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機的情勢中呼求耶穌 

 

100 天禱告～第六週 

 

2020 年 5 月 1 日～7 日  

 

“天使無處不在” 

梅洛尼·科爾曼 

(By Melony Coleman) 

 

我必須分享一個最近發生的奇妙經歷。 

 

我的丈夫是美國俄勒岡州的一名牧師，那天是我們佈道會系列《希望的啟示》

（Revelation of Hope）的第一晚。我一直鼓勵教會弟兄姊妹做更多的禱告，所以我決

定在這系列的佈道會中負責禱告小組。我的團隊主要是由年長或居家祈禱的教友所組成，

所以我不能完全掌握在每次的佈道會中，會有多少人參與禱告。總之，我還是決定在教

會安排一間祈禱室，希望在佈道會期間，教友可以定時或不定時的前來禱告室祈禱。 

 

第一場的佈道會是星期五晚上，禱告室裡只有我一個人。我感覺到很孤單，但我還是禱

告了。安息日晚上，只有我一個人。我感到有點氣餒。我播放了一首優美的《主禱文》。

在播放的時候，我默默地祈禱著，“主啊！我知道無論在那裡，若有兩三個人奉祢的名

聚集，祢就在那裡。但是，若只有我一個人呢？” 

 

當這首歌結束時，我睜開眼睛，看到禱告室裡都是天使。我驚奇地環顧四週，於是哭了

起來。天使很高，幾乎和天花板一樣高，肩膀也很寬。它們肩並肩地站著，背對著牆壁，



站在房間的四周。與它們相比，我覺得自己很渺小。它們有翅膀，穿著像似飄逸長袍的

衣服。我被它們的臉龐吸引住了。它們看起來像男人，非常英俊。它們的眼神是那麼親

切，臉龐帶著溫柔安慰的笑容。它們的面容清晰，像極了勇敢堅毅的勇士。它們烏黑的

頭髮垂到肩上，看上去閃爍發光。我雖然可以看到它們，但並不能完全把它們看的清楚。

它們的身體閃耀著黃白色的光芒。我注視著它們約四～五秒鐘後，它們就消失在我的眼

前，那晚我整夜哭泣無法自拔。 

 

我曾沮喪的想知道，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在禱告室禱告，是否上帝還能做工？於是，衪以

神奇般的方式告訴我，即使只有一個人禱告，上帝仍能做工。我感覺自己是如此的渺小

和卑微，但上帝仍然賜給我這個偉大的禮物。每當我想起這奇妙又神奇的經歷時，我仍

會像先前一樣流下感動的眼淚。 

 

我繼續獨自在教堂的禱告室祈禱，儘管我看不見天使，但我不再氣餒，因為我知道，禱

告室裡的天使無處不在。我要強調的是，“我們絕不能低估禱告的力量。即使只有一個

人在祈禱，也足夠。雖然我們看不見上帝，但祂從始至終都在做工。” 

 

 

 

梅洛妮·科爾曼（Melony Coleman）是一位牧師的妻子，也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和家人住在南俄勒岡

州。 

 

 

思考問題：你感到孤單的獨自一人在禱告嗎？你是否祈禱又祈禱，卻未得到渴望已久的

答案？你是否想過，獨自一人的禱告會起作用？如果你因此而灰心喪志，記住耶穌獨自

禱告，想想衪的禱告如何改變了世界！想想亞伯拉罕、雅各、約瑟、大衛、以利亞、以

斯帖，以及其他許多世紀以來的人。他們有時孤單的獨自禱告，但他們的祈禱卻感動了

天庭。 

 

積極的回應：這週，挑戰自己，從上面列出的聖經人物中挑選一兩個（或者你自己挑

選），盡你所能的來了解他們獨自禱告的生活。配合聖經和預言之靈來進行你的查經研

究，並寫下自己的發現。從他們禱告生活中的經歷，挑選一個你欣賞的特點，然後求上

帝將這禱告的美德也賜給你。 

 

 



