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牧师、教师及作家爱主音·罗杰斯 (Pastor Adrian 

Rogers)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了耶稣基督

的爱，并以如此简单的方式传讲深奥的圣经真

理，甚至“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明白，而同时在

对50岁的人讲”，以此影响了无数的生命。      

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始于1987年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的广播事工，至今仍然

是他全面教学的唯一资源。 我们希望通过书

籍、录像和录音、数字内容及其它媒体资源，

将他简单明了的、永恒的属灵智慧与大家分

享，希望不仅以耶稣的希望来帮助非基督徒，

并同时加强和鼓励日常基督徒的信心。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如何实现你的梦想》（＃1314），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how-to-make-your-dreams-come-true-1314

值得分享的真理

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中留给我们的
最后指示，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设计了值得分享的真理汇编以用于你
个人的成长，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于给你

的任务：“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神可以用你，以你所有的，于你所在
之处。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https://www.lwf.org/products/how-to-make-your-dreams-come-true-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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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梦想成真

几年前在机场候机时，我看到了相信是我见过的最令
人心酸的场景之一。 

一位年轻的军人在与家人道别。 他的孩子们抱着
他的膝； 他妻子用双臂搂着他的脖子。 他一一地拥抱、
亲吻了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我猜想是他的父母。 看着
他们，我几乎觉得是在打扰，但我的眼睛无法转离那一
幕。 

当我上了飞机，这位军人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
来。 我问他是否去海外，是否要上战场。 我问他有没有
考虑过，若是阵亡了会有什么发生于他。 

我渴望把耶稣介绍给他，感谢主，在我们的交谈中
发现，他已经认识主了。 他家人也是。 

他说：“若是神的旨意我回不来，那没关系，因为先
生，我是个年轻人。 我已经有了一个美好的生命。”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接下来说的话：“我懂得，生命不
在于长短，而在于深度。” 

他说完这话之后，我想到了无数的教堂里满是空虚
过着肤浅生活的人。 我想，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一个
人临终才发现，他从未真正地活过。 

我不希望这发生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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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神有一个为你的梦想。 他有为我们每一
个人的梦想。 但是仅有梦想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找到如
何使神赋予我们的梦想成真。 

说到此，约瑟是个有梦想的人。 通过观察他的一
生，我们发现许多有关使神赋予的梦想成真的因素：

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弟兄，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
捆禾稼，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
的捆下拜。” 他的弟兄回答说：“难道你真要作
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 他们就
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弟兄说：“看
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
向我下拜。” 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弟兄，
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 难道
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
下拜吗？” 他的弟兄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
存在心里。（创世记3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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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做梦想家

简而言之，神告诉约瑟，有一天，世界所有的资源都将
由他指挥。 怎样的一个梦啊！ 

他分享了他的梦，但我不相信他是以炫耀的方式
说的。 他明白，这梦的实现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神的
荣耀和他人的利益，包括他的父亲和弟兄。 再说，这个
梦不是约瑟自己发明的（这个极为重要）； 神给了他这
个梦。 

当我说你要敢于做梦想家时，我不是在挑战你，让
你的梦想成真。 我不是说，你要求神来与你的梦想配
合，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或别的什么。 

耶利米书29:8说，我们不应指望神来实现我们人为
的梦想：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受你
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
所做的梦。” 

神并未应许实现我们的幻想，使我们的白日梦成
真，或是支持我们肉体的野心。 我们有些人错误地祷
告：“主啊，请向我显示你对我生命的旨意。 然后我会决
定要不要做。” 你不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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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我问神：“你要在我生命里成就什么？ 你要
我做什么？ 我会做任何你要我做的事，任何。” 你有没有
这样问过神？ 如果没有，这是你梦想的开始。 

当你敢于梦想时，你只需递交一张白纸给神，在底
部签上名，然后祷告：“主啊，你填具体的。” 我们的梦想
必须是为神的荣耀和他人的利益。 让我们来看耶利米
书的另一节经文：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
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
后有指望。”（耶利米书29:11）

