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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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的祷告》（＃0519），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victorious-prayer-0519

lwf.org /products/a-guide-to-practical-christian-living-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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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ous-prayer-0519
https://www.lwf.org/products/a-guide-to-practical-christian-living-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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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的祷告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雅各书4:2后）

怎样一个祷告之重要性的宣告啊！ 作为基督徒，若
有任何需要做的，就是学会怎样祷告。 能祷告的信徒能
做任何事。 祷告能做任何神能做的，神什么都能！ 

在如今的日子里，我们的迫切需要是把我们的生
命与那召我们、叫我们祷告的无所不能的神相连。 耶稣
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马太
福音21:22）

我们生命中没有失败而非祷告的失败。 我们生命
中没有罪是祷告所不能避免的。 我们没有真正的需要
是热切、坚信的祷告所不能满足的。 我们需要学会怎样
祷告！ 

但我们必须学会正确地祷告。 这是我为何把本册
题名为“得胜的祷告”。 我们将学习怎样祷告，以至祷告
不能、也不会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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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祷告的假定

请看雅各书第四章开始的经文：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
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
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
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第
1-2节）

在此是未祷告的假定。 神要祝福我们，给我们所需
要的——但我们是如此的自行其事。 我们是如此的骄
傲自满，以至我们斗殴、争战、盘算、策划、憎恨、谋杀、
欺骗——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来得到我们认为所需要的
东西。 

但当我们开始祷告、寻求神的面时，我们这才得到
平安，不仅在家里，而且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寻求全能
神的时候。 神要祝福我们，他会通过祷告来祝福我们。 

祷告而来的力量

直到我们祷告了，神才开始行动。 祷告把我们的生命与
神无所不能的力量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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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一个小男孩，他试图使尽全力搬一块大石
头。 他小小的肌肉在鼓起，脸上渗着汗，他咬紧牙关试
图搬那块石头。 

他父亲看着。 最后，他对男孩说:“儿子，你在用你全
部的力气吗？” 

“是的，爸爸，我在用我全部的力气。” 
然后父亲回答说：“不，你没有。 你还没叫我帮你

呢。” 
有时，我们被沉重的困难和问题所压倒。 我们竭

力、哭泣、斗殴、争战、争吵。 我们说：“我在竭尽一切。” 
但我们求天父帮助了吗？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与他的相
连了吗？ 会不会神没有祝福我们的原因如此简单的是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祷告而来的祝福

我在以前的册子中用过这个例子，但请允许我再次用
它，因它阐明了有关祷告及其重要的一点。 

年轻读大学时，我在佛罗里达州印地安河段的一
个小乡村教会牧教，我相信，世上最好的柑橘在那里生
长。 

教会的主要执事之一，一个多年来一直对我们很好
的人一天说：“爱主音 (Adrian)，我要给你一些我果园里
的橘子，让你带回学校去。” 

我说：“太好了，英格拉姆先生。” 但我没想到他所
带来的——满满几大帆布袋的橘子。 我跟他说，娇伊斯

（Joyce）和我不可能在它们变怀之前吃得了所有这些
橘子。 

“那么，” 他说：“带回学校去给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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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把所有这些橘子都放在车箱里，开回了学
校，拖上了我们车库公寓的二楼。 这些橘子占了好多的
柜子空间，更糟的是，他们开始发霉、腐烂了。 我只是不
能更快地给掉。 

一天下午，我正在吃午饭，看去后院，见一个小家
伙，齐蚱蜢的膝盖高，偷偷摸摸的。 我很快看出，他想从
我院子里偷橘子。 

说到此，我们只有一颗橘子树，是酸的。 酸橘子是
我们所知最苦的水果。 咬一口，你便牙关锁紧。 

当然，那小家伙不知道它们是酸的！ 我就看着他抓
了一个橘子就跑了。 那些日子我没有多少钱，但我会给
一块钱就为看他咬那橘子的第一口！ 

但我脑子里放不掉的是：假如这孩子上楼来敲我的
门，问：“先生，我能要一个你后院树上的橘子吗？” 

我会对他说：“绝对不行，它们是酸的。 但如果你进
来，我会给你拿都拿不了的橘子。 我这里有又好吃又甜
的橘子要给掉。” 

我相信，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当我们到天堂时，类似
的事情会发生。 神会把我们叫过去，打开他宝库的门，
说：“看里面。 看到那些腐烂、生锈、发霉的祝福了吗？ 这
些都是你的祝福——我想要给你的。 我想把好东西装满
你，但我无法给你。 你试图以自己的办法——争战、谋
算、计划、盘算来得到。” 

