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機的情勢中呼求耶穌 

 

100 天禱告～第七週 

 

2020 年 5 月 8 日～14 日  

 

“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 

柯榮恩 

(By Ron Clouzet) 

 

2001 年，死亡和我擦身而過。急診室醫生說，如果我再晚三個小時接受治療就會不治身

亡。我在非洲西部和學生開佈道會期間感染了惡性瘧疾，這些症狀在回美國前幾天就開

始出現。我發高燒、脫水、頭疼得厲害。我感覺到很不舒服，以為自己隨時都會暈倒而

死去。當症狀出現時，我正在忙碌於佈道會的相關活動。那天，我早早地去機場趕我的

回程航班，祈求上帝幫助我能順利回到家。如果要死，我寧願它在家裡發生。 

 

我妻子急忙把我送到醫院急診室。那時，我已經產生了幻覺，喝水困難，即使喝了也會

吐出來。我被推進急診室後不久就暈倒了。當我再次清醒時，我感覺到我的生命在我眼

前緩慢的晃動。每一分鐘像一個小時，每一個小時都像一天。我記得妻子麗莎（Lisa）

帶著孩子來看我，當時他們只有 14 歲、12 歲和 10 歲，看著他們靜靜地哭泣。我還記

得醫護人員來探視我的唯一目的，就是看看瘧疾的病人，因為這個疾病在美國非常罕

見。 

 

我很清楚我將要死亡。後來，我了解到這類型的瘧疾是最致命的。它很可能會置你於

死，但是，如果能活下來，就不會出現復發症狀，除非再次受到感染。許多人開始為我



禱告。我的妻子和孩子們祈禱。我的父母和親戚朋友在祈禱。在我執教的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南方大學的全校師生及同事也在為我祈禱。世界各地的朋友們都在為我祈禱。全國

各地無數的牧師及傳道同工都在禱告。我計算過，在那些日子裡，大概有二千人在為我

禱告。 

 

康復並不容易。因為沒有適合的藥物來治療。我的醫生朋友們開始向醫院的醫生施加壓

力，要求他們盡快採取行動，以免錯過最佳治療時機。最後，在亞特蘭大找到了奎寧，

他們能夠拿到一些。奎寧是一種古老的藥物，用於治療瘧疾和其他非常嚴重的疾病，當

今卻已少使用。它的毒性很強，會產生嚴重的副作用。但它能治癒瘧疾。入院 48 小時

後，醫生開了奎寧讓我服用，但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隔天，也就是安息日，我的病

情仍未見好轉。 

 

在我身體虛弱的時候，我也禱告。但我的禱告更多的是感恩而不是祈求。我把我的生命

交託在上帝的手裡，若我的生命到了尾聲，我也已準備好說再見。我唯一的遺憾，就是

要離開我的妻子和三個年幼的孩子，孩子們從此沒了父親。儘管如此，上帝掌管萬有，

世上一切都在衪的手中。知道一切都會變得美好，於是我心平靜了下來。 

 

在安息日的下午，幾位在大學任教的同事和教會牧師來探訪。依據聖經 （雅各書五：

13-15），他們為我抺油並為我禱告。那天晚上，麗莎整晚都陪伴在側，她非常擔心這

將是我人生的最後一個夜晚。第二天早上 5 點，一位護士按照常規來為我抽血。四小時

後，專科主治醫師來到我的房間。這是我住院以來第一次能夠從病床上坐起來。他告訴

我，他們在我的身體裡找不到瘧疾的痕跡。不知怎麼地，一切都消失了。醫師表示，藥

物在我身上發生如此快速的效果表示驚訝。但我知道另一個原因，是那些愛我的親朋好

友和主內弟兄姊妹們的祈禱。我相信，上帝的恩典醫治了我，是因為衪的子民同心合一

禱告求主醫治的原因。 

 

“這大有慈悲的同一位救主，今日依然活著，祂樂意垂聽人們有信心的祈禱，如同祂從

前在人間生活的時候一樣。自然力是與超自然力合作的。上帝的計劃原來是要我們憑著

信心祈禱，祂就必應允；反之，我們若不祈求，祂就不賜給我們了。”（《善惡之

爭》，第 525 頁）。耶穌沒有必要一定得醫治我。衪不欠我，是我欠衪，現在依然如

此。但衪還是醫治了我。 

 



並非所有危及生命的病例都以同樣的方式結束。但不管怎樣，醫治的上帝始終如一。衪

是值得信任的。我們當讚美感謝上帝，因為衪絕不會以傷害我們的方式來回應我們的禱

告。無論我們從上帝那裡得到什麼結果，都是主最美好的安排。 

 

