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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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地倒计时》 （＃1512），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products/countdown-in-the-holy-land-1512

lwf.org/products/critical-issues-of-our-ti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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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down-in-the-holy-land-1512
https://www.lwf.org/products/critical-issues-of-our-times-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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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倒计时

当世界进入动荡之时，人心惶惶。 人们转向巫术、灵媒、
大师及其它受撒旦启示的抚慰者，想要寻求以下问题
的答案：这是世界历史的末后十年吗？ 这是这旧世界完
结的开始吗？ 人们试图读懂天像，为要辨明这星球上将
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有神的话语，那么你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已有
了惊人的概要！ 最基本的信徒都能打开有着预言的圣
经，在事件发生之前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因为预言是
提前写下的历史。 

说到此，你若想了解未来，就要关注以色列。 圣经
要我们关注以色列，因为神会藉着发生于以色列的事
件来完成世界历史。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想带你浏览一个提前写下之不
可思议的历史纲要，在但以理书9:24-27中找到的“七十
个七” 的预言。 

但以理为要明白神的话语而向神求（第20-23节），
神回答了他的祷告，并藉着天使加百列赐了他智慧聪
明。 这是加百列给但以理的信息：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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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者。 你当知道、当明
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
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
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
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
如洪水冲没。 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
已经定了。 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 那行毁坏
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
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但以理书 9:24-27）

在此，毫无疑问是段复杂的圣经段落，但如果一次
只取一个短语，并一个一个地来考虑，我们便能明白。 
神将这给了但以理，以回答他求明白的祷告。 神要他的
子民明白真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明白预言的所有细节。 我
们不需要明白所有细节才能知道神的圣灵在这奇妙的
预言中所要告诉我们的。 事实上，因为这是神的话语，
它带有一些奇妙的真理，在你学习这段话语的同时将
为你带来祝福。 

我想以以下五个主要的标题来与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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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之时间段

我首先想让你看的是但以理书第9章所提到的时间段。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英译：

七十个周）。”（第 24节前）这是什么意思？ 这并不代表
七十个周的天数。 这一短语的字面意思是“七十个七”。 

英文译者用周来表示“类别，一定的数量”，就像我
们如今用打的词一样。 天使说，为以色列人定了“七十
个周”。 

我们知道，这意味着“周年”，因此这里的时间段是
七十个周年，即490年。 利未记25:8说：“你要计算七个
安息年...” 旧约讲到“几周的年数”，如同我们所讲的几
周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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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之民

神在对但以理讲话，但以理是以色列人。 “你本国之民” 
是但以理的人，希伯来人。 神说，这是针对以色列的预
言。 

以色列国非同于地球上任何其它国家。 她是神所
预定、神所命定、神所孕育、受神保护的国家。 以色列人
是神特别拣选的人。 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以
色列人），特作自己的子民。”（申命记7:6后）

其它种族都未像犹太民族那样在历史上留下印记。 
例如，犹太人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二，然而犹太人
在科学、健康、医学、音乐和公共生活领域获得了可观
的荣誉。 

在过去三十年所有诺贝尔奖的得主中，几乎三分
之一是犹太人。 事实上，世界历史围绕着六个犹太人：
摩西、保罗、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
伯特·爱因斯坦，和一个不属于任何名单的人，耶稣基
督——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犹太人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出于特殊的目的
被拣选。 他们被拣选来荣耀神。 先知就犹太人写道：           

“就 是 凡 称 为 我 名 下 的 人，是 我 为 自 己 的 荣 耀 创 造
的...”（以赛亚书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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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为神的荣耀被拣选。 以色列也为我们的利
益被拣选和受命。 你需要明白， 你若想得到神的祝福，
就不能诅咒犹太民族。 相反的，你应该祝福犹太民族。 

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
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创世记12:3）坦率地说，我传圣经的道，是因犹太人
的缘故。 正是藉着神的启示和犹太民族，我们才有了旧
约。 我们说是拥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遗产，因为我们的
根源是神所拣选的子民。 

在申命记4:5中神说，他教导了以色列“律例典章”。 
然后在第六节说: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
的智慧、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
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神说，他要将信息和启示灌输给以色列，使以色列
成为彰显神智慧的渠道。 神不仅藉着犹太人给了我们
他的话语，而且我们还有一位犹太弥赛亚，主耶稣基督

（以赛亚书9:6-7）。 
我的朋友，神为犹太人有着非常美好的未来。 他尚

未完成为他古老民族所要做的。 

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
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
牧人看守羊群。”（耶利米书 31:10）

