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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為了旅程 
由Adena Pedigo 

  
 
我有幸被父母教導我看到生活中有趣的東西似乎每一個新的一天提出的情況下

，有能力暴露任何情況或事件的更黑暗，更醜陋，更痛苦的一面。然而，我的

父母向我灌輸承認，我們總是有機會看到好，愉快，更明亮和更輕的一面。 

 

我的父母講很多片的故事，有趣的事情所發生在對他們，或他們已經看到在他

們的生活旅行。什麼似乎壞的情況，我的父母，選擇找到幽默的方面。 

 

有時候生活可能是很艱難，但是能夠找到好處，，快樂 - 也許幽默 -在一個不好的情況下可以

改變我們如何處理和感覺生活中的艱難的事情。 

 

生活是一個旅程，好和壞發生在我們所有人.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8中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堅定地

牢固地安放在神的慈愛的手中，情況只會塑造和塑造我們，但永遠不會毀滅我們。 
  
"我們知道，為了愛 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處，萬事都一同效力(羅馬書 8:28). 
  

 

 

 



如果我們不失去希望，如果我們不失去信心，如果我們繼續愛上帝，通過善和尋求他的旨意，一

切都將一起為好。剛才三節經文，保羅給了一個明確的理由，事情總是看到好的一面： 
  
"既是這樣，我們對這一切還有甚麼話說呢？神若這樣為我們，誰能敵對我們呢？" (羅馬8:31). 

 

我可以在每種情況下找到喜樂和平安，因為上帝是我的，沒有形成對我的武器會興旺。即使我犯

錯誤，或者云似乎超越了我，我可以找到一個更明亮的道路，因為上帝正在為我的美好而努力。 
  
當事情看起來很粗糙，沉悶和絕望時，留自豪和堅強。保持在上帝的旨意和選擇的中心"喜悅為

了旅程." 我喜歡這首歌，我丈夫寫的“無論哪種方式我們贏了。 最終的結果是重要的，而不是

我們每天面對的，而不是過程。 在任何情況下找到喜悅和希望。 無論我們在這個生活中，還是

當我們到天堂，我們都理解它- 無論哪種方式我們都贏。 

 

我的禱告是，我要教導我的孩子，正如我父母教導我的，上帝控制每一種情況。我不必擔心。用

所有的心尋求神和他的旨意，總是在每一種情況下尋找好處。選擇喜悅為了旅程。 

 
  
"因為 神的國不在於吃喝，而在於公義、和睦，以及聖靈裡的喜樂。" (羅馬書14:17). 
  
 
注: Adena Pedigo是印第安納女士部長總裁。她和她的丈夫，蒂姆，是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牧師會幕的助理

牧師，牧師牧師Paul D. Mooney。她有兩個孩子, Maci 和 Georgeon Pedigo.  
 

  

喜悅為了旅程 
由Sandy Jordan 

  
 
韋伯斯特的詞典把喜悅定義為“一種特別好的或令人滿意的感覺;一種偉大的

幸福的感覺”。 
  
我丈夫和我結婚了十年但沒有孩子。上帝祝福我們用一位被收養的兒子，當我

們第一次見到他 - 捲曲的紅色金發時，我記得我的快樂的情感。我問那位女

士，“他是我們的，真的是我們的嗎？ 她說，“是的，他是！談論快樂！我

們欣喜若狂。 
  
兩年半後，另一個小男孩進了我們家，我們再次經歷了那種歡樂。他有這樣一個甜蜜的處置，很

平靜，不要求。然後兩年後，一個十五月大的小女孩加入了我們的家庭。這三個孩子帶給我們這

麼快樂的生活 - 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教會，我們的朋友 -，使我們的旅程完成。

我讀了一個中文的諺語，說“一個喜悅散了一百個悲傷”，我可以與它聯繫。我們覺得上帝給了

我們這三個孩子，擦去了無孩童年的回憶。 

 

他們長大了，結婚了。當我看著我的大兒子的女兒，金奇，出生時，我哭泣的喜悅的淚水。沒什

麼像孫子！多年來，我們保持非常親密，當她八歲時，我帶她去了俄亥俄州營地，在那裡她收到

了聖靈。 ，我可以加入以賽亞當他在以賽亞書61:10寫,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靠著我

的神快樂，因為他給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給我披上公義的外袍，好像新郎戴上華冠，又像新娘佩

戴裝飾。." 
  