 

 

 

 

 

柯榮恩（Ron E. M. Clouzet）是北亞太分會傳道協會部幹事。羅恩也是本週的專題書籍《基督復臨安息日

會最大的需要：聖靈的澆灌》的作者。 

 

 

思考問題：你相信上帝能醫治各樣的疾病，包括「罪」的問題嗎？今天你與上帝的關係

如何？你在主裡有平安嗎？ 

 

積極的回應：疾病是這個破碎世界的一部分，無人可以倖免。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度過

難關。我們可以在遭遇困難的時候依靠耶穌，為靈命和身體的醫治禱告，我們可以放

心，無論疾病的結果如何，只要仰望信靠祂，就能得著心靈平安。在疾病中有堅強的信

心，乃是身體健康時不斷操練的結果。今天你願意信靠主嗎？您是否相信，那些信靠耶

穌的人，他們所有的疾病甚至是死亡，都會在耶穌復臨時得到解決。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是作一個服務人群而不厭倦的僕人。他來“代替

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馬太福音 8:17）以期輔助人類一切的需要。人們的

重擔──疾病、悲哀、罪孽──他來卸除。他的使命就是使人類完全恢復原來的狀況。他

來是要將健康、和平、同完美的品格，賜給世人。”（《服務真詮》，第 17 頁） 

 

 

 

深入閱讀——本週的附加閱讀建議: 

 懷愛倫，關於天使的真相 

 柯榮恩（Ron E. M. Clouzet），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最大的需要：聖靈的澆灌。 

 

 

 



    第43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8日，星期五 

 

感恩分享： 

 貝特妮及凡妮莎說：”我們的教會每晚舉行網絡禱告。主內弟兄姊妹們透過網絡

天天見面，讓彼此更加親密。真是何等的福氣！” 

 銘可說：“當前的情況使我們了解到教會並不是一個建築物，而是人！” 

 

代禱請求： 

1. 為在疫情期間面對教友流失的教會禱告。 

 

2. 為生病的教友禱告，包括癌症、自體免疫性疾病、抑鬱症和其他疾病。 

 

3. 為那些離開教會的復臨信徒禱告，也為他們周圍的教友禱告，因為他們有可能因

此而離開上帝。 

 

4. 為所有透過「全體教友參與」（TMI）的佈道活動而加入教會的教友禱告。 

 

 

    第44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9日，安息日 

 

有耶穌的智慧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十七：3） 

 

“基督降世是要向世人顯明上帝的愛，滿有慈悲，憐憫，同情的上帝。撒但所盡力籠罩

上帝寶座的濃雲黑霧，被世界的救贖主驅散了，天父又再度向世人顯出是生命的光。” 

(《教會證言》卷五，第 738 頁） 

 

思考問題： 

永生不僅是指永恆的生命，也是指我們和上帝要不斷的保持親密關係。你是否僅僅知道

耶穌而已，或是耶穌已成為你個人的救主和朋友？當你花時間禱告，讀聖經，與人分享

耶穌的愛和真理時，何不從今天開始，祈求耶穌向你彰顯並享受衪所賜的永恆生命？ 

 

 



感恩分享： 

 蒂埃里說：“我將‘100 天禱告’活動的資料分享給 90 個朋友。我還把《善惡

之爭》分享給許多人。一個非復臨信徒邀請我和他一起研究但以理和啟示錄的預

言。” 

 格洛里亞說：“感謝上帝的賜福，讓我們在抗疫期間也能夠進行分派食物的活

動。” 

 

代禱請求： 

1. 為全球正在開展或經營生命希望服務中心的教友代禱。 

 

2. 為大洋洲島國斐濟（Fiji）及瓦努瓦圖（Vanuatu）禱告，他們最近受到颱風的侵

襲。 

 

3. 為全球的教育機構禱告。懇求上帝幫助他們透過線上課程及其他方法，來提供學

生基督化教育。祈求上帝使他們能夠繼續在屬靈上正面地影響學生，並能在經濟

上保持穩定。 

 

 

    第45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0日，星期日 

 

耶穌的佈道工作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

的道。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

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 

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14-16） 

 

“上帝的兒子……已經履行了他的誓言，進入天國親自執掌天上的眾軍。通過為墮落的人

類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其祭司工作的一個階段。現在他正通過在父面前為悔改之罪

人的案件代求，將他子民的奉獻呈給上帝履行其祭司工作的另一個階段。他取了人性，

並且在人性中戰勝了仇敵的試探，具有神性的完全，所以世界就交給他來審判。每個人

的案件都要帶到他面前受審查。他必宣佈判決，照各人所行報應各人。” 

