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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祷告的力量 
由 Connie Bernard 

  
“别忘了打电话回家。 作为父母，我们有多少次说这些话？ 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脚下，我们知

道他们在任何时候，大部分时间。 我也通常知道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成为恶作剧。 当它在房子里安

静时，我知道我最好去找他们。他们什么都能真在做。  
 

作为父母，我们祈祷对我们的孩子的保护祷告。 耶稣，保持他们的身体强壮。 让他们健康。 不

要让任何疾病接触他们。 让他们安全。 然后，时间飞逝，我们的婴儿自己出去。 我总是祈祷保

护，甚至在我们有孩子之前，但我学到了祈祷保护祷告的一种全新的方式。 我们都祈祷保护祷告

，但它们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和变化。雅各书 5:16 说, "义人所做的祈祷是大有力量的。" 在

我每日的祷告中，我祈求耶和华总是找我公义的。 我总是想对他感到愉快。 

 

我们的日常祷告应该总是感恩和悔改。 在悔改中，我们承认我们的人性和不足，在他面前谦卑自己。 他将永远尊敬

一个破碎和沮丧的精神(诗篇 51:17).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到他，我们被他所认识 - 当我们与祂密切交往时，我们

就可以勇敢地前往恩典的宝座(希伯来书 4:16) 与我们的请愿. 
  
几年前，当伯纳德兄弟在东欧墙倒塌之前旅行时，有时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直到他回到美国。 我学会了通过信靠

上帝和不断祷告的保护祈祷。 我也学会了真正感谢的声明，“没有消息是好消息。 我的请愿，大部分，中心为我的

家人的保护祈祷。 当然，有时候，我们有具体和迫切的需要，但我们的保护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女士们，让我鼓励你。 你可能曾在耶和华的惧怕和诫命中抚养你的儿女(以弗所书 6:4) 他们仍然离开了神。 有时

候，你的保护祷告是保持他们的唯一个东西。 你可能会问，“我为我的女儿离开了我们和上帝祷告？ 这是艰难的，

但不要失去希望。 他的话不会返回空 (以赛亚书 55:11). 
  
最后，让我给你祷告祈祷并适用于你自己的情况： 

 

 



  
上帝，把我们女儿的保护性套期。我要求你派遣服侍天使观看她。当她晚上躺下来的时候，主带来她的记念你的恩典

和恩典。让你的恩典，主，永远在她的生活中。 Woo 她与你的爱。当她感到不安全或不安全时，让她接触你。向她

展示自己。保护她的心，主，免受深深的伤害。保护她的头脑，耶稣，从敌人的装置。保持她的安全免受伤害。触摸

她的身体，主，并保持她坚强。她致力于你。我祈祷你会用你的爱来爱她。让她在晚上感受到你的精神，她独自一人

与她的想法。侵入她的想法，并向她确认你还在那里，你仍然爱她，而你正在看着她。我感谢你，耶稣，因为你爱我

，你是在念我。你关心我的生活和她的生活中的小事情和伟大的事情。我知道你会尊敬我祈祷的每一个祷告。你将根

据你的完美意愿回答。你是我们的主权国王，你关心。我知道你会回答，我感谢你。 
  
无论我们的孩子是两岁，十二，二十，甚至五十岁，我们仍然担心他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知道我们可以祈祷

保护覆盖他们，并有保证，他会回答。 他是值得信赖的。 

 
注：Sis Bernard 结婚娶，David Bernard，UPCI 总警司的妻子。 他们在世界各地旅行，并在许多特别的会议和会议上发言。 他们有三个已婚的

孩子和孙子。 

 

  

我们的祷告永远不会死 

由 Miriam Sponsler 
他拿了书卷之后，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羊羔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

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启示录 5:8). 