在诗篇89中，神说及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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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我要
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
必要坚定。 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
的宝座如天之久。 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
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
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
罚他们的罪孽。（第27-32节）

神说，如果以色列不顺服，他会责罚他们。 但在此
继续读：

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
的信实废弃。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
口中所出的。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
决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
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 又如月亮永远坚
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第33-37节）

犹太人是坚不可摧的！ 你从未见过迦南人、赫人、
或耶布斯人——我也从未见过。 但我遇到过许多犹太
人。 

这些其它国家久以前就消失了。 但以色列如今还
在，如同墨西哥湾流经大西洋。 墨西哥湾流在海洋中，
然而却以某种方式与那片巨大的海洋有所分别。 

犹太人在法老、尼布甲尼撒、亚历山大大帝、尼禄、
土耳其人、阿道夫·希特勒和苏维埃俄罗斯的统治下，
遭受了无法形容的暴行。 埃及王无法消灭犹太人。 红海
无法淹没他们。 火炉无法吞噬他们。 哈曼的绞架无法绞
死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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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都未能同化或消灭犹太人。 神为他的子
民以色列有着非常特殊的计划，我们需要明白，神有为
这子民的未来。 他们是但以理七十个七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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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之地

不仅要留意但以理书第9章中的时间段及子民，还要留
意那地：“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第24节前）
什么是圣城？ 是耶路撒冷。 地球上没有其它城市像

耶路撒冷一样，在耶路撒冷实现和平之前，地球上永远
不会有和平。 

耶路撒冷是国际“热点”，任何不解决耶路撒冷问题
的和平条约都不会带来和平。 在耶路撒冷问题得以解
决之前，一切都不得解决。 先知撒加利亚写道：

“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
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 这默示也论到犹大。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
当作一块重石头； 凡举起的必受重伤。”（撒加
利亚书12:2-3）

将来，各国会要采取行动，使耶路撒冷成为国际城
市。 但是，我能以神的话语为权威告诉你，这永远都成
不了。 神说，耶路撒冷将是一块沉重的石头。 即使全世
界都聚在一起反对耶路撒冷，他们的计划也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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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 我曾将她
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她的四围。 （以西结
书 5:5）

耶路撒冷是世界的首都。 圣经有800多次提到它。 
我不知道华盛顿、巴黎、伦敦或东京在神的计划中是否
有未来，但我知道耶路撒冷有。 

神说，但以理预言的490年已为圣城定下了。 圣经
中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是诗篇2:6：“我已经立我的君在
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山”。 

神从他创造的浩瀚中，拣选了一个星系，银河系。 
从银河系中，他拣选了我们的太阳系。 在太阳系中，他
拣选了一颗微不足道的小行星，地球。 从地球中，他拣
选了一块土地，圣地。 从圣地中，神拣选了锡安的山，耶
路撒冷，为他的圣山。 

神已为他所拣选的子民和圣地定了490年的时间
段。 神会做他命定要在耶路撒冷做的事：

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
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
亮。 （以赛亚书62:1）

神不会休息，直到他完成了为耶路撒冷所命定的
一切。 

让我与你分享撒加利亚预言中的一些经文：

“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
城邑必再丰盛发达。 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拣
选耶路撒冷。’” （撒加利亚书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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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必收回犹大作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
耶路撒冷。 （撒加利亚书2:12）

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
撒冷中。 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
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 ”（撒加利亚书8:3）

难怪诗人哭道：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
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
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诗篇 
137:5-6）

耶路撒冷名字的意思是“和平之城”。 虽然耶路撒
冷在过去的3000年内几乎没有和平，但有一天，主的话
将从耶路撒冷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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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之目的

因此，但以理预言之时间段是490年。 预言之民是神的
选民以色列人。 预言之地是耶路撒冷。 以下是我要你了
解的但以理书第9章预言的第四件事，其目的：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
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者。 （第24节）

目的之一是要“止住罪过”。 以色列最大的罪过是
什么？ 是不接受耶稣基督，她的王、她的主、她的弥赛
亚。 但有一天，这将告终。 有一天，犹太人会转向耶稣，
以色列的过犯将终止。 

目的之二是“除净罪恶”。 说到此，若是没有弥赛
亚，没有无罪之祭，没有神的羔羊，罪便永无止尽。 但以
理书第九章所讲的那日，将有一个向耶路撒冷民打开
的洗除罪恶的泉源。 

