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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禮物
由 Liann Grant

"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各有不同的恩賜：說預言的，就應當照著信心
的程度去說；" (羅馬書 12:6)。
我們每個人都被賜下事奉恩賜在神的國里使用，我們的孩子也會收到他們自己
獨特的禮物. 根據上面的經文，這些恩賜是由上帝賜予我們個人的恩典決定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恩典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希臘字"charis"在新約中出現超過 150 次，可以有多種含義。這個似乎適合
在這裡的是: "神聖的影響在心中，以及它在生活中的反映。"上帝神聖地賜予我們某些禮物，但
他的意圖是讓我們積極使用它們（反映它們）在日常生活中。
當我們為我們的孩子禱告時，上帝會告訴我們如何服事他們。通過禱告，我們挖掘神聖的影響力

，使我們能夠向兒女反映恩典。我們首先對那些與我們最親近的人，包括我們的孩子，然後在更
廣泛的範圍內開展工作，當上帝打開了機會之門。
在哥林多前書 15:10, 保羅使用“恩典” ("charis")這個詞三次, 同樣的兩部分定義似乎也適
合。 "然而靠著 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賜給我的恩典並沒有落空；我比眾使徒格
外勞苦，其實不是我，而是 神的恩典與我同在。"
恩典的兩個要素在每個例子中都可以看到: 神聖的影響和生命的反思。上帝的恩典使得保羅發展
成他當時的傳道人，而其他人則因此而受到祝福。上帝賜予的恩典並不是徒勞，因為它使保羅工
作，積極服事他人。神的恩典與他同在; 這不是一次性的經歷，而是保羅培養的東西。
恩典的兩個部分是不可分離的，就像信仰和行為一樣。我們接受恩典，並將其反饋給我們周圍的
人，尤其是我們的孩子。上帝總是對我們有更多的恩典，即使我們覺得我們不配得到它。通過他
神聖的影響力，我們可以繼續為我們的孩子祈禱，相信上帝也會為他們啟動事奉恩賜。
"你們在一切事上，就如信心、口才、知識、熱情和愛我們的心，既然都是富足的，那麼，在這
慈善的事上，也要顯出你們是富足的。" (哥林多後書 8:7). 讓我們活在祂的恩典中，並且充滿
它！
注: Liane Grant 是一位經過認證的英文/法文翻譯員, 還有靈修雜誌“訂購我的步驟”和“安排你的夢想”一書的作者
。她和她的丈夫 Scott 是 UPCI Metro Missions 計劃下魁北克蒙特利爾的職業教會建築師。 Liane 擔任魁北克女士事工
部主席，是 The King's Translators 的創始人和項目經理，這是一群致力於提供法語使徒資源的志願者。

在臭襪子中尋找恩典
由 Randa Chance

"... 多托誰就向誰多要" (路加福音 12:48,)
每天晚上，我都會在睡前給孩子們的房間打轉。 Devon 當她告訴我關於她的一天
的時候，她會得到一個背搓。我給她一個緊緊的擁抱和一個吻，然後我們祈禱。
當我走進男孩的臥室時, 我看見 Gage 的捲發頭映襯著夜空當他用手托住下巴並靠
在窗台上時。我們祈禱並親吻晚安，然後我唱一首搖籃曲。他們的眼睛掠過，他們開始漂流. 當
我轉身離開房間時, 我聽到 Benjamin 突然大喊大叫，GAge 瞌睡地抗議著這種噪音. 我們的對話
通常是這樣的：
"晚安媽媽！ 愛你，媽媽！ 我愛你!"
"晚安寶貝兒。 我愛你, Benjamin."
"愛你，媽媽...我愛你."
"我也愛你, Benjamin."

我提示三到四步，然後在黑暗中聽到一個小小的聲音:
"媽媽?"
"是的寶貝。"
"你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多次說'我愛你'?"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最後一件事我想听你在睡覺之前回复給我。 愛你，媽媽."
"我也愛你, Benjamin."
家庭陷入沉默。我靜靜地站了一會兒，吸收了我這個 8 歲孩子的話。
他需要感受愛。他需要聽到這些話。即使我發現這些腐爛的襪子掉在我的新錢包裡，他仍然需要
纏繞在他身上的溫暖。我被要求懲戒我的孩子，而不是壓抑他的精神. 即使在他胳膊背後舔了他
毫無防備的姐姐，並讓她大叫，或者在客廳家具上留下了藍色的永久性藝術品。
在接受改正之後，他仍然需要我的手來弄皺他的頭髮。當他盡力而為並且不知所措的時候，當我
捧起他的下巴告訴他時，他充滿淚水的藍色眼睛需要辨認出我臉上的真實情況, "你確定是一個
驚人的小孩。"當他向我發射自己並將頭埋在我的肚子裡時，他需要知道我永遠不會離開。
他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健康的恩典。我活躍的男孩喜歡現在搏鬥，並在公共場合發出驚人的噪
音。不久的一天，他將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成年男子。他需要知道如何為自己的小孩禱告，愛和
延恩典。今天我得到了這份禮物，而我在這幾個短暫的瞬間的呼喚就是向他展示如何。

注: Randa Chance 來自德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 她已婚 Rev. Shane Chance 和媽媽為 Devon, Gage 和 Benjamin. 她
是歌手，演講者，作家，目前正在攻讀臨床心理健康諮詢碩士學位。她為自己的家人而瘋狂，通常可以和丈夫和孩子一
起笑

生活在他的恩典裡
由 Olive M. Francis

我們收到上帝的恩典後-他對我們的無禮讚成-我們必須繼續活在祂的恩典中.
這是每天與上帝同行; 散步充滿了無數的決策，突發情況，好的和壞的驚喜，
心痛，喜悅，滿足和更多的情緒- 僅僅在一天之內!!!
作為一個母親，我的頭腦被我的孩子的幸福所消耗-無論我在做什麼或者我為
當地教會或地區處理什麼'緊急'任務。我們如何專注於這些事情是令人驚訝的
，但我們的孩子始終處於我們頭腦的最前沿。我相信，這是一個母親的心。我們以罪惡和譴責的
方式進行鬥爭，試圖隨時為所有人做所有事情，但讓我提醒你我們生活在祂的恩典中。他的話說
:
哥林多後書 12:9 他卻對我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我聽過許多關於'在神的恩典中成長'的講道和教導，。成長意味著發展，成熟，蓬勃發展，擴大
和擴大。什麼可愛的積極形容詞。但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中更進一步。你長大後需要居住，你需要
居住，你需要遵守祂的恩典。這是住在祂的恩典裡。
彼得前書 5:10 但滿有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裡召你們進入他永遠榮耀的那一位，在你們受了短
暫的苦難之後，必定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建立你們。
看看序列彼得前書 5:10. 首先你受苦, 然後你就完美了, 然後建立, 然後加強並最終解決。我
相信當我們走到我們定居的階段時，我們就生活在祂的恩典中。當我們生活在祂的恩典中時，它
將對我們所包圍的人，特別是我們的家庭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我們的孩子麵前過著神聖的生活是
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通過我們的言語和行動展示他們上帝的恩典就足夠了，這是一個
強大的工具。
上帝的恩典如此強大。它看起來超出了我們的缺點，也超出了我們的缺點，並以超越我們的目的
感來封裝我們。哦，住在他的恩典裡; 住在他的恩寵之中，並與命運一起消費。

注: Olive 是 Leroy Francis 的妻子, 倫敦生活會堂高級牧師和聯合大不列顛及愛爾蘭五旬節教會總監（GB＆I）。對
上帝的工作充滿熱愛，熱愛足球。

从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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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們的社交網站上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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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