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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欢迎来到2023年的资源指南!

今年是新加坡天国丰收祷告40天活动的第7年，我们对
内容和设计进行了一次重组。我们试图在结构和灵活性
之间取得平衡，将40天按周安排，并提供自助式的祷告资
料、经文和实用工具。此外，还将有自助餐式的祷告，每
周的Zoom聚会集中在庄稼的不同部分，并在新加
坡的不同地点进行祷告行走。

这个资源的目标仍然是一样的：
1.	为神在新加坡（以及其他地区）
的国度愿景动员祷告。

2.	使神的子民在祂的禾场上成为工人。

在这40天和以后的日子里，在你与神同工实现
祂对你和新加坡的指意，我们希望这个资源能
鼓励你、你的家人、你的团队和/或你的教会!

天国丰收祷告团队



概述   

上帝的异象
“没有启示，人们就没有法律”--箴言29：18。我们需要不断回到天父的愿景，

即祂正在为祂所创造的实现目标。圣经对此有许多深刻的描述。我们每周
都会选择一个来默想 。

每周我们都会介绍一些领域，为新加坡和该地区进行反思和祷告。我们的目
标是为这段祈祷和禁食的时间提供一些结构和指导，而不是限制性的--你可
以自由地参与任何有共鸣的内容。你可以把这本指南看作是每周一次的祷告
自助餐--享受你喜欢的任何东西，而不必担心卡路里的问题!

新加坡地区和门   
这40天的一个目标是在祈祷中覆盖新加坡的地理环境。新加坡可分为5个区
域 - 北部、东部、南部、西部和中部，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主题，与新加坡社会
相连。每个区都有一个向外的 “门”，进入某些国家或地区。我们每周将介绍
一个区和门。

新加坡亲和群体    
 “亲和力 “是一种描述关系和新闻因共同的兴趣、事业和需求而自然流动的
方式。在这复杂城市环境中这可以是一种有益思考庄稼的方式。在新加坡，神
正在兴起工人和团队，他们带着负担看到门徒在特定的亲缘关系中倍增。每
周都有不同的团队来信，邀请你一起为他们的亲和群体祷告。

欲了解更多信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群聊

祷告行走      
每周将在该周的特选区举行一次祷告行走。这些活动将在星
期六上午举行。

欲了解更多信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群聊

亲和群体祷告
每周将为特选亲和群体举行公开祷告会。其他的祷告会也可能会有。细节
将在Telegram中分享。

亚洲城市 
 

“庄稼很丰盛，但工人很少！”。亚洲是许多全球重要城市中心的所在地。其
中有些城市有门徒训练小组，有些则没有。我们邀请你和我们一起祷告，让
团队能够被兴起，并希望神的祝福和平安能够改变这些城市。

庄稼提示   
在传福音方面，公认的做法使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困顿、内疚和/或不足。
神的话语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启示--真理是释放的! 每周我
们将思考一段经文，这将鼓励和挑战我们在庄稼寻求更大的果实。

庄稼工具 
在我们寻求应用所学知识时，实用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每周我们都会介
绍一个简单实用的工具，这些工具被证明对那些想要在庄稼与我们的天父
同工的人有帮助。

https://t.me/+AO8jDG0FrTo0ZWZl
https://t.me/+AO8jDG0FrTo0ZWZl
https://t.me/+AO8jDG0FrTo0ZWZl
https://t.me/+AO8jDG0FrTo0ZWZl


亲和力 1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3月1日，晚上8 – 9.30点 
边缘儿童和家庭

亲和力 2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3月7日，晚上8.30 – 9.30点 
罪犯和前罪犯

亲和力 3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3月14日，晚上8 – 9点 
外来劳工

亲和力 4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3月24日，晚上8.30 – 9.30点 
青年人/孤儿

亲和力 5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三月的每个星期三，晚上9 – 10 点
创意人

亲和力 6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4月6日，晚上8 – 9点
乐龄

祷告

祷告行走 
3月4日，早上8-9.30点 
地区及祷告行走
北区

3月11日，早上8-9.30 点 
地区及祷告行走
东区

3月18日，早上8-9.30点
地区及祷告行走
南区

3月25日，早上8-9.30 点
地区及祷告行走 
西区

4月1日。早上8-9.30 点 
地区及祷告行走
中部地区

欲了解更多信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群聊

https://t.me/+AO8jDG0FrTo0ZWZl
mailto:info%40kingdomharvestprayer.org?subject=Prayer%20Walks%20and%20Prayer%20Meetings
https://t.me/+AO8jDG0FrTo0ZWZl


