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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所思念的 
由 Ginger Labat 

 

在我大女兒的教室裡有一個標題“想想看” 閱讀: 
  
1. 小心你的想法，思念變成文字. 

2. 要小心你說的話，因為話變成行動. 

3. 要小心你所做的事情，因為行動變成了性格. 

4. 小心你的性格，因為這是你. 
  
這不是很棒嗎，那些看起來很簡單的事情一個意念，最終可以決定你如何行事和所成為的人？所

羅門這樣說, "因為他心裡怎樣計算，他的為人就是怎樣" (箴言 23:7). 
  
馬丁·路德說, "你不能讓鳥兒飛過你的頭, 但你可以阻止他們在你的頭髮築巢." 這是真的. 據

估計，一般人每天有五萬到七萬的意念。這是很多鳥要走開。 
  
謝天謝地，我們已經得到了完美的過濾器在腓立比書 4:8 為成千上萬的意念中的每一個. 我們的

意念應該是真實的、莊重的、公正的、純潔的、可愛的、聲譽好的，無論是甚麼美德，甚麼稱讚

。如果它不屬於這些類別之一，則不應該留下來 
  
難怪詩人祈禱, "神啊！求你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試驗我，知道我的意念" (詩篇 139:23). 我們的思想為我們所是及我們將成為的人來說至關重要

。 
  
同樣，我們的孩子的思想對於他們及他們將成為的人說至關重要。研究表明，早些時候我們被教

授某種特定的技能，如語言，音樂甚至社會學科，學習起來就越容易，被接受的可能性也越大。 

 

 

 



  
花時間在年輕時積極主動，遠不那麼複雜比等待和被動. 早期的教學設定了標準。給聖經的理解

，為什麼和應該如何做。這是他們回到他們的餘生的參考點。 
  
我一直告訴我的女孩，我的工作是讓他們在身體上，情感上，精神上和精神上健康. 我們的孩子

可能並不總是遵循我們所教的內容，但它使他們有機會成為自己的最佳版本，並為成功做好準備

。 
  
我們通過我們所說的，我們如何行事，以及如何生活來教導; 但我們不能傳授我們不擁有的東西. 

我們必須爭取我們的意念，因為意念不會自動與上帝的計劃相一致. 通過每天的禱告和道，我們

可以保持新的意念，使我們的意念不斷與真理保持一致。這是一場值得戰鬥的戰鬥！ 
  
注: Ginger Labat 是妻子給 Brian 和媽媽為 Brielle 和 Ashlyn. 她和 Brian 一起在芝加哥郊區的牧師教會工作, 在伊利諾伊州地區女士

委員會任職，並在國際上為女士們舉辦會議和活動。她對墨西哥和所有巧克力都有愛  
  
 

 

思念這些事 
由 Bethany Sledge 

 

"我不是警告過你不要這樣做?" "我需要多少次要告訴你. . .?" "我不是說. . 

.?" 聽起來有點熟? 當然，你正在像我一樣思考的, "是的，這是主對以色列人

所說的話, 向門徒和我." 哦，那不是你的想法? 你以為我在說你的家人? 是的

，還有我的家人. 然而，我們清楚地看到，神從一開始就知道兩個來源的教育

結果: 模仿和重複. 
  
就像大人一樣，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學習. 所以，保羅寫道, "你們在我身上所

學習. . . 所領受、所聽見、所看見的" (腓立比書 4:9). 彼得說, "因此，你們雖然已經知道這

些事，又在你們已有的真道上得到堅固，我還要時常提醒你們。" (彼得後書 1:12). 如果我們一

定要有實例並多次聽到真相，我們的孩子還需要多少這些方法? 
  
