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机的情势中呼求耶稣 

 

100 天祷告～第八周 

 

2020 年 5 月 15 日～21 日  

 

“被上帝的爱改变” 

德里克·莫里斯 

(By Derek Morris)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原文作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耶利米书三十一：3 

 

玛丽·安·罗伯茨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当她年轻时，她从来没有承诺要接受耶稣为她

个人的救主。大学毕业后，她结婚，由于丈夫参军的关系，他们搬到了欧洲。正是在那

个时候，玛丽安断绝了与教会的联系，成为了一个派对狂欢者。 

 

1983 年，她的人生跌到了谷底。在一次周末的豪饮中，她喝得酩酊大醉，身体虚弱，无

法参加家庭团聚时光。就在那时，玛丽安决定请求上帝再次回到她的生活。在人生低谷

时，她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位慈爱的父亲沿着马路，跑去接衪那浪子回头

的孩子。玛丽安知道那个孩子就是她。 

 

她意识到她的生活方式必须要做彻底的改变，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牧师说：她愿意跟随

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牧师的妻子明白这个转变有多困难，所以她用行动支持玛丽

安，在未来一年中每天早上都打电话给她，和她一起祈祷。 



尽管玛丽安开始参与教会的聚会，上帝也成为她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在她心中仍然

感觉到缺少一样东西——那东西是上帝特别为她准备，但又不确定是什么。玛丽安总是

希望自己能继续接受教育，于是决定重返校园。也许这么做可以填补她内心的空虚。她

申请了自然科学的研究生课程，并被录取，最终获得了神经科学的博士学位。但不知为

何，她感觉生活似乎还是不尽完整。 

 

2001 年夏天，玛丽安参加了北卡罗莱纳州的帐篷大会。她参加的主要原因是能结识朋

友，她每次就坐在礼堂的后方。在一次的聚会中，她从一位布道家口中听到，“凡对肯

尼亚的布道工作感兴趣的人，可以在聚会结束后与他见面。” 

 

玛丽安回忆道：“通常在我采取行动之前，我都会仔细考量一番。但这次好像有人站在

我面前，直接告诉我你必须去参加。”会议结束时，她走到礼堂前方，深信上帝在呼召

她参加肯尼亚的布道事工。在与玛丽安交谈之后，这位布道家邀请她在肯尼亚隆格的原

始社区主持一系列的布道会。玛丽安不是公众演说家。她没有接受过布道训练，也没有

前线传教工作的经验。她从来没有想过上帝会让她成为一名传教士。但那天她完全降服

于圣灵，求圣灵在她心中动工，她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祷告：“主啊，我愿意祢把我扔到

祢的禾场上，去收割庄稼。” 

 

遵着上帝的呼召，几个月后，玛丽安来到肯尼亚。尽管她心中害怕，但她每天晚上布道

时，她都能感受到上帝透过她，对前来城市广场参与布道会的人群说话。在布道会将要

结束时，超过 500 人接受耶稣的爱与恩典，并愿意借着洗礼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

主。你可以想象，玛丽安心中满心欢喜！她继续传道，分享上帝的爱，紧紧跟随主。当

她允许上帝将她放在禾场上去收割衪的庄稼时，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你会允许上帝使用你去收割祂的庄稼吗？这可能与三个月前，新型冠状病毒（COVID-

19）危机爆发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生命正等待听到耶稣救恩的好

消息！借着祷告，求告耶稣我们能为主做什么！ 

 

 

 

 

德里克·莫里斯 牧师（Derek Morris）是国际希望电视台的总裁。想要获得更多类似的灵感，我们鼓励你

阅读本周的深入阅读书籍，由莫里斯 牧师撰写的《彻底的祷告》，本周的虔诚祈祷就是从这本书中来的。 

 



思考问题：我们今天的属灵状况如何呢？我们愿意听从主的呼召去到衪的禾场收割祂的

庄稼吗？如果我们距离上帝好遥远，要记得衪正张开慈爱的双臂，等待我们转向祂，回

到衪的怀抱。上帝不仅欢迎我们回家，而且衪也为我们预备了服事衪的地方。我们愿意

无条件的接受上帝的呼召吗？ 

 

