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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为了旅程 
由 Adena Pedigo 

  
 
我有幸被父母教导我看到生活中有趣的东西似乎每一个新的一天提出的情况下

，有能力暴露任何情况或事件的更黑暗，更丑陋，更痛苦的一面。然而，我的

父母向我灌输承认，我们总是有机会看到好，愉快，更明亮和更轻的一面。  
 

我的父母讲很多片的故事，有趣的事情所发生在对他们，或他们已经看到在他

们的生活旅行。 什么似乎坏的情况，我的父母，选择找到幽默的方面。  
 

有时候生活可能是很艰难，但是能够找到好处，，快乐 - 也许幽默 -在一个不好的情况下可以

改变我们如何处理和感觉生活中的艰难的事情。  
 

生活是一个旅程，好和坏发生在我们所有人.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8 中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坚定地

牢固地安放在神的慈爱的手中，情况只会塑造和塑造我们，但永远不会毁灭我们。 
  
"我们知道，为了爱 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罗马书 8:28). 
  
如果我们不失去希望，如果我们不失去信心，如果我们继续爱上帝，通过善和寻求他的旨意，一

 

 

 



切都将一起为好。 刚才三节经文，保罗给了一个明确的理由，事情总是看到好的一面： 
  
"既是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甚么话说呢？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 (罗马书

8:31). 
  
我可以在每种情况下找到喜乐和平安，因为上帝是我的，没有形成对我的武器会兴旺。 即使我

犯错误，或者云似乎超越了我，我可以找到一个更明亮的道路，因为上帝正在为我的美好而努力

。 
  
当事情看起来很粗糙，沉闷和绝望时，留自豪和坚强。 保持在上帝的旨意和选择的中心"喜悦为

了旅程." 我喜欢这首歌，我丈夫写的“无论哪种方式我们赢了。 最终的结果是重要的，而不是

我们每天面对的，而不是过程。 在任何情况下找到喜悦和希望。 无论我们在这个生活中，还是

当我们到天堂，我们都理解它 - 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赢。  
 

我的祷告是，我要教导我的孩子，正如我父母教导我的，上帝控制每一种情况。 我不必担心。 

用所有的心寻求神和他的旨意，总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寻找好处。 选择喜悦为了旅程。 

 
  
"因为 神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公义、和睦，以及圣灵里的喜乐。" (罗马书 14:17). 
  
 
注: Adena Pedigo 是印第安纳女士部长总裁。 她和她的丈夫，蒂姆，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牧师会幕的助理牧师，牧师

牧师 Paul D. Mooney。她有两个孩子, Maci 和 Georgeon Pedigo. 
 

  

喜悦为了旅程 

由 Sandy Jordan 
  

 

韦伯斯特的词典把喜悦定义为“一种特别好的或令人满意的感觉;一种伟大的

幸福的感觉”。 
  
我丈夫和我结婚了十年但没有孩子。 上帝祝福我们用一位被收养的儿子，当

我们第一次见到他 - 卷曲的红色金发时，我记得我的快乐的情感。 我问那位

女士，“他是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的吗？ 她说，“是的，他是！ 谈论快乐！ 

我们欣喜若狂。 
  
两年半后，另一个小男孩进了我们家，我们再次经历了那种欢乐。 他有这样一个甜蜜的处置，

很平静，不要求。 然后两年后，一个十五月大的小女孩加入了我们的家庭。 这三个孩子带给我

们这么快乐的生活 - 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朋友 -，使我们的旅程完

成。 我读了一个中文的谚语，说“一个喜悦散了一百个悲伤”，我可以与它联系。 我们觉得上

帝给了我们这三个孩子，擦去了无孩童年的回忆。  
 

他们长大了，结婚了。 当我看着我的大儿子的女儿，金奇，出生时，我哭泣的喜悦的泪水。 没

什么像孙子！ 多年来，我们保持非常亲密，当她八岁时，我带她去了俄亥俄州营地，在那里她

收到了圣灵。，我可以加入以赛亚当他在以赛亚书 61:10写,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

着我的 神快乐，因为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公义的外袍，好象新郎戴上华冠，又像

新娘佩戴装饰。." 
  