1小时祷告工具
只要12个简单的步骤，每个步骤花 5 分钟-就能够把圣经教导的 12 种祷告方式
顺着-「祷告轮」走一圈。在完成的时候，你们就正好祷告了一个小时。

1. 赞美 — 以赞美主来开始你们的祷告时间，脑海中想到什么赞美神
的话，就用那些来赞美祂。想想在上个星期内，神在你们生命中所做的哪件事
应当赞美祂；或者赞美祂向你们家人所赐的厚恩。

2. 等候
花点时间安静下来等候神，沉淀一下思绪。

3. 认罪
求圣灵光照，看看在生活上有没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不正确的态度，也求
祂指出你们还有什么没认的罪，就向神认罪求主赦免洁净。

4. 读经
花点时间阅读圣经中的诗篇、 先知书，以及新约里有关祷告的经文。

5. 恳求
为自己向神恳求。

6. 代求
为别人向神代求。

7. 祷读
以神的话语来做回应祷
告；如圣经中的祷文，
特别在诗篇里有许
多祷告，都非常适合。

8. 感恩
为自己生活上、家人、教
会事工所蒙的恩向神献上
感谢。

9. 唱诗
唱一首诗歌或圣诗去敬拜赞美神。

10. 默想
静默祷告并求神对你们说话。准备好纸笔，把祂所给的感受写下来。

11. 聆听
再花点时间整理所阅读的、所祷告的、所唱的歌，看神如何融合这一切对你们说话。

12. 赞美
为这段与神亲近共处的美好时光赞美祂，也为祂当得的荣耀赞美祂。
 



第1周 上帝的异象 赛25:1-8
这段经文告诉我:
1) 上帝正在实现的愿景是什么？
2) 神对人和它的创造的心是什么？
3) 我如何在神安排我的地方应用这些见解？

边缘儿童和家庭
帮助处于社会边缘的家庭通过体验耶稣的丰盛生命
而茁壮成长，并与他们周围的人分享。我们通过帮助
他们阅读，鼓励他们和他们的照顾者，来帮助挣扎中
的孩子在生活中蓬勃发展。

去年，我们在新加坡的一个住宅区进行了梳理，与大
约13名儿童建立联系。每周我们都与孩子们见面，并
与他们一起阅读。我们看到孩子们变得更加自信，并
看到他们在学校的学习有所改善。

我们也庆祝不同的节日，用上帝的故事和天国的价
值观来说明他们的信息。

祈祷：

1.在新加坡其他地区还有许多处于边缘的家庭。请为
庄稼的工人祷告！！

2.与不同地区租屋的和平之子建立联系

3.在不同的地区的租屋开始发现圣经小组

新加坡亲和力

北区：
住宅小区/家庭
祷告请求:
在英国时期，三巴旺是远东舰队的海军基地而新加坡也被称为东方的直布
罗陀。今天，战争、经济饥荒、社会不稳定和剥削也不例外，全球问题正影响
儿童和家庭。请加入为北区祈祷，我们请求庄稼之主在这里建立祂的天国基
地，让每个家庭都能进入祂的家庭，体验祂的平安。

新加坡地区和门  

地区及祷告行走

北区
3月4日，早上8-9.30点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边缘儿童和家庭
3月1日，星期三，晚上8-9.30点

经文：以赛亚书62章

祷告请求

北门：
大陆地区东南亚



吉隆坡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城市，有800万人口，几乎占总人口的
四分之一。其中一半的人是穆斯林，其余的主要是佛教/道教。
基督徒占5-10%。

探索圣经正在一些地方进行，人们通过神的话语遇到神，并采
取顺服的步骤。一个对这个城市和国家有异象的催化团队正在
组建中。 

祷告请求：

1. 人们在启示录2及3章的背景下被装备为得胜者。
2. 禾场工人，并有机会接触到最少接触到的群体，特别是通过

获得适当的教育和供应链来接触经济上被边缘化的群体。也
让信徒们克服恐惧、冷漠和不宽恕，以有效地传福音。

3. 让平权政策暴露出其真正的政治工具，让受影响的人在神那
里找到希望。

4. 为了深的子民不因缺乏理解/知识而灭亡，并从导致自我荣
耀的玛门、宗教心态和不符合圣经的教会文化/信仰的欺骗
中获得自由。

5. 巩固地下运动。

亚洲城市

保罗说得很清楚，每个人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神

特别指定的，以便他们可以摸索并找到祂。哇。

坐下来，沉浸在这句话中片刻。这意味着你和

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为这个人而被主安排

的。人们在你的生命中不是偶然的。你在他们

的生命中也不是偶然的。上帝在工作。这应该

鼓励我们! 它也应该促使我们祈祷--天父，你是

如何工作的？我们怎样才能与您同工？

使17:26-27

禾场
提示



2

5 x 5 祝福祷告：5人 5分钟 5天 5周

5
1 34

列出您希望見到
会跟随耶稣的人
考虑以下的事项：

•我平日经常遇見谁？
•我比较容易地找谁喝杯咖啡或聊天？
• 谁是您身边最不可能成為基督徒的朋友？
•谁只轻轻一推就會成跟随基督？
•我哪位邻居、朋友或同事是不认识耶稣的？