积极的回应：仔细观察上帝向你显明衪慈爱的各种方法。也许是借着他人、自然界、或

者其他方式向你显明衪的爱。当你发现这份爱时，把它写下来，然后在这周与两个人分

享，并求主成就约翰福音 15:12 的应许。养成习惯去寻找上帝的爱，并以独特的方式与

别人分享衪的爱。 

 

“天父爱我们，不是因我们赎价的重大，乃是因疼爱我们，才为我们预备了重大的赎

价。基督是个媒介，上帝借着他就将无穷的大爱倾在堕落的世界上。‘上帝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林后五：19）这样的大爱，实在是无可比拟的。作天上君王的

儿女，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何等值得我们深思默想的大事。世人不爱上帝，但上帝竟用

无与伦比的爱心爱世人！”（《喜乐的泉源》，第 13；15 页） 

 

 

 

 

 

 

 

 

 

 

 

 

深入阅读——本周的附加阅读建议: 

 怀爱伦，喜乐的泉源，第一章，“上帝爱人” 

 德里克·莫里斯 牧师（Derek J. Morris），彻底的祷告 

 

 

 

 

 



    第50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感恩分享： 

 伊丽莎白说：“我赞美上帝的医治能力！” 

 英国的教友说：“赞美上帝，因为衪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并在适当的时候，奇迹

般地赐给我们食物和经济上的帮助。治愈我的背伤！” 

 科学家们努力地研发有助于减缓病毒传播的疫苗和疗法。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希望就在眼前！ 

 

代祷请求： 

1. 祈求上帝赐我们有一颗愿意为主传福音的心。 

 

2. 为教会网络上的布道和线上聚会活动祷告，使讲者及听者都能得到祝福。 

 

3. 为那些接受或拒绝耶稣的年轻人祷告。祈求他们能经历耶稣的爱并明白真理，因

而乐意在一生中侍奉衪。 

 

4. 为世界上许多没有教会建筑物可以聚会，在寻找土地建立教会的复临信徒团体祷

告。也求主兴起复临信徒，参与教会新工植堂布道活动。 

 

 

    第51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6日，安息日 

 

上帝的承诺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五：8） 

 

“一有了罪，立时就有了一位救主。基督虽明知他必须要受苦，但他仍然成了世人的替

身。亚当一犯了罪，上帝的儿子献上自己作人类的中保。” 

(《一同在天上》，第 13 页） 

 

 

 



思考问题：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后，因罪的缘故与上帝隔绝，但是上帝却向他们迈出了第一步。上帝

带着恩典与宽恕，应许耶稣将会牺牲生命来拯救他们，并要灭绝粉碎撒但和恶天使（创

世纪 3:15）。如今，耶稣同样带着恩典与宽恕向你走来。衪已承诺会赐你救恩。你愿意

投入耶稣慈爱的怀抱，接受衪宝血的洗净和公义吗？ 

 

感恩分享： 

 哈梅尔医生（Berrien Springs 的医生）在来自各方主内弟兄姊妹同心代祷下，已

经从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Covid-19）中康复。 

 尽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和来自其它方面的限制，中国的教会仍在蓬勃发

展。成千上万的复临信徒在网上进行布道与崇拜。 

 

代祷请求： 

1. 祈求上帝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看见衪对我们所施无尽的慈爱及祂爱的品格。 

 

2. 为印尼的教会领袖和复临信徒祷告，他们当中有些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去世。 

 

3.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祷告，因为该国没有足够的防护装备来应对大规模的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 

 

 

    第52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7日，星期日 

 

委身于耶稣 

 “ 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

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 

（出四：30-31） 

 

“你愿意将身心献给上帝，然而道德力软弱，常被疑惑所捆绑，又受日常犯罪的恶习所

管束。你的应许，与所立的志向，都像沙做的绳索。你不能管束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感

情，又因知道自己的失信与背约，便更怀疑自己的虔诚，觉得上帝不能悦纳你。 

但你不必为此沮丧。你所应明白的，就是真实的志愿力。这是人性的主权， 

也就是自己选择和决断的能力。人的作为，全凭意志正当的运用。 

上帝将选择权赐给人，人可以自己去用。你不能改变自己的心， 



不能将自己的爱情献给上帝，那么他就必在你的心内作工，使你能立志行事， 

来成就他的美意。于是你的整个性情，就会受基督之灵管束； 

你的爱心集中于他，也必与他和合一致了。” 

(《喜乐的泉源》，第 47 页） 

 