在明年1月，在因为时代会议，我请她的奶奶帮助我祈祷，金奇会觉得需要受洗。我们一起同意

，我们都会祷告。 接下来的一月，我们又去路易斯安那州，并和金奇在那里呆了几天。 我向她

 

 



的母亲提到她受洗。 几天后，她回电话说，金奇想要受洗，她想让爸爸做的荣誉。 上帝回答我

们的祷告，我们看见她以耶稣的宝贵名字下去，洗掉她的罪。诗篇95:1 说, "来吧，我们来向耶

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盘石欢呼。" 
  
我看到一本书，题为“喜悦为了旅程：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 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之旅，

我们可以找到“大喜悦的情感” - 快乐 - 这绝对是我旅程中最伟大的快乐之一！ 

 

注:  Sandy Jordan 已经住在俄亥俄州托莱多，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她的父母, Fred and Vera 

Kinzie, 牧师第一使徒教会三十年。 她和丈夫 Mark Jordan 成为牧师并服务四十年前，最近退

休牧师。 哥哥 Jordan 仍然担任俄亥俄州警司。 她和他一起旅行，也经常看着她的孙子。 他

们仍然在托莱多参加教会，并爱成为它的一部分，并帮助新牧师和他的妻子, Kris 和 Jen 

Dillingham. 

 

 

  

 



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由 Clara Brett 
  

"其实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利的途径" (提摩太前书 6:6). 
  
有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想过满足可能是一场斗争。三个孩子后来，牧养和

工作 - 我理解为“满足”的斗争。 陷入沮丧的感觉就像我不能忍受别人的

，和我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太容易陷入。 
  
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是不够， 做我想做的一切：建立一个

教会，把真相带给我的国家，跟进，包装午餐盒，换尿布，洗衣服，祷告时

间，做妻子，呼吸，工作，教学，做饭 – 再做一遍又一遍。  
 

那么，当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的一小部分，在任何接近水平和方式应该做什么，该怎么

办？ 当我感到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时该怎么办？ 
  
只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听我的主的甜蜜，耐心，爱的声音，谁叫我出于疯狂我或其他人在我身

边创造的疯狂。 在早上找一个时刻，呼求他，请他引导我的一天。 交付待办事项，应该做的事

，以及愿意向他。 我听到他的声音越多，我就越能集中注意力和确定优先级。 我越依靠他的力

量，做得越好。 
  
上帝没有打算让我们担心日常的事情。 他甚至不打算让我们担心困难的事情。"我的弟兄们，你

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 (雅各书 1:2). 我们生活的旅程带给我们通过不同的试

验和测试我们的信仰。 作为回报，这种测试产生了我们的耐心。  
 

我明白季节的变化，这个季节是完美的，对我来说是正确的。生活旅程转变和变化。 有一天，

孩子们会成长，事情会改变。但这些年是上帝的恩赐，就像过去的岁月和未来的年份一样。 欢

乐的旅程来自每天生活的最充裕的，因为"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尼希米记 8:10). 可能是在凌晨

2:00 更换床单为你病的孩子，或者当我五岁的孩子从学校回家，告诉我他教他同学做祷告。  
"愿那赐盼望的 神，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

望。" (罗马书 15:13) 
  
  
注: Clara Brett 是牧师的妻子在她的乡下丹麦。 她也有三个孩子和是一位律师。 她试图做任何需要的

事情，包括音乐，主日学和教学。 

 

 

  

祈祷战士 
由 Jean Tir 

  
她的同事称她为“注册护士”和“上校波特”; 我叫她“妈妈”和“祷告战士

”。作为一名护士，她知道如何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填写图表，以及管理温柔

，爱护的护理。 最重要的是，她知道如何祷告，等待神的回答。 我记得我生

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当妈妈混合了护士和祷告战士的特点时，教会了祷告，

准备和赞美的关键原则。 

 

当我十二岁时, 我在扁桃体切除术后在医院恢复了几天。 一切似乎很好; 但

妈妈一直在祈祷和听神，谁在一个梦中警告她，我需要第二次去手术室。 当然，她没有吓唬我

，当时与我分享信息。 相反，妈妈继续祷告并相信神。 她坚守神话语的应许:  "你们要把一切

 

 



忧虑卸给 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彼得前书 5:7). 
  
