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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我的孩子与神同行
由 Diane Green

神的话语参考挪亚和以诺谁与神同行(创世记 5:24 and 6:9). 神不只是
希望有一个选择的几为与他同行，但他希望每个人都与他有关系的，尤其
是我们的孩子。
我的家人喜欢户外活动，所以对我的孩子和孙子们抽出时间从繁忙的日程
中去野营在一起是对我很重要。它是一种愉悦为我和我的孙子一起同行和
体验生活从孩子眼中。当我跟他们走，我们交谈，欢笑，探索我们周围的新事物。有欢乐
和兴奋在我们的旅程在一起。正如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冒险步行路程我相信我们能分享和
表达对我们的孩子同样的感受，对与主走并具有关系的是令人愉快的和令人振奋。
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我们的孩子和孙子的生活里。我们覆盖他们用
祈祷，并祈求天主给予他们一个投标心脏对上帝的东西和一个愿望走在义路。由于我们的
孩子成熟，我们祈祷他们能坚定不移地发展基督徒的品格，并学会把他们信靠神，而不是
人和物。
当我们与别人步行，会发生什么？试想一下，你和亲密的朋友正享受着一条乡间小路散步
。你是近在咫尺。你们说话，笑，听，并分享你们的心。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人几乎
一切的排斥。你注意到你或偶尔分心身边的美，而只是指出来你的同伴。你一起分享。你

们在和谐，你们俩享受宁静的情谊。
与神同行意味着你和上帝处于你的生活达成协议. "二人如果没有约定,怎会同行呢？" (
阿摩司书 3:3). 与神同行意味着你具有调整了我们的意志与他并寻求日常要考虑自己"与
基督同钉十字架" (加拉太书2:20).
这是不难找出谁与神同行的人。他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周围的世界，就像在夜间
天上的星星(腓立比书2:15). 他们生产的圣灵的果子，而不是肉体欲望的果实(加拉太书
5:19-22).
在使徒行传 4:13 彼得和约翰已被逮捕因为他们说教和被带到有关当局之前。 "他们看见
彼得和约翰的胆量，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就很惊奇；同时认出他们是跟耶
稣一伙的，" 当我们与神每天都同行，世界不禁认识到，尽管我们的不完善和缺乏在某些
领域的知识，我们已与耶稣。
注: Diane Green 作为得克萨斯州区女总裁部委。她有三个孩子，与配偶一起，和十个精彩孙子。她的丈夫，牧
师 Mark Green，在布罗德斯，得克萨斯州牧师。

与神同行
由 Terry Sedra

我丈夫和我经常拿轻快散步在晚上我的手在他的弯曲胳膊肘。我喜欢我的
加长步伐和调整我的速度，以配合他，直到我们都走作为一个单元。我喜
欢一个上升的美妙感觉流动上下一起作为我们行进的道路上加速。
我们在我们与上帝的精神步行的目标是，以适应他的速度和方向，直到我
们与他的流动。我们越动为一体，具有神，亮你的见证给其他人。父母，
祖父母，老师，或任何人谁遇到孩子的，我们需要有目的地教我们的孩子与神顺利，密切
行走。
以诺是其中的两个男人圣经告诉我们与神走一相对于行走
在上帝面前，或上帝后行. (第二个男人是挪亚.) 以诺住在长寿时代。 他的父亲活到九
百六十二岁和以诺的儿子活了九百六十九年，但我们读到以诺的地球上的生命被缩短。他
有一个儿子当他六十五岁，然后三百多里，他"和 神同行，所以 神把他取去，他就不
在了。" (创世记 5:24).
显然，他们谈，当他们走，而上帝告诉以诺未来的事情。在犹大 14，我们发现以诺预言"
主必同他的千万圣者降临"我可以想像，每步行给他带来了越来越接近他的上帝，直到他
被不断地想着他，获得方向为生活问题，喜悦谈心。神也享受散步. 有关以诺更多信息可
在希伯来书 11:5 被发现. "他已经得了 神喜悦他的明证。"所以神翻译了他，或把以诺
和他在一起，绕过死亡。两人有很好的关系。
让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培养一个美丽步行与上帝的关系。
1. 不要让选择为去教堂，一起祈祷，阅读圣经.
2. 从出生开始，带孩子去祭坛与你祈祷和崇拜。牵他们的手，步行或叫喊，一起跳
时，当能力降下。
3. 帮助他们每天带他们的请愿书和问题到主。
4. 在日常生活活动指出神的属性证据。

