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機的情勢中呼求耶穌 

 

100 天禱告～第八週 

 

2020 年 5 月 15 日～21 日  

 

“被上帝的愛改變” 

德里克·莫里斯 

(By Derek Morris) 

 

“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原文作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耶利米書三十一：3 

 

瑪麗·安·羅伯茨在一個基督化的家庭長大，當她年輕時，她從來沒有承諾要接受耶穌為她

個人的救主。大學畢業後，她結婚，由於丈夫參軍的關係，他們搬到了歐洲。正是在那

個時候，瑪麗安斷絕了與教會的聯繫，成為了一個派對狂歡者。 

 

1983 年，她的人生跌到了谷底。在一次週末的豪飲中，她喝得酩酊大醉，身體虛弱，無

法參加家庭團聚時光。就在那時，瑪麗安決定請求上帝再次回到她的生活。在人生低谷

時，她腦海中浮現出一幅生動的畫面，一位慈愛的父親沿著馬路，跑去接衪那浪子回頭

的孩子。瑪麗安知道那個孩子就是她。 

 

她意識到她的生活方式必須要做徹底的改變，於是她寫了一封信給牧師說：她願意跟隨

耶穌，成為一個基督徒。牧師的妻子明白這個轉變有多困難，所以她用行動支持瑪麗

安，在未來一年中每天早上都打電話給她，和她一起祈禱。 



儘管瑪麗安開始參與教會的聚會，上帝也成為她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在她心中仍然

感覺到缺少一樣東西——那東西是上帝特別為她準備，但又不確定是什麼。瑪麗安總是

希望自己能繼續接受教育，於是決定重返校園。也許這麼做可以填補她內心的空虛。她

申請了自然科學的研究生課程，並被錄取，最終獲得了神經科學的博士學位。但不知為

何，她感覺生活似乎還是不盡完整。 

 

2001 年夏天，瑪麗安參加了北卡羅萊納州的帳篷大會。她參加的主要原因是能結識朋

友，她每次就坐在禮堂的後方。在一次的聚會中，她從一位佈道家口中聽到，“凡對肯

尼亞的佈道工作感興趣的人，可以在聚會結束後與他見面。” 

 

瑪麗安回憶道：“通常在我採取行動之前，我都會仔細考量一番。但這次好像有人站在

我面前，直接告訴我妳必須去參加。”會議結束時，她走到禮堂前方，深信上帝在呼召

她參加肯尼亞的佈道事工。在與瑪麗安交談之後，這位佈道家邀請她在肯尼亞隆格的原

始社區主持一系列的佈道會。瑪麗安不是公眾演說家。她沒有接受過佈道訓練，也沒有

前線傳教工作的經驗。她從來沒有想過上帝會讓她成為一名傳教士。但那天她完全降服

於聖靈，求聖靈在她心中動工，她做了一個前所未有禱告：“主啊，我願意祢把我扔到

祢的禾場上，去收割莊稼。” 

 

遵著上帝的呼召，幾個月後，瑪麗安來到肯尼亞。儘管她心中害怕，但她每天晚上佈道

時，她都能感受到上帝透過她，對前來城市廣場參與佈道會的人群說話。在佈道會將要

結束時，超過 500 人接受耶穌的愛與恩典，並願意藉著洗禮接受耶穌成為他們個人的救

主。你可以想像，瑪麗安心中滿心歡喜！她繼續傳道，分享上帝的愛，緊緊跟隨主。當

她允許上帝將她放在禾場上去收割衪的莊稼時，她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你會允許上帝使用你去收割祂的莊稼嗎？這可能與三個月前，新型冠狀病毒（COVID-

19）危機爆發前的情況有所不同。即便如此，仍然有許多生命正等待聽到耶穌救恩的好

消息！藉著禱告，求告耶穌我們能為主做什麼！ 

 

 

 

 

德里克·莫里斯 牧師（Derek Morris）是國際希望電視台的總裁。想要獲得更多類似的靈感，我們鼓勵你

閱讀本周的深入閱讀書籍，由莫里斯 牧師撰寫的《徹底的禱告》，本周的虔誠祈禱就是從這本書中來的。 

 



思考問題：我們今天的屬靈狀況如何呢？我們願意聽從主的呼召去到衪的禾場收割祂的

莊稼嗎？如果我們距離上帝好遙遠，要記得衪正張開慈愛的雙臂，等待我們轉向祂，回

到衪的懷抱。上帝不僅歡迎我們回家，而且衪也為我們預備了服事衪的地方。我們願意

無條件的接受上帝的呼召嗎？ 

 

