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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在绝望之中
由 Liane Grant

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做的事情，使我们绝望的的祷告。我们的母亲的心脏感到，
如果上帝不介入，情况会变得无法忍受，无论是对我们还是他们。
绝望是一种挥发性的情感;它可以指导我们在任何一个正面或负面的方向. 我们
不能试着用祈祷绝望的操纵神。 “上帝，你现在要照顾这个或。” 或者是什么
？我们将有一个精神崩溃？我们将停止祈祷，为我们的孩子？
不！在所有的事情，我们必须为神的旨意祷告。"如果我们照着 神的旨意祈求，他必听我们；
这就是我们对 神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 (约翰一书 5:14). 上帝不答应，我们永远不会感到
疼痛;有时它是需要吸引我们还给他。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为他的孩子们的生活会祈祷，即使他
们以苦为保存他们的灵魂？
我们无奈之下并没有规定上帝的时间.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每天都祈祷从睡眠问题的愈合。在
一个典型的夜晚，我会醒来八至十倍; 而在酒店里，它更像是四五十次。疲劳促使有些绝望的祈

祷，特别是当我照顾我的小孩，而全职工作并成为一个牧师的妻子。
我决定，我会得到我的身体上床了八个小时，每天晚上，剩下的就是过神来。我拒绝住在我的不
适。去年，上帝派一名年轻的传教士从另一个城市为我祈祷，那天晚上有一个显着的改善。后来
，当神带领我承诺一个健康的饮食事情变得更加完善。
上帝回答我绝望祷很久之后，我想我需要他，因为他知道我是多么可以采取，什么我需要通过这
个过程来学习。"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 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
过于你们承受得起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 (
哥林多前书 10:13)
当我正准备写这篇文章，歌曲由 Lauren Daigle 来到电台: "当你不动山，我问你移动; 当你不
分开的水我希望我能走过; 当你不给出答案，因为我哭给你; 我会信任，我会相信，我会在你信
任。" 让我们守住在绝望之中你的信心。

注：Liane 和她的丈夫 Scott 是职业生涯教堂种植在蒙特利尔/魁北克在 Metro 计划任务. Liane 正在攻读她的法文译
本博士。她是国王的翻译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者，也是法国文学合作社近日由 UPCI 形成的秘书。

绝望的祈祷
由 Rebecca Akers

哈拿没有儿女。
这是许多人的恐惧, 但在她的时间是比恐惧更大. 这是一个负担-这是她必须
随身携带。当她进入教堂（寺）的大门的女士们一旦发声杂音才停下来，因为
他们注意到她的存在。他们看着她的方式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那里。
她到处去，判断的看起来通过她的后脑勺。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没有吃。她不能。她的心脏太重
了，她的心太薄弱。她的丈夫质疑。 "你为什么不吃饭？ 你哭什么？你不爱我吗？“但是，他
永远不会觉得她的样子。
这种持续 - 年复一年的。这似乎痛苦，伤害和向往的无情的循环。
汉娜增长苦涩和愤怒. 为什么是我的神? 你为什么为我咒诅这个? 你不爱我吗? 你不能看大家
怎么看我吗？他们怎么审判我，并把我放下来？
于是，她感到厌倦。
她变得绝望。
她祈祷绝望的祈祷和发誓，如果上帝赐给她一个孩子，她会还给他。
还有在寺她给自己倒了，直到什么也没有剩下。直到她的精神是生她不再能说话。那一天，她离
开寺庙“她的面容不再难过。”

绝望是一种武器。当神的男人和女人都在拼命，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尤其是当他们祈祷。在圣
经的人多的地方大叫上帝保佑，求和平，求指导，对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在打的空虚。疲惫的，
原始的，绝望的 - - 如果你今天在那个地方上帝是愿意满足你在你的地方绝望。
编辑注: Rebecca 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女士谁喜欢和她所有的心脏服务的主. 她积极参与青少年事工，教导主日学校，
合唱团，赞美队唱歌和弹键盘。她还参与了球队的标志，木偶队和推广。她是学生会，是国家荣誉协会的她的学校的章
副总裁。在工作之余，她在医院每个星期的志愿者。Rebecca 帮助我在本通讯中的各种语言的分布。我很自豪地说，她
是我的孙女！ -Debbie Akers