思考问题： 

上帝应许以色列人从奴役中得释放，当他们听见这个爱的应许后，他们便顺服、委身和

敬拜祂。当你定睛仰望上帝对你那份无比的爱时，你现在会选择以同样的态度来回应祂

吗？你会把自己的意念、生命和心思都交给祂吗？上帝是美好的，祂渴望帮助和医治人，

这个过程有时候会很痛苦，但这是值得的。今天，你愿意放弃属世的一切，顺服主，并

献上你的心思意念和生命来敬拜祂吗？ 

 

感恩分享：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所造成的限制令，致使中东地区的人民对福音的兴趣增

加。许多人匿名在网上与教会联系。 

 中美分会所属的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祷告运动。 

 

代祷请求： 

1. 为世界各地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文字布道士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们在这段时

间，仍然能够把书籍推广出去，使许多人借着阅读而蒙祝福。 

 

2. 为那些在食物银行忠心服事的教友祷告。恳求主帮助他们在关怀与服务社区之

余，免受病毒的感染。 

 

3. 为平信徒、圣经工作者和在各处传福音的同工祷告，他们依靠务农和自养的方法

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为在严重干旱地区生活和服侍的人祷告。 

 

 

 第53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 

 

对朋友的承诺 

“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十八：24） 

 



“约拿单是生来继承王位的，然而他却知道神的旨意不要他作王；他以挚爱的心对待他

的敌人，作他最忠诚的朋友，自己甘冒生命的危险保护大卫的性命；……这约拿单的名字

是上天所重视的，也永留在人间作为证据，证明无私之爱的存在及其能力。” 

(《教育论》，第 157 页） 

 

思考问题： 

约拿单和大卫之间在属灵上有良好和深厚的友谊，而那份友谊是非常少见的。他们在属

灵上共同立下彼此支持和委身的圣约。你有属灵的知己吗？你是否是别人眼中的属灵知

己？何不把自己的渴望和喜好搁在一旁，与朋友建立属灵上的友谊，并善用时间和爱心

去支持他们与基督同行？ 

 

感恩分享： 

 经上记着说 (It Is Written) 网络布道会的参与人数令人鼓舞，当中有不少人决志跟

随耶稣。当地的复临教会正在进行跟进工作，与慕道友联系。 

 有不少失去联系的复临信徒，因网络布道活动而重新与教会联系。 

 

代祷请求： 

1. 为你的朋友祈祷。特别是那些不认识耶稣或迷失方向的人。祈求上帝赐你属灵的

勇气，在他们生活中产生积极、主动的影响。 

 

2. 为东非肯亚大裂谷（The Rift Valley, Kenya）本会未得之地祷告，祈求主帮助当

地的布道会计划能顺利进行。 

 

3. 为美国凤凰城明灯复临教会（Phoenix Beacon Light SDA Church）的新教友们

祷告，他们正在预备服事当地的社区。  

 

 

    第54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 

 

对配偶 / 家庭的承诺 

“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

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

然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弗五：22, 25；六：1, 4） 

 

“家庭与教会中的隔阂与不睦，全都是由于与基督分离而造成的。与基督亲近，彼此就

必亲近。教会与家庭中真正和的秘课，并不是权术、不是操纵，也不是超人的克服困难

的努力——虽然必有不少这一类的行动——而是与基督联合。” 

(《复临信徒的家庭》，第 179 页） 

  

思考问题： 

在你的人生中，你对配偶和家人立下了一份郑重庄严的承诺：爱他们、支持他们、教导

他们与耶稣建立充满喜乐和爱的关系。今天，你愿意效学耶稣，对配偶和家人展现爱与

宽恕及无私的奉献？你渴望成为家中的祭司吗？今天，恳求耶稣与你在灵里合一，与主

同行，在配偶和家人面前彰显主的形像。 

 

感恩分享： 

 普斯伯：「不错，纵使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我仍然以歌声赞美天父！」 

 乔恩：「这场危机让我们重新渴望与主同行！」 

 

代祷请求： 

1. 为你的配偶、父母、孩子、兄弟姊妹和其他亲属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们认识主

耶稣基督。愿你成为上帝心目中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子/女儿。 

 

2. 为 6 月 6 日「婚姻及家庭祷告日」祷告。该活动由总会家庭事工部主办（见

family.adventist.org）。 

 