古老的赞美诗《耶稣恩友》说：“多少平安我们屡屡
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都是因为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
前求。” 这就是未祷告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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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祷告的罪

你知道不祷告是罪吗？ 圣经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
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撒母耳记上12:23）

圣经告诉我们要时时祷告。 帖撒罗尼加前书5:17
说：“不住地祷告。” 路加福音18:1说：“耶稣设一个比
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当我们不祷告时，我们不只是错过祝福； 我们是
在犯罪。 我们错过了神要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在得
罪他。 马可福音14:38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
惑。” 

约翰 · 班扬 (John Bunyan) 在《天路历程》中写
道：“祷告会使人停止犯罪，罪会使人停止祷告。” 

你在祷告吗？ 我们大多数人对待祷告就像气象。 我
们对此讲了很多，但我们不做什么。 但祷告是无可替代
的——不以能量、不以热情、不以口才、不以才智。 

我的基督徒生涯好不过我的祷告生涯。 如果不祷
告是罪，我们有些人需要悔改。 祷告后我们才能做比祷
告更多的。 但我们做不了比祷告更多的，直到我们祷告
了！ 你有不祷告的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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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不被接受的问题

雅各书第四章所谈的第二点是我所说的祷告不被接受
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祷告。 而是有时候我
们的祷告神不听或不接受。 为什么？ 

雅各有个理由：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这就是，错
误地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你们这些
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争战]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
神为敌了。 （第3-4节）

有时，人们祷告得很久、很大声，但他们的祷告没有
回答。 他们的祷告升不过灯泡，因为神不接受。 它们是
基于错误的动机。 

有些人情愿把祷告的回答牺牲在私欲的祭坛上。 
他们不求神的荣耀。 只求满足自己的私欲。 他们的动机
基本上是自私的、有罪的。 但神不会资助我们的罪。 他
不会为我们的私欲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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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祷告

雅各在第四节中说明了他所讲的。 我在上面注释了，为
敌一词的意思是争战。 但基督徒怎么能与神争战呢？ 让
我解释。 

当你我得救时，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天国的新娘。 这
是圣经用来描述我们与基督关系的比喻。 正如新娘应
是纯洁的、有分别的、只把自己交给新郎，同样的，我们
应该唯属耶稣基督。 

保罗写道：“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
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
的童女献给基督。”（哥林多后书11:2）我们唯属耶稣。 
我们嫁给了主。 这是雅各在第四节所提到的比喻。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属基督，但另一个叫“世
界” 的追求者出现了，企图赢得我们的爱。 世界就像是
一个诡诈的、邪恶的、淫乱的男人试图引诱妻子离开丈
夫。 圣经说，当我们转离耶稣，与世俗为友时，我们犯了
灵里的淫乱。 

让我为你阐明。 假设有个叫约翰的好人娶了一位
年轻的女子。 她站在婚礼的圣坛前背诵了对他的誓言，
保证忠于约翰，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求神帮助我”。 

但随后假设约翰的妻子爱上了一个叫比尔的家伙。 
她和比尔开始有了淫乱的关系，约翰知道这件事。 想像
她来到约翰那里说：“约翰，我需要一些东西。 请你给我
一些钱和汽车的钥匙好吗？ 比尔和我周末要出城。” 

现在，你认为约翰会资助他们的淫乱吗？ 他会给她
所要的吗？ 他会为这罪签署吗？ 当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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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神藉着使徒雅各所说的。 我们不能与世俗为
友，然后到神面前来说：“给我我想要的，让我可以与世
界犯灵里的淫乱。” 

神说，这些祷告不会有回答！ 这是非常的简单明
了——我们有些祷告没有回答的原因是，它们是如此的
贪婪、世俗、及不敬虔。 

自私的祷告

这样祷告的人对神的荣耀不感兴趣。 如此多的祷告在
根本上是世俗的。 它们背后的动机只是祷告的人可以
有更多的、做更多的、享受更多的。 这是“妄” 求，它产生
灵里的“淫夫和淫妇”。 

但有人可能会反对：“我以为我可以到神面前来，让
我的需要得到满足。” 

你可以！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
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保罗在腓立比书4:19
中说。 

