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机的情势中呼求耶稣 

 

100 天祷告～第七周 

 

2020 年 5 月 8 日～14 日  

 

“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 

柯荣恩 

(By Ron Clouzet) 

 

2001 年，死亡和我擦身而过。急诊室医生说，如果我再晚三个小时接受治疗就会不治身

亡。我在非洲西部和学生开布道会期间感染了恶性疟疾，这些症状在回美国前几天就开

始出现。我发高烧、脱水、头疼得厉害。我感觉到很不舒服，以为自己随时都会晕倒而

死去。当症状出现时，我正在忙碌于布道会的相关活动。那天，我早早地去机场赶我的

回程航班，祈求上帝帮助我能顺利回到家。如果要死，我宁愿它在家里发生。 

 

我妻子急忙把我送到医院急诊室。那时，我已经产生了幻觉，喝水困难，即使喝了也会

吐出来。我被推进急诊室后不久就晕倒了。当我再次清醒时，我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我眼

前缓慢的晃动。每一分钟像一个小时，每一个小时都像一天。我记得妻子丽莎（Lisa）

带着孩子来看我，当时他们只有 14 岁、12 岁和 10 岁，看着他们静静地哭泣。我还记

得医护人员来探视我的唯一目的，就是看看疟疾的病人，因为这个疾病在美国非常罕

见。 

 

我很清楚我将要死亡。后来，我了解到这类型的疟疾是最致命的。它很可能会置你于

死，但是，如果能活下来，就不会出现复发症状，除非再次受到感染。许多人开始为我



祷告。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祈祷。我的父母和亲戚朋友在祈祷。在我执教的基督复临安息

日会南方大学的全校师生及同事也在为我祈祷。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在为我祈祷。全国

各地无数的牧师及传道同工都在祷告。我计算过，在那些日子里，大概有二千人在为我

祷告。 

 

康复并不容易。因为没有适合的药物来治疗。我的医生朋友们开始向医院的医生施加压

力，要求他们尽快采取行动，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最后，在亚特兰大找到了奎宁，

他们能够拿到一些。奎宁是一种古老的药物，用于治疗疟疾和其他非常严重的疾病，当

今却已少使用。它的毒性很强，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但它能治愈疟疾。入院 48 小时

后，医生开了奎宁让我服用，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隔天，也就是安息日，我的病

情仍未见好转。 

 

在我身体虚弱的时候，我也祷告。但我的祷告更多的是感恩而不是祈求。我把我的生命

交托在上帝的手里，若我的生命到了尾声，我也已准备好说再见。我唯一的遗憾，就是

要离开我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孩子们从此没了父亲。尽管如此，上帝掌管万有，

世上一切都在衪的手中。知道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于是我心平静了下来。 

 

在安息日的下午，几位在大学任教的同事和教会牧师来探访。依据圣经 （雅各书五：

13-15），他们为我抺油并为我祷告。那天晚上，丽莎整晚都陪伴在侧，她非常担心这

将是我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早上 5 点，一位护士按照常规来为我抽血。四小时

后，专科主治医师来到我的房间。这是我住院以来第一次能够从病床上坐起来。他告诉

我，他们在我的身体里找不到疟疾的痕迹。不知怎么地，一切都消失了。医师表示，药

物在我身上发生如此快速的效果表示惊讶。但我知道另一个原因，是那些爱我的亲朋好

友和主内弟兄姊妹们的祈祷。我相信，上帝的恩典医治了我，是因为衪的子民同心合一

祷告求主医治的原因。 

 

“这大有慈悲的同一位救主，今日依然活着，祂乐意垂听人们有信心的祈祷，如同祂从

前在人间生活的时候一样。自然力是与超自然力合作的。上帝的计划原来是要我们凭着

信心祈祷，祂就必应允；反之，我们若不祈求，祂就不赐给我们了。”（《善恶之

争》，第 525 页）。耶稣没有必要一定得医治我。衪不欠我，是我欠衪，现在依然如

此。但衪还是医治了我。 

 



并非所有危及生命的病例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但不管怎样，医治的上帝始终如一。衪

是值得信任的。我们当赞美感谢上帝，因为衪绝不会以伤害我们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

告。无论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结果，都是主最美好的安排。 

 

 

 

 

 

 

