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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訪 （ 女 士 們 祈 禱 國 際 時 事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在 Facebook 和 "喜 歡 " 我
們的頁!

耐心禱告
由 Karen Hatcher

耐心不是自然而然地從我來. 這是一種學習的行為. 我小時候最早的一段記憶是我
父親引用了路加福音 21:19, "Karen, 你們要以堅忍的心志，贏取自己的靈魂. '"
聖經是清楚的; 我們必須有耐心接受承諾. "你們還需要忍耐，好使你們行完了神
的旨意，可以領受所應許的。" (希伯來書 10:36). 聖經也同樣清楚，審判幫助我
學習耐心. "不但這樣，我們更以患難為榮；知道患難產生忍耐， 4 忍耐產生毅力
，毅力產生盼望；" (羅馬書 5:3-4).
當我把問題交給耶穌的時候，我相信他. 對上帝的耐心證明我相信他. 我是否相信上帝在正確的時
間和正確的方法照顧我的情況? 當我完全放棄並轉向上帝時，我為什麼要強調和擔心? 想著，也許
，但不用擔心！
有時候，我們的孩子會做錯選擇。無論他們離神有多遠，只要他們有呼吸，我們就必須祈求上帝繼
續推動，應對，表現憐憫，並給他們悔改的機會。不要放棄。如果我們的死亡來臨在我們的孩子悔
改之前，我們的祈禱是在上帝面前的紀念(使徒行傳 10:4). 他仍然行徑祈禱也許已經祈禱的禱。

我相信同我孩子嗎? 等待! 他們不是他的孩子嗎？難道上帝相信我來提高他們嗎？我可以相信上帝
，足以將我的任性孩子放在祂的腳下? 他們年輕的時候，我的孩子們會哭泣一個破碎的玩具，並期
望我修復它. 一旦他們把它交給我，他們就嗚咽起來，但從來沒有試圖搶回來，或在等待時發脾氣
。為什麼我不能那樣相信上帝？上帝不是把宇宙放在原地嗎？他沒有創造食物鏈嗎？當他創造人體
時，他不是在想全部嗎？我為什麼認為他不能處理我的問題？
上帝不是在需要之前預測和考慮贖回計劃? 受逼迫時，上帝沒有照顧他的先知嗎？神不知道麻雀何
時降臨？我為什麼認為他不關心我的問題(彼得前書 5:7)? 我可能不知道他將如何或何時回答。我所
知道的是上帝: 1 在控制之中; 2) 我的最大利益在心; 3) 會回答; 和 4) 將做我的權利. "你要把
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他必扶持你；他永遠不會讓義人動搖。" (詩篇 55:22).

注: Karen (Bernard) Hatcher 由傳教士父母在韓國長大. 她十歲開始在星期天上課，十六歲時上教堂樂隊。她和她的丈夫,
Charles Hatcher, 直到 2009 年退休. Karen 目前擁有一個更好的郵件服務，並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岡薩雷斯市非常活躍.
Hatchers 參加在岡薩雷斯的維達中心。

有耐心在禱告
由 Anne Johnston

"你們也應當忍耐，堅定自己的心；因為主再來的日子近了。" (雅各書 5:8).
我們生活在一個想要即刻一切的世界. 沒有時間做飯了，所以在微波爐裡放一些東
西，馬上準備好. 不能等待咖啡機振作，所以嘗試一些速溶咖啡，或使用豆莢. 在
交通中，如果我們不立即踩下油門，燈光變綠，急躁的司機就會鳴喇叭. 無論他們
只是去下一個加油站或咖啡吧。
耐心是今天很少人擁有的，有時這會影響我們的祈禱生活。我們通過請求來到上帝面前，我們希望
立即得到答案。我們不想花時間等待他，並相信他向我們展示他的方式，或者提供我們的迫切需要
。當我們沒有立即得到答案時，我們認為上帝不在乎，或者他沒有聽我們說話.
上帝讓亞伯拉罕和撒拉承諾他們會有一個兒子，並從他那裡來一個偉大的國家。但隨著年齡的增長
，他們變得不耐煩，並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努力. 結果，以實瑪利出生了，但他不是上帝所打算的。
在他準時的時候，艾薩克出生了. 如果他們只是耐心地等待主，那麼為他們來說生活會有多好。
當利百加生了兩個兒子時，預言說老年人會為年輕人服務. 雅各不願意等待上帝制定他的計劃，並
且計劃從他的兄弟那裡獲得與生俱來的權利。他的母親也變得不耐煩，併計劃了一種方式，雅各可
以從他父親那裡得到祝福。如果他們耐心地等待主求解，而不是試圖匆忙上帝，那會好多少。
很多次，我們都為神的兒女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的安全，並在他們的生命中有他的道路. 他們經常
偏離我們所教導的事物，並且懷疑上帝在做什麼. 看來魔鬼極力阻止他們服侍主。我們記得我們將
他們奉獻給主並要求祂拯救他們的那一天，但現在他們似乎對上帝的事情沒有興趣。繼續祈禱。
雅各書 5:16 說, " 義人祈禱所發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果上帝已經給了你一個承諾，堅定
的承諾，知道上帝會移動天地來實現他所許諾的.

