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神同行！ 
 

女士們祈禱國際時事 

  

  
聯合五旬節教會         五月 2016 年 

 

 

 

拜訪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在 Facebook 和 "喜歡" 我們的頁! 
 

我渴望我的孩子與神同行 
由 Diane Green 

 

 

神的話語參考挪亞和以諾誰與神同行(創世記 5:24 and 6:9). 神不只是希

望有一個選擇的幾為與他同行，但他希望每個人都與他有關係的，尤其是

我們的孩子。 
  
我的家人喜歡戶外活動，所以對我的孩子和孫子們抽出時間從繁忙的日程

中去野營在一起是對我很重要。它是一種愉悅為我和我的孫子一起同行和

體驗生活從孩子眼中。當我跟他們走，我們交談，歡笑，探索我們周圍的新事物。有歡樂

和興奮在我們的旅程在一起。正如我們一起來分享一個冒險步行路程我相信我們能分享和

表達對我們的孩子同樣的感受，對與主走並具有關係的是令人愉快的和令人振奮。 
  
透過禱告，我們可以建立打下堅實的基礎在我們的孩子和孫子的生活裡。我們覆蓋他們用

祈禱，並祈求天主給予他們一個投標心臟對上帝的東西和一個願望走在義路。由於我們的

孩子成熟，我們祈禱他們能堅定不移地發展基督徒的品格，並學會把他們信靠神，而不是

人和物。 

 

當我們與別人步行，會發生什麼？試想一下，你和親密的朋友正享受著一條鄉間小路散步

。你是近在咫尺。你們說話，笑，聽，並分享你們的心。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人幾乎

 

 

https://ui.constantcontact.com/emailSharePreview.jsp?id=preview
http://www.ladiesministries.org/


一切的排斥。你注意到你或偶爾分心身邊的美，而只是指出來你的同伴。你一起分享。你

們在和諧，你們倆享受寧靜的情誼。 
  
與神同行意味著你和上帝處於你的生活達成協議. "二人如果沒有約定,怎會同行呢？" (

阿摩司書 3:3). 與神同行意味著你具有調整了我們的意志與他並尋求日常要考慮自己"與

基督同釘十字架" (加拉太書 2:20). 

 

這是不難找出誰與神同行的人。他們的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周圍的世界，就像在夜間

天上的星星(腓立比書 2:15). 他們生產的聖靈的果子，而不是肉體慾望的果實(加拉太書

5:19 -22). 
  
在使徒行傳 4:13 彼得和約翰已被逮捕因為他們說教和被帶到有關當局之前。 "他們看見

彼得和約翰的膽量，也知道這兩個人是沒有學問的平民，就很驚奇；同時認出他們是跟耶

穌一伙的，" 當我們與神每天都同行，世界不禁認識到，儘管我們的不完善和缺乏在某些

領域的知識，我們已與耶穌。 
  
注: Diane Green作為得克薩斯州區女總裁部委。她有三個孩子，與配偶一起，和十個精

彩孫子。她的丈夫，牧師 Mark Green，在布羅德斯，得克薩斯州牧師 

  

與神同行！ 

由 Terry Sedra 

 

 

我丈夫和我經常拿輕快散步在晚上我的手在他的彎曲胳膊肘。我喜歡我的

加長步伐和調整我的速度，以配合他，直到我們都走作為一個單元。我喜

歡一個上升的美妙感覺流動上下一起作為我們行進的道路上加速。 
  
我們在我們與上帝的精神步行的目標是，以適應他的速度和方向，直到我

們與他的流動。我們越動為一體，具有神，亮你的見證給其他人。父母，

祖父母，老師，或任何人誰遇到孩子的，我們需要有目的地教我們的孩子與神順利，密切

行走。 
  
以諾是其中的兩個男人聖經告訴我們與神走一相對於行走 

在上帝面前，或上帝后行. (第二個男人是挪亞.) 以諾住在長壽時代。他的父親活到九百

六十二歲和以諾的兒子活了九百六十九年，但我們讀到以諾的地球上的生命被縮短。他有

一個兒子當他六十五歲，然後三百多里，他"和 神同行，所以 神把他取去，他就不在

了。" (創世記 5:24). 
  
顯然，他們談，當他們走，而上帝告訴以諾未來的事情。在猶大 14，我們發現以諾預言"

主必同他的千萬聖者降臨"我可以想像，每步行給他帶來了越來越接近他的上帝，直到他

被不斷地想著他，獲得方向為生活問題，喜悅談心。神也享受散步. 有關以諾更多信息可

在希伯來書 11:5被發現. "他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所以神翻譯了他，或把以諾和

他在一起，繞過死亡。兩人有很好的關係。 

 

讓我們鼓勵我們的孩子培養一個美麗步行與上帝的關係。 

1. 不要讓選擇為去教堂，一起祈禱，閱讀聖經. 