虽然祷告战士信任上帝，护士明白，需要做一些准备。 母亲，知道她不能一直与我在一起，留

下我的妹妹一个人，雇佣她的私人护士的朋友留在我在医院过夜。 圣经在雅各书教导 2:26 

that "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母亲对神的信心体现在她的实际准备中。 当我的针断了，造

成重大出血，我不是孤独。 神和我在一起，一个护士和我在一起。 第二次手术后，我醒了，看

到我妈妈的关怀的脸，听到她安慰的话，“Jean，你会好的，亲爱的。  
 

通过她在危机中的行动和态度，妈妈教会我，祷告和准备的价值通过赞美的力量得到增强。 虽

然她感谢医生，护士和其他照顾我的医院工作人员; 她对她的主耶稣基督保留最高的赞美。 她

与同事们分享关于我的手术的证词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爱心和关怀的救主，他也表现了自己为

主治疗师。 通过她母亲的例子，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学会了赞美一个爱她并照顾她的上帝。 
  
虽然今年早些时候妈妈从这个生命过渡到天堂，她的遗产继续。 当我十二岁的时候，我母亲教

给我的教训仍然在我今天作为传教士的生活中提供力量和耐力。 我感谢上帝给了我一个教导我

祷告，准备和赞美的无价原则的母亲。  
 
注:  Jean Tir 在斯洛伐克参与了二十多年的任务工作，从 AIM 计划开始，然后晋升为中级和职业传教士。 她和她的丈

夫 Steven Tir 现在被任命为代表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的国家。 Jean 喜欢接触到东欧人民，特别是作为女士部领导和圣

经学校的导师。 

  

从邮箱 
 
愿主祝福你们，为你们所做的一切祷告事工。 它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都是遥远的和祝福的

。有一个祝福的一周。 -Dianna Tuttle, EME 女士部协调员 
 

~~~~~~*~~~~~*~~~~~ 
 
亲爱 Sister Akers, 
来自黎巴嫩的问候！ 赞美主“祈祷国际新闻”！ 祝福, Sister Mariann Starin, 女士们祈祷

国际通讯阿拉伯文翻译 

 
~~~~~~*~~~~~*~~~~~ 

 
Merci beaucoup pour ces mots d'encouragement qui viennent a point rencontrer mes multiples 
question! j'étais sur le point de me laisser submergée par le doute et l'inquiétude. les partages 
inspirants de nos sœurs viennent me rassurer et me redonner la force de continuer! Merci 
sœur Cornnie,merci sœur Miriam, merci sœur Linda Que le Seigneur vous bénisse! 

大概翻译...非常感谢这些鼓励的话，这已经遇到了我的许多问题！ 我沉浸在怀疑和焦虑之中。 

我们姐妹的这些启发文章再次向我保证，并给我信心继续下去！ 谢谢 sister Cornnie, 谢谢 

sister Miriam, 谢谢 sister Linda 主祝福你! 
 
 

  

 

  

       观看女子祈祷国际 1分钟的视频片段. 



  

上帝在做伟大的事！ 

上帝开了许多门，这本通讯现在有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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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语，斯瓦希里语，匈牙

利语，塔加拉族语，印尼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 波兰语，印地语和

格鲁吉亚语。 

我们有一个临时日语翻译; 请帮助我们为永久的日本，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

语的翻译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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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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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们的社交网站发生了什么: 

      

UPCI Ladies Ministries| LadiesPrayerIntl@aol.com | 314-373-
4482| LadiesMinistries.org 

 

 

 

 

UPCI Ladies Ministries, 36 Research Park, Court Weldon Spring, MO 6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