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禱告

女士們祈禱國際通訊

聯合五旬節教會

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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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女士祈禱國際在 Facebook 上
我們 facebook 有追隨者從美國，香港，菲律賓，瑞典，希臘，哥倫比亞，
加拿大，墨西哥，中國，肯尼亞，克羅地亞，荷蘭，加納，牙買加，波多黎
各，南非，斐濟，澳大利亞，奧地利，塞浦路斯，馬來西亞， 印度，法國
，智利，英格蘭，埃塞俄比亞，黎巴嫩，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挪威，洪都拉
斯，斯里蘭卡，新西蘭，所羅門群島，海地，印度尼西亞，巴布亞新幾內亞
，烏干達，盧旺達，蘇格蘭，丹麥， 玻利維亞，土耳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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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祈禱國際連結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Link

Facebook

此外，請邀請您的小組訂閱此免費通訊在: http://www.ladiesministries.com/programs/ladiespray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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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禱告
由 Jordan Brown

當我想到保護禱告時，我想到了“詩篇”。有幾個詩歌正在請願上帝，因為我
為我的家和我的家人禱告的神聖保護。我最喜歡的一些經文是:
"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覺，
因為只有你耶和華能使我安然居住。 " (詩篇 4:8).
"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裡正直的人。" (詩篇 7:10).
"認識你名的人必倚靠你；耶和華啊！你從未撇棄尋求你的人。" (詩篇 9:10).
"義人的拯救是由耶和華而來；在患難的時候，他作他們的避難所。耶和華幫助他們，搭救他們；他
搭救他們脫離惡人，拯救他們，因為他們投靠他。" (詩篇 37:39 -40).
"耶和華我的磐石是應當稱頌的。他教導我的手作戰，訓練我的指頭打仗。他是我慈愛的神、我的堡
壘、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人民服在我以下。" (詩篇 144:1-2).
詩篇提到神的許多屬性，指的是他的保護。他被稱為我們的盾牌，這意味著保護者，屏蔽或樹籬。
他被稱為我們的磐石，這意味著一個強化的地方，岩石，巨石或避難所。他被稱為我們的堡壘，這
意味著一個塔或強大的地方。他被稱為高台，意思是懸崖或無法進入的地方。我喜歡耶和華是高塔
，我們可以隱藏自己，成為敵人無法訪問的事實。
這些是上帝的精彩經文和屬性，我們可以為我們的孩子禱告。上帝願意將自己的保護提供給跟隨他
的人，並過著正義的生活。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求！
注: Jordan Brown 是 Mark Brown 的妻子, 母親為三個精力充沛的孩子，牧師的妻子在南達科他州沃特敦的耶穌教會和南達
科他州的女士們的總統。她是擁有聯合五旬節教會的執照部長。

神的保護
由 Jane Fortaleza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都可得到的幫助。 " (
詩篇 46:1).
我們的家庭每次在車上騎車都會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求上帝在日常生活中保護我們
。
有一天，在教會之後，我把所有的孩子帶回家，吃午餐。然後我十二歲的女兒傑
西卡要求在商店裡拿起一些東西上學。像平常一樣，我和女兒一樣祈求保護，我離開了家。在我們
路上離我們家不遠的地方，我看到這個禱告是以真實的方式回答的。
當我要在繁忙的街道上右轉時，我按下剎車，但沒有阻力。我們的車輛加快了，我們的方向盤變鬆
了。我們的貨車不是右轉，而是穿過兩條繁忙的車道，打了一棵樹。兩個安全氣囊充氣和煙霧來自
某個地方。上帝必須為我們清除道路，因為沒有汽車從任何一個方向來。如果我在繁忙的街道右轉