柯荣恩（Ron E. M. Clouzet）是北亚太分会传道协会部干事。罗恩也是本周的专题书籍《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最大的需要：圣灵的浇灌》的作者。 

 

 

思考问题：你相信上帝能医治各样的疾病，包括「罪」的问题吗？今天你与上帝的关系

如何？你在主里有平安吗？ 

 

积极的回应：疾病是这个破碎世界的一部分，无人可以幸免。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度过

难关。我们可以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依靠耶稣，为灵命和身体的医治祷告，我们可以放

心，无论疾病的结果如何，只要仰望信靠祂，就能得着心灵平安。在疾病中有坚强的信

心，乃是身体健康时不断操练的结果。今天你愿意信靠主吗？您是否相信，那些信靠耶

稣的人，他们所有的疾病甚至是死亡，都会在耶稣复临时得到解决。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作一个服务人群而不厌倦的仆人。他来“代替

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 8:17）以期辅助人类一切的需要。人们的

重担──疾病、悲哀、罪孽──他来卸除。他的使命就是使人类完全恢复原来的状况。他

来是要将健康、和平、同完美的品格，赐给世人。”（《服务真诠》，第 17 页） 

 

 

 

深入阅读——本周的附加阅读建议: 

 怀爱伦，关于天使的真相 

 柯荣恩（Ron E. M. Clouzet），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最大的需要：圣灵的浇灌。 

 

 

 



    第43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8日，星期五 

 

感恩分享： 

 贝特妮及凡妮莎说：”我们的教会每晚举行网络祷告。主内弟兄姊妹们透过网络

天天见面，让彼此更加亲密。真是何等的福气！” 

 铭可说：“当前的情况使我们了解到教会并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人！” 

 

代祷请求： 

1. 为在疫情期间面对教友流失的教会祷告。 

 

2. 为生病的教友祷告，包括癌症、自体免疫性疾病、抑郁症和其他疾病。 

 

3. 为那些离开教会的复临信徒祷告，也为他们周围的教友祷告，因为他们有可能因

此而离开上帝。 

 

4. 为所有透过「全体教友参与」（TMI）的布道活动而加入教会的教友祷告。 

 

 

    第44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9日，安息日 

 

有耶稣的智慧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十七：3） 

 

“基督降世是要向世人显明上帝的爱，满有慈悲，怜悯，同情的上帝。撒但所尽力笼罩

上帝宝座的浓云黑雾，被世界的救赎主驱散了，天父又再度向世人显出是生命的光。” 

(《教会证言》卷五，第 738 页） 

 

思考问题： 

永生不仅是指永恒的生命，也是指我们和上帝要不断的保持亲密关系。你是否仅仅知道

耶稣而已，或是耶稣已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朋友？当你花时间祷告，读圣经，与人分享

耶稣的爱和真理时，何不从今天开始，祈求耶稣向你彰显并享受衪所赐的永恒生命？ 

 

 



感恩分享： 

 蒂埃里说：“我将‘100 天祷告’活动的资料分享给 90 个朋友。我还把《善恶

之争》分享给许多人。一个非复临信徒邀请我和他一起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

言。” 

 格洛里亚说：“感谢上帝的赐福，让我们在抗疫期间也能够进行分派食物的活

动。” 

 

代祷请求： 

1. 为全球正在开展或经营生命希望服务中心的教友代祷。 

 

2. 为大洋洲岛国斐济（Fiji）及瓦努瓦图（Vanuatu）祷告，他们最近受到台风的侵

袭。 

 

3. 为全球的教育机构祷告。恳求上帝帮助他们透过线上课程及其他方法，来提供学

生基督化教育。祈求上帝使他们能够继续在属灵上正面地影响学生，并能在经济

上保持稳定。 

 

 

    第45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0日，星期日 

 

耶稣的布道工作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

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四：14-16） 

 

“上帝的儿子……已经履行了他的誓言，进入天国亲自执掌天上的众军。通过为堕落的人

类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其祭司工作的一个阶段。现在他正通过在父面前为悔改之罪

人的案件代求，将他子民的奉献呈给上帝履行其祭司工作的另一个阶段。他取了人性，

并且在人性中战胜了仇敌的试探，具有神性的完全，所以世界就交给他来审判。每个人

的案件都要带到他面前受审查。他必宣布判决，照各人所行报应各人。” 