喜悦我们将共同经历，当我们转换到与我们的神。
注: Teresa Sedra 是 Mokhles Sedra 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母亲。她和丈夫在埃及工作的代表。

我覆盖
由 Pam Dobbs

也有一些是关于我们的人性不喜欢雨滴或性质的任何元素强行敲打下来。
然而，如果我们走出去到暴雨，冰雹或雪没有什么保护我们，在几秒钟内
，我们成为从天上落下到冷却元件浸泡. 我们明白，如果我们想避免成为
与雨声饱和，我们必须采取一些保护类型。
2 月 10 日是公认世界作为全国制伞日。雨伞和遮阳伞设计为主要手持便携
式设备为涵盖。是不是很神奇，这样一个共同的项目已获得全世界的认可
？然而，这个简单的覆盖能提供数以百万计的人的保护。当走出到有力的降雨，关键要保
持干爽是保持伞的保护下。我们找住处，从恶劣的天气条件。从它的保护下走出，我们打
开自己到我们周围的环境。
作为圣灵充满了神的孩子，我了解的精神倾盆大雨会来的。每一天，我选择将自己在他的
保护，最终的保护伞。我选择通过这一其和神牵手。从他的安全保护伞之下，我尊重他的
权威和服从他的话语，而深入到丢失和死亡。
我想起的词从诗篇 23:6: "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
殿中，直到永远" 让我们从这个当今世界的风暴抬起我们的头，专注于耶稣为我们在耶和
华的殿中。虽然我们他的伞的保护下走近与他，我们宣布我们周围的元素，他是“我的覆
盖。”

注: Pam DOBBS 曾在外交部与她的丈夫, Dr. Mike Dobbs, 超过 28 年.Pam 字活着复兴中心在密西西比州威金斯
牧师先后为 UPC 内女士部委的热情。 2001 年，她成为了密西西比河区女人街委员会的组成部分，于 2009 年被
评为作为女总统。 Pam & Mike 有两个孩子，Ashley 和 Adrian。他们有三个孙子，Aidan, Jaron 和 Joycelyn,
他们叫她 "MyMy".

从信箱
亲爱的 Sis. Akers
我今天收到四月淑女通讯。其中一个重点，今年澳大利亚国家妇女事工的是为浪子祷告。我们有一
个战略计划的祷告。我具有共享简讯在我们的 NWM Facebook 页.
神正在做伟大的事情！我收到了一个儿子谁一直没在教堂两年多的赞美报告。他在教堂在复活节星
期天是并允许有人来为他祈祷！
我们已经创建了浪子数据的基础上。每个谁提交了浪子的名字被给别人的浪子名字为他祈祷。我们
更新每 3-4 个月的列表中。所有的细节都保密。我们的女士们具有得到了极大的鼓舞知道别人在祈
祷他们的浪子，以及他们！
祝福,
Sis. Jena Grech, 澳大利亚妇女事工总裁
~~~~~~~~~

亲爱的 Sister Akers
我传教士到台湾。我们全都是华人。我知道女士（和男人）很想有繁体字的华文版本。你可以开始
发送这些给我，我会打印出来，分发。请将这一个，我今天 2016 年 4 月收到。
上帝保佑并保持了伟大的工作，你夫人为我们做传教士。
Rev, Leonard E. Richardson, 教士，台湾

观看女子祈祷国际 1 分钟的视频片段.

从编辑
上帝怎在做伟大的事！

Debbie Akers

上帝打开很多扇门，这期通讯现可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
荷兰语，葡萄牙语，俄语，希腊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捷克，中国
，斯瓦西里语，匈牙利语，他加禄语，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意大
利和挪威。展望即将加入的波兰！请帮我们祈祷塞尔维亚，保加利亚
和日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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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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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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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Network of Prayer
UPCI
My Hope Radio
Multicultural 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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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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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