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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五旬節教會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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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禱告 
由 Joy Haney 

  
上帝必須認為禱告是非常重要的. 他曾經在天堂的一個小瓶裡儲存你所禱告的

每一個禱告. "他拿了書卷之後，四個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羊羔面前，

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啟示錄 5:8). 注意

事項他沒有把它們放在便宜的容器中。聖徒的禱告對他來說是寶貴的。他把他

們藏在一個金色的容器中。他不僅聽到我們的禱告，而且還是永遠保護他們。 

 

我們被告知"不住禱告"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7). 我們喜歡經文那些告訴我們

上帝應該提供我們所有需要的，我們引用他們並由他們生活。有時我們忽略那

些告訴我們禱告的. 我們忽視他們只是不服從他們。那麼我們想知道為什麼我們沒有勝利，或者

為什麼我們沒有復興。 
  
禱告改變生命. 禱告是淨化. 禱告讓我們抬頭. 禱告是要求和接受. 禱告是所有事情的答案，因

為神回答禱告。禱告是觸動神。 
  

 

 

 



禱告是福樂... 詩篇 16:11 

禱告是安息... 馬太福音 11:28-30 

禱告是靈感... 約伯記 32:8 

禱告是權力... 使徒行傳 4:31 

禱告得到回報... 彼得前書 2:12 

禱告正在潔淨... 以賽亞書 6 

禱告是癒合... 歷代誌下 7:14 

禱告是能量... 使徒行傳 17:28 

禱告給信仰... 馬可福音 9:29 

禱告永遠存儲著... 啟示錄 5:8 

禱告給予信心... 約翰一書 5:14 
  
  
從葉當你祈禱由 Joy Haney. 經作者許可使用. 

 

 
注: Joy Haney 是主教已故的妻子 Kenneth F. Haney, 前任總檢察長. 她是五個孩母親，十位的祖母。她在退休和禱告

會上廣泛地前往世界各地，撰寫了 40 多本書。 

  

禱告戰士 
由 Mary Catherine Beek 
 

當我想到一個戰士, 我想到古老的日本戰士，他們如此敬業而又勇敢無畏. 在

整個歷史上，許多文化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類型的戰士，每一個人都聲稱是最好

的和最勇敢的。所有人都遵循一些榮譽代碼和儀式，認為他們是一個更好的戰

士。 
  

在申命記 20:1, 我們看到摩西鼓勵以色列人. "你出去和你的仇敵作戰的時候，看見馬匹、車輛

和比你多的人群，你不要怕他們，因為那把你們從埃及地領上來的耶和華你的神，與你同在。" 
  
今天, 我們可能沒有馬和戰車追趕我們，但我們確實面對真正的戰鬥。有人的戰鬥可能是之前的

罪惡在嘮叨他們。有些人可能會感到與上帝同行感到不安全。其他人可能只是為了家庭生活的日

常工作而奮鬥。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日復一日地面對的真正的戰鬥. 我們需要看到自己是勇士，堅

強，勇敢，無畏和紀律的禱告。 
  
"你以能力給我束腰，使我能夠作戰；你又使那些起來攻擊我的人都屈服在我的腳下。" (詩篇 

18:39). 
  
你覺得你的力量已經用盡了，還是你在拖著腳因為你在生活中缺乏承諾？記住，上帝已經照顧那

些與我們反對的人了。如果我們的禱告生活與戰士一樣，我們就沒有什麼需要怕的. 每一天，我

們都應該以一個王國的心態喚醒，並祈禱上帝在我們的生命和我們家庭中的意志。 
  
" 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過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約翰一書 5:4). 
  