(《怀氏手稿》42，1901 年） 

 

 



思考问题： 

耶稣降世为人，死了，又复活，现在正站在天上的至圣所，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

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当你祷告时，衪在倾听。当你认罪悔改寻求能力的时候，衪听见并

立刻赐你得胜的能力。当面临审判的时候，你接受耶稣这位满有怜悯的大祭司为你的中

保吗？（见约壹二：1）衪的公义是你的避难所吗？你愿意借着耶稣的公义来护庇你，并

透过祂的公义完成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吗？（见弗二：10） 

 

感恩分享：  

 雪利尔说：”感谢主。‘100 天祷告’让我在艰难时刻更加坚固自己的信心。” 

 罗丝说：”我们的‘祷告大能聊天小组’因这次疫情肆虐而变得活跃起来。我们

有更多时间透过视讯一同祷告，每天 5～6 次之多！” 

 

代祷请求： 

1. 为世界各地无家可归的人祷告，由于封城和居家令而急需帮助。 

 

2. 为长者祷告，因为他们在疫情肆虐期间无法与家人联系。为患上脑退化症及在疫

情期间备受困扰的人祷告。 

 

3. 为那些处在婚姻危机的人祷告。希望他们靠着耶稣抛开歧见、寻求帮助、存谦卑

的心，修复夫妻的关系。 

 

 

 第46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 

 

耶稣的爱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约十五：9） 

 

“假使我得蒙拯救得以在上帝的国里，我就必经常领悟有关救赎计划新的深澳性质。一

切蒙救赎的圣徒都必要空前了解并赏识天父和他儿子的爱，于是那不朽的舌头就必唱出

赞美的诗歌来。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了自己的性命。那时我们要以已得荣耀的身体，

已蒙扩展的才能，已获洁净的心肠，和已无玷污的嘴唇歌唱救赎之爱的丰盛。” 

(《怀氏书信》27，1890 年） 

 



思考问题： 

上帝就是爱，祂是爱的源头。任何一份爱都比不上三位一体真神上帝的爱。倘若耶稣爱

我们如同天父爱耶稣，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和耶稣和谐相处更有吸引力呢？耶稣的爱是

无以伦比的！最近有什么东西让你爱上它胜过爱耶稣？有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的心？

愿主耶稣的爱吸引你。不妨今天就选择接受这份爱进入你的心灵，让它成为你信仰的原

动力。 

 

感恩分享： 

 部分国家及美国多个州已开放有限度的商家营业。 

 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的确诊率和死亡率比早前预测的稍为下降。 

 

代祷请求： 

1. 为世界各地的建筑计划 (如：学校、教会) 祷告。祈求主帮助我们忠心缴纳什分之

一、乐意捐及其他奉献。 

 

2. 为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祷

告。他们遭受史上最严重的旱灾。祈求当地降下雨水，当地教会福音工作结实百

倍。 

 

3. 为那些因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而被恐惧缠绕的教友祷告。 

 

4. 求主帮助我们分辨，遵守政府所提倡的卫生措施与强制执行错误敬拜之间的差

异。 

 

 

    第47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 

 

耶稣的信心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十四：12） 

 

“耶稣的真道就是信仰耶稣有能力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拯救我们。” 

(《信息选粹》卷三，第 172 页） 

 



思考问题： 

我们生活在世界的末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信靠上帝的大能，带领我们度过难

关！耶稣已经用衪的生命、受死、复活和圣经的话语，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应许和未来方

向。衪也承诺要拯救我们。太神奇了，不是吗？你愿意相信并接受这个事实吗？你愿意

靠耶稣的能力，将你软弱的信心转变成坚不可摧的信心吗？当我们每天都遵行衪的旨意

而行时，不妨祈求主赐我们信心和勇气来效学衪的信心。 

 

感恩分享： 

 听到了许多教会、牧长和教友透过崭新又具创意的方式，在网上为当地教友提供

崇拜、团契和祈祷的机会，真是令人鼓舞。这对教会继续向前迈进大有裨益。促

使我们用以崭新又具创意的方式对周遭的人传福音。 

 

代祷请求： 

1. 为印尼北苏拉威斯省（North Sulawesi）的多项布道及福音工作代祷。 

 

