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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耶穌曾告訴我們祂第二次回來之前，我們有兩件很重要且必
須去做的事：

1. 福音要傳遍萬民 (太24:14）
2. 要警醒禱告（可13:33）

這兩件事情不謀而合成為禱告訓練中心的異象。這個異象也是
主耶穌期待每個教會應有的異象：我的殿必稱為萬國（民）禱

告的殿（可11:17）。

保羅勉勵我們要為萬人禱告，其目的就是要使萬人明白真道得
著救恩（提前2:1-4）。耶穌在客西馬尼園勉勵我們也要警醒禱
告，贏得屬靈戰爭的勝利（太26:41）。福音傳遍萬民與屬靈戰
爭的勝利二者都是與禱告緊密連結，息息相關。可見禱告是不
容輕忽的屬靈操練！

《基督之家聯合禱告訓練中心》對此異象「我的殿要成為萬民
禱告的殿」提供一個平台，讓信徒和牧者們一起學習，彼此勉
勵，往這個方向走。我們所舉辦的活動，例如上山的禱告會，
禱告特會，和每月一次在線禱告聚會，目的是希望信徒們也朝
向這個異象去努力邁進！

感謝主為我們預備了這次禱告特會，希望大會的信息、講座的
內容，和贈送參與者的「禱告操練與傳遞」一書，能使所有參
與者對禱告的熱情和信念有所幫助。

讓我們大家持守這個主耶穌給我們的異象，一直等到主的再
來！

黎廣傳

基督之家聯合禱告訓練中心

2021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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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禱告會 
2020年有百年不遇的疫情，讓我們沒有辦法上山禱
告，一年兩次的上山禱告就改為在雲端進行。感謝
主，雖不能登上山去禱告，但能在雲端上和主親近，
仍然十分美好。

5/18/20的雲端禱告特會由基督四家寇紹穎長老主持，
有來自灣區每個基督之家教會以及其他教會的牧長同
工弟兄姊妹超過80多人的參加。蘇文峰牧師特別為這
個聚會預備的美好信息「從教會歷史看禱告和復興」
。蘇牧師從近代西方和中國教會歷史實例中帶我們看
到禱告和復興的密切關系。蘇牧師激勵勸勉我們「同
心合意禱告，乃奮興教會之首要」。

9/21/20禱告特會由基督七家的顔一品牧師主持，有來
自灣區各個基督之家教會以及加州內外其他教會的牧
長同工弟兄姊妹共76人參加。李燕光牧師給我們一個
美好的信息《同心合意，儆醒禱告》。李牧師從《使
徒行傳》中記載的兩次信徒同心合一的禱告為例，提
醒我們要有清晰的異象，神聖的飢渴。我們要同心，
救亡救心，群策群力，完成使命。

在雲端禱告會的公禱中，聖靈帶領各位牧長同工，為
全球天災人禍、疫情、因信仰受逼迫的弟兄姊妹、教
會復興、福音遍傳天下禱告。在分組禱告時，每組
三五人，大家為教會禱告，願我們的教會成為禱告的
殿，也成為宣教的教會。弟兄姊妹也有彼此分享連
結，彼此代禱。感謝主，弟兄姊妹們得激勵，禱告的
火再次被挑旺。

禱告訓練中心固定在每個月的第二個禮拜一晚上7點有
聯合禱告會，有牧長同工20多人參加。我們以詩歌，
禱讀來敬拜主，讚美主。然後有公禱和分組禱告的時
間。我們在主面前省察，向主呼求，為世界的安定仰
望神，求聖徒的興起，求主憐憫這個世代，求主讓我
們警醒，多傳福音，為教會興起發光仰望得勝的主，
也為基督徒個人生命建造禱告，能盡心盡意愛主我們
的神。在分組禱告中， 我們為各自教會的需要和事奉
禱告，大家在小組中有美好的溝通分享和代禱。大家
將各自的需要存記在心，在禱吿中彼此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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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2021年7月10日星期六，7:30-11:30am (美國西岸夏令時間) 

