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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女士們祈禱國際時事）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在 

Facebook 和 "喜歡" 我們的頁! 
 

信念在絕望之中 
由 Liane Grant 
 

有時候，我們的孩子做的事情，使我們絕望的的禱告。我們的母親的心臟感到，

如果上帝不介入，情況會變得無法忍受，無論是對我們還是他們。 

 

絕望是一種揮發性的情感;它可以指導我們在任何一個正面或負面的方向. 我們

不能試著用祈禱絕望的操縱神。 “上帝，你現在要照顧這個或。” 或者是什麼

？我們將有一個精神崩潰？我們將停止祈禱，為我們的孩子？ 
  

不！在所有的事情，我們必須為神的旨意禱告。 "如果我們照著神的旨意祈求，他必聽我們；這

就是我們對神所存的坦然無懼的心。" (約翰一書 5:14). 上帝不答應，我們永遠不會感到疼痛;

有時它是需要吸引我們還給他。我們有足夠的信心，為他的孩子們的生活會祈禱，即使他們以苦

為保存他們的靈魂？ 
  
我們無奈之下並沒有規定上帝的時間.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我每天都祈禱從睡眠問題的癒合。在

 

 

 



一個典型的夜晚，我會醒來八至十倍; 而在酒店裡，它更像是四五十次。疲勞促使有些絕望的祈

禱，特別是當我照顧我的小孩，而全職工作並成為一個牧師的妻子。 
  
我決定，我會得到我的身體上床了八個小時，每天晚上，剩下的就是過神來。我拒絕住在我的不

適。去年，上帝派一名年輕的傳教士從另一個城市為我祈禱，那天晚上有一個顯著的改善。後來

，當神帶領我承諾一個健康的飲食事情變得更加完善。 
  
上帝回答我絕望禱很久之後，我想我需要他，因為他知道我是多麼可以採取，什麼我需要通過這

個過程來學習。 "你們所受的試探，無非是人受得起的； 神是信實的，他必不容許你們受試探

過於你們承受得起的，而且在受試探的時候，必定給你們開一條出路，使你們能忍受得住。" (

哥林多前書 10:13) 
  
當我正準備寫這篇文章，歌曲由 Lauren Daigle 來到電台: "當你不動山，我問你移動; 當你不

分開的水我希望我能走過; 當你不給出答案，因為我哭給你; 我會信任，我會相信，我會在你信

任。" 讓我們守住在絕望之中你的信心。 

 
  
注：Liane 和她的丈夫 Scott 是職業生涯教堂種植在蒙特利爾/魁北克在 Metro 計劃任務. 

Liane 正在攻讀她的法文譯本博士。她是國王的翻譯公司的創始人和管理者，也是法國文學合作

社近日由 UPCI 形成的秘書。 

  

絕望的祈禱 
由 Rebecca Akers  

  
哈拿沒有兒女。 

這是許多人的恐懼, 但在她的時間是比恐懼更大. 這是一個負擔-這是她必須

隨身攜帶。當她進入教堂（寺）的大門的女士們一旦發聲雜音才停下來，因為

他們注意到她的存在。他們看著她的方式是因為如果她不屬於那裡。 
  

她到處去，判斷的看起來通過她的後腦勺。日子一天天過去，她沒有吃。她不能。她的心臟太重

了，她的心太薄弱。她的丈夫質疑。 "你為什麼不吃飯？ 你哭什麼？你不愛我嗎？“但是，他

永遠不會覺得她的樣子。 
  
這種持續 - 年復一年的。這似乎痛苦，傷害和嚮往的無情的循環。 
  
漢娜增長苦澀和憤怒. 為什麼是我的神? 你為什麼為我咒詛這個? 你不愛我嗎? 你不能看大家怎

麼看我嗎？他們怎麼審判我，並把我放下來？ 

 

於是，她感到厭倦。 
  
她變得絕望。 
  
她祈禱絕望的祈禱和發誓，如果上帝賜給她一個孩子，她會還給他。 
  
還有在寺她給自己倒了，直到什麼也沒有剩下。直到她的精神是生她不再能說話。那一天，她離

 

 



開寺廟“她的面容不再難過。” 
  
絕望是一種武器。當神的男人和女人都在拼命，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尤其是當他們祈禱。在聖

經的人多的地方大叫上帝保佑，求和平，求指導，對什麼東西能夠讓他們在打的空虛。疲憊的，

原始的，絕望的 - - 如果你今天在那個地方上帝是願意滿足你在你的地方絕望。 

 

編輯註: Rebecca 是一個了不起的年輕女士誰喜歡和她所有的心臟服務的主. 她積極參與青少年

事工，教導主日學校，合唱團，讚美隊唱歌和彈鍵盤。她還參與了球隊的標誌，木偶隊和推廣。

她是學生會，是國家榮譽協會的她的學校的章副總裁。在工作之餘，她在醫院每個星期的志願者

。 Rebecca 幫助我在本通訊中的各種語言的分佈。我很自豪地說，她是我的孫女！ -Debbie 

Akers 

  

絕望的祈禱 
由 Dianne Showalter  
  

絕望的祈禱是祈禱沒有人告訴我們祈禱，一個讓我們在我們的臉上，懇求上

帝的憐憫。最大的挑戰是知道如何使它成為一個富有成效的祈禱，會讓我們

感到自由，當我們從我們的時間與他產生。 (讀撒母耳記上 1:7, 15; 撒母

耳記上 2:1.) 