2. 为埃及开罗市（Cairo）复临学校的学生祷告。由于地域限制，学生难以收到从教

友捐赠的食物。 

 

3. 为尼日利亚西北区的教友代祷。纵使当地的恐怖份子、强盗和罪犯的活动猖獗，

他们依然勇敢地高举福音信息。 

 

4. 为菲律宾的学生祷告。他们在疫情期间面临要在安息日上课的问题。 

 

 

    第48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 

 

耶稣的存在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

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约十六：7）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20） 

 



“他（基督）便借着他灵，时刻住在他的儿女心中。众门徒与主的联络，反比主在世时

更觉亲切了。基督的真光、仁爱、以及能力，都是借着他们而显明，甚至有许多人见了

他们’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使徒行传四：13)” 

(《喜乐的泉源》，第 74 页） 

 

思考问题： 

你曾否想过，如果能活在耶稣的那个时代该有多好，就可以和耶稣一起散步聊天？福音

最终目标是使人得着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希望通过圣灵的动工住在你里面，使

你变得更像祂，活出耶稣的品格。你有向主祈求得着圣灵的洗，活出耶稣的样式吗？耶

稣告诉我们每天都当求主赐下圣灵（路十一：13）。试着现在就借着圣灵邀耶稣住在你

里面？ 

 

感恩分享： 

有不少人因这次疫情而对我们的见证和圣经真理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我们赞美上帝，

在这疫期期间有不少人接受耶稣，得着永生的盼望！ 

 

代祷请求： 

1. 为被邪灵压制的人祈祷，求主帮助他们脱离撒但的权势，得着释放。也为受影响

的家庭及孩子们祷告。 

 

2. 为全球上千个新成立的小组及教会植堂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在危机中保持坚定和

活力。 

 

3. 为处在健康护理欠佳之国家的牧者及教会领袖代祷。 

 

4. 为全球复临广播电台祷告，愿主的福音广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第49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 

 

耶稣的怜悯 

“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上帝以怜悯为怀。”（诗一一六：5） 

 



“那些来就耶稣的生灵都感觉到：即使像他们这样的人，一来到耶稣跟前，就能有逃出

罪坑的办法了。法利赛人只知向这些人表示轻蔑和责备；而基督却把他们看作上帝的儿

女来接待；他们固然已经远离了父家，可是在天父心中并没有把他们忘掉。况且他们的

痛苦和罪恶，恰好更使他们成为天父怜爱的对象。他们在外飘流，离他愈远，他惦念他

们的心就愈益深切，而且他为营救他们而作的牺牲也愈益重大。” 

(《基督比喻实训》，第 186 页) 

 

思考问题： 

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是衪对所有在罪中受苦之人怜悯的直接结果。认识到耶稣对你施予怜

悯之后，还有什么阻碍你今天来到主面前，不把你生命中最黑暗的一面交给祂？耶稣了

解你的负担、挣扎和试探引诱。衪非常乐意帮助你，医治你，饶恕你，支持你，使你刚

强。今天，你愿意让主的爱、恩典和怜悯，融化你抗拒或冷漠的心吗？ 

 

感恩分享： 

许多复临信徒和其他基督教教派意识到，我们过得太安逸，教会过于世俗化。我们需要

警醒，来帮助自己像使徒行传中的早期教会活出信心、祷告、神迹。那时的信徒没有经

济来源，没有学位，没有房子，没有教会，虽然面临试炼，甚至是迫害，但信徒们坚持

倚靠圣灵的同在和能力，因此他们能在短短几年内改变世界，把福音传播到全世界。 

 

代祷请求： 

1. 为牙买加的教会祷告。也为当地的安得烈纪念医院（Andrews Memorial 

Hospital）的职工、病人及经济困难的教友代祷。 

 

2. 为那些在色情、酒精、糖、电影、音乐和药物上瘾的教友和家人祷告。求主帮助

他们靠主得胜。 

 

3. 为纳米比亚的文豪克南部教会（Windhoek South Church）祷告。该教会十年来

一直试图获得购买土地建造教堂的许可，求主应允他们的祈祷。 

 

4. 为瑞典格兰维市 (Gränna) 的一间复临面包店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接触更多的

人，并向他们传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