大會將以線上ZOOM舉行, 全球同步 
會議號碼：87910864913 (密碼：210710)

所有參加者使用同一zoom ID 進入，第一堂主題後使用 breakout room 
分別進入各個專題。最後再回到主題會場。

美西時間 內容 講員

7:30-8:00 敬拜與禱告

8:00-8:50
大會主題（一）

一、聖殿與禱告       二、萬民禱告的殿
陳道明 牧師

9:00-10:25 專題（各專題同步進行） 專題講員

10:30- 11:30
大會主題（二）

三、如何動員教會成為「萬民禱告的殿」？
陳道明 牧師

11:30 結束

禱告中心未來三年的聚會活動
• 5/16/22 星期一 上山禱告特會

• 9/12/22 星期一 上山禱告特會

• 5/15/23 星期一 上山禱告特會

• 9/11/23 星期一 上山禱告特會

• 7/13/24 星期六 第二屆灣區禱告特會

主題： 當求莊稼的主
每個月第二個星期一晚上7:00-8:00 有線上的禱告聚
會，歡迎牧者弟兄姊妹參加！

以上活動詳情可到網站查詢：www.unitedpray.org

大會奉獻方式 
• 支票奉獻請寫 HOC6，  

註明「 710禱告特會」

• 若以Zelle奉獻： 
chase@hoc6.org  
請註明 「710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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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題(二) 10:30-11:30am

三、如何動員教會成為「萬民禱告的殿」？
1．牧長領袖一一禱告最關鍵的人物。

• 牧長如何動員弟兄姐妹禱告？

• 牧長必須知道如何帶領一個，能使弟兄姐妹非參加不可的禱告會？

2．如何動員家庭成員注重禱告？

結論：當教會成為萬民禱告的殿，必然帶來復興！

大會主題(一) 8:00-8:50am
引言：聖殿與禱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一、聖殿與禱告
1. 舊約時代的聖殿與禱告．
• 摩西建的會幕。（出33:7-11）

• 所羅門王建的聖殿。（代下6:12-42）

• 所羅巴伯建的聖殿。（拉10:1）

• 希律王建的聖殿。（可11:17）

2. 新約時代的聖殿與禱告．
• 主耶穌時代的聖殿。 

- 主的身體是聖殿。（約2:18-21） 
- 主潔浄聖殿。（約2:17）

• 使徒時代的聖殿。 
- 教會是聖殿。（林前3:16-17；徒1:14；2:46-47） 
- 基督徒的身子是聖靈的殿。（林前6:18-20）

二、萬民禱告的殿。（賽56:6-8）

萬民禱告的殿
賽56:6-8 主題講員：

陳道明 牧師

陳牧師生於馬來西亞。信主後蒙召獻
身。畢業於新加坡神學院。在美進修
獲敎牧學博士。服事主至今58年，從
事牧養，宣敎和門訓。

現任華傳會牧、基神榮譽董事長、聖
言資詢顧問、緬甸聖道學院董事和國
際使命聖經學院顧問。著有：系統栽
培與靈命成長和牧師的聖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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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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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約翰福音學習耶穌與禱告密切的關係！

主耶穌，神的兒子，在世上成為人子的時候，
完全依靠著那與父神最親密的能力；留下非常
的多的禱告的榜樣，在四福音書中共有十九處
禱告文。最長一處是約翰福音十七章，稱為大
祭司的禱告，是他向天父所作的代求，也稱為
「分離的禱告」，是星期四晚上，在傍晚與門
徒用完了最後的晚餐，乃偕門徒來到客西馬尼
園去禱告。 

從約翰福音十七章，我們可以學習耶穌與密切
禱告的榜樣！

這禱告的內容分五方面：

A. 耶穌為自己禱告  (1-5節)

1. 十字架是耶穌的榮耀，以[時候到了] 為進
入應許的禱文！因為，十字架乃是生命的
榮耀，也是通往永恆的榮耀之路徑。他
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刻到了」

2. 十字架如何榮耀上帝呢？  
榮耀上帝的唯一方式就是順服。

3. 最後，耶穌祈求說，他願意榮耀上帝：也
願上帝得榮耀。 
因為，十字架並不是結束，十架乃是榮耀
父神 , 是他歸回上帝的道路。

4. 為認識 [永生] 而祈求 v.2-3 
認識上帝(二層面) 和衪所差遣的耶穌基督
乃是永生。

深思  
我們是否把每天最珍貴的清晨用在與神建立關
係的靈修上面?

