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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通过祷告 

由 Wanda Fielder 

  
从出生起在教堂里长大，我总是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但经常倾向于我的

父母的祷告和信心带我通过。 这个盲目的信仰是有道理的; 然而，在每个人

的生活中有一个时间，他必须寻求找到一个个性化和所有权的同一信仰。 通

常，我们需要一段时间的危机来努力追求与主的个人关系。 
  
当我成为父母时，我对信仰的追求变得更加集中，因为我对自己以外的人负

责。 对他人的责任知识可能是压倒性的，但我知道力量的完美来源，并选择

寻求他的方向。因为我忠实的追求引导，我没想到在前面的道路的曲线。  
 

当从第一天起敬畏耶和华的孩子，我们期望不至于完全将他们的生命交托给他。 当我们的大儿子

开始流浪 从耶和华，它带走了我们的彻底的震惊和悲伤我们的心最充分。 当他开始在世界的事

 

 



物上进行实验，并从我们教导他跟随的道路转向时，我们在主面前哭泣。 当然，这不可能发生在

我们的上帝恐惧的家。 现在是把我们的信仰考验的时候。 
  
我开始专注于神的道，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应用于我们的处境.  约翰一书 5:14, 15 承诺, "如

果我们照着 神的旨意祈求，他必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 神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既然我们知

道他听我们的祈求，我们就知道，我们无论求甚么，他必赐给我们。"我知道神的旨意是我们儿子

服事主的，所以我开始祷告并宣称这经文。 彼得前书 5:7 一直是我力量的资源，我服从它的命令: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 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增加我们的信心，我的丈夫和我开始祷告，并恳求耶稣的血在我们的儿子。我记得躺在我们圣所

里一个座位下面的地板上，宣布撒但不会有我们的儿子。 恳求耶稣的血，我要他为耶和华，并拒

绝放弃上帝的应许。 通过许多祷告和禁食，我们从主领受了我们的答案。 他把我们的儿子转过

身，使他的生命面新。  
 

这种情况发生在十七年前。 它激怒我说，我们的儿子忠实地服务于主，因为周转。 上帝赐福给

他一位妻子和儿女，他们也为耶和华而活。 我们感激不尽的。 
  
你可以通过祷告胜利。 永不放弃。 

 
  
注: Wanda Fielder, 创始人和编辑的网站和通讯，Tealightful Inspirations，目前担任 UPCI 女士部的连接主任。她结

婚了 James Fielder, 他们在过去的 37 年里在 Portage，IN 的牧师。 她是两个儿子的幸福母亲， Brent 和 Bryan, 也是 

婆婆对 Maddi 和 Lincoln.  

 

  

胜利在祷告的分心 
由 Liane Grant 

  
我们渴望在祷告中胜利的愿望有时被挫败，因为我们在祷告时间之前和期间难以

处理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事情。 胜利意味着胜利或成功。 我们可以通过拨出时间

祈祷每一天，通过时间的压力胜利。 然后，我们可以成功地克服分心，在这个

特别的时间保持我们专注于神。 
  
讽刺，有时分心来我们爱的孩子，我们为他们祷告。 在我的三个儿子的每一个

诞生后，我单独与上帝一起度过时间. "神啊！你是我的 神，我要切切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我的身，都渴想你，切慕你。" (诗篇 63:1). 但是，似乎

无论我起床多早，宝宝在祷告的时候都会醒来。 当我丈夫提议每天封锁一个小时与孩子们一起，

给我时间私人奉献时。 毕竟，有一个祈祷的妻子是他的最大利益。 
  
苏珊娜，着名的传教士约翰和查尔斯·韦斯利的母亲，有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不间断的祷告时

间。 虽然她抚养了十个孩子，她的丈夫经常缺席，但苏珊娜每天承诺要做两个小时的祷告。 她

训练她的孩子，每当她用围裙遮住她的头，她正在祷告，不应该被打扰。 

 
  

 

 