我们的祷告永远不会死 

 
我们的神是真实的和总是忠实的，即使我们想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是否真的听到我们。 我们

可能会问，他会真的照顾这一个吗？ 那个心太野，太难，太迷惑，太迷失了！我的祷告会徒劳吗

？ 

不要害怕。 上帝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心的哭泣。 当我们按照祂的旨意祷告时，他听见我们和真

正的关心。 他更渴望听到我们的请愿和回答他们，比我们可能相信甚至理解。 但上帝是忠实的。 

我的一些早期童年记忆是我母亲在她的衣柜里祷告，为了她的孩子的救恩，向上帝哭泣。 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我有幸在一个五旬节派的枕头上被抚养，但我的兄弟姐妹没有。 她不顾一切地祈祷他们的救恩，即使不是可以看到

希望的光芒。 我相信她的祷告还活着，在心里工作。 

因为祷告从来没有死，我的父亲在八十八岁的时候，妈妈为他祈祷了将近五十年之后受洗。 一个哥哥在生活了不敬

虔的生活方式多年后回到神，现在牧师是一个复兴的教会。 另一个哥哥从上帝逃跑几十年后回到神。 他回到神发生

在妈妈已经过去了荣耀。 上帝是永恒的，他不局限于我们的时间表。 

路加福音 18 讲述了不公正的法官和持久的寡妇的比喻，不公正的法官因她不断的要求而批准了她的要求。 如果我们

知道我们在上帝的旨意中祷告，我相信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祷告，表明上帝将会回答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可以测试

，但他会及时回答。 

 

不要在任性的孩子放弃。 鼓励。 保持祈祷相信。 我们不可能开始想象上帝的道路，他的时间是完美的。 我们的祷

告对他是如此宝贵，并存储在金碗里。 他们不死。 

  
注: Miriam 已婚 Mike, 她的生命的爱情四十二年。 她担任传道员的妻子，牧师的妻子和现在的传教士的妻子在阿根廷。 她是两个真棒儿子和女

儿的骄傲的母亲和娜娜到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孙子！ 

  

 

  

祷告战士 

由 Linda Reading 
  



我多次听到“祷告战士”的称号，提到母亲为他们的孩子祷告。 祷告战士是通过祷告的祷告事

奉为他人祷告的人。 

 

我是单身（从未没结婚），没有孩子; 但我发现自己经常为孩子祷告。 我喜欢看到他们回应他

的精神的雄伟的感觉。 耶稣为孩子祷告。  
 

那时，有人带了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求他给他们按手祈祷，门徒就责备那些人。但耶稣说：“让

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于是他给他们按手，然后离开那里。 (马太福

音 19:13-15 KJV). 
  
我的侄女现在是成年人，告诉我当他们小时对我说话，并会听到，“我会为你祈祷，”他们知道我要为他们战斗。 

上帝已经医治，保护，并给予他们生活中的方向。 他们知道祷告的力量。 
  
一个年轻的男孩几年前来到我们的教堂，同时住在寄养家庭。 他会等他的寄养父母在星期天学校后接他，我会和他

一起在教会的步骤等，直到他们到达。 我会听他谈论他困扰的生活，并会在他离开教会那天之前与他一起祷告。 我

们的祷告很简单，但即使在他和他的出生母亲回家后，他仍与他在一起。 
  
我接到电话，当他是一个十几岁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朋友，抬起我的姓，叫每个电话号码，直到他到达我。 他困扰

，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会为他和他的情况祷告。 我祈祷作为一个战士，我为他的差距站。 
  
包裹你的孩子，侄女，侄子或你的朋友的孩子在祷告。 为他们在这个现今世界中行走时为他们代求。 我挑战你成为

一个孩子的祷告战士。  
 

注: Linda Reading 在她的父母在印第安纳州格林菲尔德的牧师期间享受她的音乐事工多年。 她于 2010 年在 2008 年非霍奇金淋巴瘤 IV 期治疗后

迁往佛罗里达州。她每天都庆祝上帝的礼物。 

 