B. 耶穌為門徒顯明神的名 (6-8 節) 

從這祈求中啟示了下列三方面:

1. 顯明神的名是倚靠
2. 顯明神的名是敬畏 
3. 說明門徒的蒙召是在神計劃中，蒙召、全

時間與神同行，接受使命、為榮耀神的。

反思   
疫情中及過後,  我們的門徒訓練走向有何新的
亮光?

C.  耶穌為信徒聖別的祈求 (9-19 節)

1. 蒙保守,  得喜樂
2. 宣告信徒屬乎神
3. 為信徒得以[聖別]祈求
應用  

新冠狀疫毒叫我們學會了隔離和潔淨,   今天[ 
聖別 ] 在主家中是否列入[必禱] 的事項中? 

D. 為未來的教會祈求  (20-23節)

1. 著重教會的合而為一
2. 不能忘記為 [那些人] 也求    
3. 也著重內住的關係

反思  

1. 同心切切為短期及長遠的合一計劃
2. 為如何突破當下宣教的困難禱告
3. 內住的愛和意志的聯合對禱告有什麼關

係 ?

E. 為教會整體的見證祈禱 (24-26節)

榮耀的恩賜與應許

耶穌的祈求
1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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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的三大要點

• 主的榮耀和主賜給教會的榮耀相同 ?

• 衡量得失不能單憑當今的視點，因我們分
享主在世上的榮耀與受苦，到即日，也要
分享他的榮耀與得勝 ! 故千萬不要單憑世
人的觀點來衡量永世的事奉—要從主所祈
求的眼光，就能見到永世的榮耀 !

• 時代的應用： 今天世上衡量成就的標準何
在 ?

• 挑戰問題 : 你想這禱告文已經蒙父神應允
了沒有 ?

作者 : 楊勝世 牧師
• 三藩市金門基督教會的創會牧師, 

• 曾出任紐約市中宣會主任牧師

• 退休後出任國際華人宣教協會總幹事

曾參與下列各不同機構事工 :

• 灣區培靈會

• 灣區教牧聯禱會

• 美加改革宗華人事工

• 福音文宣社董事會

• 工人神學院董事會

• 紐約角聲佈道團

•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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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禱告事奉

2專題講座

1. 重點的禱告  優先的順序。(弗1:2)
2. 聖潔的禱告 真誠的認罪。(弗1: 4,7)
3. 感恩的禱告  感恩的紀念。(弗1:16)
4. 同心的禱告  按神的旨意。 (弗2:18)
5. 彼此的禱告  彼此的代禱。 (弗3:1-2) 
6. 不住的禱告  恆切的禱告。 (弗1:16) 
7. 父前的禱告  來到父面前。 (弗1:17)
8. 光照的禱告  靈眼的開啟。(弗1:18-19)
9. 屈膝的禱告  謙卑的順服。(弗3:14-19)
10. 信心的禱告  期盼的讚美。(弗3:20,21)
11. 爭戰的禱告   多方的祈求。(弗6:18)
12. 祝福的禱告   感恩的分享。(弗 6:23,24)

孫雅各牧師生於中國，長於台灣，1973赴美
進修，獲化工博士，曾任Honeywell帶領團隊
成功發展並量產世界最強力的人造纖維。1990
回應神的呼召，先後修畢宣道會道學碩士和福
樂神學院神學碩士。孫牧師同師母牧養教會三
十年。孫牧師現任種好種基金會董事會主席和
基督工人神學院董事會主席，借種好種網站 
(sowgoodseeds.org) 和CGNTV講道系列傳福
音，推展門徒訓練，服事眾教會。

孫雅各 牧師 
種好種基金會董事會主席 
基督工人神學院董事會主席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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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禱告與聖靈

