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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祷告 
由 Joy Haney 

  
上帝必须认为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他曾经在天堂的一个小瓶里储存你所祷告的

每一个祷告. "他拿了书卷之后，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羊羔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启示录 5:8). 注意

事项他没有把它们放在便宜的容器中。圣徒的祷告对他来说是宝贵的。他把他

们藏在一个金色的容器中。 他不仅听到我们的祷告，而且还是永远保护他们。 

 

我们被告知"不住祷告"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7). 我们喜欢经文那些告诉我们

上帝应该提供我们所有需要的，我们引用他们并由他们生活。有时我们忽略那

些告诉我们祷告的. 我们忽视他们只是不服从他们。 那么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胜利，或

者为什么我们没有复兴。 
  
祷告改变生命. 祷告是净化. 祷告让我们抬头. 祷告是要求和接受. 祷告是所有事情的答案，因

为神回答祷告。 祷告是触动神。 
  

 

 

 



祷告是福乐... 诗篇 16:11   
祷告是安息... 马太福音 11:28-30   
祷告是灵感... 约伯记 32:8   
祷告是权力... 使徒行传 4:31   
祷告得到回报... 彼得前书 2:12   
祷告正在洁净... 以赛亚书 6   
祷告是愈合... 历代志下 7:14   
祷告是能量... 使徒行传 17:28   
祷告给信仰... 马可福音 9:29   
祷告永远存储着... 启示录 5:8   
祷告给予信心... 约翰一书 5:14  
  
  
从叶当你祈祷由 Joy Haney. 经作者许可使用. 

 

 
注: Joy Haney 是主教已故的妻子 Kenneth F. Haney, 前任总检察长. 她是五个孩母亲，十位的祖母。 她在退休和祷告

会上广泛地前往世界各地，撰写了 40 多本书。 

  

祷告战士 
由 Mary Catherine Beek 
 

当我想到一个战士, 我想到古老的日本战士，他们如此敬业而又勇敢无畏. 在

整个历史上，许多文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类型的战士，每一个人都声称是最好

的和最勇敢的。所有人都遵循一些荣誉代码和仪式，认为他们是一个更好的战

士。 
  

在申命记 20:1, 我们看到摩西鼓励以色列人. "你出去和你的仇敌作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

和比你多的人群，你不要怕他们，因为那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的耶和华你的 神，与你同在。

" 
  
今天, 我们可能没有马和战车追赶我们，但我们确实面对真正的战斗。有人的战斗可能是之前的

罪恶在唠叨他们。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与上帝同行感到不安全。其他人可能只是为了家庭生活的

日常工作而奋斗。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日复一日地面对的真正的战斗. 我们需要看到自己是勇士，

坚强，勇敢，无畏和纪律的祷告。 
  
"你以能力给我束腰，使我能够作战；你又使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都屈服在我的脚下。" (诗篇 

18:39). 
  
你觉得你的力量已经用尽了，还是你在拖着脚因为你在生活中缺乏承诺？记住，上帝已经照顾那

些与我们反对的人了。如果我们的祷告生活与战士一样，我们就没有什么需要怕的. 每一天，我

们都应该以一个王国的心态唤醒，并祈祷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家庭中的意志。 
  
"  因为凡从 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约翰一书 5:4). 
  

 

 



这经文鼓励我。 作为基督徒再次出生，上帝已经答应我们可以成为征服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

克服我们的弱点。 弱点可以打败我们 - 或者通过祷告可以被打败。 
  
古代战士并不总是参与战斗. 然而，他们的仪式和信念却一致。他们每天训练，宗教上遵循例行

程序，而不是在战斗中战斗. 我们每天都不可能在一场战斗中，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一贯的祷告，

建立与上帝的关系，更加强大。当情况出现时，我们不能跑到上帝身上。 我们必须保持密切的

沟通，保持精神上的意识。 
  
这一些事情帮助我在祷告生活中变得更加一致 
  

• 指定祷告空间. 

• 设定特定时间(这可以改变). 

• 保留祷告日志. 

• 有具体的祷告需求(祷告日历，当地，区，全球需求). 

• 始终开始和完成赞美在你的嘴唇上. 

当你有这种结构在你的生活中，告诉你的家人. 包括你的丈夫和孩子在你的祷告时间。这将鼓励

你的孩子们开始自己的祷告生活。这有助于我们的孩子知道和了解他们的祷告的力量。 
  
在一切都找到可以连接的东西，这将使你成为有目的的祷告。 它会影响你的家庭，你的生活和

永恒。  
  
注: Mary Catherine Beek 是英国和海峡群岛的传教士的妻子. 嫁给 James Beek, 她有两位珍贵的女孩, Cayla 和 

Alexa。过去九年来，玛丽曾参与过各种青年事工，婚姻研讨会，女士事工，音乐和领导力研讨会，尤其是妻子和妈妈。 

  

为我们的孩子祈祷的影响 
由 Sharon Turpin 

一个炎热八月的夜晚份他进入这个世界里。这是很长的九个月了，我迫不及待

想终于见到他了。你可以想象令我惊讶和恐，当医生告诉我们，我们的宝宝， 

慌, Dustin, 有脊柱裂. 脊柱裂发生在脊柱骨骼不能正确地在婴儿脊髓周围形

成. 虽然我不太了解这种类型的出生缺陷，但我知道这不是好消息。 
  
不知道 Dustin 是否会过夜，我们立即打电话给祷告战士。雅各书 5:14 告诉我

们要求教会的长老们。 祷告被提升为 Dustin，神控制着。 
  
通过信仰行事，生活在祷告上，我们通过了前几个艰难的岁月。 正如神所应许的那样，许多奇

迹经历了时间。 Dustin 开始成长为一个聪明的小男孩。  
 

在他生命的开始，有一个特殊的纽带，Dustin 和我姐姐的丈夫 Danny 开始发生。花了很多时间

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强烈的爱，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增加。他们几年来非常接近。  
 