 

一個在我生命中的轉折點之一是當我聽到傳教士 Nona Freeman 講述她的絕

望，她的孫子“的救贖。她哭了，因為她每天祈禱叫他們的名字。有一天，

上帝問她， "你相信我適合這份?" 她說, "是的，主." 然後他說，, "如果你相信，退出哀求我

，並開始彈冠相慶!" 就在那時，她握著他們的照片過神來，稱他之前他們的名字，說：“主啊

，我謝謝你救我孫子！這將奉耶穌的名做！ ”最終，所有人都得救了！ 

 

當我們與人祈求領受聖靈，有時候我們要鼓勵他們讚美，而不是乞求。真正的悔改是非常必要的

，但我們必須轉移到一個新的水平，以獲得比寬恕了。我們問他我們用淚水和激情想要的，但我

們沒有住，每天等。我們必須在他腳前躺在我們的負擔，並開始信任並宣布他的話，心裡歡喜。

他正在做的工作！ 
  
在 1985 年我們被奉召作傳教士薩爾瓦多. 我願意，但是感到憂慮考慮我的孩子變成受戰爭蹂躪

的國家。在女士們的會議，我聽到的漢娜把她小的孩子，薩穆埃爾，離開他在寺廟的獨白。我幾

乎能感覺到她犧牲的痛苦。我哭了兩個小時，然後我又聽見主告訴我，“如果你想留下來照顧你

的孩子，我會允許你，但如果你走了，我會照顧他們。”我的眼淚變成了感激和信任，拯救和喜

悅！我相信這些話很多次，甚至子彈進入了我們的房子，上帝一直忠實於他的話！ 
  
當我的女兒與類風濕關節炎疼痛。我哭了主，“為什麼，主啊？她一直服了你，我們有信心為她

醫治。你聽到？”在這一點上我精神上把她抱起來，並在耶穌的懷抱奠定了她。我告訴他，我給

她背對著他做任何他想要的。這是一場艱苦的戰鬥，但沉重的負擔解除，信任開始。他聽到我的

哭聲！ 
  
注: 

Dianne Showalter 她的丈夫作為傳教士身邊工作了三十年來，前往 100 多個國家，在許多名媛

的會議發言。她的熱情是分享這寶貴的福音，幫助人們過得勝的生活他。她最大的快樂就是要知

 

 



道自己的孩子走在真理。 

  

殊死! 
由 Wanda Chavis 
 

绝望是没有希望难耐的情况下的一个地方。我们如何应对绝望可兑付或羞

辱上帝。 
  
多年来，面对哈拿绝望她哭得，生闷气，和悲伤。记得她吗？以利加拿的

妻子吗？ 
  
 “......哈拿卻沒有孩子”（撒母耳記上 1：2，NKJV）。 
  

还有像空武器的疼痛没有痛苦。它总是与哈拿-但有些时候她的现实情况是比她更无法忍受。当

他们去示罗崇拜，并提供他们的家庭的牺牲，以利加拿会给家庭部分，庆祝神的接纳他们的平安

发行。因为她觉得很空，绝望，尽管他给了她最好的切割和试图孝敬她。在这些时候，看到所有

他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毘尼拿，笑和一起吃饭就像是在她的伤口擦盐。 
  
年复一年，她会拒绝吃饭，因为她在屈辱坐在那里，抹着眼泪不速之客。毘尼拿揭示了那些时刻

，用她的眼睛，犀利的评论嘲笑她。 
  
年复一年，哈拿的绝望将推动她出去庆祝活动，因为她的眼泪让位给呜咽。好几个小时，以利加

会试图安慰她，感到沮丧，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把事情做好。 
  
然而，这种特殊的一年，她的心脏是如此绝望，她从未到她的帐篷哭泣的隐私，但倒在了寺庙的

地板上，哭了。她的心脏在上帝面前终于真相大白。 
  
"哈拿在示罗吃喝完了，就起来。（那时以利祭司在耶和华殿的门柱旁边，坐在椅子上。）她心

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并且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

苦，记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

” “（撒母耳記上 1：9-11）。 
  
伊莱看到她绝望祷和误以为她喝醉了;但听了后，他给了她他的祝福和希望说到她绝望的心脏！ 
  
这个故事的延续，是耐人寻味的和丰富多彩的，但我想在这里结束我的想法。你在与你的绝望在

做什么？哭？抱怨？噘嘴？ 
  
我挑戰你哭到神，提交你的未來給他，讓滿懷希望的計劃！ 
  
你绝望是上帝的希望和愈合的机会。不要放弃。让上帝的话，讲生活变成你的情况。提交你的计

划上帝。许愿。他会给你带来快乐忧伤。赞美的服装会溶解沉重的精神。(读以赛亚书 61.） 

 

 

注：萬達 Chavis 服务于北卡罗莱纳州区淑女部总裁，是受膏者扬声器和发表作品的作家。Wanda

也可以作为妇女的健康和水化顾问。她是一个骄傲的母亲和 MaMaw 给她的孙子。 

 

 



  

 

  

       觀看女子祈禱國際 1分鐘的視頻片段. 

  

神正在做偉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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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on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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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