3專題講座

講道的預備，有可見的部份與不可見的部
份，有人要盡的責任與人無法盡的責任，
有自然的與超自然的。

基本上，一篇優質的講道不離開五個重
點：有道、有理、有趣、有用、有情。前
面四項皆屬可見的、人要盡責任的，以及
自然的，這些固然重要。至於最後一項──
「有情」，是較難達到的境界，它不單使
信息進入聽道者的腦海中，更進佔他們的
心靈，產生共鳴與感動。禱告正是攀登這
境界的最有效途徑。

本講座旨在幫助講道者，指引他們如何在
竭盡所能預備之餘，藉着禱告與聖靈同
工，將信息的地線與天線接通，更將它的
滲透性與靈活性協調。

美國德州達拉斯神學院神學碩士、教牧學博
士。曾任德州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主任牧師；
美國加州聖荷西海外神學院教務主任兼實用神
學教授，於2004年創辦【聖言資源中心】並擔
任會長，專注推廣十步釋經法，並從事教會領
袖訓練、信徒培育及主日學師資訓練等事工。
又於2018年創辦【聖言講道研經學院】，現
任該院院長。賴牧師現兼任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教牧學博士班客座教授，主授《當代釋經講道
法》；曾擔任2008年香港港九培靈研經會早堂
講員。代表著作有：《十步釋經法》（2008）與
《食經講道 – 現代釋經講道手冊》（2014）。

賴若瀚 牧師 
聖言講道研經學院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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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與靈命成長

4專題講座

引言:  

何謂禱告? (啟3: 20) 
何謂靈命成長? (腓1: 9-11)

1. 禱告幫助我們更深認識神 (弗1: 15-21)
2. 禱告幫助我們更能勝過罪 (弗 4: 25-30)
3. 禱告幫助我們過群體生活 (弗 5: 18-21)
4. 禱告幫助我們能勝過憂慮 (腓4: 4-7)
5. 禱告幫助我們有效傳福音 (西 4: 2-3)

結語 : 禱告的實踐

孫牧師出生於中國一基督徒家庭，12歲時因父
母所傳得以認識耶穌基督，並成為基督徒。大
學主修建築，後出國留學得碩士學位。於工作
10年之後，蒙神感召與妻子同赴新加坡神學
院，完成道學碩士學位(M.Div.)，後赴美繼續進
修神學。2000年開始在加州牧會。2005年開
始參與神學教育，主教舊約聖經。

現任北美基督神學院院長及舊約教授，經常參
與亞洲的教會培訓工作。孫牧師與師母共育有
四子女。

孫   通 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 院長
及舊約教授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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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神的旨意
5專題講座

耶穌在客西馬尼的禱告從表面看似乎是祂
和父神心意的抵觸，但其實耶穌三次痛苦
的禱告不但顯明父與子的意念相合，更是
使信徒更體會我們的禱告和上帝的旨意是
有一種不可分割的關係。

1. 耶穌的姿態: 顯明罪惡的勢力 
…就憂愁起來，極其難過， 便對他們
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
俯伏在地 (太26:37-39)

2. 耶穌的禱告: 顯明救恩的計劃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
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
的意思 (太26: 39)

3. 耶穌的應許: 顯明禱告的目的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試探]。
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太
26: 41)

池峈鋒教授曾經是澳洲墨爾本神學院 (Mel-
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中文部的神學講
師 (2012-2016)， 2016 年起任教於基督工人
神學院 (www.cwts.edu) 系統神學教授至今。
他和劉必娟師母育有三個孩子。

池教授最近的著作 (co-editor): Spirit Wind: 
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in Global 
Theology—A Chinese Perspective.