積極的回應：仔細觀察上帝向你顯明衪慈愛的各種方法。也許是藉著他人、自然界、或

者其他方式向你顯明衪的愛。當你發現這份愛時，把它寫下來，然後在這週與兩個人分

享，並求主成就約翰福音 15:12 的應許。養成習慣去尋找上帝的愛，並以獨特的方式與

別人分享衪的愛。 

 

“天父愛我們，不是因我們贖價的重大，乃是因疼愛我們，才為我們預備了重大的贖

價。基督是個媒介，上帝藉著他就將無窮的大愛傾在墮落的世界上。‘上帝在基督裡，

叫世人與自己和好。’（林後五：19）這樣的大愛，實在是無可比擬的。作天上君王的

兒女，是何等寶貴的應許！何等值得我們深思默想的大事。世人不愛上帝，但上帝竟用

無與倫比的愛心愛世人！”（《喜樂的泉源》，第 13；15 頁） 

 

 

 

 

 

 

 

 

 

 

 

 

深入閱讀——本週的附加閱讀建議: 

 懷愛倫，喜樂的泉源，第一章，“上帝愛人” 

 德里克·莫里斯 牧師（Derek J. Morris），徹底的禱告 

 

 

 

 

 



    第50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感恩分享： 

 伊麗莎白說：“我讚美上帝的醫治能力！” 

 英國的教友說：“讚美上帝，因為衪垂聽了我們的禱告，並在適當的時候，奇蹟

般地賜給我們食物和經濟上的幫助。治癒我的背傷！” 

 科學家們努力地研發有助於減緩病毒傳播的疫苗和療法。現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

進展，希望就在眼前！ 

 

代禱請求： 

1. 祈求上帝賜我們有一顆願意為主傳福音的心。 

 

2. 為教會網絡上的佈道和線上聚會活動禱告，使講者及聽者都能得到祝福。 

 

3. 為那些接受或拒絕耶穌的年輕人禱告。祈求他們能經歷耶穌的愛並明白真理，因

而樂意在一生中侍奉衪。 

 

4. 為世界上許多沒有教會建築物可以聚會，在尋找土地建立教會的復臨信徒團體禱

告。也求主興起復臨信徒，參與教會新工植堂佈道活動。 

 

 

    第51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6日，安息日 

 

上帝的承諾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五：8） 

 

“一有了罪，立時就有了一位救主。基督雖明知他必須要受苦，但他仍然成了世人的替

身。亞當一犯了罪，上帝的兒子獻上自己作人類的中保。” 

(《一同在天上》，第 13 頁） 

 

 

 



思考問題： 

當亞當和夏娃犯罪後，因罪的緣故與上帝隔絕，但是上帝卻向他們邁出了第一步。上帝

帶著恩典與寬恕，應許耶穌將會犧牲生命來拯救他們，並要滅絕粉碎撒但和惡天使（創

世紀 3:15）。如今，耶穌同樣帶著恩典與寬恕向你走來。衪已承諾會賜你救恩。你願意

投入耶穌慈愛的懷抱，接受衪寶血的洗淨和公義嗎？ 

 

感恩分享： 

 哈梅爾醫生（Berrien Springs 的醫生）在來自各方主內弟兄姊妹同心代禱下，已

經從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Covid-19）中康復。 

 儘管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和來自其它方面的限制，中國的教會仍在蓬勃發展。

成千上萬的復臨信徒在網上進行佈道與崇拜。 

 

代禱請求： 

1. 祈求上帝開啟我們屬靈的眼，看見衪對我們所施無盡的慈愛及祂愛的品格。 

 

2. 為印尼的教會領袖和復臨信徒禱告，他們當中有些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並去世。 

 

3. 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禱告，因為該國沒有足夠的防護裝備來應對大規模的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 

 

 

    第52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7日，星期日 

 

委身於耶穌 

 “ 亞倫將耶和華對摩西所說的一切話述說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蹟，百姓就

信了。以色列人聽見耶和華眷顧他們，鑒察他們的困苦，就低頭下拜。” 

（出四：30-31） 

 

“你願意將身心獻給上帝，然而道德力軟弱，常被疑惑所捆綁，又受日常犯罪的惡習所

管束。你的應許，與所立的志向，都像沙做的繩索。你不能管束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感

情，又因知道自己的失信與背約，便更懷疑自己的虔誠，覺得上帝不能悅納你。 

但你不必為此沮喪。你所應明白的，就是真實的志願力。這是人性的主權， 

也就是自己選擇和決斷的能力。人的作為，全憑意志正當的運用。 

上帝將選擇權賜給人，人可以自己去用。你不能改變自己的心， 



不能將自己的愛情獻給上帝，那麼他就必在你的心內作工，使你能立志行事， 

來成就他的美意。於是你的整個性情，就會受基督之靈管束； 

你的愛心集中於他，也必與他和合一致了。” 