 

  

从邮箱 
 
这个通讯是这样的祝福。 刚收到我的电子邮件，并立即阅读。 我特别喜欢 Bernard 的“保护祈祷者”一文。 我有三个女儿长大后离开教堂。 

我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祷告。 再次感谢。. -Etoise N 
___ 
 
感谢您的通讯。 我真诚地需要这个今天，在这个时刻。 为我的男孩祈祷现在。 -Nadeen 
____ 
 
亲爱的亲爱的，谢谢你很多关于你的鼓励教诲！ 这是美妙的教训与见证，以及如何保持祷告的应许！ 请求您：我希望收到斯瓦希里语和英语。 

谢谢, -Onserio. 
 
赞美报告 

我刚收到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女士总统的这个证词，Deisy Graterol 我认为这将是很好的分享。 上帝保佑，Kathy Crossley 

 

"我们为我们的牧师之一祷告, Sis. Lina de Bracho. 她在她的甲状腺周围有许多肿瘤，并且在她的鼻子上也有皮肤癌，她被操作，上帝创造了

一个奇迹。 医生对他们发现的肿瘤数量感到沮丧，并说她不会说话很长时间。 一个星期后，她去检查，医生完全震惊，她说得很清楚，有一个

完整的声音。 他也能告诉她，没有癌症的迹象，也不会有化疗！ 上帝是荣耀！ 我们感谢联合五旬节教会的女士们的联合祷告。 愿上帝继续祝

福你。 

  

 

  

       观看女子祈祷国际 1分钟的视频片段. 

  



神正在做伟大的事情! 

上帝打开很多扇门，这期通讯现可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葡萄牙语，俄语，

希腊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捷克，中国，斯瓦西里语，匈牙利语，他加禄语，印度尼西亚，罗

马尼亚，意大利和挪威。展望即将加入的波兰！请帮我们祈祷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日语翻译。 

 
如果您希望收到任何上述翻译请发送请求 LadiesPrayerInternational@aol.com，我们会很高兴

你加入到我们的邮件列表! 
拜访（女士们祈祷国际时事）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在 Facebook 和 "喜欢" 

我们的页! 

从编辑  

 
Debbie Akers 

  

卫生部链接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UPCI Ladies Ministries 
More to Life Bible Studies 

Today's Christian Girl 
World Network of Prayer 

UPCI 
My Hope Radio 

Multicultural Ministries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on Facebook 

  

我们是谁 . . . 从 1999 年: 女士们祈祷国际是由妇女从全世，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团结起来，集中祈祷我们的孩子

和当地的教堂和社区的孩子们。   

我们的使命. . . 我们承诺精神保鲜这一代及和以后和精神恢复的前代。  

我们需要. . . 致力于的妇女谁能联合起来在每个月的第一星期一， 集中祈祷为她们的孩子。  

 

三项祷告的重点...  

• 我们的孩子的拯救 (以赛亚书 49:25; 诗篇 144:12; 以赛亚书 43:5-6).  

• 她们够老的时候采取的因信 (约翰一书 2:25-28; 雅各书 1:25).  

• 他们进入主的收获部 (马太福音 9:38)Text Link 

 

  

       
转发给朋友 	

     

  



  
  
我们支持的部委… 

TUPELO CHILDREN'S MANSION 
儿童生活在机会来灵性成⻓，身体和情绪的环境 

NEW BEGINNINGS 产妇护理产妇分娩考虑收养和收养孩子的夫妇安置. 

 HAVEN OF HOPE 程序的女孩年龄 13-16 行为和情绪问题. 

LIGHTHOUSE RANCH 男孩医治破碎和伤害青少年的男孩的生命 

 

 

 

  

 
你订阅反思的杂志? 

   
这双月出版物将祝福和激励你.文章是圣经和有关今天的使徒女士。订阅自己，朋友，或订购为你的

教会一包。 

  
  

网上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