预言的第三个目的是“赎尽罪孽”——将那些被赶
散的人带回到主，让他们能与神和好。 然后，将实现第
四个目的 ：“引进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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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这些目的在罗马书10:1-4中非常清楚地
被阐明，保罗告诉我们，神对以色列的目的是除净罪
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 

但之后天使加百列告诉但以理，神的目的也是“封
住异象和预言”。 有一天，神会在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章，
最后一页，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放上最后一个标点。 他
将把这一切推向高潮。 

然后神说，他的目的将是“膏至圣者”。 这是指圣地
还是圣人？ 我相信两者都是。 神的圣者，主耶稣基督，将
在圣地受膏。 耶稣将坐在锡安的圣山上。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
满洋海一般。”（哈巴谷书2:14）这就是但以理七十个七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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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之计划

这一切将如何进行？ 请注意但以理书 9:25 的前部分：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
七…

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倒计时！ 根据但以理
的预言，在耶稣回来之前，将有490年的时间段，因此我
们需要明白，这一非常重要的倒计时于何时开始。 就在
第二十五节中。 倒计时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开
始。 

神说，为以色列的预言之钟将在某一天开始计时。 
说到此，这一命令是何时发出的？ 这你会在尼希米记
2:1-5中找到，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统治年间，发布了重
建耶路撒冷的命令。 我们知道这在公元前445年的尼散
月，相当于我们的3月和4月。 尼散是犹太年历的首月。 

说到此，我们知道如何算犹太年历的尼散月，因为
它是由逾越节（Paschal）或逾越节的月亮而定，永远不
变。 如果将它转换到我们的儒略历，确切日期是公元前
445年3月14日。 这是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一天。 因此，
这一天是但以理预言倒计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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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令后的下一件事是重建耶路撒冷城。 但以理书
9:25说，重建将在“七个七”，或49年内完成。 

耶路撒冷的重建正如神的话语所说。 按时完成了。 
魔鬼竭尽全力地阻止尼希米及其他人重建耶路撒冷四
围的城墙，而后是耶路撒冷城。 但是但以理预言了，它
将被重建，而它的确被重建了。

因此，我们有了倒计时的开始，建城，而后是基督的
到来。 但以理进一步说，在“受膏君” 到来之前，还有“六
十二个七”。 

“六十二个七” 是 62 周。 由于这些是年周，但以
理书9:25预言了，在发令重建耶路撒冷和受膏君到来
之间，将有49年（7 x 7）和434年（62×7），或总共483年
的时间。 

说到此，预言之年不是365天，如同我们的年历。 预
言之年只有360天。 [注意：圆是 360 度，而不是 365 度。 ]

知道预言之年是360天的方法之一是，在启示录
中，三年半的时间被称为1260天（见启示录11:3），这很
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预言之年是360天。 

了解了这些，让我们将但以理书第9章的这些数字
放在一起。 但以理预言的前69个七涵盖了从发令重建
耶路撒冷到弥赛亚到来之间的时间。 这给了我们483年
乘以每年360天，总共是173880天。 

现在，准备好得祝福！ 主耶稣基督于公元29年开始
公开事奉。 我们知道这一年，因为路加福音3:1将其确
定为“凯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 我们有着有关的历
史记录。 

耶稣公开事奉的三个逾越节后，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城。 我们称那日为棕枝主日。 何时发生的？ 再说一遍， 
我们不必去猜， 因为是根据逾越节的月亮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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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确定，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城的日期为公元32年，4月6日。 至此，你认为自公元前
445年3月14日的发令至受膏君进入耶路撒冷有多少
天？ 恰好是173880天！ 

耶稣准时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这就是为何当耶稣
从橄榄山坡下来，穿过东门时，停下脚步，眼泪顺着脸
颊流下。 他为耶路撒冷哭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
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
看不出来。”（路加福音19:42前）

以色列国应该认出自己的弥赛亚。 这一天是为以
色列预言的。 在神的话语中。 神藉着先知但以理告诉了
他们确切的时间。 在此，我们有倒计时的开始，建城，王
的到来，然后是基督被钉十字架。 

回头看但以理书9:26前：“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
者必被剪除。” 这是弥赛亚被钉十字架的预言。 “剪除” 
是指死刑。 以赛亚书53:8预言了耶稣将从活人之地被  

“剪除”。 预言的这一部分讲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 
耶稣为何而死？ 并非为他自己（第26节）。 耶稣不是

