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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女士们祈祷国际时事）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在 Facebook 和 "喜欢" 我们的页! 
 

连接到电源的来源 
由 Rebecca Starr Trammell 

  
  

"愿荣耀归给 神，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以弗所书 3:20). 
  
我把这段经文我继承从我父亲, William R. Starr. 作为一个孩子, 我听到他祈祷这段经文. 当我听

到他这么一说, 它陪着我，一直是我最大的鼓励的一个在患难的时候. 我已经学会了上帝在那里等我

以任何情况下。如果我把我的心脏对，我的祷告生活活跃，我的圣经阅读最近的，它会让我的连接强

到在我工作的动力。 
  
我认为一些来自上帝最好的礼物是我的孩子和孙子. 诗篇 127:3 说,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

赏赐。"即使我们享受上帝的这些礼物, 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麻烦的时候. 无论他们的疾病, 反对神，的任性，或者

其他情况下，被连接到源-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什么我们向他祷告在秘密是他在公众面前回答。我从来不觉

得孤独，因为我信任上帝，他已经跟我走的每一步。 
  
有生命得到了完美？是否所有的祈祷这一刻回答？ 没有。但我的上帝答应我, 他给了我他的话语, 和他的话从来没

有让我失望. 我的信心是很强的，我觉得在他将信守诺言知识安全。"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

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希伯来书 10:23). 
  
正如我保持连接到源和旅行这个旅程，我祈祷每日超过我的孩子。如果我看到他们经历的审判似乎很难眼睁睁的看着

我祈祷，我相信上帝有他们在他的手掌。如果他是让他们到一个容器，他可以使用，他可以把他们的地方，我不能拯

救他们。他们必须仰望他，实现他是他们的来源，而不是我作为一个家长. 
  
我们可以给你的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他们培养起来的，他们应该走的路(箴言 22:6). 当我们做我们的训练，神几步

 

 



之遥，做他的训练。让我们坚守和相信上帝有我们所有的最佳利益在心脏。无论身在何处，我们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

中的事情，我们必须保持连接到我们的电源，这是耶稣基督。 
   
  
注: Rebecca Trammell 和她的丈夫, David, 基督使徒教会阿尔比恩，密歇根州已经牧养，最后 28 年。他们目前担任 UPCI 的密歇根州区管理者。 

Trammells 家庭有 Marcus (妻子 Heidi) 和女儿 Farrah (丈夫 Terron Erwin). 他们也有两个可爱的孙子, Clark 和 Cole.  
 

 

  

祷告和禁食为儿童 
由 Thetus Tenney 
 

对于一个敬虔的女人，为她的孩子祈祷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禁食增加了另一个层面。  
大卫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他的孩子生病拼命, 他知道，禁食和祷告是最有效的事情，他能为他的孩子

做的。根据撒母耳记下 12:16-25, 他禁食七日躺在整夜祷告。他知道悔改，禁食和祈祷会带来怜悯

。  
以斯拉关心家庭的安全和福利为他们和他们的“小家伙”。他宣告禁食，寻求神的时间"为自己和我

们的孩子，以及我们所有的财物寻求 神指示一条畅通的道路。. . . 所以我们禁食，寻求我们的 

神，他就应允我们. . . 我们启程 . . . 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的 神的手保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

仇敌和在路上埋伏的人的手。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以斯拉记 8:21, 23, 31, 32).  
  
在我们的方式向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需要上帝之手;我们需要我们和我们的小家伙们的指导和保护。 
  
伟大的先知撒母耳出生汉娜(撒母耳记上 1:1-20), 一个女人祈祷和禁食。 她不仅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因为她的祈祷

和禁食绝望的，这个儿子出生时受膏，转国家回过了神。  
 

每年汉娜专程到寺庙祭祀耶和华，并带来了新衣服给她的儿子。今天是一个美丽的例子为我们。 
  
Vesta Mangun, 我们的名字是祈祷和禁食的代名词之间的女人，给一种特殊的生日礼物对她的儿子。每年，他生日那

天她在花费禁食和祈祷他的一天。什么更大礼物可以给予?  她是二十一世纪的汉娜。 
  
"有人带着小孩子到耶稣跟前。。。。门徒却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

来，不要禁止他们，. . . 于是耶稣把小孩子抱起来，为他们按手祝福" (马可福音 10:13-16). 
  
通过语言和例子，耶稣把孩子生活的中心。虽然他没有子女，他在父亲的希伯来定制回应了孩子。 "他无儿无女的他

可能采取的所有儿童" (Bengel). 
  
祈求世界的孩子。一直热切祈求失踪和受虐待的儿童。评估你的态度和应对儿童.  它是基督一样?   
 
注: Thetus Tenney, 是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演说家. 她曾参与过活动的基督教事了将近五十年. 她保持一个有效的演讲时间表，把她在世界各地。

她作为祈祷世界网络的国际协调，并且还担任教育路易斯安那州立委员会。她嫁给了 T. F. Tenney, 他们居住在泰奥加，路易斯安那州，有两个

孩子和五个精彩的孙辈。 

 

 

  

连接到源  
由 Glenda Alphin 

 
最近，我的脑海里一直重配的未来相结合的思想和我们接触的儿童。人们不必看非常的消息要明白，

有对头脑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善与恶寻求通过思想和他人的行动取得胜利。 
  
Haim Ginott 说, "孩子们就像湿水泥; 无论落在他们让人印象." 无论是说话或行事, 一切都对我们

爱的年轻都影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基础将它们连接到耶稣，能够维持他们逆境中的一个。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完全与他们被提出的信念系统连接我们的孩子。培训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不够的，他们只需按照

救恩计划; 他们必须在教义圣经基础, 不仅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共享, 但让他们能在对立之中稳固。 箴言22:6 说, 

"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世界上努力工作，与我们的孩子分享自己的信仰体系. 我们在

做什么，以打击他们的过程? 
  
我看过我们的女儿经历的不良次在他们的生活，而生活在千里远离我们。我母亲的心脏会伤害因为我从远方祈祷，但

每个汗马功劳, 我感谢上帝，他把我们推到他们精神上训练. 当女孩 4 岁和 6 个分别与问题开始. "为什么我们相信

?"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什么意思牧师当他说，?" 我们的姑娘们是思想家, 我们知道，“这样做，因为我们说的

做”的情况永远不会成功. 上帝是我们的灵感之源。他膏抹我们的努力，他们把训练对心脏。 
  
来自基础教育的力量是无价的，有什么东西是上帝鼓励整本圣经。申命记 6:4-9 告诉以色列人是如何教他们的孩子

。申命记 11:18-21 第二个，显示主多么重要放置在儿童的培训。  
诗篇119:11 说, "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NKJV). 这是不够的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 我们的孩子

必须知道我们所相信。他的话必成为他们脚前的灯，但只有当他们充分认识到，它们连接到我们的赋予生命的来源，

耶稣的基础。 
  
注: Glenda Alphin 一个是全球 UPCI 代表，芬兰和冰岛。她撰写了与神系列与她的丈夫一起成长, Mark. 

 
 

  

 

  

从信箱  
 
女士们祈祷国际时事的此电子邮件来准时。我个人是由简讯祝福。我的朋友和我的几个其他朋友进行复印。上帝保佑

大家参与.  -ej 
 
 
 

  

       观看女子祈祷国际 1分钟的视频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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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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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支持的部委 

TUPELO CHILDREN'S MANSION  

儿童生活在机会来灵性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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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