在明年1月，在因為時代會議，我請她的奶奶幫助我祈禱，金奇會覺得需要受洗。我們一起同意

，我們都會禱告。接下來的一月，我們又去路易斯安那州，並和金奇在那里呆了幾天。我向她的

 

 



母親提到她受洗。幾天后，她回電話說，金奇想要受洗，她想讓爸爸做的榮譽。上帝回答我們的

禱告，我們看見她以耶穌的寶貴名字下去，洗掉她的罪。詩篇95:1 說, "來吧，我們來向耶和華

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我看到一本書，題為“喜悅為了旅程：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快樂”。每一天在我們的生活之旅，我

們可以找到“大喜悅的情感” - 快樂 - 這絕對是我旅程中最偉大的快樂之一！ 

 
注: Sandy Jordan已經住在俄亥俄州托萊多，生活的大部分時間。她的父母, Fred and Vera Kinzie, 牧

師第一使徒教會三十年。她和丈夫Mark Jordan成為牧師並服務四十年前，最近退休牧師。哥哥Jordan 仍

然擔任俄亥俄州警司。她和他一起旅行，也經常看著她的孫子。他們仍然在托萊多參加教會，並愛成為它

的一部分，並幫助新牧師和他的妻子, Kris 和 Jen Dillingham. 

  

  

耶和華而得的喜樂 
由Clara Brett 
  

"其實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利的途徑" (提摩太前書6:6). 
  
有一段時間，我從來沒有想過滿足可能是一場鬥爭。三個孩子後來，牧養和

工作 - 我理解為“滿足”的鬥爭。陷入沮喪的感覺就像我不能忍受別人的

，和我自己的，不切實際的期望太容易陷入。 
  
我得出的結論是，一天二十四小時只是不夠， 做我想做的一切：建立一個

教會，把真相帶給我的國家，跟進，包裝午餐盒，換尿布，洗衣服，禱告時

間，做妻子，呼吸，工作，教學，做飯– 再做一遍又一遍。 

 

那麼，當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做這些事情的一小部分，在任何接近水平和方式應該做什麼，該怎麼

辦？當我感到不知所措和無能為力時該怎麼辦？ 
  
只有一個完美的答案。聽我的主的甜蜜，耐心，愛的聲音，誰叫我出於瘋狂我或其他人在我身邊

創造的瘋狂。在早上找一個時刻，呼求他，請他引導我的一天。交付待辦事項，應該做的事，以

及願意向他。我聽到他的聲音越多，我就越能集中註意力和確定優先級。我越依靠他的力量，做

得越好。 
  
上帝沒有打算讓我們擔心日常的事情。他甚至不打算讓我們擔心困難的事情。 "我的弟兄們，你

們遭遇各種試煉的時候，都要看為喜樂" (雅各書 1:2). 我們生活的旅程帶給我們通過不同的試

驗和測試我們的信仰。作為回報，這種測試產生了我們的耐心。 

 

我明白季節的變化，這個季節是完美的，對我來說是正確的。生活旅程轉變和變化。有一天，孩

子們會成長，事情會改變。但這些年是上帝的恩賜，就像過去的歲月和未來的年份一樣。歡樂的

旅程來自每天生活的最充裕的，因為"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希米記8:10). 可能是在凌晨2:00

更換床單為你病的孩子，或者當我五歲的孩子從學校回家，告訴我他教他同學做禱告。 

"願那賜盼望的 神，因著你們的信，把一切喜樂平安充滿你們，使你們靠著聖靈的大能滿有盼

望。" (羅馬書 15:13) 
  
  
注: Clara Brett是牧師的妻子在她的鄉下丹麥。她也有三個孩子和是一位律師。她試圖做任何需要的事情

，包括音樂，主日學和教學。 

 
  
