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失落的親人祈禱 
 

女士們祈禱國際通訊 

  

  
聯合五旬節教會                  七月 2017 年 

 

 

拜訪（女士們祈禱國際時事）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在 Facebook 和 "喜歡" 

我們的頁! 
 

“喜歡”女士祈禱國際在 Facebook 上 

我們 facebook 有追隨者從美國，香港，菲律賓，瑞典，希臘，哥倫比

亞，加拿大，墨西哥，中國，肯尼亞，克羅地亞，荷蘭，加納，牙買加

，波多黎各，南非，斐濟，澳大利亞，奧地利，塞浦路斯，馬來西亞， 

印度，法國，智利，英格蘭，埃塞俄比亞，黎巴嫩，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挪威，洪都拉斯，斯里蘭卡，新西蘭，所羅門群島，海地，印度尼西

亞，巴布亞新幾內亞，烏干達，盧旺達，蘇格蘭，丹麥， 玻利維亞，土耳其，日本 

 

親愛的禱告團隊領導，請訪問女士祈禱國際在 Facebook 和“喜歡”我們的頁面

!   Facebook 女士祈禱國際連結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Link 

 
此外，請邀請您的小組訂閱此免費通訊在

: http://www.ladiesministries.com/programs/ladies-prayer-intl 或電子郵件請求

:  LadiesPrayerInternational@aol.com  
 
請與您的教會，朋友和家人分享此信息。感謝您作為這個繁榮的禱告部的一部分，並幫助我們傳播

 

 

 



有關免費通訊和 Facebook 頁面的話！ 

 

 

為失去的親人祈禱 

由 Shelley Suppan  
你正在看著你的兒子或女兒做出錯誤的改變生活的決定。他們所選擇的道路是

一個很好旅行的，它引導他們從家庭的神聖和安全，與他們的天父的關係直接

進入精神毀滅的道路。 
  
也許你早點回到早年，當你的孩子坐在你的腿上，隨時和樂意聽和遵命. 現

在，漫長的夜晚花費在你問自己的身上，“我什麼可以做的不同？或“我應該

保留他們從什麼能受影響到他們？ ” 這些問題不再帶來答案，而是帶來折

磨。 
  
從你那裡發出的警告，用愛和關心的話來說，這些話已經被風吹過了。你可以看到不祥的風暴，

直接吹進懸崖。沉船即將來臨！ 
  
很幸運的是，對於你，你開始意識到你無法控制這種情況。你試圖使他們感到有罪的事情沒有也

不會奏效。你必須意識到你需要退後一步。你不能改變人的心; 只有上帝可以。 

還有希望. 從消極心態轉變為信仰和期待之一。信仰上帝。 (看馬可福音 11:22.) 
  
不要停止祈禱(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 持之以恆(路加福音 18:5); 把信念付諸行動(雅各書

2:17). 永遠永遠不會放棄. 說出來就好像已經是這樣了(箴言 18:2). 說出生活，看似無希望和

精神上死亡的局面. 通過信念，何時(填寫名字) 在這兒, 我們都會在壇裡敬拜和大聲喊叫。 
  
不要讓敵人對你有罪. 他會嘗試竊竊私語的話, "他們不回來" 和 "它不會發生的." 記住他是騙

子。 

我們必須記住，上帝非常愛我們，他渴望與浪子的這種關係。他也會繼續尋求你的孩子，即使他

們不尋求他。 

當你祈禱時記住這些點 

• 祈求圍繞他們進行套期保值(何西阿書 2:6-7). 

• 祈禱具體的禱告。 

• 祈求世代的詛咒被打破(出埃及 20:5). 

• 將他們重新奉獻給耶和華(以賽亞書 57:18). 

• 接受並愛他們 不要操縱或試圖做聖靈的工作。 

• 宣告上帝的應許。 

• 尋找一個禱告伴侶(加拉太書 6:2). 
  
記住你不是在這場精神鬥爭中獨自一人。問主要具體的聖經; 把你的聖經帶到你的祈禱衣櫃裡. 

耶穌哭了(約翰福音 11:35). 為你的浪子哭泣 
  
最後，站在前廊上，雙目遮擋著太陽，望著浪子。他們會回家，什麼時候在那時歡欣鼓舞！ 
  
注: Shelley Suppan, 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已經結婚了 Bernhard, 奧地利人. 她是三個美麗孩子的媽媽, 

Joshua, Savannah, 和 Sophie, 和一個驚人的媳婦, Lela. Shelley 是牧師的妻子，兒童部主任，熱衷於傳播福音。除

 

 



了參與教會和靈魂之外，還可以找到她在廚房裡嘗試食譜，閱讀歷史書籍和走出去。 

 

為了我們的孩子 
由 Donna Ten Eyck 

  
禱告：地球上和天堂的聚會地點； 一個不可能的事情成為可能的地方。 

 

 "有信，就不能得到 神的喜悅；因為來到 神面前的人，必須信 神存

在，並且信他會賞賜那些尋求他的人。" (希伯來書 11:6). 

 

在禱告中努力尋求上帝，我們相信他是誰，在尚未見過的事情中重新獲得

希望，最後將我們置於信仰的右側。 

 

儘管有反對意見，即使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可以留下，除了“現在的信仰”‘ 信就是對所盼望

的事的把握，是還沒有看見的事的明證。 "(希伯來書 11:1). 