，我可能會碰到其他車。我們可能最終在醫院裡受了重傷，甚至死亡。親切的旁觀者趕緊幫助我們
，我的丈夫來了。醫護人員和警察來了，車道暫時關閉。我非常感謝上帝救了我女兒和我的嚴重事
故。
我不知道那天會遇到什麼危險，但禱告是有效的。上帝早點知道，在我們的需要的時候保護我們。
那麼平安知道上帝永遠照顧我們。如果他看到我們不知道的危險，那麼他也肯定會看到那些與我們
有關的危險，他也會幫助他們。
詩篇 34:7 告訴我們"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周圍紮營，搭救他們。"這節經文是一個向上帝擔
心的人的心靈帶來安慰和保證的承諾。上帝注意到小麻雀跌下來，他的話保證我們，"所以不要怕，
你們比許多麻雀貴重得多呢。" (馬太福音 10:31).
我的心充滿了感恩，神的保護和憐憫每天都跟著我們。為了服務一個每天照顧我們的神，並且將我
們從不確定的危險中提供給我們，這是一種特權。他每天都在看我們，使我們免受傷害和危險。相
信他的諾言，並記得感謝他，我們可能不會總是看到我們的保護。
注: Jane Fortaleza 是牧師的妻子和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的家人住在馬尼托巴省溫尼伯，在加拿大中部區擔任女士總統。她
的激情是為了為上帝而服務和活著。

禱告是有效的
由 Beth McFarland

母親的禱告可以改變任何情況的結果。漢娜祈禱，先知誕生了。 "那時我祈求為
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經把我向他所求的賜給我了" (撒母耳記上 1:27).
如果你覺得你已經禱告和禱告，似乎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絕對不要氣餒。上帝是
守信的。他的話肯定。如果我們代表我們的孩子繼續呼籲他的名字，我們將在適
當的季節收穫獎勵。開始感謝耶和華你想和你的孩子一起發生的事情。站在神的
道上。禱告是強大的 當你祈禱時，相信神正在給你的請願。
這是一個例行的日子。陽光明媚。我們十五歲的女兒，阿曼達，準備上課前一天。我準備自己與她
一起禱告，並在她把學校車駛往耶路撒冷的安吉麗亞國際學校之前給她抱抱。那一天，像其他任何
一樣，我要求耶和華保護她，保持清醒，防止任何可能接近的邪惡。她從三樓公寓的走廊進入電梯
。過了一會兒，我們從窗戶上看，當她進了巴士，正在路上。
我在這個美麗的平凡的一天出去了陽台。我的丈夫羅伯特在我們的小陽台花園裡正在澆灌植物和蔬
菜。我們花了一點時間談論，享受陽光。突然之間我們聽到了巨大的爆炸聲。我說：“哦，不，那
聲音來自耶路撒冷的中心，阿曼達會去學校。” 我們開始呼籲任何人或任何事情發生的上帝。
電話響了，阿曼達告訴我們她是安全的，但是自殺式的轟炸機在 HaNevim 街上非常靠近學校爆炸，
正好與她剛剛走過的路線一樣。我們開始感謝主對我們女兒的保護。自從上學以來，每天早晨我們
一起禱告，沒有任何話可以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們不知道上帝保護她在學校很多次，但那天我們
有具體的證明。他聽到義人的禱告。
"因為他為了你，會吩咐自己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護你。 " (詩篇 91:11).

注: Beth McFarland 作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 UPCI 的代表。羅伯特的妻子，克里斯的母親，馬特，阿曼達和安格利娜，阿
拉納和康納的祖母。她是 Robert 的妻子, 母親為 Chris, Matt, 和 Amanda 和祖母為 Anglina, Alayna, 和 Connor

從郵箱
親愛的 LPI，只是通過電子郵件說，通訊是無價的。欣賞這個詞。
Ruth Maetala, 所羅門群島全國女子總統

觀看女子祈禱國際 1 分鐘的視頻片段..

從編輯器

Debbie 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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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語和越南語。
我們有一個臨時的日本翻譯; 請幫助我們為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其他譯員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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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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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LinkText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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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