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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与丰收
祷告指南
当我们迈向一年一度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时，许多事情可能会引
起关注和焦虑。

全球经济、环境和政治的挑战使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和子孙将继承
的世界感到疑惑。就在我们认为事情已经恢复控制的时候，新疫
冠-19继续使我们措手不及。

然而，我们确信我们善良、公正和仁慈上帝的主权统治，祂正朝一
个明确最终目标建立祂的天国。

当我们接受祂的邀请，亲近他，聆听他，接受祂的教导时，祂邀请我
们同工，因为祂向每个种族、社会团体和地理位置的人发出了同样
的邀请。

神正在新加坡各地兴起禾场的工人和团队，他们的异象是看到神
的国降临，并在他们所处的社区、工作场所和学校里以新的方式造
就门徒。

我们的祈求是你能从本资料中的一些故事，以及其他人在与天父
禾场同工时发现的一些授权和激励的经文和工具中得到鼓励。

但愿在这个祷告和禁食的季节里，你对神的异象和对祂的欣赏能
得到更新。

天国与丰收祷告团队

欢迎来到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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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与经文
第一个星期 - 大君王

第一日     三月 6日 诗篇145
第二日 三月 7日 诗篇103
第三日 三月 8日 申命记 10：17-22
第四日 三月 9日 但以理书 7：13-14，27
第五日 三月 10日 以西结书 34：1-24
第六日 三月 11日 马太福音 27：11-14，27-44
第七日 三月 12日 腓利比书 2：5-11

反思：
这段经文如何教导我们神是大君王？

这如何影响我们来跟随或与祂同工？

我个人可以如何应用？

我可以与谁分享我正在学习的？

第二个星期 - 天国

第八日 三月13日 创世记1：1-2：25
第九日 三月14日 马可福音 1：14-15
第十日 三月15日 路加福音13：18-21
第十一日 三月16日 路加福音14：15-24
第十二日 三月17日 马太福音 18：21-55
第十三日 三月18日 马太福音 25：14-30
第十四日 三月19日 马太福音25:31-46

反思：
这段经文如何教导我们关乎天国的事？

这如何影响我们来跟随或与祂同工？

我可以如何亲身应用？

我可以与谁分享我正在学习得？

第三个星期 - 君王的异象

第十五日 三月20日 马太福音6；9-10
第十六日 三月21日 诗篇 22：27-31
第十七日 三月22日 哥林多前书 15：20-28
第十八日 三月23日 哈巴谷2：14
第十九日 三月24日 启示录 7：9-10
第二十日 三月25日 哥罗西书 1：15-20
第二十一日 三月26日 罗马书8：18-23

反思：
这段经文如何教导我们大君王的异象？

这如何影响我们来跟随或与祂同工？

我个人可以如何应用？

我可以与谁分享我正在学习得？

第四个星期 - 庄稼

第二十二日 三月27日 路加福音10：1-3
第二十三日 三月28日 马太福音9：35-38
第二十四日 三月29日 马太福音13：1-9，18-23
第二十五日 三月30日 马太福音13：24-30，36-43
第二十六日 三月31日 马太福音13：31-32
第二十七日 四月 1日 马可福音4：26-33
第二十八日 四月 2日 约翰福音4：27-38

反思：
这段经文如何教导我们关乎庄稼的事？

这如何影响我们来跟随或与祂同工？

我个人可以如何应用？

我可以与谁分享我正在学习得？

第五个星期- 身为门徒

第二十九日 四月 3日 约翰福音 15：1-11
第三十日 四月 4日 路加福音 6：46-49
第三十一日 四月 5日 约翰福音21：15-22
第三十二日 四月 6日 约翰福音 12：20-26
第三十三日 四月 7日 提摩太后书 2：20-26
第三十四日 四月 8日 马可福音8：31-38
第三十五日 四月 9日 马太福音7：21-27

反思：
这段经文如何教导我们关乎天国的事？

这如何影响我们来跟随或与祂同工？

我可以如何亲身应用？

我可以与谁分享我正在学习得？

第六个星期 - 天国倍增

第三十六日 四月 10日 马可福音 4：1-9.14-20
第三十七日 四月 11日 路加福音8:1，9:1-2，10:1-2
第三十八日 四月 12日 马太福音28：18-20，
  使徒行传1：6-8
第三十九日 四月13日 哥罗西书 1：3-8， 
  提摩太后书2：1-2
第四十日 四月14日 反思 –
  在过去的40日，
  那些经文带给你极
  大的影响？
  你的生命因此有了
  什么改变？