许多人曲解这节经文，声称神计划要他们富裕。 
不。 在神的经济领域，成功是实现神为他孩子们的计
划——这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财富。 

神要你成功吗？ 是的！ 哥林多前书2:9说：“如经上
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诗篇35:27说，他喜见
他的仆人成功（见圣经现代中文译本修定版）。 

太多的人在生存、赚钱的同时在浪费生命。 他们有
梦想，但对未来却没有真正的希望。 

先知约珥有个指向末日的梦：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
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
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约珥记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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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即使是老年人也要做异梦，不只是像约瑟这
样的青少年。 我相信。 我们都未太老而无法梦想。 但
是，我们如何辨别是从神而来的梦呢还是人为的梦？ 

首先，我们需要测试那梦。 例如，神告诉马利亚，她
将成为弥赛亚的母亲（见路加福音1:27-80）。 你觉得她
会想要抵制或怀疑这梦吗？ 也许吧，但她没有。 相反地，
她说：“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1:38）

其次，我们需要思想那梦。 圣经说：“马利亚却把这
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路加福音2:19）她反复
地思想。 马利亚并未只接受天使所说的话而不再想了。 
她深思了。 

我的梦想一点一点地实现。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神可能要我传道。 朋友，这是个奇怪的念
头，因为我的家人或亲朋好友没有一个是传道的。 但
我还是听了，因为神把这颗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我心里。 

几个月、几年过去了，我琢磨着，种子长大了。 一
天，我在祷告：“主啊！ 我觉得你要我传道。” 过一段时
间，我祷告：“主啊，你若不要我传道，你最好让我知
道。” 最后，这梦想如正午一样的清晰，我赞美神，说：    

“我相信你要我传道，这是我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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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发现梦想的程式

一天，一位传教士打电话给我，说：“爱主音，我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大的决定要做，我需要神的旨意。 你能告
诉我怎么能够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吗？” 

这位我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人会打电话给我，使我谦
卑。 我马上翻到一节我多次分享的经文。 神再清楚不
过了：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
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
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
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
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1-2）

发现神对你人生梦想的第一步是献上。 你需要将
自己献给主。 你需要像以塞亚一样说：“我在这里，请差
遣我。”（以塞亚书6:8）

直到你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才能指望万能神
的带领或祝福。 奉献总是在先。 

然后是从心意更新而来的改变。 当你将自己献给
神时，你将自己的权利作为活祭交给了神。 你选择神的
旨意高过自己的。 你选择神的意念高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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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发现神的程式、神的意念、和神的计划？ 你
必须求问。 雅各书1:5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
他。” 

奉献之后是改变。 改变带来目标的实现： “神的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

我希望你已经藉着耶稣基督把生命交给了神。 我
希望你因此发现了神对你人生的梦想。 永远不会太晚。 

说到此，你可能看不到最终结果。 或者，你可能会
不相信并抵制这在世界的眼中所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你甚至可能会发现沿途有许多的弯路和障碍。 

如果约瑟知道他梦想带来的所有困难，他可能会
说：“谢谢你的好意，主啊，但如果对你都一样的话，我
不要了。” 但他愿意行神一切的旨意，无论发生什么，不
提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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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看到的你，
是将成为的你

很多人从未看到梦想的实现，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配、
不能、或不够。 当你开始实现神为你人生的梦想时，至
关重要的是你以神的眼光看自己。 

说到此，你若以为我在讲乐观主义或流行心理的
话，你就错了。 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即你需要明白在
基督里的你。 

让我们来看约瑟的人生。 他备受亲睐，是他父亲所
心爱的。 结果，他父亲给了他一件多彩的长袍——贵族
出身的象征（见创世记37:3-4）。 约瑟与众不同。 他明白
这一点。 