 

信仰使我們能夠保持與上帝對我們孩子未來計劃的時間表的聯繫。上帝希望與我們一起幫助我們

的孩子們發現自己是誰，他們的路徑將在哪裡。 

 

最近，摔跤在禱告和無處可去，這些話嚇了我一跳. "Donna, 你需要靜靜，知道我是神。" 即刻

, 我去了詩篇 46:10. "你們要住手，要知道我是神；我要在列國中被尊崇，我要在全地上被尊

崇。" 

 

我是精神驅動的（在結果中是單一的），而不是精神導向的（與他的結果相統一）。意識到我在

祈禱上帝的意志，我可以擺脫婦女擔心結果的機會，讓上帝祈禱通過我。我的禱告得到一份提交

。幸運的是，耶和華如此親切地提醒我，他在一切事上是主權的。 

 

在祈禱之前，我們必須“靜止”（釋放，放開）和“知道”（認識他是主權的）。我們投降了對

神將如何應該或應該回答放棄的先入為主的想法，拒絕與我們不能改變的事情搏鬥。我們認識到

上帝正在控制自己目的的計劃。 

 

我們可以放心上帝從一開始就知道結局。如果我們應用耶穌所說的話，我們將永遠成功地為我們

的孩子禱告:"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留在你們裡面；無論你們想要甚麼，祈求，就給你

們成就。" (約翰福音 15:7). 

為什麼祈禱? 為了我們的孩子 
  
 
注: Donna Ten Eyck 獲得聯合五旬節教會國際許可。她與密西西比女士委員會一起擔任女士們祈禱國際和女士促銷的主

任。唐娜也是密西西比州禱告部隊的行政助理，並在密西西比州維金斯的文字活著復興中心協助牧師 Dobbs 和他的妻子

Pam。 

 

 

  

  
我與睡眠 



由 Neil Jamison 

 

這是我在這個小時的戰鬥中睡覺. 

測試不是力量，而是意志力之一。 

在我心中深處的一場大斗爭. 

我應該多一次加入戰鬥嗎？ 

我的敵人開始耳語...哦，他怎麼試. 

讓我放棄他甜美的聲音謊言. 

 

"你不需要祈禱盡可能你需要的休息 

別擔心這麼多...你還會幸福的." 

他的話在許多偽裝中出現. 

起初很誘人，但我意識到: 

如果我不顯示敵人勝利. 

這場戰斗在開始之前就已經失敗了. 

所以我想起了進入拳擊台. 

我準備在我的主和王面前禱告服務. 

 

但敵人是狡猾的，他不會放棄。 

他讓我跪下，但不會讓我開始. 

打擊迅速。首先是一個叫做分心的攻擊. 

我的頭正在游泳，我沒有進入禱告行動. 

我開始考慮工作，孩子和家政. 

我的禱告時間已經變成了白日夢的時間. 

“焦點！” 我在腦海里大聲喊叫. 

我抵擋攻擊，開始禱告. 

 

我的對手下一步是非常微妙的. 

我甚至沒有註意到我已經有麻煩了. 

哦，不，我覺得這是什麼. 

我張開嘴巴，大出一個哈欠. 

我的眼皮變得沉重，當我漂泊睡覺. 

不再喚醒我的禱告守夜. 

藉著耶和華的慈愛，我被我的沉睡所震撼. 

我的神呼召我的精神電話號碼. 

 

"哦，主幫助我今天我需要你! 

幫助我焦點，真正祈禱!" 

"讓我不要睡覺，分心和罪惡! 

我必須爭取戰鬥才能贏!" 

絕望升起，聖靈的火焰就開始了. 

突然間我參與，精神開始流動. 

我悔改，感謝並發出一些讚美. 

我懇求和介入，開始尋找他的道路. 

時間流逝，像禱告一樣快速流逝. 

我正在聖靈流動的靈魂中移動. 



在我知道之前，我的禱告時間已經結束了. 

這是我每天打的戰鬥，但這次我贏了! 

 
由 Geanice Langley 所提交, Oregon LM 主席 

  

 
 

  

從郵箱 

親愛 Sis. Akers, 

       如果可能，我也很想收到西班牙語的女士通訊。 

我和我的丈夫在 6 年前在墨西哥 MO 開始了一項西班牙工作，而我愛英文的我為自己的

信，我也希望用西班牙語接收它，打印出來，祝福我們西班牙會眾的女士們。 

我感謝你們每個月都寫出這些宏偉的寫作和清晰的通訊，並感謝你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

一起。他們不斷地觸動我的心，祝福和鼓勵我在事工和祈禱的妻子，媽媽和婆婆！ 

謝謝, 

Adriana Camp, 牧師的妻子 

 

 

  

        
觀看女子祈禱國際 1分鐘的視頻片段 

  

從編輯器 

上帝在做偉大的事 
上帝打開了許多門，這個通訊現在有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荷蘭文，葡

萄牙文，俄文，希臘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斯瓦希里文

，匈牙利文，菲律賓文，印度尼西亞文，羅馬尼亞文，意大利文， 挪威語，波蘭

語，印地語，格魯吉亞語，日語，瑞典語，越南語和孟加拉語。請幫助我們為塞

爾維亞文，保加利亞文和其他譯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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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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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