米、玉米和面粉之类的基

本食物都难以获得。有许多人面临饥荒的危险。 

 

3. 祈求上帝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敞开心胸，愿意付出、给予和帮助人。我们也为处在

危机中的人们祷告。（见箴言二十二：9；诗篇八十六：6-7） 

 

4. 为种植及收割农作物遇到困难的农民祷告，也为他们的工人安全代祷。 

 

 

 第39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4日，星期一 

 

天上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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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将要与超自然的势力搏斗，但必定得到超自然的帮助。天上全体生灵组成这支军

队。其队伍里不仅有天使，还有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代表圣灵来指挥作战。我们的弱点虽

多，罪错严重，上帝的恩典正要赐给一切痛悔求助者。全能上帝的大能必来支援凡信靠

他的人。”(《历代愿望》，第 352 页） 

 

 



思考问题： 

你是否希望看到天使守护你和家人每天的生活？花点时间来思想以利沙的故事，当上帝

开启他的双眼后所发生的事情 （见王下六：17）。想象以利沙看到火车火马后， 

他是如何从惧怕不安转变为信心坚定的仆人？圣经中还有何处提到， 

上帝开启人的眼，使他们看到天使的故事？ 

 

感恩分享！我们赞美上帝，因为衪有许多忠心的子民按时地归还十分之一和乐意捐，有

些甚至计划捐出更多的奉献，来弥补失业弟兄妹妹造成教会资金上的短缺。 

 

1. 为从事保安工作的人祷告，例如：警察及其他相关人员。当世界上某些城市因封

锁而造成社会动荡时，请为他们祷告，求主保护他们。 

 

2. 祈求政府官员彼此间不分党分派地团结合作，而不是从中破坏以获得政治利益。 

 

3. 祈求医护人员能够找到治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方法，并期望疫情放

缓或结束的日期比专家预期的还快。 

 

4. 我们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要求，希望为全球各地的教会祷告。祈求上帝帮助

教会团结合一，灵命复兴，并积极地去宣扬福音。 

 

 

    第40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5日，星期二 

 

没看见就相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二十：29） 

 

“信心凭着或不凭感受去相信上帝的话，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

既然可以相信自己的同胞，那又为何不可以相信上帝的话？当我们为得着智慧和恩典去

走近祂，我们并不会依靠自己，想知道当祂保证自己的话早已实现后会否让我们特别有

感受。感受是无任何标准。基督徒跟随感受的话便引起了更大的邪念。我怎知道耶稣是

否有垂听我的祷告？我借着祂的应许知道这些。祂提到有需要的人对祂呼喊时，祂必垂

听，我也相信祂的话。祂从来都没有跟’ 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 



当我们行在光中，我们能够抱着属天的胆量来到恩典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借着活生生的

信仰来展示上帝的应许，恳求祂。虽然我们软弱、有错和不配，但是’有圣灵帮助’……

当我们立时恳求祂，就必不会废弃它。雅各整晚跟天使摔跤的时候，就对它说：’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们像他的话便能得胜。” 

(《圣经呼声》，1894 年 9 月 24 日，第 6 段） 

 

思考问题： 

当你亲身经历到神迹时，相信它并非难事。 反之，当我们人生的问题得不到答案、看不

见神迹、看不见天使、也感受不到上帝的爱时，结果又是如何？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

仍然会相信上帝吗？ 当您思考这些问题时，请参考（希伯来书十一 ：1，罗马书八：

24-25，马可福音九：24，约伯记十三：15） 

 

感恩分享！我们赞美上帝，因为全球各地的新确诊病例正在减少。 

 

1. 为各个国家和经济的开放祷告。祈求感染人数不会急剧地增加。 

 

2. 为菲律宾宿雾市 (Cebu) 的华人事工祷告。也为整个菲律宾和印尼代祷，求主保护

他们免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感染。祈求在全球各地的华人，热心地

寻求耶稣并对圣经的真理产生积极的兴趣。 

 

3. 为中国 14 亿人口祷告，愿福音传遍整个中华大地。 

 

4. 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善加利用在家里的时间，深入学习上帝的话语，并教导孩子

们学习和喜爱主的话语。 

 

 

    第41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6日，星期三 

 

从密室中出来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

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

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林后四：7-10） 

 



“伟大的改革运动所有震动世界的力量，乃是从祈祷的密室中而来的。主的仆人在密室

中以圣洁的镇静，把他们的脚立在他应许的盘石上。在奥格斯堡的挣扎时期中，路德’

每天至少要用三个小时祷告的，而且这几个小时，乃是他从最适宜研究的时间内抽出来

的。’在他私人的密室中，可以听见他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满有尊荣，敬畏，希

望，像人与朋友谈话一样。’他说，’我知道祢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上帝，我也知

道祢必要驱散那些逼迫祢儿女的人；因为祢自己与我们同受危害。这一切的事都是祢

的，我们只是因了祢的激励才从事这工作。所以，天父啊，求祢保护我们！” 

(《善恶之争》，第 210 页） 

 

思考问题： 

你最渴望什么？你内心深处的呼求是什么？也许你最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许你只是

努力生存着。或者你可能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今天花点时间想想，你在哪里可以找到满

足的喜乐和成就感。默想诗篇二十七：4，求主赐给你一颗渴慕真理的心。 

 

感恩分享！我们赞美上帝，复临信徒持续不断向上帝祈求赐下富有创意的方法来传福

音，已得蒙主的应允。 

 

1. 为老人和儿童祷告，他们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 

 

2. 为正在和穆斯林难民建立关系的复临信徒代祷。这些难民最近刚搬到新家，与复

临信徒成为邻舍。愿上帝赐他们智慧，带领穆斯林难民认识真理。 

 

3. 为全球各地的复临教会祷告，祈求上帝赐他们信心，在教会邻近的城市开始建立

影响力中心。 

 

4. 祈求主将晚雨的沛降临到教会，使工作得以完成，早日回天家。 

 

 

    第42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7日，星期四 

 

十分平安 

“ 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盘石。”（赛二十六：3, 4） 

 



“凡相信基督的话，把心灵交给他保守，并昭他吩咐行事的人，必得平安和康宁。因有

耶稣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快乐，世上就没有什么可以叫他们忧愁的。他们在完全的顺服

中就有完全的安息。”《历代愿望》，第 331 页 

 

思考问题： 

当你内心感到不安，你会向谁寻求指引与帮助？是耶稣吗？耶稣是我们永恒的盘石，我

们不是凭着感觉去相信衪。无论身处什么情况，都应当完全信靠主。衪必在你心中赐下

平安与稳妥。试问，你愿意现在就信靠主吗？ 

 

感恩分享！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透过各样的网络布道活动，曾经对教会失去兴趣及迷

失的教友，对主的渴慕重新燃起，甚至重返教会！ 

 

1. 为全球各地正在学习如何与生活在都市的人分享“希望信息”的复临信徒祷告。 

2. 为全球各地的同工们祷告，祈求主帮助他们以基督的方式去体贴人的需要，感动

人的心灵。 

3. 为处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危机中的人们祈祷。他们自己或者至亲正在

与病毒争战中。 

4. 为感到害怕或孤独的复临信徒祷告。愿上帝赐他们心灵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