  

 

 



 

  

祈禱戰士 
由 Jean Tir 
  

她的同事稱她為“註冊護士”和“上校波特”; 我叫她“媽媽”和“禱告戰士

”。作為一名護士，她知道如何告訴人們該做什麼，填寫圖表，以及管理溫柔

，愛護的護理。最重要的是，她知道如何禱告，等待神的回答。我記得我生命

中的一個關鍵時刻，當媽媽混合了護士和禱告戰士的特點時，教會了禱告，準

備和讚美的關鍵原則。 

 

當我十二歲時, 我在扁桃體切除術後在醫院恢復了幾天。一切似乎很好; 但媽

媽一直在祈禱和聽神，誰在一個夢中警告她，我需要第二次去手術室。當然，她沒有嚇唬我，當

時與我分享信息。相反，媽媽繼續禱告並相信神。她堅守神話語的應許: "你們要把一切憂慮卸

給 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彼得前書 5:7). 
  
雖然禱告戰士信任上帝，護士明白，需要做一些準備。母親，知道她不能一直與我在一起，留下

我的妹妹一個人，僱傭她的私人護士的朋友留在我在醫院過夜。聖經在雅各書教導 2:26 that "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母親對神的信心體現在她的實際準備中。當我的針斷了，造成重大出

血，我不是孤獨。神和我在一起，一個護士和我在一起。第二次手術後，我醒了，看到我媽媽的

關懷的臉，聽到她安慰的話，“Jean，你會好的，親愛的。 

 

通過她在危機中的行動和態度，媽媽教會我，禱告和準備的價值通過讚美的力量得到增強。雖然

她感謝醫生，護士和其他照顧我的醫院工作人員; 她對她的主耶穌基督保留最高的讚美。她與同

事們分享關於我的手術的證詞向他們展示了一個充滿愛心和關懷的救主，他也表現了自己為主治

療師。通過她母親的例子，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學會了讚美一個愛她並照顧她的上帝。 
  
雖然今年早些時候媽媽從這個生命過渡到天堂，她的遺產繼續。當我十二歲的時候，我母親教給

我的教訓仍然在我今天作為傳教士的生活中提供力量和耐力。我感謝上帝給了我一個教導我禱告

，準備和讚美的無價原則的母親。 

 
注: Jean Tir在斯洛伐克參與了二十多年的任務工作，從AIM計劃開始，然後晉升為中級和職業傳教士。她

和她的丈夫Steven Tir現在被任命為代表斯洛伐克和塞爾維亞的國家。 Jean喜歡接觸到東歐人民，特別是

作為女士部領導和聖經學校的導師。 

 

 

 

  

從郵箱 

 

願主祝福你們，為你們所做的一切禱告事工。它對世界各地的許多人來說都是遙遠的和祝福的。

有一個祝福的一周。 -Dianna Tuttle, EME女士部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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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 Sister Akers, 

來自黎巴嫩的問候！讚美主“祈禱國際新聞”！祝福, Sister Mariann Starin, 女士們祈禱國

際通訊阿拉伯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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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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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翻譯...非常感謝這些鼓勵的話，這已經遇到了我的許多問題！我沉浸在懷疑和焦慮之中。

我們姐妹的這些啟發文章再次向我保證，並給我信心繼續下去！謝謝sister Cornnie, 謝謝 

sister Miriam, 謝謝 sister Linda主祝福你!~~~~~~*~~~~~*~~~~~ 

 

 

 

  

 

  

       觀看女子祈禱國際 1 分鐘的視頻片段

. 

  

上帝在做偉大的事！ 

上帝開了許多門，這本通訊現在有英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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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語，斯瓦

希里語，匈牙利語，塔加拉族語，印尼語，羅馬尼亞語，意大利語， 

波蘭語，印地語和格魯吉亞語。 

我們有一個臨時日語翻譯; 請幫助我們為永久的日本，塞爾維亞和保

加利亞語的翻譯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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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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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和 "喜歡" 我們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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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發給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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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我們的社交網站上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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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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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