禾场工具

问上帝祂希望您
为哪五人祷告
上帝可能會让您想起上面的人，
但也可能会让您想起五位您意想不到的人 。
写下這5 個人的名字。

为这5個人每週 
5 天祷告5 分钟

（即为整个名单祷告 5 分钟，

而不是每個人5分钟），持续这
样的祷告 5 周 •您以祝福
(BLESS)的方式祷告 。

• 第一天：身体 （Body)
 一 健康、保护、力量
•第二天：劳动（Labour)
 一 工作、奖励、保障、供应
• 第三天：情感 (Emotional)

一喜乐、平安、盼望
•第四天：社交(Social)
 一 爱情、婚姻 / 恋爱关系、

家人、朋友
• 第五天：属灵的(Spiritual)

一救恩、啟示、信心、恩典

每5周进行一次審查和评估 
•我是否忠于我的 5-5-5-5祷告？
•我是否不断祈求圣灵帮我保持专注和让祂作新的工作？
•当我为名单上的任何一個人祈福時，我是否感觉到他對

耶穌的回应冷淡？
•如果是這样，请将這个人放入”有待重溫“，的文件夾中，

並在接下来的 5周裡用另一個人來替換他 。稍后上帝可
能会提醒您把这个人放回你的 5 人名单中。

•我是否注意到任何幼芽（走向耶稣）的成长？祝福這些
幼芽。

•我是否真的凭著信心為我这5个名单上的人祷告？求神使
他们在神国度里经历突破祈求？

关于祝福的注释：
祝福祷告与代祷不同，因希我們不是向上帝谈
论一個人：相反，我們是向一個人說話，並籍着
耶稣的名呼唤上帝的統治和同在临到這人身
上。我們是透過耶稣赋予我们的权柄来做这祷
告 。例如：”奉耶稣的名，我祝福我的同事、我的
家人、我的邻居等“ 有平安、希望、信心和一顆
慷慨的心 。我祝福他们的家庭兴旺，他們的工
作有成效，和他們的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



罪犯和前罪犯
这个亲和群体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刑期从几周到
终身监禁和死刑不等。大多数人来自功能失调的家
庭，或成为其直系亲属功能失调的根源。

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渴望发现上帝。经过6个月的发
现圣经学习（DBS），神用一个和平之子回应了我们
的祷告。目前最大的障碍是不定期参加DBS，因为他
们被委任工作任务。

祷告请求：

1. 希望主的喜乐能充满囚犯的心，并感动他们与其
他囚犯分享他们的喜乐。

2. 当囚犯通过DBS过程寻求神时，神会向他们启示
自己。也希望囚犯们能认识到并承认自己在这个
过程中的堕落，并悔改。

3. DBS将逐渐被更多的查经班领袖所接受。

新加坡亲和力

东区: 监狱/社区
祷告请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樟宜海滩见证了肅清大屠杀，数万名中国男子
被残忍地处决 。此后，樟宜机场的奢华和樟宜监狱的简朴使这里成为
一 个 极 端 的 地 方 。一 起 为 东 区 祈 祷，愿 神 通 过 祂 的 灵 遇 到 每 一 颗 心，
把 我 们 从 身 体 和 灵 命 的 监 狱 中 解 放 出 来，进 入 基 督 新 生 命 的 盼 望 。 

地区及祷告行走

东区
3月11日，早上8-9.30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罪犯和前罪犯
3月7日，星期二，晚上8.30-9.30点

以赛亚书61章

第2周

祷告请求

新加坡地区和门  

上帝的异象 赛61:1-4
这段经文告诉我:
1) 上帝正在实现的愿景是什么？
2) 神对人和它的创造的心是什么？
3) 我如何在神安排我的地方应用这些见解？

东门: 东亚



香港
香港是一个位于历史十字路口的重要世界城市。在过去的几年里，
香港经常因为影响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转变而被国际媒体所关注。
它现在和将来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关口的城市。