池峈鋒 教授 
基督工人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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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與宣教

6專題講座

馬太6:9-10; 28:18-20

1. 禱告求國度的異象 (馬太6:9-10)
2. 禱告求國度的使命 (馬太28:18-20)
3. 禱告求國度的標竿 (馬太28:19)

• 人去！國度的差派

• 錢去！國度的十一

• 禱告去！國度的禱告

黃成培牧師是密西西比州立大學企管博士及正
道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曾任職非洲內地
會，在肯亞-蒙惠聖經學院任職教師及靈命塑造
部門主任，並在肯亞內地教會牧會。

黃成培牧師主要研究範圍為國度神學、跨文化
宣教、全球夥伴策略、教會建立與健康增長、
事工策略規劃、生命導師、國度轉化團隊等。
現為正道福音神學院院長及教牧學博士科主
任。

黃成培 牧師 
正道福音神學院院長 
及教牧學博士科主任

建立「國度-使命-教會」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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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與家庭

7專題講座

1. 前言
2. 聖經中（為）家庭禱告的實例
3. 禱告對全家人的影響  

— 晚近實証研究的結論
4. 家庭禱告的實踐
5. 結語

林國亮牧師1977年來美，分別獲得社會工作碩
士、道學碩士和家庭研究博士學位。1986年加
入基督使者協會，先後擔任家庭事工部主任與
副總幹事。其間曾於1993-1996年間，返台擔
任東海大學副教授兼校牧和東海大學基督教會
主任牧師。

林牧師2001年起於正道福音神學院任教。2014
年7月到2021年6月擔任正道神學院院長。目前
是該院家庭事工教授。

林國亮 牧師 
正道福音神學院家庭事工教授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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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與傳媒小組

8專題講座

1. 社交媒體的交互模式是國度禱告連接
的天然組網

2. 社交媒體的放射模式是福音傳到地級
的有效工具

3. 在線教會使聖經中『家中的教會』成
百倍的增長

善用社交媒體，形成跨時空的聯合禱告體
系，持續不間斷地開展在線禱告，由此設
立的線禱告祭壇成為神悅納的禱告。藉由
『線上聚集，下線團契，靈糧廚房，成全
聖徒』的實踐，實現在線教會的深度牧養
與彼此切實相愛的更為真實的教會。

衛開永牧師，過去十五年間，分別在中國北京
和美國硅谷拓荒建立地面教會，在十年前創立
了「羊的門國度禱告中心」事工，以在線禱告
和社交媒體平台事奉神。在神的帶領下，衛牧
師在2017年即開始了在線教會的事奉實踐。如
今，衛牧師蒙神帶領創辦的羊的門歌珊基督教
會跟隨聖靈的引導，開啟了「線上聚集，下線
團契，靈糧廚房 ，成全聖徒」的華人在線教會
模式的嘗試。 

衛開永 牧師 
歌珊基督教会  
羊的門國度禱告中心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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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和天路職場
9專題講座

禱告是承認自己的無能祈求神的心意通過
我們這些器皿去完成神喜悅的工。天路職
場事工注重於讓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們積極
參與教會圍牆外的職場的事工，需要不一
樣的看見，不一樣的實踐和不一樣的突
破，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禱告尋求神的心
意。本專題將特別分享職場事工的設計，
帶領和拓展中如何通過禱告尋求方向和思
路！

程陽杰 Jerry  Cheng 現任基督六家長老和
YOUVERSION Coach。在聖言學院研讀講道
和研經類碩士班。 10多年公共領域服事經驗。

程陽杰 長老 
基督之家第六家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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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與社區福音

10專題講座

馬牧師曾經是專業的國劇演員，拍過電視劇、
電影和舞台劇，2008年起全職事奉，於2015
年以道學碩士畢業於豐收神學院，並且在 San 
Ramon創建了恩典基督教會，並於 2017年開
始，參與了天路音樂的「鄉音鄉情」以表演藝
術走入社區的福音事工。

鄭毅弟兄從事生物工程研發，同時服侍教會和
多個福音機構，與眾同工創立天路事工聯會、
天路音樂等事工，在過去的十多年裡與眾教
會，機構配搭，為成千上萬的社區朋友奉獻了
過百場《靈感的源頭》，《恩典路，故鄉情》
《鄉音鄉情》福音春晚等系列福音音樂會。