反思：
这段经文如何教导我们大君王的异象？

这如何影响我们来跟随或与祂同工？

我个人可以如何应用？

我可以与谁分享我正在学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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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促进一个祷告会？ 这里有好消息！

首先， 神正积极的寻求与我们交流。 圣经就是一个最为
明显的证据。

次要，无论我们现在有的是那一层面的音乐恩赐或神学
培训， 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一切所需的来帮助他人与神更
有意义的接触； 神的话和祂的灵及一颗专心仰望祂的心。 

经文是很好的出发点，它帮助我们把心思意念专注在神
的心意。我们可以以信心祈求神的心所愿的 （参考经文： 
马太福音6：9-10，路加福音10：2）。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创
建一个空间来“聆听”神。 以下所提的两个方法是多数人
认为有所帮助的。。。

经文跳板 （较少结构）

诵读
开始以一段着重于激发敬拜赞美或代求的经文。 祷告能源所列出的经文
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一起慢慢诵读经文， 两至三遍。

反思及聆听
坐着默想及以祷告的心，思考经文所说的。

祷告
回应神，透过主题，图像或个别经文来代表你被感动的心或是引起你的
注意力的话。

向上，向内，向外 （较有结构）

向上
把祷告聚焦在神身上，祂的荣美和冠冕，祂的属性，祂的心意/或祂所成就
的。赞美，感谢和宣杨祂在圣经里所传扬的。使用经文作为祷告的跳板，
或以自由方式祷告。

可参考一段经文（或一些）：诗篇146，约翰福音1：1-18，哥罗西书1：12-20

向内
祷告时专注在个人的降伏和悔改。反思和认罪并抛弃一切缠绕你的重担。
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可参考经文： 诗篇51，罗马书12：1-2， 路加福音9：23-25

向外
为庄稼祷告， 特别跟你有直接关系的群体。 人物图表是个有用的工具。你
的社区，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图也是可以给予很好的提示。

促进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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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单的工具可以帮
助我们对神在周围人生

命中的工作更加敏感。通
过定期的反思，我们会观
察到他们生命中的属灵

饥渴和变化，看到我们的
人物地图成为一个活泼、

不断成长的祷告资源。

耶稣说：’庄稼多。。（路加10:2）’，但由于忙碌的生活、移动
设备和社交媒体，我们很容易错过神在我们的世界里安排
的那些渴望认识祂的人。

人物地图是一个简单的祷告工具，可以帮助我们 “聆听 “神
在我们周围人的生命中做什么。它们鼓励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更有目的性地祷告。

如何绘制人物图表:
放大
问 “天父，你在我身边安排了谁？”
在祂安置你的关系网络中，有哪些人？这些人包括家庭、邻里、
工作场所和社会网络。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可视化。

倾听
问 “父亲，你在哪里动工？”
放下笔，花些时间看一下思维导图，祷告反省，聆听天父的声音。
当你聆听时，可思想以下几点：
身体-他们的健康情况？
劳动-他们的工作如何？
情绪-他们的状况如何？
人际-他们的人际关系如何？
灵命-属灵状况如何？他们的“渴慕”心灵如何？

拉近
问 “天父，你想如何让我参与？”
祷告你人物图上的名字和网络。如果你的脑海中浮现出与特定
名字或小组有关的圣经经文、想法或图片，就把它们记下来，并
为它们祷告。

行动
当我们聆听和祈祷时，上帝会
提出一些创造性的想法，帮助
我们以具体和适当的方式回
应我们周围的需要。
例子可以包括 - 
- 给予鼓励
- 组织实际帮助
- 分享一个属灵的故事
- 继续为着一个人或小组祷告

祷告燃料

人物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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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
人物图表