在宗教方面，大约90%的人口在生活中没有耶稣，他们不同程度地
效忠于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混合体，与富裕城市社会典型的其他后
现代偶像交织在一起：理性主义、物质主义、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
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相信耶稣王会成就一个门徒运动来
接触香港和其他地区。

香港的门徒运动团队正在寻求更深的根基，同时增加我们的网络以
结出更多的果实。DBS小组已经启动，新的门徒接受了洗礼，庄稼的
教会也已经开始。最近，我们与经验丰富的DMM催化者Aila Tasse
博士举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DMM培训。我们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继
续培养新的领袖，以支持成长到四代及以上。

祷告请求：
1. 在最近与塔斯博士的培训中结出果实。我们现有的团队受到挑

战，要将他们的视野扩大到耶稣在他的国度授权中所期望的一
切。许多可能成为DMM领袖的新人第一次被介绍给DMM的异象。

2. 求神在我们继续调整DMM工具（特别是经文清单）以适应我们特
定的文化背景时，赐给我们洞察力、智慧和祝福。

3. 求神使这个城市的人脱离新旧偶像崇拜，求神突出和平之子，看
到失丧人的网络，通过发现经文而顺服地相信耶稣。

4. 求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加强和祝福我们的团队，使我们在同一
个天国的异象中团结起来，开展门徒训练运动。

5. 求神祝福我们从庄稼中培养更多的领袖，支持多代的DBS小组和
教会。

我们在思考传福音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种
义务感和压力感--好像某人的救赎完全
取决于我们的话语。释放的真理是，重要
的是天父的声音。这改变了我们对传福音
的问题。神在吸引谁来到耶稣身边？哪里
有回应的心？我怎样才能帮助人们听你的
话？真正有效的庄稼工作必须从倾听上帝
的活动和倡议开始。

约6:44-45

亚洲城市

禾场
提示



禾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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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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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劳工
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劳工在新加坡工作，许多都住
在宿舍。他们大部分都是未得之民。我们在其中一个
宿舍和他们联系，在喝茶时有友好的交谈。我们也通
过打羽毛球与他们建立友谊。许多人也表示有兴趣
学习英语。最近，我们在他们当中发现了两名基督
徒，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最大的挑战是建立信任关
系，因为他们对与基督徒交往持谨慎态度。

祷告请求：

1. 为更多的门徒训练者祷告，特别是讲泰米尔语
的人，让他们愿意事奉，因为这里的庄稼确实很
丰盛。

2. 为更多的志愿者和两名工人祷告，让他们愿意
为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得到装备。

3. 为规划小组祷告，让他们制定合适的计划，例如
英语会话和电脑学习，以便建立持续的关系。

4. 为这些劳工的心祷告，让他们能向福音敞开心。

南区: 商业/市场
祷告请求:
1935年是新加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神的仆人宋尙節,在唐人街以巨大
的能力传道，带领许多不同方言群体归向基督。一场恩典浇灌在这个被鸦片
瘾、黑社会、赌博、恶习和偶像崇拜所困扰的城市中心地带。为南区祷告，让
圣灵在商场上有新的感动，能够接触到我们在海上的东南亚国家。

地区及祷告行走

南区
3月18日，早上8-9.30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外来劳工
3月14日，星期二，晚上8-9点

以赛亚书43章/诗篇1章

第3周
新加坡亲和力

祷告请求

新加坡地区和门  

上帝的异象 哈2:14
这段经文告诉我:
1) 上帝正在实现的愿景是什么？
2) 神对人和它的创造的心是什么？
3) 我如何在神安排我的地方应用这些见解？

南门: 海上东南亚



在城市中，形成最强关系往往围绕着共同的需
求、共同的事业和/或共同的激情。我们可以把
这些联系点称为 “亲和力”。这个故事描述了保
罗和他的团队与腓立比的一个亲和团体的联
系，他们对祷告有共识。关系和信息自然而然地
在亲和团体中流动，当福音进入亲和团体时，它
也会传播！”。

在复杂的城市中，”亲和力 “可以是一种有用的思
维方式，因为我们问上帝我们如何能与祂同工。

达卡
达卡是孟加拉国的首都，有2250万人口。它每年增加80万
人口。

它是无可救药的过度拥挤和严重的污染。

它通常被称为 “清真寺之城”，有6000座。90%的孟加拉国
人是穆斯林--大多数是逊尼派，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什叶派
和苏菲派穆斯林。

在该市没有DMM团队。

祷告请求：

1.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派，随着大量资金的流入，在孟加拉国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往往导致世俗政府受到压力，以牺
牲少数民族的利益为代价来实施这一特殊的议程。