主引導了申命記 6:7 他的人民應該“不斷地教訓”教導他們的孩子, 標誌著不斷的指導，他表示

教學應該延伸到每一個地方。我的家人是否在市場上和忙碌中看到我與耶穌的關係 - 因此人潮緩

慢，還是我把它放在“教堂”和“在家裡幾分鐘”的隔間？ 
  
孩子們模仿別人，所以我的榜樣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榮耀上帝. 世界各地的孩子們在家裡玩“教

堂”，因為他們重現了主日學校和敬拜服務. 我對上帝的讚美和回應是否證明了他們遵守的安全

模式? 如果他們把我的作為一種模式，耶穌會喜歡他們的崇拜嗎? 當我聽到我的祖父母和父母與

上帝交談時，我從小就學會了愛禱告. 作為中介的機會似乎是我所渴望的高尚的榮譽，因為我看

到它在行動。 
  
祈禱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透露她的心. 耶穌不會誤解，誤導或誤判我們. 他的改正永遠是對的

，他永遠是好的. 詩篇 28:6-7 顯示禱告的進展: 1 ) 我禱告, 2) 他聽到, 3) 我加強了, 4)他幫

我, 5) 我學會相信, 6) 我很高興, 和 7) 我大聲表示感謝. 願跟隨我的人學習行使這種體驗耶穌

愛的特權，因為我每天都活著和教導它。 

 
注: Bethany Sledge 在德國與她的丈夫一起服務，建立和培育上帝的教會。教孩子關於耶穌是她的負擔，激情和愛。  

 

 



 

默想上帝的話語 
由 Carol Clemans 
 

 

 

上帝，我們偉大的造物主和救主，知道意念和言語的力量. 我們通過創造我們

的感受的意念來運作，然後我們通常根據我們的感受采取行動. 當生活的環境

變得艱難的時候，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生活中消極的一面是很容易的。通過負

面的毒性思維將我們拖入絕望的深淵是魔鬼的喜悅. 神與耶穌基督一樣，親自

與撒但親自相遇。 
  
撒但是謊言的父親. 他扭曲和盤曲上帝的真理，並將這些謊言描述在我們的心

中. 這是魔鬼的計劃，分散我們遠離上帝和他的話語. "生與死都在舌頭的權下； 

愛把弄這權柄的，必自食其果。 " (箴言 18:21, NKJV). 
  
當我們談到否定的時候，就好像在靈魂和自然中對我們的人生夢想和目標宣判死刑. (我們的大腦

甚至變黑.) 當我們選擇積極思考和講話時，我們的精神和思想就是在說話。我們的大腦亮起來，

並建立新的連接器。 (參考: Dr. Caroline Leaf.) 我們的身體對於我們的思想和言語，要么是

為了健康，要么是為了思想，身體和靈魂的疾病. 
  
我們的思想和言語不僅影響我們的生活，而且影響我們周圍的人們的生活. 我們的家人，朋友，

鄰居，同事們等等都是“看我們”的書. 我們所有人都有影響力。我們是在向別人反映上帝的榮

耀嗎"在我們的身體和精神屬於上帝" (哥林多前書 6:18-20)? 
  
上帝，我們精彩的參贊，在腓立比書 4:8 說(NKJV) "最後，弟兄們，凡是真實的、莊重的、公正

的、純潔的、可愛的、聲譽好的，無論是甚麼美德，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應當思念。 " 
  
在生活的每一個環境中，我們都要選擇冥想真正的，高尚的，公正的，純潔的，可愛的，善良的

，有道德的，值得讚美的事物。我們必須問自己, "上帝對我的人生的真相是什麼?" 上帝說, "譴

責魔鬼，他會逃離你的." 選擇專注於神的祝福。萬事萬物都要感謝他。 
  
當我們選擇感謝上帝的祝福時，他每天都給我們力量去愛祂，在任何情況下都服侍祂。信仰在生

命的風暴中強盛起來。繼續相信上帝的東西，你不能看到。永不放棄。默想上帝的話語。 
  
注: Carol Clemans 是聖經老師，認證的牧師參贊，以及上帝的婚姻設計的作者. Carol 一直教 50 多年的神的話語。她教

導教會和神的受膏者的話語，為靈性，情感和關係的增長會議。她的 YouTube 頻道提供教學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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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在 Facebook 和 "喜歡" 我們的頁! 

 
 

我們在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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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埃塞俄比亞，黎巴嫩，特立尼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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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尼日利亞，玻利維亞，土耳其，日本，德國，保加利亞，葡萄

牙，薩爾瓦多，泰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富汗和瓦努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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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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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幫助並幫助我們傳播有關免

費通訊和 Facebook 頁面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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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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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CI Ladies Ministries, 36 Research Park Court, Weldon Spring, MO 63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