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失落的亲人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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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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女士祈祷国际在 Facebook 上
我们 facebook 有追随者从美国，香港，菲律宾，瑞典，希腊，哥伦比
亚，加拿大，墨西哥，中国，肯尼亚，克罗地亚，荷兰，加纳，牙买加
，波多黎各，南非，斐济，澳大利亚，奥地利，塞浦路斯，马来西亚，
印度，法国，智利，英格兰，埃塞俄比亚，黎巴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挪威，洪都拉斯，斯里兰卡，新西兰，所罗门群岛，海地，印度尼西
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乌干达，卢旺达，苏格兰，丹麦， 玻利维亚，土耳其，日本
亲爱的祷告团队领导，请访问女士祈祷国际在 Facebook 和“喜欢”我们的页面！Facebook
女士祈祷国际连结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Link
此外，请邀请您的小组订阅此免费通讯在
: http://www.ladiesministries.com/programs/ladies-prayer-intl 或电子邮件请求
: LadiesPrayerInternational@aol.com
请与您的教会，朋友和家人分享此信息。 感谢您作为这个繁荣的祷告部的一部分，并帮助

我们传播有关免费通讯和 Facebook 页面的话！

为失去的亲人祈祷
由 Shelley Suppan

你正在看着你的儿子或女儿做出错误的改变生活的决定。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是
一个很好旅行的，它引导他们从家庭的神圣和安全，与他们的天父的关系直接
进入精神毁灭的道路。
也许你早点回到早年，当你的孩子坐在你的腿上，随时和乐意听和遵命. 现在
，漫长的夜晚花费在你问自己的身上，“我什么可以做的不同？或“我应该保
留他们从什么能受影响到他们？” 这些问题不再带来答案，而是带来折磨。
从你那里发出的警告，用爱和关心的话来说，这些话已经被风吹过了。你可以看到不祥的风暴，
直接吹进悬崖。 沉船即将来临！
很幸运的是，对于你，你开始意识到你无法控制这种情况。你试图使他们感到有罪的事情没有也
不会奏效。 你必须意识到你需要退后一步。 你不能改变人的心; 只有上帝可以。
还有希望. 从消极心态转变为信仰和期待之一。 信仰上帝。(看马可福音 11:22.)
不要停止祈祷(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 持之以恒(路加福音 18:5); 把信念付诸行动(雅各书
2:17). 永远永远不会放弃. 说出来就好像已经是这样了(箴言 18:2). 说出生活，看似无希望和
精神上死亡的局面. 通过信念，何时(填写名字) 在这儿, 我们都会在坛里敬拜和大声喊叫。
不要让敌人对你有罪. 他会尝试窃窃私语的话, "他们不回来" 和 "它不会发生的." 记住他是骗
子。
我们必须记住，上帝非常爱我们，他渴望与浪子的这种关系。他也会继续寻求你的孩子，即使他
们不寻求他。
当你祈祷时记住这些点
•
•
•
•
•
•
•

祈求围绕他们进行套期保值(何西阿书 2:6-7).
祈祷具体的祷告。
祈求世代的诅咒被打破(出埃及 20:5).
将他们重新奉献给耶和华(以赛亚书 57:18).
接受并爱他们 不要操纵或试图做圣灵的工作。
宣告上帝的应许。
寻找一个祷告伴侣(加拉太书 6:2).

记住你不是在这场精神斗争中独自一人。问主要具体的圣经; 把你的圣经带到你的祈祷衣柜里.
耶稣哭了(约翰福音 11:35). 为你的浪子哭泣
最后，站在前廊上，双目遮挡着太阳，望着浪子。 他们会回家，什么时候在那时欢欣鼓舞！

注: Shelley Suppan,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已经结婚了 Bernhard, 奥地利人. 她是三个美丽孩子的妈妈,
Joshua, Savannah, 和 Sophie, 和一个惊人的媳妇, Lela. Shelley 是牧师的妻子，儿童部主任，热衷于传播福音。
除了参与教会和灵魂之外，还可以找到她在厨房里尝试食谱，阅读历史书籍和走出去。

为了我们的孩子
由 Donna Ten Eyck

祷告：地球上和天堂的聚会地点； 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的地方。
"有信，就不能得到 神的喜悦；因为来到 神面前的人，必须信
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希伯来书 11:6).