2.非孟加拉国人进入该国的签证，以及那些不能离开该国
的人的签证延期。

3.改变信徒的心态，将门徒训练作为主要目标，而不是改变
信仰。

4.在孟加拉国的基督身体内部和外部培养运动领袖。

使16:12-15

亚洲城市

禾场
提示



亲和群体图
又到了绘制思维导图的时候了! 这一次，请想一想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20个
亲和团体。

一些提示：
-想一想你的日常生活以及你周围的人和亲和群体。
-哪些亲和群体是你的 “内部人”？
-你可以接触到哪些亲和群体？
-你对哪些亲和群体有一种同情心或负担感？
-利用你的人际关系图来增加灵感。

禾场工具



青年人/孤儿
在2022年，有500多名儿童因家庭破裂和其他挑战而
被送入机构照料--他们基本是 “孤儿”，生活中没有支
持他们的父母或成人关系。面对重大的社会和关系的
挑战，这些机构尽最大努力照顾这些孩子，提供支持
并满足物质需求。

然而，当这些孩子过渡到成年后，这种支持往往被撤
销。然后，这些年轻人不得不建立一个成年人的生活，
往往没有父母的身影来支持和指导他们 “成人 “的学
习过程。

我们新成立的团队正在探索如何帮助这些年轻人发
展和追求目标，培养生活技能，以便他们能够成功地
完成这个过渡期，过着有健康关系的完整生活，并向
他们的社区播种祝福。

祷告请求：

1. 祈求当局的支持，打开大门，服侍这个亲和群体。
2. 组建团队--愿神为这块庄稼地兴起祂指定的工人。
3. 思考如何最好的满足这些年轻人的需要。

西区: 大学/ 教育
祷告请求:
新加坡的教育系统非常成功，我们强大的学习传统可以追溯到传教士的坚定工
作，他们建立学校，在神的道和方法上对当地人进行门徒训练。当我们周围的地区
和系统发生震动时，我们知道回应大使命的时间很短。让我们为西区祷告，寻求敬
虔的智慧，兴起并倍增庄稼的工人，迎接最后的收割。

地区及祷告行走

西区
3月25日，早上8-9.30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青年人/孤儿
3月24日，星期五，晚上8.30-9.30点

以赛亚书60章

第4周
新加坡亲和力

祷告请求

新加坡地区和门  

上帝的异象 耶31:31-34，赛54:13
这段经文告诉我:
1) 上帝正在实现的愿景是什么？
2) 神对人和它的创造的心是什么？
3) 我如何在神安排我的地方应用这些见解？

西门: 南亚和西亚



加德满都
加德满都是一个快速城市化的城市，约有300万人口。这个城
市的断裂包括吸毒、孤独、心理健康问题和因经济压力造成
的家庭解体。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涌向加德满都，寻求教
育和更好的机会。许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寻求从加德满都移
居海外。

近几十年来，尼泊尔经历了神的感动，加德满都有许多教会，
但当地的领袖对缺乏宣教重点或复制的情况感到遗憾。在禾
场，人们对福音感到饥渴。我们需要有热情的庄稼工人，他们
能够赢得人们的心，而不是推动他们的议程，并且需要有能
够以适当规模解决饥渴的酒囊。

越来越多的尼泊尔门徒渴望看到门徒训练运动的发生。神正
在兴起工人，团队正在形成。其中许多在禾场和传统的教会
中，为如何兼顾多种责任而苦苦挣扎。属灵的压迫和健康的
挑战是持续的。

祷告请求：

1. 为更多对天国有心的团队成员祷告，并在迷失和破碎的环
境中侍奉。

2. 为神带来合适的人参加即将开始的培训。
3. 为能够与团队合作的翻译人员祷告，特别是在培训材料的

翻译方面。

耶稣不是带着推销来的--他带着上帝的统治
和统治以新的方式出现的好消息来的，他把
天国播种在他遇到破碎和迷失中的社区。

对于税吏（另一个亲和群体！）来说，他们的
破碎是社会和宗教的排斥。耶稣在服侍他们
的破碎的同时也把医治他们失丧的好消息
带给他们。

可1:14-15，太9:9-13

亚洲城市

禾场
提示



亲和群体：前进
选择3个最容易接近和/或最接近你内心的亲和群体。

- 列出亲和群体的两个最重要的破碎领域
- 我还认识哪些关心这些亲和群体的人？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耶稣的门徒。
- 我/我们如何能帮助这些领域带来平安/完全？