你的欲望可能被拒绝，但你正当的需要永远不会被
拒绝，若你以正当的方式求。 你可以为个人的需要求，
但你不能为罪和私欲求，同时期待祷告得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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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不受拒绝的原则

这是雅各书4:1-10中我要你看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
真理。 

我们怎样祷告才能使祷告不受拒绝？ 我们怎样在
祷告中与神相通？ 我们怎样祷告才能把我们的生命与
他的无所不能相连？ 

雅各给了我们五个祷告“不受拒绝” 的原则。 让我
们仔细来看，因为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祷告有
回答。 

对圣灵的敏感

第一个原则在第五节中找到：“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
的吗？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谁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圣灵。 

 恋爱一词在希腊语中没有任何性的含义。 但在我
们里面的圣灵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非常的嫉妒。 

他为基督的缘故嫉妒。 这是这节经文的另一种翻
译：“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嫉妒地渴望我们全心
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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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在你祷告之前，神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你的
全心！ 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现在在说：“把你全心的爱奉
献给耶稣基督。” 圣灵为基督的缘故嫉妒。 

当圣经教导说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时，有些人不理
解。 他们认为嫉妒总是不好的，但嫉妒有时是好的。 神
为我们全心的爱而嫉妒——这是好的。 

要知道，我们许多人在没有权利嫉妒的时候嫉妒。 
运动员没有权利嫉妒另一个运动员，因他不拥有运动
业。 我没有权利嫉妒另一个传道人，因我不拥有传道。 

但虽有其他运动员和其他讲道人，却只有一位神。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

神…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出埃及记20:2-3, 
5）

神不想在你生命中只占一席，或甚至要位。 神要求
首位！ 圣经说，耶稣基督要在凡事上居首位（见歌罗西
书1:18）。 

这是为何圣灵在你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耶稣是
主。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你要祷告得回答吗？ 那么，
就对圣灵敏感。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在灵里祷告。 我们在圣灵里，藉
着圣子，向圣父祷告。 圣灵要在祷告中藉着我们的脑子
想，藉着我们的心感觉，藉着我们的嘴唇说话，藉着我
们的眼睛哭泣，藉着我们的灵叹息！ 

是圣灵教我们怎样祷告：“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
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
马书8:26）



11

顺服圣父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
恩给谦卑的人。”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雅各书4:6-7
前）

祷告不会有回答，直到我们顺服神！ 这就是圣灵使
我们所敏感的，这就是圣灵对我们嫉妒的渴望——使我
们顺服神。 

我们的祷告有时没有回答，因为我们在说：“不是成
就你的旨意，而是成就我的。” 祷告不是要说服神做他
不想做的事。 你永远做不到。 祷告不是要扭转神的旨意
来符合你的意思。 祷告是要找到神的旨意并去做。 

因此，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前来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
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路加福音11:2）

人类首次在伊甸园遇到麻烦是当亚当说：“不是成
就你的旨意，而是成就我的。” 感谢神有末后的亚当，主
耶稣，在另一个花园里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
成就你的意思。” 

这就是祷告得回答的办法——到神面前来，把我们
的意志顺服于他的。 你顺服神的旨意吗？ 若是的话，你
便有这应许：“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约翰一书5:14）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如此的不屈服、傲慢、和骄
傲自大。 我们昂首阔步地来到神的面前。 难怪他不回
答我们的祷告。 除非我们顺服神，一心要照神的旨意去
做，否则我们的祷告是浪费时间。 

祷告不是为叛逆者的。 但当我们认真对待耶稣基
督的主权时，祷告就会得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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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挡魔鬼

再看雅各书4:7：“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务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魔鬼逃离我们的想法是
荒谬的。 我们认为，我们最能做好的是让魔鬼离开我
们——即便这样，也不定很久。 

但是耶稣给了我们权柄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
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4:4）
我们需要这权柄，因为当我们祷告时，我们进入与魔鬼
的争战。 祷告是争战！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6:11）请注意，以弗
所书第六章接着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第18节）

我们有一个真实的、险恶的、恨我们的敌人。 不，这
并不因为我们自己有何重要。 魔鬼真正担心的是神。 

恶人知道，他们若不能伤害一个人，他们可以伤害
这人所爱的，从而也就伤害了他。 这就是魔鬼与你争战
的原因。 他想以伤害你来伤害神。 

但神要赢得这场争战！ 你知道怎样吗？ 通过他子民
的祷告。 稀奇吗？ 无所不能的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行
动，祷告是争战。 