不知道 Dustin 对 Danny 生活的影响，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相信 Danny 参加了我们当地教会的

复兴服务。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改变了 Danny 生活的道路. 回想起来，我不记得那个特别的夜晚

 

 



Danny 错过了很多教堂的服务. 几天变成几个月，几个月成为几年. 上帝完全改变了 Danny 的生

活,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小男孩想要他的叔叔在教堂里和他在一起和不怕问他。圣经告诉我

们在约书亚记 1:9, " 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 神必与你

同在。”. 
  
我们不知道我们与 Danny 的时间是有限的，但神确实。当他回到上帝身后，他在第一次服役之后

才活了十六年。他最大限度地为上帝而活着，讲述了上帝如何使用一个三岁的小孩来帮助他找回

自己的方式。  
 

我们从来不知道上帝如何通过我们的孩子工作。我相信为他们祷告是对王国的投资. 我们的祷告

对孩子有强大的影响。祈祷神给予他们力量去做每一天他们需要做的每一天都可以改变一个孩子

的生活。它做了给 Dustin, 这也使他叔叔的生活有所不同。 
  
我经常想知道如果没有让 Dustin 活着的祈祷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今天会在哪里? 他面临着挑战

，但神已经通过这一切给了他勇气. 他从轮椅上讲道，鼓励别人永不放弃。从三岁到现在，他已

经看到许多人通过他的事工得到了圣灵。 
  
我鼓励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我们对一个孩子的祷告的影响，不仅可以影响到那个孩子，还有许

多其他的针对他们的道路。 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为一个孩子祷告过多少生命会受到影响！ 
  
注: Sharon Turpin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Dustin 和 Mashella. 她目前与她的丈夫, Rev. M. Turpin, as pastor's 
wife 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环球事务部。 沙龙目前担任科罗拉多州女子总统，也是警司的妻子。 

从邮箱 

 

只是想说我多么爱 Sis. Kim Haney 在 9 月号的文章。我的生活当然是早晨祷告改变，我希望许

多人会体验到这个美好的特权!  -Wanda Fielder, UPCI LM 连接总监 

 

很高兴连接! 我是 UPCI 阿布扎比的祷告协调员，如果我们能收到您的一些祷告材料，那将是巨

大的。上帝保佑, Sis Nel 

这是美好的-谢谢耶稣. 我在巴黎的国际教会里使用了这些翻译。 他们对女士们是如此的祝福

... Tagalog 翻译在几个月内还没有提供 - 我们期待再次收到。 上帝保佑所有的翻译! :) -

Darla Brochu 

非常感谢你寄给我的所有材料。 它帮助我成长为主的知识.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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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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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al…  

 
 



Optional to translate… (as you have time) 

史诗– 十一月 2017 年 

感谢“生活” 

教我 

教训  

一个在路加福音 17的故事告诉十个非常生病的男人. 他们所患的疾病，称为麻风病，很容易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 因此，他们不能在他们

的社区生活，与家人分离。 他们虽然与他人分离，却听见耶稣有权力治病。 

有一天耶稣来到他们住的城市。 他接近的时候，呼吁他怜悯他们。 耶稣已经同情并且医治了十个人。 男人很兴奋地跑出去告诉他们的朋友和

家人，他们被分开了。 但有一个人转过身来，回到耶稣面前鞠躬，并表示谢意。 其他九人从未回来。 

圣经说，因为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他是整体的。 这种疾病不仅消除了，而且身体的所有部分都被完全治愈了。 重要的是我们感激并且坚持真

正重要的事情。 总有一些我们可以感激的东西。 我们可以活，感谢“生活”。 

“凡事谢恩；这就是 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8. 

给我看 

活动 

需要的材料：写入或绘制的纸张和容器以存储纸张。可选：空白日志 

感恩应该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每一天都留下家人的时间来讨论和写下你感激的事情。.  故意意识到主给你们的许多祝福，包括你经常

忽视的小事情。 

记录祝福，画他们的照片，或写信给耶和华，感谢他。 将笔记存放在家中突出的容器中。 您可能希望创建一个感恩日记，并在家庭可以分享

，写入和装饰的空白日记中记录您的赞美时刻。 

时而将笔记从容器中取出并作为家人再次阅读。 

训练我 

祷告时间 

• 感恩是一种祷告。 为你的生命中许多祝福祷告祈祷。 这里有些例子: 

• 感谢耶稣治愈_______的疾病。 

• 感谢上帝为大自然的美丽。 树木，鲜花，阳光，温柔的微风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特别礼物。 

• 谢谢主为我的家人和朋友.   
• 感谢你生活中困难的情况，提醒我每一分钟都需要你多少钱。   

关于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由世界祷告/祈祷部门网络与女士们祷告国际联合提供 

女士祷告国际- ladiesministries.org 

世界祷告网络－ 儿童与青少年祷告* wnop.org / kidsprayer.com * kidsprayer@wnop.org  贡献人员: Colleen Clabaugh, Kimberly Terry, 

Wendy Ger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