我

亲属

同事

直系家属

朋友

大哥

二哥
二嫂

孩子

二姨 + 先生 雅雅       乐乐

大姨 + 先生 

儿子+儿媳妇

朋友

大卫 姗姗 
 

美美 骏杰

安妮 贝贝 
 

乔治德里 萨姆 

儿子晓东 邻居撒拉 
 

阿里 朱莉 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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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祷告是 “聆听 “神的好方法，当我们
在社区行走时，我们的视觉、嗅觉和声音
促使我们祷告。

当我们观察社区的集合点和不同的人群
时，那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燃料，同时也
能了解到我们如何能够有意义地为社
区服务。

徒步祷告是一项和有同样负担的信徒
的活动。

【步行祷告】

轻松祷告
行走

带领小组祷告行的方法有很多一这里有一个建议：

两小时祷告的可能流程

简报（20分钟） 

小组讨论关于该地区的情况。问他们:

-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区进行祷告行走？
- 这个地区有什么重要的属灵、社会、历史或地理点可以激励你祷告吗？
- 关于这个地方，神对你说了什么？

选择一段相关的经文在小组中朗读，并使用这段经文作为祷告的跳板。

走、听、祷告(1小时20分钟)
分成两三人一组，在该区域内行走。在行走时，与人对话会很自然地发

生，但记住重点是用我们所有的感官去聆听和观察，并在祷告中作
出回应。

- 我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什么？闻到了什么？
- 我们想到了什么经文？
- 神在说什么？
让小组中的某个人记录下所祷告的内容。

祷告（20分钟）
把小组聚集在一起，请大家分享他们所观察的，以及他们的祷告回应。
一起祷告，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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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须知
什么是禁食？

放下我们的胃口，让神来掌管（以赛亚书58章）。

我们禁食什么呢？

膳食          点心             游戏    社交媒体     电视

为什么要禁食？
耶稣禁食（马太福音4：2）。

耶稣似乎期望神的子民禁食（马太福音6：17-18）。

初期教会禁食（使徒行传13：2-3）。

在旧约，禁食中是常见的。（撒母耳记上7：6；尼希米记1：4）。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突破都与祷告和禁食有关。阅读任何伟大的复

兴故事--路德、诺克斯、卫斯理、司布真。

献上一段时间，把自己奉献给神，聆听祂的声音，使我们的意志与

祂的意志一致。

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学会依靠祂（诗篇35：13，以斯拉8：21）。

我们如何禁食？
通过亲近神来做灵里上的准备。花一些时间问神
你应该如何禁食。
例如：
- 某类食物
- 几天的全面禁食
- 每天一餐，持续40天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禁食，放缓步伐，慢慢地延长
禁食的时间。

在还没禁食的前几天，减少食用瘾性的食物，如
咖啡因，盐和糖。这将有助于防止头痛。

你也应该逐渐减少你的食量。

当你禁食时:
当你饿的时候(为了食物或分散注意力), 默想神
的话语（马太福音4：4）。
保持水分，喝大量的液体（包括 肉汤和高蛋白
饮品）。
当你在禁食时，你的能量会比平时低。请注意你
对周围人的影响。
在开斋戒时，用小份量的食物，而不是一顿大餐。
守住你的心，确保禁食的属灵目的与你的外在
生活一致--我们的动机和态度很重要（以赛亚书
58:1-12）。
如果你生病、怀孕、哺乳或加重先前的病情，不
要继续禁食。如果不确定，请向医生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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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查经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是匆匆一掠而过。我们可能会读到一些我们太熟悉的
经文，以至于我们不再看到页面上的文字。神的话更被淹没在评论家的海洋中，
他们的声音告诉我们他们认为经文的意思是什么。

上帝已经通过圣经深刻地讲过了。祂希望加深我们 对祂的了解和祂的方式，我
们是谁，以及祂对我们的邀请。我们的挑战是放慢脚步，听听神在说什么。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充分浸泡在神的话语中，聆听神给我们的
信息。

四列圣经研究
找一个笔记本，每页折叠，得到四个半页的栏目。

注意!
在选择经文的时候，利用经文中的自然分段，选择三到十节经文。在学习的
过程中，不要急于求成--要有祷告和反思。允许20-30分钟，即使 你只做两到
三节经文。

选择一个你想反思的圣经经文。
第一栏  一字不漏地写出圣经经文的内容。
第 2 栏 用你自己的话写出这段经文。
第 3 栏 写下你的观察、疑问或思考。
第四栏 写下你将如何应用你所学到的东西。