约瑟对自己的信心不是骄傲。 是属灵的智慧使他
看到他是谁。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耶和华与他同在…
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创世记39:3及21）

约瑟知道，神掌管他的生命。 这些知识保守了他未
像他弟兄一样玷污自己。 因为他知道自己被分别出来，
他没有随波逐流，他的弟兄们恨他。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世界恨我们在基督里的崇高地位。 我们的地位被视为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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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对自己有着正确的认识，这并未使他充满骄
傲。 他因神在他生命中的恩惠而谦卑。 他的信心不是骄
傲。 我为何能这样说？ 因为约瑟明白保罗在罗马书12:3
中所讲的真理：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
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
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箴言3:26说：“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
你的脚不陷入罗网。” 神是我们的信心。 他赐我们每一
个人恩典。 你是你，藉着神的恩典。 这个真理解放了我
们去体验真正的谦卑，而非世界所体验的。 

什么是真正的谦卑？ 不是看低自己。 真正的谦卑是
认同神就你所说的。 彼得前书2:9告诉你你是谁：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诗篇的作者宣称：“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
畏。 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篇139:14）
你是奇秒的——不是因为你所做的，而是因为你是谁。 
神若给了你梦想——他会成就。 

神的恩典会提升你而不使你骄傲，会使你谦卑而不
羞辱你。 约瑟知道他是谁，且他敢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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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问题变为可能

我爱海洋。 我喜欢航行。 但航海有着奇怪的一点。 你有
没有注意到，一艘帆船往一个方向行，另一艘帆船往另
一个方向行？ 而它们是由同一鼓风吹着！ 你若是海员，
你能明白为什么。 

埃拉 · 惠勒 · 威尔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写
了一首诗来挑战我们朝着我们要去的方向前进，无论
所吹的是平静的风还是狂风。 

命运的风
一艘船向东行，另一艘船向西行

由同一鼓风吹着； 
是所起的帆
而不是风暴 

告诉它们要走的路。 
命运的风如同大海的风

当我们在人生中航行时； 
是灵魂的摆位
决定它的目标

而非平静或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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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神赋予的梦想成真，我们不能屈服于逆境的风
暴，也不能将认识局限于目前的处境。 我们必须信靠神
把我们的问题变为可能。 箴言3:5-6告诫我们：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
的路。 

约瑟就是这么做的！ 读创世记第37到40章有关约
瑟所遇到的诸多问题。 我们的朋友约瑟：

	■ 受他弟兄的轻蔑（创世记37:8）
	■ 是阴谋的受害者（创世记37:18）
	■ 被夺去衣服，留在坑里等死（创世记37:24）
	■ 被卖为奴隶，远离家乡（创世记37:28）
	■ 被诬告强奸（创世记39:1-19）
	■ 被投入狱（创世记39:20）
	■ 被遗忘在监狱里（创世记40:23）

如果你是约瑟，你是否会开始怀疑神所赐的梦？ 你
会离开神吗？ 你会自己着手使梦想成真吗？ 约瑟未做任
何这些——他信靠了神。 在神改变约瑟的同时，神把每
一个问题都变成了可能，并使他的梦想成真。 

当约瑟回想他一生的艰辛、问题、心痛、和磨难时，
他对弟兄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
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创世记50:20）漂不漂亮？ 
这是如此美好的真理，以至神在罗马书8:28中再次

提醒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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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神不统治的地方，他超
级统治。 

当神赐你梦想时，他并不保证在实现梦想的途中会
没有困难。 相反地，他可能会带你进入困难，通过困难
来实现你的梦想。 

要知道，神对你的目标不是轻松的人生； 他对你的
目标是令人兴奋的人生。 他的目标不是你的快乐，而是
你的圣洁。 

从一开始，神就计划让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 他对
约瑟有着巨大的计划，于是将他招入了纪律学校。 约瑟
若是夹着尾巴逃跑的话会多可惜啊。 