3个最容易接近和/或最接近你内心的亲和群体。
禾场工具



创意人
创意生活充满了起伏、紧张和挣扎。

创意人充满激情，容易受伤和灰心。我们经常感到焦
虑、孤独和脱节，尽管我们一直在网上。创意人推动探
索，质疑和挑战现状。因此，我们愿意与灵性、文化、社
会的大问题进行斗争和互动，但也可能发现自己处于
有害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中。

上帝深深地眷顾创意者，对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所接
触和影响的空间有一个宏伟的计划。

多年来，一直有各种聚会和社区活动，但到目前为止，
活动都是一次性的。到目前为止，这个亲和群体还没
有一个专注于DMM的协调团队。

祷告请求：

1. 团结与策略
 求神将倡导者和催化者/那些在这个领域有负担的

人聚集在一起，使他们的心与神和彼此对齐，为祂
的战略计划、目的和时机寻求祂。

2. 倡导者和团队的形成
 兴起更多的倡导者、牧者和团队。通过媒体、艺术和

娱乐，表达神已经放在他们身上的东西，并为有创
意的复兴和庄稼做准备。

中央区:  
公民区/政府  
祷告请求:
在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新加坡是一个被称为
Sabara（“希望”）的贸易港口城市。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的财富、权力和关系的
市场会使许多人陷入世俗的追求，但也可以为福音贡献。就像安提阿成为保罗
宣教之旅的基地一样，为新加坡城祈祷，希望他们的眼睛和心灵能够向禾场敞
开，兴起新的祝福之路。

地区及祷告行走

中区
4月1日。早上8-9.30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创意者
每星期三晚上9-10点

以赛亚书11章/约翰福音17章

第5周
新加坡亲和力

祷告请求

新加坡地区和门  

上帝的异象 赛11:1-10，约17:1-5
这段经文告诉我:
1) 上帝正在实现的愿景是什么？
2) 神对人和它的创造的心是什么？
3) 我如何在神安排我的地方应用这些见解？

中央门:
种族、语言、文化



天父正在准备 “和平之子”，他们不仅会欢迎耶
稣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且会把祂带入他们周围
人的生活。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些人很警觉，并
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
当撒玛利亚妇人回应祂并将她的村庄介绍给
祂时，耶稣中断了两天的旅程。我们还看到耶
稣训练祂的门徒去寻找这些人。

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掌权准备这些人。如果新
约有任何迹象，他们可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人!

马尼拉
四个世纪以来，马尼拉一直是菲律宾的主要城市。马尼拉拥有
2500万人口，大约每4个菲律宾人中就有1人居住在大马尼拉
地区（由17个城市组成）。

在文化和建筑上，它反映了东方和西方，除了丰富的本土文化
外，还受到中国、西班牙和美国的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是华人

（占人口的1.5%）和14个穆斯林部落（合计占4%）。

大马尼拉市的中心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中心，该市的
许多挑战与住房短缺、交通堵塞和污染等过度拥挤问题有关。

近几十年来，数以百计的信仰群体应运而生，与占主导地位的
罗马天主教（80%）和新教（10%）教会结构并存。在一些圈子
里，有一种推动力，要装备基督的身体，使其门徒倍增，但有一
种倾向，就是把重点放在聚会上，而不是为城市的破碎带来医
治和门徒训练。

祷告请求：

1. 但愿该市的虔诚宗教信仰能转化为对贪婪、不公、不道德和
腐败等社会罪恶的悔改。

2. 愿贫穷的希望能从迷信宗教或经济发展转变为与上帝的活
生生的关系，从而产生兴盛的家庭和可持续的社区。

3. 愿上帝用源源不断的移民劳工（每天有5,000多人从我们的
国际机场飞出）来培训和部署平信徒传教士到他们生活和
工作的200多个国家，因为我们也致力于减少社会的破碎
家庭。

约4:1-43, 路10:1-12

亚洲城市

禾场
提示



会话网格
会话网格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神的灵在哪里工作，以及

哪些人的心向我们和天父敞开。

1.选择你正在为之祷告的首5个人。

2.你与他们有什么样的互动？
  - 是关于食物或天气的闲谈吗？
  - 他们是有意义的--关于更深入或更个人的话题？这可能包括个人挑战、

关系或宗教事务。
  - 它们是属灵性，触及信仰或灵性和不可见世界的话题吗？
  - 他们是否是发现型的互动，即对方靠过来问关于你的上帝/你的信仰/圣

经的话题？

3.把他们的名字放在对话网格上，并以祷告的方式进行思考。当你这样做
时，你有什么看见或见解？为你所看到的祷告。

4.如果你注意到你的互动比较随意，准备一些你可以问的问题，或者你可
以分享的个人经历，以便在下次见到他们时 “试水 “有意义的或属灵的
对话。如果你已经有了有意义的或属灵的互动，想想你可以如何探索圣
灵是否在他们心中激起饥饿感，以更好地认识上帝，体验祂，和/或亲自
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