绝望的祈祷
由 Dianne Showalter

绝望的祈祷是祈祷没有人告诉我们祈祷，一个让我们在我们的脸上，恳求上
帝的怜悯。最大的挑战是知道如何使它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祈祷，会让我们
感到自由，当我们从我们的时间与他产生。(读撒母耳记上 1:7, 15; 撒母耳
记上 2:1.)
一个在我生命中的转折点之一是当我听到传教士 Nona Freeman 讲述她的绝
望，她的孙子“的救赎。她哭了，因为她每天祈祷叫他们的名字。有一天，
上帝问她，"你相信我适合这份?" 她说, "是的，主." 然后他说，, "如果你相信，退出哀求我
，并开始弹冠相庆!" 就在那时，她握着他们的照片过神来，称他之前他们的名字，说：“主啊
，我谢谢你救我孙子！这将奉耶稣的名做！”最终，所有人都得救了！
当我们与人祈求领受圣灵，有时候我们要鼓励他们赞美，而不是乞求。真正的悔改是非常必要的
，但我们必须转移到一个新的水平，以获得比宽恕了。我们问他我们用泪水和激情想要的，但我
们没有住，每天等。我们必须在他脚前躺在我们的负担，并开始信任并宣布他的话，心里欢喜。
他正在做的工作！
在 1985 年我们被奉召作传教士萨尔瓦多. 我愿意，但是感到忧虑考虑我的孩子变成受战争蹂躏
的国家。在女士们的会议，我听到的汉娜把她小的孩子，萨穆埃尔，离开他在寺庙的独白。我几
乎能感觉到她牺牲的痛苦。我哭了两个小时，然后我又听见主告诉我，“如果你想留下来照顾你
的孩子，我会允许你，但如果你走了，我会照顾他们。”我的眼泪变成了感激和信任，拯救和喜
悦！我相信这些话很多次，甚至子弹进入了我们的房子，上帝一直忠实于他的话！
当我的女儿与类风湿关节炎疼痛。我哭了主，“为什么，主啊？她一直服了你，我们有信心为她
医治。你听到？”在这一点上我精神上把她抱起来，并在耶稣的怀抱奠定了她。我告诉他，我给
她背对着他做任何他想要的。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沉重的负担解除，信任开始。他听到我的
哭声！
注:
Dianne Showalter 她的丈夫作为传教士身边工作了三十年来，前往 100 多个国家，在许多名媛的会议发言。她的热情是
分享这宝贵的福音，帮助人们过得胜的生活他。她最大的快乐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孩子走在真理。

殊死!
由 Wanda Chavis

绝望是没有希望难耐的情况下的一个地方。我们如何应对绝望可兑付或羞
辱上帝。
多年来，面对哈拿绝望她哭得，生闷气，和悲伤。记得她吗？以利加拿的
妻子吗？

"...哈拿却没有孩子" (撒母耳记上 1:2, NKJV).
还有像空武器的疼痛没有痛苦。它总是与哈拿-但有些时候她的现实情况是比她更无法忍受。当
他们去示罗崇拜，并提供他们的家庭的牺牲，以利加拿会给家庭部分，庆祝神的接纳他们的平安
发行。因为她觉得很空，绝望，尽管他给了她最好的切割和试图孝敬她。在这些时候，看到所有
他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毘尼拿，笑和一起吃饭就像是在她的伤口擦盐。
年复一年，她会拒绝吃饭，因为她在屈辱坐在那里，抹着眼泪不速之客。毘尼拿揭示了那些时刻
，用她的眼睛，犀利的评论嘲笑她。
年复一年，哈拿的绝望将推动她出去庆祝活动，因为她的眼泪让位给呜咽。好几个小时，以利加
会试图安慰她，感到沮丧，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把事情做好。
然而，这种特殊的一年，她的心脏是如此绝望，她从未到她的帐篷哭泣的隐私，但倒在了寺庙的
地板上，哭了。她的心脏在上帝面前终于真相大白。

"哈拿在示罗吃喝完了，就起来。（那时以利祭司在耶和华殿的门柱旁边，坐在椅子上。）她心
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并且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
苦，记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
” " (撒母耳记上 1:9-11).
伊莱看到她绝望祷和误以为她喝醉了;但听了后，他给了她他的祝福和希望说到她绝望的心脏！
这个故事的延续，是耐人寻味的和丰富多彩的，但我想在这里结束我的想法。你在与你的绝望在
做什么？哭？抱怨？噘嘴？
我挑战你哭到神，提交你的未来给他，让满怀希望的计划！
你绝望是上帝的希望和愈合的机会。不要放弃。让上帝的话，讲生活变成你的情况。提交你的计
划上帝。许愿。他会给你带来快乐忧伤。赞美的服装会溶解沉重的精神。(读以赛亚书 61.)

注: Wanda Chavis 服务于北卡罗莱纳州区淑女部总裁，是受膏者扬声器和发表作品的作家。Wanda 也可以作为妇女的健
康和水化顾问。她是一个骄傲的母亲和 MaMaw 给她的孙子。

观看女子祈祷国际 1 分钟的视频片段.

从编辑

神 正 在 做 伟 大 的 事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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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bie 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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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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o Life Bibl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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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Network of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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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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