如果我们真的想在祷告中胜利，我们会找到某种方式。 现在，除了孩子，我们有电子邮件，短信

，Facebook 通知和 Twitter 中断我们的祷告时间。 我们可以关闭这些电子干扰，专注于祷告，但

有时很难使我们自己分心的想法沉默。 
  
在结婚的早期，我收到了我的牧师的妻子在祷告中处理分心的一些很好的建议。 她建议我们让一

个笔记本靠近，写下我们祷告时记住的任何任务或信息. 哥林多后书 10:5 说" 并且把一切心意

夺回来，顺服基督。 " 通过快速写一个笔记，我们可以回到祷告，不经常思考，“哦，我需要记

住在祷告后做这些事”。 
  
所以，当我们征服阻碍我们开始祷告的事情时，祷告的胜利就开始了。 当我们在我们的祷告时间

克服分心时，我们继续取得胜利。 然后，我们将真正能够通过祷告胜利。"感谢 神，他常常在

基督里，使我们这些作俘虏的。" (哥林多后书 2:14). 

 

 
注: Liane 和她丈夫 Scott 是在蒙特利尔，魁北克根据 UPCI 地铁任务计划的职业教会建立者。 Liane 担任魁北克女士部

长总统，并且是国王的翻译者的创始人和监督者，一群致力于用法语提供使徒资源的志愿者。 她目前正在与这个翻译小组

进行博士研究。 

  

通过祷告的力量胜利 
由 Tanya Harrod 

  
"神啊！我哀诉的时候，求你垂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脱离仇敌的恐

吓。".  诗篇 64:1 
  
我有幸在一个追求上帝的家里成长，知道祷告，信心和信任。 成长，我们看到

许多事情都要通过祷告的力量。  
 

当我八岁时，我与我的姐妹和邻居的孩子们在一场比赛。 我们在附近跑看谁是

最快的。 我记得想，“是的，我会赢。 正是在那一刻，我碰撞到地面，把我的膝盖打开到骨头

！ 我们是家庭的传教士，没有保险，我的妈妈不知道别的，除了祈祷和包裹在我的膝盖一个大绷

带。 在一个小时内，我回到了跑步。 我的膝盖完全愈合，除了一个微小的瘀伤，我仍然有提醒

上帝回答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在忙碌的生活，没有看到对我们的精神攻击。几个星期前，我把阿莱娜在床

上，我们八岁的孩子躺在床上，她开始表现紧张。 我耸耸肩，为她祈祷，把她睡觉。 接下来的

三夜，她的爸爸和我很沮丧，因为她似乎在睡觉时停下来，不想独自睡觉。 最后，在第四天早上

，当祈祷的想法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恐惧的精神，而不只是孩子们经历的正常的小“害怕的事情

”。  
 

我坐在阿莱娜下来，问她为什么要睡觉。 她打破了哭泣，告诉我她是多么害怕孤独，在黑暗中，

让她在她周围太安静。 我知道她被恐惧的精神攻击了。 我们开始和她一起祷告，束缚恐惧，束

缚撒但的谎言，使她平静。 我们呼吁我们的牧师祷告她的心，我们一起教她如何祷告上帝的道并

使用他的应许。 它还花了三个多晚的祈祷，然后才完全离开她，但通过祷告，我们得胜。 

 

 

 



  
阿兰娜现在已经学会了，她可以通过祷告的力量胜利，因为神给了她平安，她每天晚上睡得很好

。 不管对我们的家庭有什么可能，答案是在祷告中找到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相信能够得到，就必得到。" (马可福音 11:24). 
  
 
注: Tanya Harrod 结婚传教士 Nathan Harrod 并祝福成为阿莱娜和林肯的母亲. 哈罗德在西班牙的国家服务了过去十三年

，牧师三个教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 他们正在努力开始更多。 她把她的两个孩子放在家里，试图参与任何需要的领域，

包括音乐，青年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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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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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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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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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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