也许你在对自己说：“对我来说太晚了。 约瑟找到
梦想的时候才十七岁。 牧师，神把梦想显给你的时候，
你还在高中。 对我来说为时已晚。” 

朋友，你还活着！ 只要你身上还有呼吸，就永远不
会太晚来达到并实现神为你的梦想。 

也许你经历了破碎的梦。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神
是碎梦的医治者，被盗年华的补还者。 读约珥书2:21-
27中一个能改变你生命的应许！ 

在主召你回家之前，无论你有多少时间——六个
月、六年、还是六十年——相信神仍有为你的梦想！ 

一天在街角，一名救世军的男子正在见证耶稣对他
所意味的。 人群中一个扰乱者喊道：“坐下！ 你只是在
做梦。” 

喊话的人感到有人在拽他的衣摆，一个小女孩抬头
看着他，说：“先生，那在讲话的是我爸爸。 他曾经是醉
汉。 他以前经常打我妈妈。 她一直哭。 你看到那边那位
快乐的女士在唱歌吗？ 那是我妈妈。 我以前没有漂亮的
衣服穿去学校。 你看到这件漂亮的裙子吗？ 是我爸爸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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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的。 他现在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所以先生，如果
我爸爸在做梦，请不要叫醒他。” 

结论

你有没有求问过神，他为你人生的梦想是什么吗？ 如果
没有的话，现在就问。 

朋友，神有一个为你的梦想。 他的梦想不是假想，
而是他的旨意； 是你的生命。 献上自己，接受改变。 敢
于做梦想家。 

如果你还没有把生命交给神，我鼓励你带着祷告读
以下的结束恳请。 我若能为你把心交给耶稣的话，我会
的，但我不能。 现在就做。 神为你人生的梦想等待着。 



结束的恳请

朋友，你把生命交给主了吗？ 你是否确信，如果你现在
死了，你会直接去天堂？ 若是没有，请让我以神的话语
为权威告诉你，怎样可以得救。

承认你的罪

首先，你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你是罪人。 圣经说：“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罪是对神的冒犯，
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罪的工价乃是死（和神的爱与怜
悯之永恒的分离)；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放弃自我努力

其次，你必须放弃任何努力来救自己。 我们若能救自
己，耶稣的死便没有必要！ 即使“信仰宗教”也无法让你
进天堂。 圣经说：“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
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神的）怜悯。”（提多书3:5） 得救
是藉着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
弗所书2:8-9）



承认基督的付出

第三，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这意味着他替你
死。 你的罪债已由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罪”（约翰一
书1:7后）的血付清了。

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

第 四，你 必 须 唯 独 信 靠 耶 稣 基 督 救 你 。 “ 当 信 主 
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 救恩是神所赐的礼
物！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
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
4:12）

真诚地从心里做这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罪人。 我知道你爱我，想
要救我。 我知道我无法救自己。 耶稣，我相信你
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付清我的罪而死。 我
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 我现悔改我的罪，凭着
信心，接受你作我个人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救
我，主耶稣。 以你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祷告，请以手册背面的地址与
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 然后找一所附近敬基督、相信圣
经的教会。 找到教会的牧师，告诉他神为你所做的。 他
会与你同欢喜，我们也一样！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将人们指向圣经
然后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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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快节奏、自我关注的世界中，很难找到高质

量的圣经教学，更不用说简化深奥的真理以便应

用于日常生活的教学。 在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希望通过爱主音·

罗杰斯牧师/老师（Pastor	Adrian	Rogers）对永恒

真理的教导，来帮助基督徒在信仰中更加深入。

我们致力于将他生平所分享的简单明了的属灵

智慧更容易地与非基督徒、并刚信主的、及成年

的信徒分享。 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传耶稣福

音的过程中，所有人都能加强与神的关系。

寻 找 答 案 和 鼓 励 ，请 访 问
中文于  LWFChinese.org   |   英文于  lw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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