神存在，

在祷告中努力寻求上帝，我们相信他是谁，在尚未见过的事情中重新获得希
望，最后将我们置于信仰的右侧。
尽管有反对意见，即使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留下，除了“现在的信仰”‘ 信就是对所盼望
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 "(希伯来书 11:1).
信仰使我们能够保持与上帝对我们孩子未来计划的时间表的联系。 上帝希望与我们一起帮助我
们的孩子们发现自己是谁，他们的路径将在哪里。
最近，摔跤在祷告和无处可去，这些话吓了我一跳. "Donna, 你需要静静，知道我是神。" 即刻
, 我去了诗篇 46:10. "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 神；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我要在全地上被
尊崇。"
我是精神驱动的（在结果中是单一的），而不是精神导向的（与他的结果相统一）。 意识到我
在祈祷上帝的意志，我可以摆脱妇女担心结果的机会，让上帝祈祷通过我。 我的祷告得到一份
提交。 幸运的是，耶和华如此亲切地提醒我，他在一切事上是主权的。
在祈祷之前，我们必须“静止”（释放，放开）和“知道”（认识他是主权的）。 我们投降了
对神将如何应该或应该回答放弃的先入为主的想法，拒绝与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搏斗。 我们认
识到上帝正在控制自己目的的计划。
我们可以放心上帝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 如果我们应用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将永远成功地为我
们的孩子祷告:"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甚么，祈求，就给
你们成就。" (约翰福音 15:7).
为什么祈祷? 为了我们的孩子

注: Donna Ten Eyck 获得联合五旬节教会国际许可。 她与密西西比女士委员会一起担任女士们祈祷国际和女士促销的
主任。 唐娜也是密西西比州祷告部队的行政助理，并在密西西比州维金斯的文字活着复兴中心协助牧师 Dobbs 和他的妻
子 Pam。

我与睡眠
由 Neil Jamison

这是我在这个小时的战斗中睡觉.
测试不是力量，而是意志力之一。
在我心中深处的一场大斗争.
我应该多一次加入战斗吗？
我的敌人开始耳语...哦，他怎么试.
让我放弃他甜美的声音谎言.
"你不需要祈祷尽可能你需要的休息
别担心这么多...你还会幸福的."
他的话在许多伪装中出现.
起初很诱人，但我意识到:
如果我不显示敌人胜利.
这场战斗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失败了.
所以我想起了进入拳击台.
我准备在我的主和王面前祷告服务.
但敌人是狡猾的，他不会放弃。
他让我跪下，但不会让我开始.
打击迅速。 首先是一个叫做分心的攻击.
我的头正在游泳，我没有进入祷告行动.
我开始考虑工作，孩子和家政.
我的祷告时间已经变成了白日梦的时间.
“焦点！” 我在脑海里大声喊叫.
我抵挡攻击，开始祷告.
我的对手下一步是非常微妙的.
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已经有麻烦了.
哦，不，我觉得这是什么.
我张开嘴巴，大出一个哈欠.
我的眼皮变得沉重，当我漂泊睡觉.
不再唤醒我的祷告守夜.
借着耶和华的慈爱，我被我的沉睡所震撼.
我的神呼召我的精神电话号码.
"哦，主帮助我今天我需要你!
帮助我焦点，真正祈祷!"
"让我不要睡觉，分心和罪恶!
我必须争取战斗才能赢!"
绝望升起，圣灵的火焰就开始了.
突然间我参与，精神开始流动.
我悔改，感谢并发出一些赞美.
我恳求和介入，开始寻找他的道路.

时间流逝，像祷告一样快速流逝.
我正在圣灵流动的灵魂中移动.
在我知道之前，我的祷告时间已经结束了.
这是我每天打的战斗，但这次我赢了!
由 Geanice Langley 所提交, Oregon LM 主席

Text Link

从邮箱

亲爱 Sis. Akers,
如果可能，我也很想收到西班牙语的女士通讯。
我和我的丈夫在 6 年前在墨西哥 MO 开始了一项西班牙工作，而我爱英文的我为自己的信，我也
希望用西班牙语接收它，打印出来，祝福我们西班牙会众的女士们。
我感谢你们每个月都写出这些宏伟的写作和清晰的通讯，并感谢你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一起。
他们不断地触动我的心，祝福和鼓励我在事工和祈祷的妻子，妈妈和婆婆！
谢谢,
Adriana Camp, 牧师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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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打开了许多门，这个通讯现在有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荷兰文，葡萄牙文
，俄文，希腊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斯瓦希里文，匈牙利文，
菲律宾文，印度尼西亚文，罗马尼亚文，意大利文， 挪威语，波兰语，印地语，格鲁吉
亚语，日语，瑞典语，越南语和孟加拉语。 请帮助我们为塞尔维亚文，保加利亚文和其
他译者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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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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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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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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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CI Ladies Ministries| LadiesPrayerIntl@aol.com | 636-2297895| LadiesMinistries.org

UPCI Ladies Ministries, 36 Research Park Court, Weldon Spring, MO 63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