要以 “我将...... “的形式来表达，要以具体和可衡量的为目标
（例如，S.M.A.R.T.目标）。

选择经文时，目标为三至十节经文, 用段落中的自然间隔。

在学习过程中，不要急着完成 - 以祈祷和对经文进行反思。即使你只完成两到
三节经文，也尽可能用20到30分钟去完成它。

你可以使用的一些经文。
以下是三段关于祷告主题的圣经经文，你可以把它分成每天的7个部分来探讨

第一段： 路加福音11:1-13 
1. 路加福音 11:1-4
2. 路加福音 11:5-13

第二段：马太福音6：1-21
3.马太福音6：1-6
4.马太福音6：7-15 
5.马太福音6：16-21

第三段：以弗所书6:10-20。
6. 以弗所书 6：10-15
7. 以弗所书6：16-20

下一步工作
考虑使用四栏式学习方式。

有一天，耶稣在一个地方
祈祷，祈祷完了，有一个
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
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
导他的门徒一样。” 2 耶
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
尊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需
用的食物，求你每天赐给
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因
为我们也饶恕所有亏负
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他的门徒问耶稣
教他们如何祈祷
因为约翰已经教导他的
门徒 “如何祷告”
而耶稣也答应了一个祷
告的样本。

‘父啊，愿你的名被尊
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有些抄本
在此有“愿你的旨意行在
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一
句）； 我们需用的食物，求
你每天赐给我们；  赦免
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
恕所有亏负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耶稣对门徒说，不要重复
做徒然的祷告
但奇怪的是，他立即告
诉门徒以一种特殊的方
式祈祷。
当我们诵读这个”主祷
文”，我们是否犯了徒然
重复的祈祷？

这’主祷文’的目的是
什么？

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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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丰盛的供应
“与边缘化儿童及其家庭一起阅读 “是一项阅读计划，它聚集了父母被监禁的儿

童。我们看到神诞生了这个事工，在祂的时间供应每一个需要和资源。

每周一，我们花一个小时与孩子们一起阅读。这段时间使我们能够与他们的照顾者
进一步联系，其中大多数是单身母亲。我们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祷告，分享经文和鼓
励他们。

最大的亮点是在阅读项目中与15名父母被监禁/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举行了两次在
线的圣诞聚会。我们用游戏、手工、见证、以及分享耶稣诞生和耶稣喂养5000人的故
事来庆祝。

以下是孩子们被的一些反应：

“我喜欢耶稣降身的故事”
“我喜欢这一切”
“我想学习像耶稣一样善良”
“我相信上帝是真实的，当我们去找他时，他将提供帮助”
“奇迹是真实的”

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人（以及他们的照顾者和在背后的家人）可能不会踏入传统的
教会。请祈祷所播下的种子能够茁壮成长，让他们在生活中经历耶稣。

被慈悲心所感动
在2020年初Covid-19疫情爆发之初，虔
诚的邻居伊姆兰分享了他的父亲处于
昏迷状态。在我们和孩子们的晚间祷告
时间，我提起了伊姆兰和他父亲目前的
状况。我五岁的儿子内森主动提出要去
看望他并为他祈祷。我向伊姆兰转达了
这一点，他安排了我们的探访。

当我们到达医院时，工作人员并不肯让
内森进入病房。因为Covid的限制，以保
护小孩和弱势群体，他们提出把他安置
在访客登记处，而我则快速探访病人。
我解释说，内森是我们来医院的原因，
因为他想看望病人。在与他们的业务经
理商议了很久之后，他们终于让我们两
人进去。

伊姆兰和他的妈妈都在他父亲的床边，
他们感谢我们的探访。伊姆兰的妈妈特
别喜欢与内森的互动。她兴致勃勃地讲
着故事，并一起享受观察小水族馆的
乐趣。

当要离开的时候，我问伊姆兰，内森是
否可以为他的父亲祈祷，他表示欢迎。
我鼓励内森为躺在昏迷中的父亲祈祷
他心中的一切。停顿了一会儿后，内森
为伊姆兰的父亲祈祷了亚伦式的祝福。