“上帝之所以能在以色列歷史的這一次嚴重危機中使用以利亞，乃是因為他是一個大有

信心的人。當他禱告的時候，他伸出信心的手握住上天的應許；而且恆切禱告，直到他

的祈求蒙了應允。他沒有等待那證明上帝已經垂聽他的充分憑據，卻願意根據神恩的最

微小的征兆而大膽相信一切。他在上帝的能力之下所作的事，乃是人人在他們為上帝作

工的範圍之內所可能作的；… 像這樣的信心乃是今日的世界所需要，──就是握住上帝的

應許，非到上天垂聽而決不放鬆的信心。《禱告》，第 138 頁 

 

 

 

 

 

 

 

 

 

 

 

 

 

 

 

 

 

 

 

 

 

深入閱讀——本週的附加閱讀建議: 

 懷愛倫，關於天使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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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日，星期五 

 

感恩分享！我們讚美上帝。許多教會和各部門事工都不斷嘗試富有創意的方式去幫助那

些需要幫助的人！有不少人因耶穌的愛而大受感動！ 

 

1. 為住在全球人口稠密城市的教友禱告。讓他們在疫情大流行的時候有充足的防護，

日常所需得到滿足。 

 

2. 為全球醫護人員禱告。他們長時間處在抗疫中，願上帝使他們有堅忍的心。 

 

3. 祈求上帝的子民能夠慇勤研讀聖經，花更多時間禱告，遠離罪惡，並預備好等候

耶穌的復臨。 

 

4. 祈求上帝教導我們如何在危機時刻中禱告。 

 

 

    第37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2日，安息日 

 

火煉下的信心 

“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上帝，豈有我難成的事嗎？” 

（耶三十二：27） 

 

“凡是受上帝托付以完成聖工的人，祂都會徹底的考驗他們的信心和勇氣。光看外表是

不準確的。即使上帝再三應許祂要隨時幫助人，但信心仍有搖動的時候。我們當完全依

靠’耶和華如此說’的話，不依賴人的論據，或坐待奇跡的出現。” 

(《時兆》，1881 年 6 月 30 日，第 15 段） 

 

思考問題： 

既然我們知道將來還有更大的考驗與試煉，那麼，我們要如何培養出即使在烈火中也

能有堅不可摧的信心呢？試想但以理三個朋友面對烈火的故事（見但以理書第三

章），你認為是什麼因素使他們在那艱難的一天能屹立不搖？ 

 



感恩分享！縱使這期間有不少人必須待在家中，上帝卻大大為網絡佈道和其他對外佈道

工作開路。佈道家哥斯達 (Robert Costa) 近期進行多場網絡佈道會，並有 24 萬 5 千人

收看。另一位佈道家布拉德肖 (John Bradshaw) 也剛剛開始網絡佈道會，並有成千上萬

的網民收看。 

 

1. 為前線醫護人員禱告。他們一直處在抗疫環境中，願上帝保守他們免受新型冠狀

病毒 (COVID-19) 的感染。 

 

2. 為政府官員祈禱，使他們在安全及適當的時間解除封城和鎖國的法令。懇求上帝

賜他們智慧，使他們的決策可以兼顧當地國民健康和經濟的雙贏。 

 

3. 為眾多的組織和小型企業代禱，他們因鎖國與封城蒙受經濟損失。祈求有人能夠

找到方法來幫助小型企業，使他們不致永久歇業。 

 

4. 為處境危險及需要保護的婦女及兒童代禱。為你所在社區的弱勢群體禱告。 

 

5. 為在銀行、零售雜貨店、加油站及其他重要行業工作的人代禱。求主保護他們在

服務大眾時，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 

 

 

    第38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3日，星期日 

 

從不可能化為可能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卻不然，因為上帝凡事都能。’” 

（可十：27） 

 

“我們有一位張開耳朵來聽我們訴說的上帝。如果我們證實祂的話，祂便會看重我們的

信仰。祂想讓我們完全從祂的身上得益處，再讓祂平安地賜福於我們；因為這不只使我

們得福的時候得著榮耀，還會讓自己對上帝全然獻上讚美。” 

(《復臨評閱宣報》，1891 年 6 月 9 日） 

 

 

 

 



思考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的信心非常渺小，當中的原因不外乎就是我們沒有真正明白上帝的大