(《喜樂的泉源》，第 47 頁） 

 

思考問題： 

上帝應許以色列人從奴役中得釋放，當他們聽見這個愛的應許後，他們便順服、委身和

敬拜祂。當你定睛仰望上帝對你那份無比的愛時，你現在會選擇以同樣的態度來回應祂

嗎？你會把自己的意念、生命和心思都交給祂嗎？上帝是美好的，祂渴望幫助和醫治人，

這個過程有時候會很痛苦，但這是值得的。今天，你願意放棄屬世的一切，順服主，並

獻上你的心思意念和生命來敬拜祂嗎？ 

 

感恩分享：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所造成的限制令，致使中東地區的人民對福音的興趣增

加。許多人匿名在網上與教會聯繫。 

 中美分會所屬的地區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禱告運動。 

 

代禱請求： 

1. 為世界各地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的文字佈道士禱告。祈求上帝幫助他們在這段時

間，仍然能夠把書籍推廣出去，使許多人藉著閱讀而蒙祝福。 

 

2. 為那些在食物銀行忠心服事的教友禱告。懇求主幫助他們在關懷與服務社區之

餘，免受病毒的感染。 

 

3. 為平信徒、聖經工作者和在各處傳福音的同工禱告，他們依靠務農和自養的方法

來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為在嚴重乾旱地區生活和服侍的人禱告。 

 
 

 第53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 

 

對朋友的承諾 

“ 濫交朋友的，自取敗壞；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親密。”（箴十八：24） 

 

 



“約拿單是生來繼承王位的，然而他卻知道神的旨意不要他作王；他以摯愛的心對待他

的敵人，作他最忠誠的朋友，自己甘冒生命的危險保護大衛的性命；……這約拿單的名字

是上天所重視的，也永留在人間作為証據，証明無私之愛的存在及其能力。” 

(《教育論》，第 157 頁） 

 

思考問題： 

約拿單和大衛之間在屬靈上有良好和深厚的友誼，而那份友誼是非常少見的。他們在屬

靈上共同立下彼此支持和委身的聖約。你有屬靈的知己嗎？你是否是別人眼中的屬靈知

己？何不把自己的渴望和喜好擱在一旁，與朋友建立屬靈上的友誼，並善用時間和愛心

去支持他們與基督同行？ 

 

感恩分享： 

 經上記著說 (It Is Written) 網絡佈道會的參與人數令人鼓舞，當中有不少人決志跟

隨耶穌。當地的復臨教會正在進行跟進工作，與慕道友聯繫。 

 有不少失去聯繫的復臨信徒，因網絡佈道活動而重新與教會聯繫。 

 

代禱請求： 

1. 為你的朋友祈禱。特別是那些不認識耶穌或迷失方向的人。祈求上帝賜你屬靈的

勇氣，在他們生活中產生積極、主動的影響。 

 

2. 為東非肯亞大裂谷（The Rift Valley, Kenya）本會未得之地禱告，祈求主幫助當

地的佈道會計劃能順利進行。 

 

3. 為美國鳳凰城明燈復臨教會（Phoenix Beacon Light SDA Church）的新教友們

禱告，他們正在預備服事當地的社區。  

 

 

    第54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 

 

對配偶 / 家庭的承諾 

“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

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



然的。……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

五：22, 25；六：1, 4） 

 

“家庭與教會中的隔閡與不睦，全都是由於與基督分離而造成的。與基督親近，彼此就

必親近。教會與家庭中真正和的秘課，並不是權術、不是操縱，也不是超人的克服困難

的努力——雖然必有不少這一類的行動——而是與基督聯合。” 

(《復臨信徒的家庭》，第 179 頁） 

 

思考問題： 

在你的人生中，你對配偶和家人立下了一份鄭重莊嚴的承諾：愛他們、支持他們、教導

他們與耶穌建立充滿喜樂和愛的關係。今天，你願意效學耶穌，對配偶和家人展現愛與

寬恕及無私的奉獻？你渴望成為家中的祭司嗎？今天，懇求耶穌與你在靈裡合一，與主

同行，在配偶和家人面前彰顯主的形像。 

 

感恩分享： 

 普斯伯：「不錯，縱使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我仍然以歌聲讚美天父！」 

 喬恩：「這場危機讓我們重新渴望與主同行！」 

 

代禱請求： 

1. 為你的配偶、父母、孩子、兄弟姊妹和其他親屬禱告。祈求上帝幫助他們認識主

耶穌基督。願你成為上帝心目中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和兒子/女兒。 

 

2. 為 6 月 6 日「婚姻及家庭禱告日」禱告。該活動由總會家庭事工部主辦（見

family.adventist.org）。 

 