馬嘉玲 牧師    
天路音樂事工

鄭毅 弟兄 
天路音樂事工

筆記

在禱告中尋求事工創新

一、尚未邁步、首先尋求

• 神靈感動我們在職業水準的藝術娛樂事
工上，配搭教會，進入社區。

二、打破傳統，擴張國度

• 禱告，建立同心合意的專業團隊
• 禱告，勇於創新事工，謙卑服侍
• 禱告，打造嶄新具影響力的福音品牌
• 禱告，拓展國度事工，傳福音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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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植禱告同工

11專題講座

您們聽說過432禱告公式嗎？這是基督之家
第六家提供的禱告公式，意旨在運用多種
方式，多樣媒體在多個地點花更多時間在
禱告上，培植禱告同工。

基督之家第六家禱告團隊的三位同工將在
本講座中分享親身經歷。經由禱告上的被
培植、培植禱告同工、建立禱告團隊的三
部曲，建立各人與神的關系，承接禱告的
負擔。用禱告來串接各樣事工並將禱告滲
透在教會的事工中，形成禱告文化。

黎娜 姊妹
基督之家第六家禱告團隊成員

1997年受洗成為基督徒。曾擔
任過教會禱告負責人以及小組
長，公司禱告及查經負責人。組
織帶領各種禱告團隊。

徐秀容師母
基督之家第六家兒童部director 
教會禱告事工聯絡人

1984年受洗，服事兒童事工至
今。2013年與先生顏世敏牧師
（基督六家兒童部牧師）蒙受呼
召進入全職服事。 

王曉筠姊妹
基督之家第六家禱告團隊成員

從小信主，1977年受洗歸入基
督。受三位牧者，兩位至親深遠
影響對禱告很有負擔和使命。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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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激發禱告熱情

12專題講座

羅12:11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禱

告）主。

參加完這個講座後，照著這個講座所講的去
操練，你的禱告熱情一定會有進步，這個講
座分四個重點：

1. 預備禱告的心境（箴言4:23）
2. 調整禱告的焦點（太6:9-13）
3. 緊握禱告的秘缺（撒12:10；路24:32）
4. 實踐禱告的計劃（詩91:1）

黎廣傳牧師1952年生於中國，長於香港。1968
年受洗歸入基督，研究所畢業後從事社會行政
工作，人壽保險和房地產經紀。1990年蒙召全
時間侍奉神。 

黎牧師是哥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現任基督之
家聯合禱告訓練中心主任，基督之家第六家榮
譽牧師。對禱告和門徒訓練事工特別有負擔。
著有【禱告操練與傳遞】一書。

黎廣傳 牧師 
基督之家聯合禱告訓練中心 
基督之家第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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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解密 Experiencing Awe and Intimacy with God

作者：提摩太凱勒  Timothy Keller 
發行單位： 希望之聲文化有限公司 
購買網站：https://www.amazon.com/Prayer-%E7%A6%B1%E5%91%8A%E8%A7% 

A3%E5%AF%86-Timothy-Keller-%E6%8F%90%E6%91%A9%E5%A4%AA%E5%87%B1

%E5%8B%92/dp/9869115586

轉化生命的禱告  Transforming Prayer
作者：但以理-亨德森  Daniel Henderson

購買網站：
https://store.strategicrenewal.com/products/transforming-prayer-chinese

吹角的日子 - 禁食禱告預備手冊
作者：楊寧亞 牧師
出版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福音
購買網站：https://bookstore.cchc.org/index.php/product/view/28/2101 

禱告操練及傳遞
作者：黎廣傳 牧師
出版者：基督之家聯合禱告訓練中心 United Prayer Training Center
網址：www.unitedpray.org

Email: John.lai@hoc6.org 
如想索閱或重印此書，敬請聯絡本中心。

  (A Thesis-project) 

Developing a Prayer Center for Greater Spiritual Formation
教牧學博士論文：激發禱告熱情—聯合禱告中心成立的由來

作者：黎廣傳牧師

如要查詢購買，請與作者黎廣傳牧師聯繫，電話：(510) 468-6669

好書推薦
聯絡人：包赟師母 (510) 936-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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