能。我們認為自己的問題大到上帝也解決不了。我們忘記了我們所侍奉的上帝是創造宇

宙萬物的主宰，在祂沒有難成的事。今天，花點時間來思想上帝的偉大及能力。 

寫下唯有上帝才擁有的品格與特性，並祈求上帝幫助你對衪有更深的認識。 

 

感恩分享！我們讚美上帝，因為衪的子民完全信靠衪的引導，並且在政府為了防止疫情

擴散，而執行居家令的特殊情況下，仍然尋找機會之門來傳揚福音。 

 

1. 我們祈求主，趁著疫情帶來全球性危機的時刻，人們會問上帝：“主啊！祢要傳

達什麼訊息給我們？” (見撒上三：10)  

 

2. 為生活在貧窮國家的人禱告，他們沒有工作，甚至連大米、玉米和麵粉之類的基

本食物都難以獲得。有許多人面臨飢荒的危險。 

 

3. 祈求上帝幫助世界各地的人敞開心胸，願意付出、給予和幫助人。我們也為處在

危機中的人們禱告。（見箴言二十二：9；詩篇八十六：6-7） 

 

4. 為種植及收割農作物遇到困難的農民禱告，也為他們的工人安全代禱。 

 
 

 第39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4日，星期一 

 

天上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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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將要與超自然的勢力搏鬥，但必定得到超自然的幫助。天上全體生靈組成這支軍

隊。其隊伍裏不僅有天使，還有耶和華軍隊元帥的代表聖靈來指揮作戰。我們的弱點雖

多，罪錯嚴重，上帝的恩典正要賜給一切痛悔求助者。全能上帝的大能必來支援凡信靠

他的人。”(《歷代願望》，第 352 頁） 

 

 

 



思考問題： 

你是否希望看到天使守護你和家人每天的生活？花點時間來思想以利沙的故事，當上帝

開啟他的雙眼後所發生的事情 （見王下六：17）。想像以利沙看到火車火馬後， 

他是如何從懼怕不安轉變為信心堅定的僕人？聖經中還有何處提到， 

上帝開啟人的眼，使他們看到天使的故事？ 

 

感恩分享！我們讚美上帝，因為衪有許多忠心的子民按時地歸還十分之一和樂意捐，有

些甚至計劃捐出更多的奉獻，來彌補失業弟兄妹妹造成教會資金上的短缺。 

 

1. 為從事保安工作的人禱告，例如：警察及其他相關人員。當世界上某些城市因封

鎖而造成社會動蕩時，請為他們禱告，求主保護他們。 

 

2. 祈求政府官員彼此間不分黨分派地團結合作，而不是從中破壞以獲得政治利益。 

 

3. 祈求醫護人員能夠找到治療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方法，並期望疫情放

緩或結束的日期比專家預期的還快。 

 

4. 我們收到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要求，希望為全球各地的教會禱告。祈求上帝幫助

教會團結合一，靈命復興，並積極地去宣揚福音。 

 

 

    第40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5日，星期二 

 

沒看見就相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二十：29） 

 

“信心憑著或不憑感受去相信上帝的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我們

既然可以相信自己的同胞，那又為何不可以相信上帝的話？當我們為得著智慧和恩典去

走近祂，我們並不會依靠自己，想知道當祂保證自己的話早已實現後會否讓我們特別有

感受。感受是無任何標準。基督徒跟隨感受的話便引起了更大的邪念。我怎知道耶穌是

否有垂聽我的禱告？我藉著祂的應許知道這些。祂提到有需要的人對祂呼喊時，祂必垂

聽，我也相信祂的話。祂從來都沒有跟’ 雅各的後裔說：你們尋求我是徒然的。’ 



當我們行在光中，我們能夠抱著屬天的膽量來到恩典的寶座前。我們可以藉著活生生的

信仰來展示上帝的應許，懇求祂。雖然我們軟弱、有錯和不配，但是’有聖靈幫助’……

當我們立時懇求祂，就必不會廢棄它。雅各整晚跟天使摔跤的時候，就對它說：’  

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們像他的話便能得勝。” 

(《聖經呼聲》，1894 年 9 月 24 日，第 6 段） 

 