這經文鼓勵我。作為基督徒再次出生，上帝已經答應我們可以成為征服者。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克

 

 



服我們的弱點。弱點可以打敗我們 - 或者通過禱告可以被打敗。 
  
古代戰士並不總是參與戰鬥. 然而，他們的儀式和信念卻一致。他們每天訓練，宗教上遵循例行

程序，而不是在戰鬥中戰鬥. 我們每天都不可能在一場戰鬥中，但是我們必須保持一貫的禱告，

建立與上帝的關係，更加強大。當情況出現時，我們不能跑到上帝身上。我們必須保持密切的溝

通，保持精神上的意識。 
  
這一些事情幫助我在禱告生活中變得更加一致 
  
• 指定禱告空間. 

• 設定特定時間(這可以改變). 

• 保留禱告日誌. 

• 有具體的禱告需求(禱告日曆，當地，區，全球需求). 

• 始終開始和完成讚美在你的嘴唇上. 

當你有這種結構在你的生活中，告訴你的家人. 包括你的丈夫和孩子在你的禱告時間。這將鼓勵

你的孩子們開始自己的禱告生活。這有助於我們的孩子知道和了解他們的禱告的力量。 
  
在一切都找到可以連接的東西，這將使你成為有目的的禱告。它會影響你的家庭，你的生活和永

恆。 
  
注: Mary Catherine Beek 是英國和海峽群島的傳教士的妻子. 嫁給 James Beek, 她有兩位珍貴的女孩, Cayla 和 

Alexa。過去九年來，瑪麗曾參與過各種青年事工，婚姻研討會，女士事工，音樂和領導力研討會，尤其是妻子和媽媽。 

  

為我們的孩子祈禱的影響 

由 Sharon Turpin 

一個炎熱八月的夜晚份他進入這個世界裡。這是很長的九個月了，我迫不及待

想終於見到他了。你可以想像令我驚訝和恐，當醫生告訴我們，我們的寶寶， 

慌, Dustin, 有脊柱裂. 脊柱裂發生在脊柱骨骼不能正確地在嬰兒脊髓周圍形

成. 雖然我不太了解這種類型的出生缺陷，但我知道這不是好消息。 
  
不知道 Dustin 是否會過夜，我們立即打電話給禱告戰士。雅各書 5:14 告訴我

們要求教會的長老們。禱告被提升為 Dustin，神控制著。 
  
通過信仰行事，生活在禱告上，我們通過了前幾個艱難的歲月。正如神所應許的那樣，許多奇蹟

經歷了時間。 Dustin 開始成長為一個聰明的小男孩。 

 

在他生命的開始，有一個特殊的紐帶，Dustin 和我姐姐的丈夫 Danny 開始發生。花了很多時間

在一起創造了一種強烈的愛，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才會增加。他們幾年來非常接近。 

 

不知道 Dustin 對 Danny 生活的影響，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相信 Danny 參加了我們當地教會的

複興服務。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改變了 Danny 生活的道路. 回想起來，我不記得那個特別的夜晚

Danny 錯過了很多教堂的服務. 幾天變成幾個月，幾個月成為幾年. 上帝完全改變了 Danny 的生

活, 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一個小男孩想要他的叔叔在教堂里和他在一起和不怕問他。聖經告訴我

 

 



們在約書亞記 1:9, " 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慌；因為你無論到哪裡去，耶和華你的 神必與你

同在。”. 
  
我們不知道我們與 Danny 的時間是有限的，但神確實。當他回到上帝身後，他在第一次服役之後

才活了十六年。他最大限度地為上帝而活著，講述了上帝如何使用一個三歲的小孩來幫助他找回

自己的方式。 

 

我們從來不知道上帝如何通過我們的孩子工作。我相信為他們禱告是對王國的投資. 我們的禱告

對孩子有強大的影響。祈禱神給予他們力量去做每一天他們需要做的每一天都可以改變一個孩子

的生活。它做了給 Dustin, 這也使他叔叔的生活有所不同。 
  
我經常想知道如果沒有讓 Dustin 活著的祈禱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今天會在哪裡? 他面臨著挑戰