3. 為感到孤獨的單身人士禱告。祈求上帝幫助他們從服侍的角度看到單身的益處。

如果這是上帝的旨意，祈求主為他們預備虔誠的配偶。 

 

4. 為面對各種上癮的人禱告。 

 

5. 為加勒比海島國千里達（Trinidad）的一名教友禱告。她的女兒於兩年前被殺，

兒子今年 3 月遇害。祈求主賜下安慰的靈，保守她的家人平安。 

 
 

 

https://family.adventist.org/


    第55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 

 

向教會委身 

“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徒四：32） 

 

“信從福音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有一個共同的旨趣支配著他們——那就是完成所

交付他們的使命；因此貪婪在他們生活中便沒有立足之地。他們對於弟兄和對於所擁護

之聖工的愛，勝過貪愛錢財產業的心。他們的行為証明他們看人的靈性較比屬世的財富

更為寶貴。每當上帝的靈掌握了人的生活時，其結果必然如此。” 

(《使徒行述》，第 70 頁） 

 

思考問題： 

我們可能對自己的母教會甚至全球總會曾經感到失望。然而，我們知道教會是基督的新

婦。如果耶穌如此委身於衪的教會，我們不也應該委身於教會嗎？早期的基督徒被聖靈

充滿，願意為上帝的教會和使命犧牲一切。今天，祈求主饒恕我們對衪的新婦可能有的

任何形式上罪惡的態度，求主幫助我們接受聖靈的洗，尋求合一，懷著謙卑的心來支持

和造福教會。 

 

感恩分享： 

 我們讚美主。北美分會在過去的幾年已經建立 900 個植堂。 

 自從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以來，南美分會所收到要求查經的數目比之前增加了 5

倍之多！我們讚美主。 

 

代禱請求： 

1. 為非洲國家加蓬 (Gabon) 的教會禱告。求主幫助教友們有勇氣和智慧去接觸自己

的同胞，特別祈求主保守當地城市阿肯達 (Akanda) 的一個小組，他們正在嘗試

服事有特殊需要的殘障人士。 

 

2. 為主內弟兄姊妹們的靈性和健康禱告。祈求主幫助我們合一，彼此饒恕，重新與

主立約，同心合一做主工。 

 



3. 為海地聯合會 (Haitian Union) 的牧長及教會領袖禱告。求主保護某些地區的教

會，因為它們周圍常有武裝分子的出現。同時我們也為海地復臨信徒們的身、

心、靈及精神健康禱告。 

 

4. 為那些在要道上有誤解或扭曲教義的教友禱告，他們不斷的傳播不正確的道理來

欺騙他人。 

 

5. 為那些脫離教會，成立自己團體或教派的信徒禱告。祈求主引領他們回歸真理。 

 

 

    第56天：祈禱焦點～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 

 

委身於上帝的使命 

“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 

……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林後九：19, 22b） 

 

“每一個真基督徒都是在上帝的國裡出生的傳道人。” 

(《歷代願望》，第 195 頁) 

 

思考問題： 

佈道工作，傳福音，都不是專為牧師或受過訓練的佈道家保留的服侍領域。藉著聖靈的

感動接受耶穌為個人救主的每一個信徒，都被呼召用真理和愛的行動照亮這個黑暗的世

界。現在就求告耶穌，讓主告訴你，你的佈道禾場在哪裡？以真情看待迷失的生靈，鼓

起勇氣向你周圍的親朋好友分享你的信仰和耶穌的愛。 

 

感恩分享： 

 馬可巴家族說：「100 天禱告對我們一家都有很好的體驗。縱使外在的環境令人

恐懼，我們一家還是依照每天禱告材料的內容，重新把自己的生命獻給耶穌。」 

 名為「一年使命團」（One Year in Mission）的青年佈道團，在疫情封關之前已

經在印度古瓦哈提市（Guwahati）順利向幾百個人宣傳福音和健康信息。 

 

 

 



代禱請求： 

1. 祈求上帝幫助你明白衪所賦予你的使命是什麼？也求主幫助你在言語、行為和舉

止上影響周圍的人並與他們分享基督。 

 

2. 為全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醫院禱告，因為它們在這場危機中有許多需要。求上

帝幫助醫生、護士和職員得著聖靈的能力，為病人作見證。 

 

3. 為世界各地的“生命希望中心”禱告，在令人恐懼與不安的日子裡，願它們成為

希望的燈塔。 

 

4. 為你居住的城市禱告，求主賜我們智慧和勇氣，接觸這些地方的人群。 

 

5. 為那些在 10/40 窗口的前線佈道士們禱告，求主幫助他們找到方法將福音帶入被

撒旦統治了數千年的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