思考問題： 

當你親身經歷到神蹟時，相信它並非難事。 反之，當我們人生的問題得不到答案、看不

見神蹟、看不見天使、也感受不到上帝的愛時，結果又是如何？即使我們不明白，我們

仍然會相信上帝嗎？ 當您思考這些問題時，請參考（希伯來書十一 ：1，羅馬書八：

24-25，馬可福音九：24，約伯記十三：15） 

 

感恩分享！我們讚美上帝，因為全球各地的新確診病例正在減少。 

 

1. 為各個國家和經濟的開放禱告。祈求感染人數不會急劇地增加。 

 

2. 為菲律賓宿霧市 (Cebu) 的華人事工禱告。也為整個菲律賓和印尼代禱，求主保護

他們免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感染。祈求在全球各地的華人，熱心地

尋求耶穌並對聖經的真理產生積極的興趣。 

 

3. 為中國 14 億人口禱告，願福音傳遍整個中華大地。 

 

4. 祈求上帝幫助我們能善加利用在家裡的時間，深入學習上帝的話語，並教導孩子

們學習和喜愛主的話語。 

 

 

    第41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6日，星期三 

 

從密室中出來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

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

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四：7-10） 

 



“偉大的改革運動所有震動世界的力量，乃是從祈禱的密室中而來的。主的僕人在密室

中以聖潔的鎮靜，把他們的腳立在他應許的磐石上。在奧格斯堡的掙扎時期中，路德’

每天至少要用三個小時禱告的，而且這幾個小時，乃是他從最適宜研究的時間內抽出來

的。’在他私人的密室中，可以聽見他在上帝面前傾心吐意。’滿有尊榮，敬畏，希

望，像人與朋友談話一樣。’他說，’我知道祢是我們的天父，是我們的上帝，我也知

道祢必要驅散那些逼迫祢兒女的人；因為祢自己與我們同受危害。這一切的事都是祢

的，我們只是因了祢的激勵才從事這工作。所以，天父啊，求祢保護我們！” 

(《善惡之爭》，第 210 頁） 

 

思考問題： 

你最渴望什麼？你內心深處的呼求是什麼？也許你最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也許你只是

努力生存著。或者你可能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今天花點時間想想，你在哪裡可以找到滿

足的喜樂和成就感。默想詩篇二十七：4，求主賜給你一顆渴慕真理的心。 

 

感恩分享！我們讚美上帝，復臨信徒持續不斷向上帝祈求賜下富有創意的方法來傳福

音，已得蒙主的應允。 

 

1. 為老人和兒童禱告，他們是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 

 

2. 為正在和穆斯林難民建立關係的復臨信徒代禱。這些難民最近剛搬到新家，與復

臨信徒成為鄰舍。願上帝賜他們智慧，帶領穆斯林難民認識真理。 

 

3. 為全球各地的復臨教會禱告，祈求上帝賜他們信心，在教會鄰近的城市開始建立

影響力中心。 

 

4. 祈求主將晚雨的沛降臨到教會，使工作得以完成，早日回天家。 

 

 

    第42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7日，星期四 

 

十分平安 

“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

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賽二十六：3, 4） 

 



“凡相信基督的話，把心靈交給他保守，並昭他吩咐行事的人，必得平安和康寧。因有

耶穌與他們同在，使他們快樂，世上就沒有什麼可以叫他們憂愁的。他們在完全的順服

中就有完全的安息。”《歷代願望》，第 331 頁 

 

思考問題： 

當你內心感到不安，你會向誰尋求指引與幫助？是耶穌嗎？耶穌是我們永恆的磐石，我

們不是憑著感覺去相信衪。無論身處什麼情況，都應當完全信靠主。衪必在你心中賜下

平安與穩妥。試問，你願意現在就信靠主嗎？ 

 

感恩分享！我們感謝讚美主，因為透過各樣的網絡佈道活動，曾經對教會失去興趣及迷

失的教友，對主的渴慕重新燃起，甚至重返教會！ 

 

1. 為全球各地正在學習如何與生活在都市的人分享“希望信息”的復臨信徒禱告。 

2. 為全球各地的同工們禱告，祈求主幫助他們以基督的方式去體貼人的需要，感動

人的心靈。 

3. 為處在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危機中的人們祈禱。他們自己或者至親正在

與病毒爭戰中。 

4. 為感到害怕或孤獨的復臨信徒禱告。願上帝賜他們心靈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