注: Anne Johnston 是 UPBI 的畢業生(現在東北基督教學院) 在新不倫瑞克省和一位部長的孩子，她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參與

過福音工作的各個方面。安妮出席位于魁北克省 Pointe Claire 的西島聯合五旬節教會，並與國王譯者合作。她是三歲的母
親和六歲的祖母。

愛上了耶穌
由 Debby Sanford

"愛上了耶穌,
愛上了耶穌,
愛上了耶穌,
是我做過的最好的事情，曾經做過."
(歌詞由 Jonathon Butler)
愛上耶穌是我們生活中經常遇到的許多掙扎的答案. 當我們真正愛上他時，他就成為我們所做事情
的焦點。
當我愛上我的丈夫時，他成了我最想要過時間的人. 他是我想分享重要新聞的第一人. 他是我最看
重的觀點，當我需要我的建議或舒適時，他是我的一員。
當我們愛上耶穌時，我們試圖與他共同度過，並與他度過. 禱告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特權和一
種榮耀，當我們進入我們靈魂所喜愛和渴望的那個人的面前時. "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
溪水。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我甚麼時候可以來朝見神的面呢？?" (詩篇 42:1- 2). 當我
們真正愛祂時，祈禱已經不再是我們那天必須努力的事情- 在我們的待辦事項清單上再加上一項我
們匆忙努力的承諾。它成為我們那天的亮點 - 甚至是我們整天帶著我們的態度和心態。
當我們愛上耶穌時，他的意見對我們最重要。我們試圖取悅他的生活方式. 讓我們的生活用聖言反
映出戒律並不是一種負擔. "你說：“你們要尋求我的面！ ”那時我的心對你說：“耶和華啊！你
的面我正要尋求。 " (詩篇 27:8). 當我們愛祂時，我們對祂話語的順服將真正來自我們的心靈。
當我們愛上耶穌時，我們直接與力量和力量有直接聯繫.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耶和華是我
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我救恩的角、我的高
台。我向那當受讚美的耶和華呼求，就得到拯救，脫離我的仇敵。" (詩篇 18:1-3).
我們希望與其他人分享這種愛和這種力量 - 尤其是我們的孩. 當我們為他們祈禱時，讓我們確保我
們正在塑造如何愛上耶穌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讓他們看到真正愛他的興奮，平安，力量和喜樂。
讓他們知道，毫無疑問，“愛上耶穌是我做過的最好的事情。”
注: Debby 是牧師的妻子，媽媽，奶奶，女士事工部長，老師，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參與了一生的冒險,
Reverend Dale Sanford, 在新墨西哥州的克萊頓種植一座教堂.

從編輯器

上帝在做偉大的事
上帝打開了許多門，這個通訊現在有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荷蘭文，葡萄牙文，俄文
，希臘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斯瓦希里文，匈牙利文，菲律賓文，印
度尼西亞文，羅馬尼亞文，意大利文， 挪威語，波蘭語，印地語，格魯吉亞語，日語，瑞典語
，越南語和孟加拉語。請幫助我們為塞爾維亞文，保加利亞文和其他譯者禱告。
如果您希望收到任何上述翻譯請發送請求 LadiesPrayerInternational@aol.com，我們會很高興你加入到我們
的郵件列表!
拜訪（女士們祈禱國際時事）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在 Facebook和 "喜歡" 我們的頁

親愛的禱告團隊領導，請訪問女士祈禱國際在 Facebook 和“喜歡”我們的
頁面!
Facebook 女士祈禱國際連結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Link
此外，請邀請您的小組訂閱此免費通訊在
: http://www.ladiesministries.com/programs/ladies-prayer-intl 或電子郵件請求
:
LadiesPrayerInternational@aol.com
請與您的教會，朋友和家人分享此信息。感謝您作為這個繁榮的禱告部的一部分，並幫助我們傳播有關
免費通訊和 Facebook 頁面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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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支持的部委…
TUPELO CHILDREN'S MANSION
兒童生活在機會來靈性成長，身體和情緒的環境
NEW BEGINNINGS 產婦護理產婦分娩考慮收養和收養孩子的夫婦安置.
HAVEN OF HOPE 程序的女孩年齡 13-16 行為和情緒問題.
LIGHTHOUSE RANCH 男孩醫治破碎和傷害青少年的男孩的生命.

你訂閱反思的雜誌?
這雙月出版物將祝福和激勵你.文章是聖經和有關今天的使徒女士。訂閱自己，朋
友，或訂購為你的教會一包。

網上訂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