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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祈禱 

由 Tabitha DeTemple 
  

你有沒有看著你的孩子或朋友的孩子當他們在哭泣，玩耍或表達自己的時候？

我常常吃驚我的女兒，以斯帖是多麼的激情。她所做的一切都表達瞭如此多的

情感和強度。很多時候我覺得自己很羨慕她對最簡單的事情有那麼多熱情當我

開始寫, 我被帶回了詩篇63:1以及那麼熱情大衛對他表達和渴望上帝. "神啊！

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的心，我的身，

都渴想你，切慕你。" 
   

 

 



幾個月前，我們在教堂的服務，幾乎是祭壇的時候了, 我的兩歲女兒就在地板上，開始向上帝呼

喊. 我不明白她說的一切，但她真心誠懇地祈禱. 當我們全部開始禱告的時候，你可以感受到上

帝在建築物中的強大存在。人們不是祈禱短暫的禱告，或者試圖趕上服務, 但是在一個小二歲孩

子的例子中，他們正在哭泣，熱切地向上帝哭泣。歷代誌下7:14 says,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謙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

地。" 
  
當我們在神面前謙卑的時候, 把自己全部投降給他, 我們真的帶來雅各書5:16b帶來生活. "義人

祈禱所發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祈禱有效和熱切地只是用激情和意圖來發生一些事情來祈

禱. 我們的孩子自然充滿熱情，但如果我們不培養對上帝的恩典的激情，並成為他們的榜樣, 隨

著他們的成長，他們將以對這個世界的事物的熱情取代上帝。 
  
  
注: Tabitha 已經結給 Daniel, 她最好的朋友和信徒四年. 他們有一個美麗的小女孩, Esther. 他們被任命為格魯吉亞

共和國的傳教士. Tabitha 在她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參與過這個部門的工作，她和父親和母親在一個家庭教會中很多地工

作，現在和她的家人在任務領域。 

 

  

 

在激動的部分之前 

由 Laurie Sims  

你的秘密是什麼?" 你有沒有想向那些似乎每一次禱告的人問這個問題? 也許你

覺得你已經禱告，但你的熱忱（熱情）禱告依然沒有被回答. 我感覺你的痛苦

，我的朋友。你可能會認為自己擁有一個"皇室電話," 因此與神直接相處。我

必須告訴你, 你與神的路可以像他們一樣強大. 那麼他們的秘密是什麼呢？我

們來看看雅各書 5:14-18. 

  

雅各問, "你們中間有人患病嗎?" 他指示他就應該請教會的長老來，讓他們奉主的名為他抹油祈

禱。他繼續說，信心所提供的禱告將使生病的人復活，耶和華必使他興起。 . 作為使徒, 我們

非常熟悉這一點. 但那段經文接著說,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嗯. . . 這裡必須有一個原

諒寬恕被這裡提到, 雖然我們經常跳過那一部分，就像我們在湖面上跳石頭。 

  

所以，我們來看看可能阻礙我們禱告的原因以及為什麼被包括在內的關鍵組成部分。在第十六節

我們讀了, "所以你們應當彼此認罪，互相代求，這樣你們就可以痊癒。." 哇. 在那裡-關鍵組

成部分. 我們必須做好準備，才能期待其餘的工作. 悔改不能過去, 但是在我們不耐煩的時候，

我們傾向於緊緊抓住它，以達到告訴我們的“激動人心的部分”, "有意義的（有影響的，權威

的）熱烈（熱情的）正義（良性）的人的禱告（益處）很多。" 

 

 



  

我們尋求的答案可能就在這裡.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我們的禱告得到回答, 讓我們稍稍停下來，才

能到達令人興奮的部分, 這使我們能夠為激動人心的部分做準備. 我們是不完美的人類, s 所以

我們經常失敗沒有打算的. 這就是為什麼基督為我們而死. 準備, 讓我們先求寬恕. 如果我們在

我們的弟弟或妹妹面前做正確的事情，在我們祈禱之前得到清洗,也許我們會發現我們現在有了

讓一些熱心禱告回答的關鍵。 

  

注: Laurie 是祖母給八個美麗的孫子, 堪培拉大學醫學院生物科學與技術研究所的前任牧師妻子，音樂家/歌手以及醫

學圖書館館長。她在南加州長大，現在居住在堪薩斯城，在那裡她和丈夫一起快樂地服務密蘇里州漢密爾頓的使徒燈塔, 

牧師 Terry Sims. 
  