(《懷氏手稿》42，1901 年） 

 

 



思考問題： 

耶穌降世為人，死了，又復活，現在正站在天上的至聖所，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

姓的罪獻上挽回祭。當你禱告時，衪在傾聽。當你認罪悔改尋求能力的時候，衪聽見並

立刻賜你得勝的能力。當面臨審判的時候，你接受耶穌這位滿有憐憫的大祭司為你的中

保嗎？（見約壹二：1）衪的公義是你的避難所嗎？你願意藉著耶穌的公義來護庇你，並

透過祂的公義完成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嗎？（見弗二：10） 

 

感恩分享：  

 雪利爾說：”感謝主。‘100 天禱告’讓我在艱難時刻更加堅固自己的信心。” 

 羅絲說：”我們的‘禱告大能聊天小組’因這次疫情肆虐而變得活躍起來。我們

有更多時間透過視訊一同禱告，每天 5～6 次之多！” 

 

代禱請求： 

1. 為世界各地無家可歸的人禱告，由於封城和居家令而急需幫助。 

 

2. 為長者禱告，因為他們在疫情肆虐期間無法與家人聯繫。為患上腦退化症及在疫

情期間備受困擾的人禱告。 

 

3. 為那些處在婚姻危機的人禱告。希望他們靠著耶穌拋開歧見、尋求幫助、存謙卑

的心，修復夫妻的關係。 

 
 

 第46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 

 

耶穌的愛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約十五：9） 

 

“假使我得蒙拯救得以在上帝的國裏，我就必經常領悟有關救贖計劃新的深澳性質。一

切蒙救贖的聖徒都必要空前了解並賞識天父和他兒子的愛，於是那不朽的舌頭就必唱出

讚美的詩歌來。他愛我們，他為我們捨了自己的性命。那時我們要以已得榮耀的身體，

已蒙擴展的才能，已獲潔淨的心腸，和已無玷污的嘴唇歌唱救贖之愛的豐盛。” 

(《懷氏書信》27，1890 年） 

 

 



思考問題： 

上帝就是愛，祂是愛的源頭。任何一份愛都比不上三位一體真神上帝的愛。倘若耶穌愛

我們如同天父愛耶穌，那麼，還有什麼能比和耶穌和諧相處更有吸引力呢？耶穌的愛是

無以倫比的！最近有什麼東西讓你愛上它勝過愛耶穌？有沒有什麼東西吸引了你的心？

願主耶穌的愛吸引你。不妨今天就選擇接受這份愛進入你的心靈，讓它成為你信仰的原

動力。 

 

感恩分享： 

 部分國家及美國多個州已開放有限度的商家營業。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的確診率和死亡率比早前預測的稍為下降。 

 

代禱請求： 

1. 為世界各地的建築計劃 (如：學校、教會) 禱告。祈求主幫助我們忠心繳納什分之

一、樂意捐及其他奉獻。 

 

2. 為加勒比海島國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禱告。

他們遭受史上最嚴重的旱災。祈求當地降下雨水，當地教會福音工作結實百倍。 

 

3. 為那些因新型冠狀病毒危機而被恐懼纏繞的教友禱告。 

 

4. 求主幫助我們分辨，遵守政府所提倡的衛生措施與強制執行錯誤敬拜之間的差

異。 

 
 

    第47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 

 

耶穌的信心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上帝誡命和耶穌真道的。”（啟十四：12） 

 

“耶稣的真道就是信仰耶稣有能力充分地、完全地、徹底地拯救我們。” 

(《信息選粹》卷三，第 172 頁） 

 

 

 



思考問題： 

我們生活在世界的末了。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信靠上帝的大能，帶領我們度過難

關！耶穌已經用衪的生命、受死、復活和聖經的話語，為我們提供寶貴的應許和未來方

向。衪也承諾要拯救我們。太神奇了，不是嗎？你願意相信並接受這個事實嗎？你願意

靠耶穌的能力，將你軟弱的信心轉變成堅不可摧的信心嗎？當我們每天都遵行衪的旨意

而行時，不妨祈求主賜我們信心和勇氣來效學衪的信心。 

 

感恩分享： 

 聽到了許多教會、牧長和教友透過嶄新又具創意的方式，在網上為當地教友提供

崇拜、團契和祈禱的機會，真是令人鼓舞。這對教會繼續向前邁進大有裨益。促

使我們用以嶄新又具創意的方式對周遭的人傳福音。 

 