，但神已經通過這一切給了他勇氣. 他從輪椅上講道，鼓勵別人永不放棄。從三歲到現在，他已

經看到許多人通過他的事工得到了聖靈。 
  
我鼓勵為我們的孩子禱告。我們對一個孩子的禱告的影響，不僅可以影響到那個孩子，還有許多

其他的針對他們的道路。我們永遠不知道我們為一個孩子禱告過多少生命會受到影響！ 
  
注: Sharon Turpin 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Dustin 和 Mashella. 她目前與她的丈夫, Rev. M. Turpin, as pastor's 

wife 在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環球事務部。沙龍目前擔任科羅拉多州女子總統，也是警司的妻子。 

從郵箱 

 

只是想說我多麼愛 Sis. Kim Haney 在 9 月號的文章。我的生活當然是早晨禱告改變，我希望許

多人會體驗到這個美好的特權! -Wanda Fielder, UPCI LM 連接總監 

 

很高興連接! 我是 UPCI 阿布扎比的禱告協調員，如果我們能收到您的一些禱告材料，那將是巨

大的。上帝保佑, Sis Nel 

這是美好的-謝謝耶穌. 我在巴黎的國際教會裡使用了這些翻譯。他們對女士們是如此的祝福... 

Tagalog 翻譯在幾個月內還沒有提供 - 我們期待再次收到。上帝保佑所有的翻譯! :) -Darla 

Brochu 

非常感謝你寄給我的所有材料。它幫助我成長為主的知識.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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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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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al…  

 
 



Optional to translate… (as you have time) 

史詩– 十一月 2017 年 

感謝“生活” 

教我 

教訓 

一個在路加福音 17的故事告訴十個非常生病的男人. 他們所患的疾病，稱為麻風病，很容易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因此，他們不能在他們

的社區生活，與家人分離。他們雖然與他人分離，卻聽見耶穌有權力治病。 

有一天耶穌來到他們住的城市。他接近的時候，呼籲他憐憫他們。耶穌已經同情並且醫治了十個人。男人很興奮地跑出去告訴他們的朋友和家人

，他們被分開了。但有一個人轉過身來，回到耶穌面前鞠躬，並表示謝意。其他九人從未回來。 

聖經說，因為一個人回來感謝耶穌，他是整體的。這種疾病不僅消除了，而且身體的所有部分都被完全治癒了。重要的是我們感激並且堅持真正

重要的事情。總有一些我們可以感激的東西。我們可以活，感謝“生活”。 

“凡事謝恩；這就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給你們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8. 

給我看 

活動 

需要的材料：寫入或繪製的紙張和容器以存儲紙張。可選：空白日誌 

感恩應該是我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每一天都留下家人的時間來討論和寫下你感激的事情。 . 故意意識到主給你們的許多祝福，包括你經常

忽視的小事情。 

記錄祝福，畫他們的照片，或寫信給耶和華，感謝他。將筆記存放在家中突出的容器中。您可能希望創建一個感恩日記，並在家庭可以分享，

寫入和裝飾的空白日記中記錄您的讚美時刻。 

時而將筆記從容器中取出並作為家人再次閱讀。 

訓練我 

禱告時間 

• 感恩是一種禱告。為你的生命中許多祝福禱告祈禱。這裡有些例子: 

• 感謝耶穌治愈_______的疾病。 

• 感謝上帝為大自然的美麗。樹木，鮮花，陽光，溫柔的微風都是我們每個人的特別禮物。 

• 謝謝主為我的家人和朋友. 

• 感謝你生活中困難的情況，提醒我每一分鐘都需要你多少錢 

 

關於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由世界禱告/祈禱部門網絡與女士們禱告國際聯合提供女士祷告国际- ladiesministries.org 

世界禱告網絡－ 兒童與青少年禱告* wnop.org / kidsprayer.com * kidsprayer@wnop.org  貢獻人員: Colleen Clabaugh, Kimberly Terry, 

Wendy Ger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