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上了耶稣 
 

女士们祈祷国际通讯 

  

 
 联合五旬节教会                十二月 2017 年 

 

 

拜访（女士们祈祷国际时事）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在 Facebook 和 "喜欢" 

我们的页! 
 

爱上了耶稣 
由 Vercinia Reed 

 

 

爱情经常以令人兴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激动人心的情绪开始，引导人们

狂喜地宣称：“我爱上了！” 

 

当我和我丈夫见面时，我们隔了两个小时。 那时我们没有手机，所以我们

依靠固定电话，答录机和信件。 他第一次打电话，我不在家。 当我回电时

，他不在家。我们终于说了几个星期，但是当我们说完之后，我们聊了好几

个小时。从愚蠢到严肃，我们从来没有期满过要说的话。我们开始分享希望

和梦想，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深层次的感情发展起来，把我们从友谊变成爱。 此外，我们希望

人们知道！ 

 

我们是否爱上了最重要的人？ 有我们的孩子?  通过他的话语，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爱上他。 

 

 

 



 

• 花时间与他沟通.  公开阅读圣经。 为和同你的孩子祷告.显示对他的信任。 他是可靠

的.  "这位 神，他的道路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是投靠他的，他都作他

们的盾牌。" (撒母耳记下 22:31). 

• 谈论他.  我们越花时间去了解他，我们的爱越强大。 随着我们的爱与理解的增加，我

们自然会谈他的话。 

• 采取行动。 喂饱饥饿的人，给穷人穿衣服，照顾病人，说一句善意的话。 让你的孩子

参与进来; 信仰和作品齐头并进(雅各书 2:14-26).  充足的机会比比皆是. 

• 庆祝你与耶稣的关系.  "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 神为乐。" (哈巴谷书

3:18).  在赞美和崇拜中大声唱歌. 

 

十九年的婚姻，两个孩子，以及后来的许多责任，我明白，爱不仅仅是情感.   这是一个需要一

致的承诺和意图的选择。 上帝的爱是无情的，毫无意义的.  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从中分离.  当
审判来临的时候，祂已经许诺永不离弃我们，也不离弃我们。 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是忠实的

，只是为了原谅我们。 当我们感到无比希望时，他的慈悲每天早上都是新的。 他的恩典就足够

了。 哦，伟大的爱！ 

 

你是否全心全意地尽心，全力，全意地爱他？ 他正在追求这种关系。 它可用于我们，并可供我

们的孩子使用。 爱上耶稣是美好的; 留恋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比知道我们的儿女真理行事更大

的喜乐了（约翰三书 1：4）。 

 
  
注: Vercinia Bailey Reed 和她丈夫, Brad, 担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AIMers，他们在那里牧师丰盛的生命教会。 他

们有两个孩子, Jaden,十岁和 Elias, 三岁. Vercinia 在通信科学与疾病领域拥有 BHS 和 MHS，并在 2003 年移居阿联酋

之前担任语言病理学家。 

  

试图信仰或疲倦的信仰 
由 Jerolyn Kelly 
 

当我们在教会里以信仰为题材的女士圣经学习时，我们开始阅读希伯来文第十

一章名人堂. 当我们轮流阅读时，其中一位女士误读了亚伯拉罕诗篇的一部分

，并说“疲倦”的信念而不是“被试用”的信念。 马上，这个漏洞说出了我

的精神。 

 

我有多少次达到了信仰的疲惫? 我不是在自欺欺人谁发现自己在这个地方. 这

是现实! 显然，忠实的父亲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已经厌倦了信仰. 考虑到

他们等待承诺的孩子多久，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对莎拉深表赞赏。 虽然我是

从另一个国家移民的，但是我不确定我能做些什么。 当我离开我的家和熟悉的环境，我知道我

要去的地方。 莎拉不得不离开，不知道她要去哪里。  

 

 

 



通常，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信仰刚刚枯竭的地方。我们继续做我们所知道的

所有正确和好的事情。我们一直站在上帝的应许之上; 我们保持乐观的态度，说出积极的话语. 

我们吃得好，睡得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们祈祷，我们阅读和冥想的话语; 我们代表真理和

圣洁. 我们传福音 我们的弟子 我们投下异象，鼓励别人. 我们不是要放弃，而是自然而然地在

精神上感到厌倦。 
  
回顾亚伯拉罕和撒拉，我们需要记住，当他们的信心显得疲惫和放松一点时，他们变得易受自己

的思想和设备. 他们做出了今天依然影响世界的选择. 夏拉的婢女夏甲，给亚伯拉罕，以实玛利

出生，成为阿拉伯国家之父. 萨拉所翘首以盼的以撒成了犹太国的父亲。 他们疲惫的信仰给全

人类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我的思绪反射到熟悉的经文: "不要疲倦，因为在适当的季节，如果你没有放弃，你就会收获

." 正如这位女士在我们的圣经学习中漏掉了我们的话语，我们也可以不经意间，甚至不知道它

陷入了疲倦的信仰. 请记住亚伯拉罕和撒拉，并且在这个时候认识到你对敌人的装备的脆弱性。 

坚持上帝所赐给你的异象和应许。 不要让缺乏结果或缺乏证据证明你的信仰会阻碍你。 
  
我的丈夫经常说，即使他不活着看到上帝所答应的复兴，他仍然相信. 这不关乎你和我! 我们永

远不知道我们的努力可能会持续多久。当我们的信心受到延伸和试炼时，请放心，上帝与我们同

在。 

 

也许，回顾过去的几年，你的信心变得疲惫。 我向你挑战，当你的信仰被尝试时，不要让它感

到厌倦！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两个字母的反转，并尝试（tried）的话变得累了(tired). 在我们的精神散步

中，这种事情可以很容易发生，甚至没有意识到。 我每天必须与圣灵保持一致，并坚守上帝的

应许。 即使我的信仰经常被尝试，我也不会让我的信心疲惫！ 

  
注: Jerolyn Kelley 喜欢在北欧做传教工作。 她住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并感谢上帝为她美妙的丈夫，孙子和孙子们

。 

  

从邮箱 

 

 

Dios les bendiga （西班牙语） 

Gracias por los correos, los he estado recibiendo en Inglés, pero gracias a Dios, me 
di cuenta que también lo tienen en Español, estoy feliz de poderlos recibir en 
Español!! Se que seguirán siendo de gran bendición para mi vida y para todas las 
hermanas de mi congregación, donde la mayoría mas que todo entendemos Español. 
Gracias y estaré atenta. -Gloria Q 
 

(翻译) 上帝祝福你 

 

谢谢你的发帖，我一直以英文接受，但感谢上帝，我意识到我也有西班牙文，我很高兴能够用西



班牙语接收！ 我知道你们将继续为我的生命和会众的所有姊妹们祝福，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比我

们懂西班牙语的多。 谢谢，我会细心的. -Glori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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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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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帮助我们传播有关免费通讯和 Facebook 页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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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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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们的社交网站上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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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iesMinistr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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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