禾场工具



乐龄 
神呼召我们到一个有许多老年人的心邻地区。老年人有许多健康和社会挑战，这
导致了心理健康问题和自杀案例。

我们从步行祷告开始，看到神打开了与老年人和社区内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之门。
我们有机会举办研讨会，帮助老年人解决他们在人生阶段所面临的关系和情感
挑战，并让他们了解圣经中对这些问题有帮助的部分。

祷告请求：

1. 壮大团队--更多庄稼的工人一起祷告

2. 神启示和平之子，热衷于一起学习圣经的老年人群体。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城市，处于国际贸易战略路线的交叉点。在新加坡560
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新加坡公民，70万永久居民和大约170万移民工人。新
加坡的地理位置和高标准的教育、医疗和企业管理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中
心，不断有游客和想法从该地区和全球流入。

神正在新加坡兴起越来越多的DMM团队，他们专注于该市的不同领域。团队正
在形成，服务破碎的人，开始发现圣经小组，小组开始一起跟随耶稣。仍有许多
重要的亲和群体没有团队参与其中--需要更多的团队和庄稼工人!                                                                                                         

祷告

1.仍有许多重要的亲和群体没有团队参与其中--需要更多的团队和庄稼工
人! 请庄稼的主派更多的工人到祂的庄稼地里。

2.恐惧在新加坡是个大问题。”Kia-su”（害怕失去）和 “kia-si”（害怕死亡）已
经交织在日常的言语中，也是这个年轻国家的结构，它是在一个非常具有挑
战性的环境中诞生的，没有生存保障。基督的身体也不能幸免，在跨文化互动
方面很明显。求主使新加坡能够超越恐惧，并在天父全备的爱中安全地接受
和奉献给他人。

3.新加坡有一种使命感，这个 “小红点 “不可能的兴旺更加强了这种命运感。
请为新加坡政府和领导人祈求恩典，使他们能够明智和公正地治理，使新加
坡能够完成她的命运，她的人民能够为境内外的民族带来祝福。

亲和群体祷告焦点

乐龄
4月6日，星期四，晚上8-9点

祷告请求

新加坡

第6周
新加坡亲和力

上帝的异象 赛55:1-5
这段经文告诉我:
1) 上帝正在实现的愿景是什么？
2) 神对人和它的创造的心是什么？
3) 我如何在神安排我的地方应用这些见解？



禾场

在整个圣经中，我们看到一位天父邀请祂的孩子去寻
找、追求和发现。

重要的是，福音书中记录的许多个人互动显示，耶稣提
出的问题都是邀请人们去发现更多。对祂来说，给出答
案是很容易的！祂的做法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模式。

祂的做法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提出好的
问题可以鼓励别人到上帝和祂的话语中去寻找问题的
答案。我们的答案最终会枯竭，但圣言和圣灵会根据每
个人的情况提供取之不尽的智慧、信念和理解。

廷布
廷布（人口15万）在1961年被宣布为不丹的首都，尽管位于郁
郁葱葱的廷布谷地的廷布宗（堡垒）自1216年以来就一直存
在。1962年，第一辆汽车出现在该市的街道上。电视和互联网于
1999年到达。

廷布是教育、民事和银行业的主要中心，也是国王（生于1980年，
在惠顿学院和牛津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家。不丹人报告说，酒精、
赌博和家庭暴力是令人担忧的问题。金刚乘佛教是不丹的主要
宗教，它的教义和传统对公民、教育和社区生活有很大影响。

一些散居国外的不丹人正在探索建立门徒运动，但在廷布还没
有已知的DMM团队。

祷告请求：

1. 为廷布的耶稣追随者祷告。求主赐给他们承受困难、压力、逼
迫和痛苦的能力。

2. 求神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支耶稣的跟随者队伍，在不丹人中
发展门徒制造运动。我们知道的教会对DMM还没有太多的了
解。