 

 

  

 

早晨祈禱的力量 

由 Kim Haney 

從這本書中摘錄出來，被稱為婦女的婦女，已經回答的婦女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第一次聽到它. 作為一個年輕的二十歲的新婚新娘, 我和我

的丈夫和他的父母住了約六個月. 那是清晨，天空還是黑暗的, 當“OOOO”的

聲音從樓上的臥室通過通風口，嚇到我醒來了. 我母親的聲音是在凌晨的時候

禱告的。 
  
她一直跟我說, "Kim, 如果你希望上帝使用你, 你必須每天發展, 一貫的禱告

生活. 這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靠近我們婚姻的第二年, 我的丈夫開始發展一些重大的健

康問題。試圖弄清楚如何處理這一點的重量將我推到了禱告室。在這段時間裡，我開始為自己揭

開清晨禱告的力量，這改變了我的生活。 

 

與上帝同行的男人和女人每天都有時間和地點與上帝見面。聖經指明他們早晨禱告。 
  
精神領域有一定的渠道和途徑。我們可以選擇上帝選擇的路徑，也可以選擇我們自己的路, 大多

數時間對我們的肉更加方便。但是，如果我們連接上帝的方法, 我們將會看到許多禱告在聖靈的

領域得到回應和強大的事情。聖經 
  
雅各在清晨有一個夢想，看到天使上升和下降, 上天了, 然後回到地球來履行他們的命令。這告

訴我們，神有網關; 他派他的天主人。 
  
我們看到天使護送了洛特, 用手抓住妻子和兩個女兒, 並將他們帶出所多瑪.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

的？在早上. 神聖的保護在清晨進行(創世記 19:15).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到他從前站在耶和華面前的地方" (創世記 19:27). 

 

 



  
工作早上起來為他的孩子們獻祭, 這與我們為我們的孩子禱告是一樣的(約伯記 1:5). 
  
上帝在清晨摧毀囚禁. 摩西被神所差遣，與法老面對面, 但是他在一天的任何時間都沒有被釋放

。這是在清晨的時候(出埃及 7:15). 

 

大衛知道清晨禱告的力量(詩篇 5:3, 詩篇 63:1). 
  
耶穌自己知道清晨禱告的精神秘密。 "次日凌晨，天還沒有亮，耶穌起身出去，來到荒野的地方

，在那裡禱告。" (馬可福音 1:35). 
  
你認為聖經提到清晨只是為了填補空間? 絕對不! 以賽亞書 14:12 叫路西弗"清晨之子." 他被丟

棄了，失去了他在天堂的地位, 但他從來沒有失去他的性格. 在我們的日子里安排事情還在心裡

到我們變得如此忙碌的地方我們從來沒有利用清晨禱告的力量. 當我們不起床禱告, 我們失去了

對當天活動的訪問和塗抹時間。 
  
有權力將依靠你以及一整天都會跟著你的膏油當你流著神的清晨禱告的方法時. 走在聖靈的大能

之中來自我在禱告的衣櫃裡挖掘上帝給我的東西。嘗試六個星期，看看它如何轉變和改變你與上

帝的整個步行。他希望將他的教會升格為權力，敏感和權威的維度。你永遠不會再一樣了 

 
注: Kim 結婚了她的生命的愛, Nathaniel Haney. 她是牧師的妻子，主持基督教生活中心的婦女部。她擁有基督教生活

學院總部的藝術學士學位，現在是那裡的導師。她在各種婦女事件中發表講話，撰寫了四本書，是聯合五旬節教會國際

的許可部長，但“最重要的”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年齡在 12 歲到 22 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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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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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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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們的社交網站發生了什麼: 

      

UPCI Ladies Ministries| LadiesPrayerIntl@aol.com | 636-229-
7895| LadiesMinistr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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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