“主保佑你，保守你。
 主使他的面光照耀你。
并施恩于你。
耶和华抬起他的面容，照在你身上。
赐你平安。”

伊姆兰微笑着赞美内森有自己的信仰，
并从他的内心和意愿祈祷。

几周后，伊姆兰的父亲去世了。伊姆兰
对我们的爱和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陪
伴他的家人表示感谢。今天，我们两家
人之间的关系、信任和支持继续增长，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欢迎他们进入上帝
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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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交响乐
艾迪是团队成员的姐夫，他有潜在的
健康问题，正在接受肾脏透析治疗。当
他感染冠状病毒时，他被送进医院，情
况危急。他的妻子宜塔极度害怕失去
他。很快的，我们启动了我们的团队，
在夜深人静时祈祷。宜塔和她的4个孩
子加入了我们的Zoom，结束时，他们
都流下了眼泪。

每当艾迪的病情变得危急时，我们就
会聚在一起祷告，隔天他的病情就会
出现好转。很明显上帝的手一直参与
其中。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次，宜塔被
促使在上帝面前表明立场。”她哭着
说：”上帝，如果艾迪能够康复，我和我
的家人就会相信。

每天新的冠状病毒病例都在急剧增
加，前线医疗队被越来越重的任务压
得喘不过气来。有一次，我们祈祷上帝
眷顾埃德温，并要求对他进行密切关
注。在最关键的阶段，艾迪出现了严重

的低血压和极端的呼吸困难。然后，他
被安排在一个与其他5个病人共用的
病房里，并被列入ICU（重症监护室）的
等候名单。最终，艾迪没有被送到重症
监护室，重症监护室团队被派往了他
的病房，让他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并且
使他康复出院。

经过时间的考验和试炼，我们看到了
上帝话语中的真理。

“我再一次给你们一个永恒的真理：
如果你们两个人同意在祈祷的交响乐
中向上帝祈求什么，我的天父就会为
你们做。因为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为
了尊崇我的名而聚在一起，我就在他
们身边！”
马太福音18:19-20 

从那时起，宜塔开始问许多关于耶稣
的问题，一个发现圣经小组开始了。
现在他们一家人都开始诚心的跟随
耶稣。

职场与信心
一家公司的执行董事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常为主作见证。 伴随着有形的信心见
证，他带领一些同事进入了神的大家庭。

每逢星期五的早晨信徒聚集做发现圣经学习（DBS），每次他们在神的话语更认识
神，让他们体验到巨大的喜乐。 他们轮流带领，并且深刻地认识到，任何人都有能力
与其他人一起认识神。 
从这个小组开始，另外两个发现小组也开始了。在这之前，他们深感自己不足以帮
助他人认识神，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圣经的了解很少。然而现在，当他们被他人的
好奇心和 “饥渴 “鼓舞，他们开始渴望成为使人成为门徒的门徒。

这个土生土长的小组现在正在教会的围墙之外，在他们的工作中体验和表达与上
帝的同在。 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祈祷并与神交流。 他们也在学习神的话
语，将其作为他们关系，工作和互相照顾的标准。 他们热切地祷告更多的DBS小组
的诞生和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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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同工
参与2017年的 “40天祷告与禁食 “是一个催化了我生命中祷告的里程碑。这新的热
诚，激励我去寻求神给我的工作、社区和异象。当时，我注意到在我的社区内发生的
一些事件，我内心的担忧也随之增加。这引发了我邀请几个朋友，和我一起在我的
地区进行祷告行走。

多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祷告，祈求庄稼的主派遣祂的工人与我们一起同工。此后，
我们见证了老年活动中心（SAC）管理层的变化。新的SAC团队是由许多我父亲教会
认识的人组成的。

我还偶遇了一个老朋友，他原来就住在我的邻里。我们开始了有规律的祷告。当我
们在祷告中一起寻求神时，我们见证神更大的计划开始展开。

这些年的祷告，从祂所打开的门，祂所促成的工作，以及我们与祂的同工中显示了
他的信实。我们看到神最初工作的动态演变，以及涉及基层领袖参与的新发展。我
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SAC做义工，与SAC和乐龄居民联系并用神的话语、圣经比
喻和属灵对话。更多的收割工人也加入了我们，与我们同心一起祷告。