魔鬼明白这一点。 他嘲笑我们的计划，笑话我们的
组织，讥笑我们的建堂，但关注我们的祷告。 

魔鬼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你祷告。 他甚至会鼓
励你星期天早上去教堂、读圣经，若这能阻止你祷告的
话。 但祷告无可替代。 

魔鬼不在乎我讲什么道，做什么，或说什么。 他
说：“你可以有你的教会。 有你的管风琴和唱诗班。 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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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堂。 有你的会众。 传你的道——也就是说，只要你
没有万能神的大能进入那热切的、不懈的、不接受不为
回答的有力祷告。” 

一旦我们对圣灵敏感，并顺服圣父，我们这才有准
备来抵挡魔鬼。 否则，你不妨尝试向直不罗陀巨岩扔雪
球来粉碎它。 在你抵挡魔鬼之前，你最好顺服神，否则
你会遇到很多麻烦。 

当你能顺服神，说：“我为耶稣基督，主的缘故嫉
妒，” 然后你可以对魔鬼说：“我以基督的名义抗拒你、
拒绝你、抵挡你。 你在侵犯我父的财产。 以耶稣的名义，
以他宝血的大能，离开。” 他必须逃离！ 

与世界分别

祷告不受拒绝的第四个原则在雅各书4:8中找到。 他在
那里写道：“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
哪，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二意的人哪，要清洁你们的
心。” 

雅各在讲与世界分别的原则，它随前三个原则而
来。 我们不要想与世界分别，直到我们抵挡了魔鬼。 我
们不要想抵挡魔鬼，直到我们顺服了神。 我们不要想顺
服神，直到我们对圣灵敏感。 

问题不是我们只要洁净生命，神就会接受我们。 我
们无法洁净生命，直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并拒绝魔
鬼。 

我们不能带着肮脏的手，心怀二意地到神面前来
求。 我们不能两面派地来到神的面前。 神没有以他儿子
的宝血洗净这世界来让我们事奉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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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命中有未悔改的罪吗？ 有什么习惯、态度、积
怨、流言蜚语、或怨恨？ 那就摆脱它！ 洁净你的手，清洁
你的心。 

你还记得雅各在第一章所说的话吗？ “心怀二意的
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第8节）在此之
前的经文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第
7节）

你会放弃这个世界，以双手抓住神吗？ 这样你才会
明白祷告的力量。 圣经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
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3）

神若有鄙视的，那就是半心半意的宗教和半心半意
的祷告。 必须与世界分别。 圣经在诗篇66:18中清楚而
明确地讲到：“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是：“神啊，就照我这样爱我，我
就不必改变。 我不会悔改我的罪。 我不会放弃这世界的
东西。 但神啊，请你祝福我。 请你照样回答我的祷告。” 
他是不会的。 

我们心里都藏有宠爱的罪。 当我们这样来到神的
面前祷告时，你认为神会听那祷告吗？ 

必须要悔改。 必须要弃罪。 当我们心里有罪时，神
不能祝福我们、回答我们的祷告。 我们必须与世界分
别。 

目的的严肃和警醒

雅各接着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
哀，欢乐变作愁闷。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
升高。”（雅各书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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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祷告没有回答的另一个原因是不热切。 它们
是轻率的、荒谬的、半心半意的、随口而出即刻又忘的。 
雅各说，是照我们需要的紧迫性和紧急性祷告的时候
了。 我们需要学会在主面前哭泣。 

国王希西家快要死了。 他转向神祷告。 神回答
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以赛
亚书38:5）我们有很多的组织者（Organizers），但没有
太多的痛苦者（Agonizers）！ 

我可以问你几个重要的问题吗？ 你最后一次为把
生命抵押给魔鬼的人流泪是什么时候？ 你最后一次错
过一餐来祷告是什么时候？ 你最后一次禁食祷告是什
么时候？ 你最后一次通宵祷告是什么时候？ 你最后一
次抓住神说“噢，神啊，我不让你走直到你祝福我” 是什
么时候？ 

愿神赦免我们软弱的、容易的、懒惰的、随便的、没
有生命的祷告！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诗篇51:17后）当雅各写“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
功效的”（5:16后）时，他告诉我们要认真地对待祷告。 

当涉及热切祷告时，我感觉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都
错过了。 神看得出我们是否真切。 噢，神啊，帮助我们学
习得胜祷告的秘诀！ 

1 生命圣诗（宣道出版社，199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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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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