3. 求神打破对该地区有负面影响的意识形态和谎言。求神突破，
把希望、光明和和平带给不丹国王和人民。

路11:9-10， 耶33:1-3

亚洲城市

提示



发现圣经小组
发现圣经研究（DBS）是一个工具，它使很多很多小组有能力一起发现上帝，并
帮助其他小组也这样做。

DBS是一个让和平之子和他们周围的人参与的好方法。你可以在小组进行正
式的圣经学习时提出这些问题。你也可以在谈话中随意的选择这些问题（或分
享一个圣经故事）。

回顾过去
你对什么感到感激？ 本周有什么 事情 让你感到压力？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你的顺服步骤进展如何？

向上看
一起读一个故事两次。
你会如何用你自己的话重新讲述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你什么关于神？关于人？

展望未来
本周你将改变你生活中的什么？
你会和谁分享？你能帮助谁？

10个盼望的故事
以下是一些建议的故事，供你的第一次DBS使用。

1. 在利未家的聚会
马可福音2：1-17 

2. 尼哥底母在晚上的探访
约翰福音3:1-17 

3. 改变的生活
马可福音5:1-20 

4. 一个令人难忘的行为
路加福音7:37-50 

5. 失丧的儿子回来了
路加福音15:11-32 

6. 谢谢你!
路加福音17:11-19 

7. 神所看到的
路加福音18:9-14 

8. 到你家里来
路加福音19:1-10 

9. 渴慕神
约翰福音4:1-42 

10. 种子和土壤
马可福音4:1-20

禾场工具



什么是做
门徒运动（DMM）？
在这本资料手册中，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提到 “DMM “或 “神的运动”。

“DMM “是 “做门徒运动 “的简称。DMM “和 “神的运动 “都是指同一件事--朝着神的运动，通
过一个关系群体或人群传播。

造门徒运动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同的术语。

“做门徒” 

在福音书中，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有意造就门徒的模式--邀请人们通过亲近祂、信
任祂和顺服祂而步入神的国度。

在五旬节，圣灵被浇灌出来，使耶稣的每一个门徒都能立即与天父有亲密接触。当门徒们继续
听从、信任和服从时--借着圣灵--上帝在他们里面并与他们一起建立了祂的天国。

倾听和顺从的结果是个人的成长和转变，以及与天父积极同工，为他们周围的破碎和迷失制定
计划。在新约的书页中，我们看到耶稣的第一批门徒走出并传承了耶稣给他们的模式。

踏入神的天国，过一种倾听、信任和顺服的新生活，这种模式作为做门徒的核心继续保持不变。

那么，当我们谈论 “造就门徒 “时，我们指的是授权人们通过神的话语和圣灵聆听神，以信任顺
服的方式做出回应，并帮助其他人也这样做的过程。

“运动”

在造就门徒的背景下，一种普遍认为的运动的技术定义是：100个坚定的门徒小组（教会）已经
形成，并至少复制到四代。

有时，DMM的定义会包括一个时间框架，即在之前的三年里有100个教会。这在全球许多农村
地区都有经验，但在城市和都市地区，似乎需要更长时间。

将“造就门徒“和“运动“结合起来 

当新的社区开始一起聆听神，并选择相信祂的爱和权威时，就会发生造就门徒的运动，从而导致个人
和社会的转变，祝福他人，并使王的伟大和祂国度的美好在相连的关系网络中被“传扬”。

这导致更多的人亲近祂，认识祂。就这样，这个过程不断重复，运动不断发展。

造就门徒的运动不能通过巧妙的营销或销售技巧来设计。人类的策略和努力不足以导致这种情况的
发生。只有庄稼的主能使之发生。

我们在造就门徒的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的角色是做门徒--向天父的慈爱权柄投降，在祂带领我们走向周围的破碎和迷失时与祂一
起行动。

当我们把医治和平安带到破碎的地方时，我们可以服务那些神与我们相连属灵饥渴的。我们通过帮助
这些社区的成员创造机会聆听上帝，并与他们所亲近的人一起发现上帝，来服侍属灵的饥饿。

你可能有一个神放在你心中的特定社区或人群，但你不确定如何向前迈进。                                                                                                                                 
你可能一直在想，当人们对参加教会或基督教项目不感兴趣时，如何帮助他们遇到耶稣。

做门徒运动是一种酒皮，可以帮助你在你的庄稼领域的角落里释放出更大的果实--
无论是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团体还是一个城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connect@
kingdomharvestprayer.org ，我们可以为你联系离你最
近的资源和培训机会。

mailto:connect%40kingdomharvestprayer.org?subject=Resource%20and%20Training%20Opportunities%20
mailto:connect%40kingdomharvestprayer.org?subject=Resource%20and%20Training%20Opportunities%20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kingdomharvestprayer.org

www.kingdomharvestprayer.org
www.kingdomharvestprayer.org
http://www.kingdomharvestpray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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