今天，我学习坚持不懈地不断祷告，并专注于神植入我心中的异象。我继续问神：”
我怎样能在我社区的与你同工？”  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步寻求神，在追求工作的过
程中不忽视祂，并坚定专注祂的旨意和异象，与主同工。 

从和平之子到上帝王国 
“社区 “是我在2014年从神那里得到

的启示，这开始了我进入祂的庄稼的
旅程。然而，我对它一无所知，直到从
一个朋友听说有一个为老年人服务
的事工，在一个小区组屋低下聚会。

一天早上，我们加入了他们，体验了 “
墙外的教会”。之后，我们陪同一位老
太太回家，通过随后对她家的探访，
神带领我们与附近的其他老人建立
了联系。

不久之后，有人找我，让我与同一社
区的另一群老年妇女接触。我们与
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和老年活动中心

（SAC）合作，组织了一些讲习班，让
她们学习手工制作技术，以赚取一些
津贴。通过这个活动，我结识了两位
女士，她们随后邀请我去她们家，让
我有机会与她们分享神的话语。

三年后，我在一个祷告会认识作门徒
运动（DMM）并参加了培训课程。这点

燃了我重新发现福音的主要主题的旅
程—神的国度、传福音和门徒训练。我
对大使命有了新的思想，要寻找失丧的
人，并与他们一起学习，顺服基督。

在一次培训中，我们学习 “和平之子”
（POP），神带领我一次的经历。我在步

行祷告时遇到一位女士，她自发地邀请
我到她家。她为我提供食物，接受我的
平安，并愿意接受祷告和灵性的交谈。
她甚至让我拜访她的邻居、亲戚、家人
和在监狱的前夫。我找到了一个和平
之子!  

我开始与她和其他几位长者一起，通过
讲故事或发现式阅读圣经经文的方式
学习。我也学会了透明地分享我的生活
和灵性，很自然的神的真理被交织在对
话中。我开始看到他们的生命在走向基
督的信心旅程中一点一点地转变。

刘女士是一个生命逐步转变的证明。这
位好斗心强的广东女士常常召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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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小时祷告链
在2021年，我们围着新加坡祷告步行。今年，我们的目标是
用40个小时不间断祷告和禁食来覆盖新加坡!

小组和个人可以在3月4日（星期五）晚上8点至3月6日（星
期日）下午12点之间报名参加一个或多个1小时的时段。

带上你的朋友或团队，在

报名。你也可以使用下面扫维码：

https://kingdomharvestprayer.org/40-hour-prayer-chain/

经常对我们冷嘲。然而，近年来，我们
见证了她的变化。刘女士仍然不善言
辞，但对他人变得更加友善和感激。

尽管她认为自己是个道教徒，但她毫
无顾忌地宣扬神在她生命中的作为和
印记，奉耶稣的名及时供应和回应祷
告。最近阿姨表示希望放弃偶像崇拜，
接受洗礼。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附近的
其他人也开始一起互相照顾。神的国
度已经来到了这个丰收的社区 。

燕紫是另一个POP，一个从神那里得
到回应的祷告。我们一直在祷告，希
望有一扇门能把我们和更多人联系起
来。我们在一次祷告中遇到了燕紫。她
是一位对低收入家庭有关爱并有影响
力的社区领袖。虽然她和她的12名志
愿者团队来自不同的信仰、宗教和种
族，但他仍然邀请我们加入他们。

渐渐地，我们与更多的居民建立了联系，
并与一些居民的家庭接触。有时我们得
到热情的接待，有时则是忧虑、不信任和
抗拒。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我们努力的
坚持和真诚，我们看到了他们对我们的
态度开始有变化。

在我们最初的探访中，有一位居民对我
们视而不见，渐渐的他开始与我们交谈
并为我们提供饮料。在探访期间，我们与
他们分享我们生活。在他们充满生活挑
战的环境中，我们用诺亚的故事鼓励他
们，他们也接受了我们的祷告。

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团队，过程中仍有相
当大的挑战，但我们继续祷告，并依靠圣
灵来引导我们，与神的方向为导。为神的
国度，我们期待着神将如何带领我们与
这些家庭和社区建立共同点，并克服我
们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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