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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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战争 
由 Flo Shaw 

  
我记得作为一个小女孩在我的星期天学校班里唱一首歌曲的歌词，甚

至今天谐振。"我可能永远不会在步兵中前进，骑在骑兵，射击火炮; 

我可能永远不能飞越敌人，但我在耶和华的军队." 真正地，作为成

年人，神招募我们进入他的属灵的军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在神

的国度，没有限制征募。 甚至青年和儿童本身也是候选人。 

 
  
士兵的工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战场的世界中，这些战场存在于我们的家园，学校，社区和许多

其他地方。 我们必须用上帝的整个盔甲装饰自己，并在主军中作为“好兵”参与属灵争战。 这是士兵工作的一部

分 (以弗所书 6:10-18, 提摩太后书 2:3-4). 
  
精神战争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精神战争是战争或战斗善之间的部队(上帝的国) 和邪恶的部队(撒但) 在精神境界. 邪灵继

续努力干涉人类事务，努力为全人类，包括我们宝贵的孩子带来毁灭。 
  
以弗所书 6:12-19 声明, "因为我们的争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

和天上的邪灵。. . . 所以要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作完了一

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 . . 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精神战争包括与对手的权力作战武器.  
 

战略武器 

 

 

 

世界网络祷告孩子山顶 

 

 

女士们祈祷国际通讯 



哥林多后书 10:3-6 说, "我们虽然在世上行事，却不是按照世俗的方式作战， 4 因为我们作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

于这世界的，而是在 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陷坚固的堡垒." 在精神战争中使用的一些战略武器包括：耶稣的

血; 耶稣的名字; 神的字; 信念; 神的灵; 崇拜/启示一位真神; 祷告/禁食 结合/ 神圣/天使干预; 等等 
  
祷告是描述存储在黄金小瓶中的气味，旅行到永恒，在上帝指定的时间倒出，甚至超过死亡率。 这些祷告是如此

强大，他们永远不会死，但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得到回答 (启示录 8:3-5). 没像之前一样，是时候把我们的“靴子在

地上”，为了我们的孩子而战斗，自信地知道，“战斗不是你的，它的主的。 

 
注: Flo Shaw 是世界祷告网络的国际协调员和国立五旬节教会国际部的执照部长。 她是 Dwayne Shaw 的妻子, 新生命寺的牧师，奥斯汀, TX. 

  

什么是祷告的心? 
由 Judi Nicholls 

  
根据诗篇119: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神的话语中，我们找到了我们应该走

的方向。 我们的信心应该牢固地固定在上帝的话语中，这样当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祷告立即回答

时，我们知道答案仍然在路上(约翰福音15:7; 约翰一书5:14-15). 
  
祷告是我们能为我们的孩子做的最好的事之一。 祷告是强大的(希伯来书 4:12), 力量(雅各书

5:16), 并持续永恒(启示录 5:8). 不仅是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至关重要，而且他们也同样重要的

是看到我们（他们的父母和榜样）祷告。通过让他们看到我们为我们的需要和其他人的需要祷

告寻求上帝，他们将学会为自己寻求上帝。 当他们见证神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时，他们会知道耶和华也会回答他

们的祷告。 使徒行传 10:34 告诉我们上帝不尊重人。  
 

圣经在箴言22:6中告诉我们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从这经文，我们可以确定，如果我

们训练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年轻时祷告，当他们长大时，他们将知道在祷告中为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的每一种情况和情

况转向上帝。 
  
这提醒我一件事情发生，我的丈夫是新希望基督教学校校长在威斯康星州的克莱尔。 一个名叫马克的年轻学生忠

实地请求每天为他的有脑瘤的祖父祷告。 在指定的日子，当医生打开马克的祖父，肿瘤只是掉在手术台上！ 这是

奇迹！ 马可见证了他家里生活中祷告的力量，知道神忠心地回应祷告。 在为他的祖父祷告之后，马可亲眼目睹了

祷告的力量和神的信实。  
 

训练孩子是费时，有时很困难。 然而，圣经鼓励我们加拉太书 6:9, "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

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 
   
  
注: Judi Nicholls 是 Raymond Nicholls 的妻子他们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一直是传教士。 目前他们担任白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的传教士。 他

们还担任波罗的海和独联体（前苏联）的区域协调员。 

 

 

 

 

 

 

 

 

  

 



        
观看女子祈祷国际 1分钟的视频片段. 

  

从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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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bie Akers 

注意和警惕 
由 Bethany Wilson  

  

 

 

"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象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彼得

前书 5:8-9). 
  
有一句话，“后来是 20/20”。 回顾我生命中的一些重大攻击，我可以看到我在哪里让我的警戒

。 分心成为我一天的很大一部分，慢慢，我的防御也下降了。 我忘了我是一个目标，我的对手

正在咆哮着像一只咆哮的狮子试图吞噬我。 我们可以如此忙忙为主，我们把我们与他的关系放在

后面火炉。 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有完全相同的见证。 你在早晨起床，一切都很好，你继续你的

一天，然后 - 繁荣！ 这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发生？ 生活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我的孩子？ 
  
我们许多人可以证明，我们经历的一些试验令我们吃惊。 但为什么会感到惊讶？ 你在做主的工作吗？ 我们必须

记住，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有一个巨大的目标在我们的头上，并被监视，看看我们的后卫是否下来。 
  
圣经说我们必须清醒，这意味着要清醒。 不要怀疑，消极和分心的云。 此外，它说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这意味着

要仔细观察可能的危险或困难。 我们也要观看和祈祷我们的孩子。以弗所书 6:18, 说, "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

，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事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 
  
我们不能被抓住。 我们不能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幼稚。 我们的孩子正受到邪恶的精神和我们从未面临的诱惑的攻

击。 找出他们在他们的手机上看着什么。 成为他们的圣洁的榜样。 如果他们感觉到我们不爱或认真的圣洁，他

们也不会保持亲爱的心。 不要幼稚。 看！ 如果我们不看他们，圣经警告有一个对手看着他们。 
  
当我和我的丈夫在三年前开始联合国事工时，敌人同时企图破坏我们的家庭。 我可以真正地说，祈祷，禁食和其

他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活着。 即使生活很忙，也不值得我们孩子的救恩。 我们在我们的旅程中学到了这么多。 我

们不会再被捕。 我们正在尽力保持清醒和警惕。 

 
注: Bethany Wilson 是牧师 Art Wilson 的妻子的地铁底特律国际教堂。 教会于 2000 年开始作为一个家庭宣教教会。 在 2013 年，他们在纽

约曼哈顿开始了联合国部。Bethany 有基督教咨询的学士学位，并正在追求她的犹太研究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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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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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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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