代禱請求： 

1. 為印尼北蘇拉威斯省（North Sulawesi）的多項佈道及福音工作代禱。 

 

2. 為埃及開羅市（Cairo）復臨學校的學生禱告。由於地域限制，學生難以收到從教

友捐贈的食物。 

 

3. 為尼日利亞西北區的教友代禱。縱使當地的恐怖份子、強盜和罪犯的活動猖獗，

他們依然勇敢地高舉福音信息。 

 

4. 為菲律賓的學生禱告。他們在疫情期間面臨要在安息日上課的問題。 

 

 

    第48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 

 

耶穌的存在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

來；我若去，就差他來。”（約十六：7）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20） 

 



“他（基督）便藉著他靈，時刻住在他的兒女心中。眾門徒與主的聯絡，反比主在世時

更覺親切了。基督的真光、仁愛、以及能力，都是藉著他們而顯明，甚至有許多人見了

他們’就希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使徒行傳四：13)” 

(《喜樂的泉源》，第 74 頁） 

 

思考問題： 

你曾否想過，如果能活在耶穌的那個時代該有多好，就可以和耶穌一起散步聊天？福音

最終目標是使人得著生命，而且得的更豐盛。耶穌希望通過聖靈的動工住在你裡面，使

你變得更像祂，活出耶穌的品格。你有向主祈求得著聖靈的洗，活出耶穌的樣式嗎？耶

穌告訴我們每天都當求主賜下聖靈（路十一：13）。試著現在就藉著聖靈邀耶穌住在你

裡面？ 

 

感恩分享： 

有不少人因這次疫情而對我們的見證和聖經真理持開放和接納的態度。我們讚美上帝，

在這疫期期間有不少人接受耶穌，得著永生的盼望！ 

 

代禱請求： 

1. 為被邪靈壓制的人祈禱，求主幫助他們脫離撒但的權勢，得著釋放。也為受影響

的家庭及孩子們禱告。 

 

2. 為全球上千個新成立的小組及教會植堂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在危機中保持堅定和

活力。 

 

3. 為處在健康護理欠佳之國家的牧者及教會領袖代禱。 

 

4. 為全球復臨廣播電台禱告，願主的福音廣傳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第49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 

 

耶穌的憐憫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上帝以憐憫為懷。”（詩一一六：5） 

 



“那些來就耶穌的生靈都感覺到：即使像他們這樣的人，一來到耶穌跟前，就能有逃出

罪坑的辦法了。法利賽人只知向這些人表示輕蔑和責備；而基督卻把他們看作上帝的兒

女來接待；他們固然已經遠離了父家，可是在天父心中並沒有把他們忘掉。況且他們的

痛苦和罪惡，恰好更使他們成為天父憐愛的對象。他們在外飄流，離他愈遠，他惦念他

們的心就愈益深切，而且他為營救他們而作的犧牲也愈益重大。” 

(《基督比喻實訓》，第 186 頁) 

 

思考問題： 

上帝對我們的恩典是衪對所有在罪中受苦之人憐憫的直接結果。認識到耶穌對你施予憐

憫之後，還有什麼阻礙你今天來到主面前，不把你生命中最黑暗的一面交給祂？耶穌了

解你的負擔、掙扎和試探引誘。衪非常樂意幫助你，醫治你，饒恕你，支持你，使你剛

強。今天，你願意讓主的愛、恩典和憐憫，融化你抗拒或冷漠的心嗎？ 

 

感恩分享： 

許多復臨信徒和其他基督教教派意識到，我們過得太安逸，教會過於世俗化。我們需要

警醒，來幫助自己像使徒行傳中的早期教會活出信心、禱告、神蹟。那時的信徒沒有經

濟來源，沒有學位，沒有房子，沒有教會，雖然面臨試煉，甚至是迫害，但信徒們堅持

倚靠聖靈的同在和能力，因此他們能在短短幾年內改變世界，把福音傳播到全世界。 

 

代禱請求： 

1. 為牙買加的教會禱告。也為當地的安得烈紀念醫院（Andrews Memorial Hospital）

的職工、病人及經濟困難的教友代禱。 

 

2. 為那些在色情、酒精、糖、電影、音樂和藥物上癮的教友和家人禱告。求主幫助

他們靠主得勝。 

 

3. 為納米比亞的文豪克南部教會（Windhoek South Church）禱告。該教會十年來一

直試圖獲得購買土地建造教堂的許可，求主應允他們的祈禱。 

 

4. 為瑞典格蘭維市 (Gränna) 的一間復臨麵包店禱告，求主幫助他們能夠接觸更多的

人，並向他們傳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