3. 为感到孤独的单身人士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们从服侍的角度看到单身的益处。

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祈求主为他们预备虔诚的配偶。 

 

4. 为面对各种上瘾的人祷告。 

 

5. 为加勒比海岛国千里达（Trinidad）的一名教友祷告。她的女儿于两年前被杀，

儿子今年 3 月遇害。祈求主赐下安慰的灵，保守她的家人平安。 

 

 

 

https://family.adventist.org/


    第55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 

 

向教会委身 

“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徒四：32） 

 

“信从福音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有一个共同的旨趣支配着他们——那就是完成所

交付他们的使命；因此贪婪在他们生活中便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对于弟兄和对于所拥护

之圣工的爱，胜过贪爱钱财产业的心。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看人的灵性较比属世的财富

更为宝贵。每当上帝的灵掌握了人的生活时，其结果必然如此。” 

(《使徒行述》，第 70 页） 

 

思考问题： 

我们可能对自己的母教会甚至全球总会曾经感到失望。然而，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新

妇。如果耶稣如此委身于衪的教会，我们不也应该委身于教会吗？早期的基督徒被圣灵

充满，愿意为上帝的教会和使命牺牲一切。今天，祈求主饶恕我们对衪的新妇可能有的

任何形式上罪恶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接受圣灵的洗，寻求合一，怀着谦卑的心来支持

和造福教会。 

 

感恩分享： 

 我们赞美主。北美分会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建立 900 个植堂。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以来，南美分会所收到要求查经的数目比之前增加了 5

倍之多！我们赞美主。 

 

代祷请求： 

1. 为非洲国家加蓬 (Gabon) 的教会祷告。求主帮助教友们有勇气和智慧去接触自己

的同胞，特别祈求主保守当地城市阿肯达 (Akanda) 的一个小组，他们正在尝试

服事有特殊需要的残障人士。 

 

2. 为主内弟兄姊妹们的灵性和健康祷告。祈求主帮助我们合一，彼此饶恕，重新与

主立约，同心合一做主工。 

 



3. 为海地联合会 (Haitian Union) 的牧长及教会领袖祷告。求主保护某些地区的教

会，因为它们周围常有武装分子的出现。同时我们也为海地复临信徒们的身、

心、灵及精神健康祷告。 

 

4. 为那些在要道上有误解或扭曲教义的教友祷告，他们不断的传播不正确的道理来

欺骗他人。 

 

5. 为那些脱离教会，成立自己团体或教派的信徒祷告。祈求主引领他们回归真理。 

 

 

    第56天：祈祷焦点～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 

 

委身于上帝的使命 

“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向甚么样的人，我就作甚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林后九：19, 22b） 

 

“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是在上帝的国里出生的传道人。” 

(《历代愿望》，第 195 页) 

 

思考问题： 

布道工作，传福音，都不是专为牧师或受过训练的布道家保留的服侍领域。借着圣灵的

感动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的每一个信徒，都被呼召用真理和爱的行动照亮这个黑暗的世

界。现在就求告耶稣，让主告诉你，你的布道禾场在哪里？以真情看待迷失的生灵，鼓

起勇气向你周围的亲朋好友分享你的信仰和耶稣的爱。 

 

感恩分享： 

 马可巴家族说：「100 天祷告对我们一家都有很好的体验。纵使外在的环境令人

恐惧，我们一家还是依照每天祷告材料的内容，重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 

 名为「一年使命团」（One Year in Mission）的青年布道团，在疫情封关之前已

经在印度古瓦哈提市（Guwahati）顺利向几百个人宣传福音和健康信息。 

 

 

 



代祷请求： 

1. 祈求上帝帮助你明白衪所赋予你的使命是什么？也求主帮助你在言语、行为和举

止上影响周围的人并与他们分享基督。 

 

2. 为全球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医院祷告，因为它们在这场危机中有许多需要。求上

帝帮助医生、护士和职员得着圣灵的能力，为病人作见证。 

 

3. 为世界各地的“生命希望中心”祷告，在令人恐惧与不安的日子里，愿它们成为

希望的灯塔。 

 

4. 为你居住的城市祷告，求主赐我们智慧和勇气，接触这些地方的人群。 

 

5. 为那些在 10/40 窗口的前线布道士们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找到方法将福音带入被

撒旦统治了数千年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