2. 從出生開始，帶孩子去祭壇與你祈禱和崇拜。牽他們的手，步行或叫喊，一起跳時，

當能力降下。 

3. 幫助他們每天帶他們的請願書和問題到主。 

4. 在日常生活活動指出神的屬性證據。 

喜悅我們將共同經歷，當我們轉換到與我們的神。 

 

 



 

 

注: Teresa Sedra是 Mokhles Sedra的妻子兩個兒子和母親。她和丈夫在埃及工作的代表

。 

 

我覆蓋 
由 Pam Dobbs 

 

也有一些是關於我們的人性不喜歡雨滴或性質的任何元素強行敲打下來。

然而，如果我們走出去到暴雨，冰雹或雪沒有什麼保護我們，在幾秒鐘內

，我們成為從天上落下到冷卻元件浸泡. 我們明白，如果我們想避免成為

與雨聲飽和，我們必須採取一些保護類型。 
  
2月 10日是公認世界作為全國製傘日。雨傘和遮陽傘設計為主要手持便攜

式設備為涵蓋。是不是很神奇，這樣一個共同的項目已獲得全世界的認可

？然而，這個簡單的覆蓋能提供數以百萬計的人的保護。當走出到有力的降雨，關鍵要保

持乾爽是保持傘的保護下。我們找住處，從惡劣的天氣條件。從它的保護下走出，我們打

開自己到我們周圍的環境。 
  
作為聖靈充滿了神的孩子，我了解的精神傾盆大雨會來的。每一天，我選擇將自己在他的

保護，最終的保護傘。我選擇通過這一其和神牽手。從他的安全保護傘之下，我尊重他的

權威和服從他的話語，而深入到丟失和死亡。 
  
我想起的詞從詩篇 23:6: "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愛緊隨著我；我也要住在耶和華的

殿中，直到永遠" 讓我們從這個當今世界的風暴抬起我們的頭，專注於耶穌為我們在耶和

華的殿中。雖然我們他的傘的保護下走近與他，我們宣布我們周圍的元素，他是“我的覆

蓋。” 

 

注: Pam DOBBS曾在外交部與她的丈夫, Dr. Mike Dobbs, 超過 28年.Pam字活著復興中

心在密西西比州威金斯牧師先後為 UPC內女士部委的熱情。 2001年，她成為了密西西比

河區女人街委員會的組成部分，於 2009年被評為作為女總統。 Pam & Mike有兩個孩子，

Ashley和 Adrian。他們有三個孫子，Aidan, Jaron 和 Joycelyn, 他們叫她 "MyMy". 

 

 

  

從信箱 

 

親愛的 Sis. Akers 

我今天收到四月淑女通訊。其中一個重點，今年澳大利亞國家婦女事工的

是為浪子禱告。我們有一個戰略計劃的禱告。我具有共享簡訊在我們的 

NWM Facebook 頁. 

 

神正在做偉大的事情！我收到了一個兒子誰一直沒在教堂兩年多的讚美報

告。他在教堂在復活節星期天是並允許有人來為他祈禱！ 

 

我們已經創建了浪子數據的基礎上。每個誰提交了浪子的名字被給別人的

浪子名字為他祈禱。我們更新每 3-4個月的列表中。所有的細節都保密。

我們的女士們具有得到了極大的鼓舞知道別人在祈禱他們的浪子，以及他



們！ 

 

祝福, 

Sis. Jena Grech, 澳大利亞婦女事工總裁 

 

~~~~~~~~~ 

 

親愛的 Sister Akers 

 

我傳教士到台灣。我們全都是華人。我知道女士（和男人）很想有繁體字的華文版本。你可以開始

發送這些給我，我會打印出來，分發。請將這一個，我今天 2016年 4月收到。 

上帝保佑並保持了偉大的工作，你夫人為我們做傳教士。 

Rev, Leonard E. Richardson, 教士，台灣 

  

       觀看女子祈禱國際 1分鐘的視頻片段. 

  

上帝怎在做偉大的事！ 

上帝打開很多扇門，這期通訊現可在英語，西班牙語，法語，德語，

荷蘭語，葡萄牙語，俄語，希臘語，阿拉伯語，波斯語，捷克，中國

，斯瓦西里語，匈牙利語，他加祿語，印度尼西亞，羅馬尼亞，意大

利和挪威。展望即將加入的波蘭！請幫我們祈禱塞爾維亞，保加利亞

和日語翻譯。 

 

如果您希望收到任何上述翻譯請發送請求

LadiesPrayerInternational@aol.com，我們會很高興你加入到我們

的郵件列表! 

從編輯

 
Debbie Akers 

 

 

 

 

衛生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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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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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 . . 從 1999 年: 女士們祈禱國際是由婦女從全世，每個月的第

一個星期團結起來，集中祈禱我們的孩子和當地的教堂和社區的孩子們。 

 

我們的使命. . . 我們承諾精神保鮮這一代及和以後和精神恢復的前代。 

 

我們需要. . . 致力於的婦女誰能聯合起來在每個月的第一星期一， 集中祈

禱為她們的孩子。 

 

 

三項禱告的重點... 

• 我們的孩子的拯救 (以賽亞書 49:25; 詩篇 144:12; 以賽亞書 43:5-6). 

• 她們夠老的時候採取的因信 (約翰一書 2:25-28; 雅各書 1:25). 

• 他們進入主的收穫部 (馬太福音 9:38) 

 

 

我們支持的部委 

TUPELO CHILDREN'S MANSION 

兒童生活在機會來靈性成長，身體和情緒的環境。 

 

NEW BEGINNINGS 

產婦護理產婦分娩考慮收養和收養孩子的夫婦安置。 

 

HAVEN OF HOPE 

程序的女孩年齡 13-16行為和情緒問題。 

 

LIGHTHOUSE RANCH男孩醫治破碎和傷害青少年的男孩的生命 

 

 

你訂閱反思的雜誌? 
   

這雙月出版物將祝福和激勵你.文章是聖經和有關今

天的使徒女士。訂閱自己，朋友，或訂購為你的教會

一包。 
  
  

網上訂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