为自己的罪而死。 我的罪和你的罪都在他身上。 他作为
我们的替代而死。 他不是为自己而死。 因此，但以理书
9:26讲到了基督被钉十字架。 

然后，它讲到了耶路撒冷城的瓦解。 我们看到了
这座城市的建设。 现在我们看到这城市的征服和瓦
解：“...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
水冲没...”（第26节）

这“一王” 就是敌基督。 这一王的民是罗马人。 但以
理在此预言了耶路撒冷的毁灭，是耶稣基督为耶路撒
冷哭泣的同一个预言，他对门徒说，圣殿没有一块石头
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路加福音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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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Titus）来
到，彻底毁灭了耶路撒冷。 犹太人的血沿着耶路撒冷的
街流淌，就像倾泻的流水一样。 耶路撒冷的毁灭是可怕
的、恐怖的。 提多如洪水而进。 

但以理书9:26的最后部分说：“...必有争战，一直到
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这句话可译为：“直到最后，争
战和荒凉已经定了。” 这意味着，在但以理七十个七的
六十九个七结束后，会有一段不确定的时期。 神会叫暂
停。 他将暂停倒计时。 

这正是神所做的。 但以理的倒计时暂停了。 还剩一
个七，还有七年尚未实现。 神叫暂停，是因为以色列拒
绝了她的弥赛亚。 他被剪除了。 圣殿被毁了。 当神在外
邦人中呼召以他为名的百姓时，预言之钟就停止为以
色列计时了。 

神如今在做什么？ 神在建立他的教会（马太福音
16:18）。 这是教会时期。 教会是向犹太先知隐藏的一
个谜，但在这末世晓谕了我们。 圣经说：“以色列人有几
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罗马书11:25
后）

有一个数字只有神知道，保罗称之为“外邦人的数
目”。 有一天，主耶稣的教会将要完全。 当最后一个灵魂
得救时，教会的数目将添满； 耶稣就要再来。 

我喜欢想象它如此发生。 我想象一个小女孩在山
上某个小教堂里。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小教堂里约有
三十六人，一位兼职的传道人正打开神的话语。 

他口才不佳，讲道也没有很好的说明。 但他打开了
神的书，并以神的圣灵和大能传讲神的基督。 现在他在
发出邀请，这小女孩意识到自己是罪人。 她小小的心灵
受到了罪的谴责，她明白基督为她的罪而死。 



17

传道人发出邀请，那小女孩从山上小教堂的走道向
前走去。 神说：“她是最后一个。 教会现已完全。 我儿子
的新娘已经准备好了。 加百列，吹号。” 神的暂停就告
终了。 

说到此，在教会被提之后，但以理书第9章的倒计时
将再次计时； 但以理预言的七十个七便将实现。 这伟大
预言的最后七年将开始计时：

一七之内，他（要来的王）必与许多人坚定盟
约； 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 那行
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
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但以理书 9:27）

教会被提之后，时钟将重新开始为以色列计时。 还
有七年的犹太历史来完成这预言。 

当最后一个灵魂得救，教会被带离地球时，将有一
段可怕的时期，称为“大灾难”。 将持续七年的时间。 将
由但以理所称的“要来的王”，敌基督统治。 

耶稣知道他（敌基督）要来。 他对犹太人说：“我奉
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
来，你们倒要接待他。”（约翰福音5:43）

这位罗马王将于大灾难开始之时出现。 他将成为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他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 

犹太人会接纳他，因为他要与他们立约。 敌基督的
统治，起初会显得如此仁慈，如此善良，如此明智。 

他将是伟大的和平缔造者。 他将以和平的名义而
来，对以色列说：“够了。 你一直遭受骚扰、迫害和追逼。 
现在，相信我。 我会与你立约。 我会确保你，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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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受到保护，免受敌人的攻击。 而且，你可以重建
圣殿。”

我的朋友，这正是以色列计划要做的。 我去过圣殿
学院，看到他们开始为祭司的衣服织布。 我见过他们为
献燔祭和素祭而开始制造的工具。 

犹太人渴望重建圣殿、恢复献祭。 敌基督会说：“是
的，建吧。 建你的圣殿。 我会帮你。 我们要得到全世界
的帮助。” 这座圣殿会立起。 将在三年半的时间内完成。 

但是但以理书9:27说，在第七十个七的中间，在七
年大灾难的当中，敌基督会使祭祀与供献止息。 他将
与以色列毁约：“...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使地荒
凉）...” 

耶稣在马太福音24:15-16中说：“你们看见先知但
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逃...” 逃出
城去！ 耶稣在对如今的犹太人说：“当敌基督来到，当你
见这发生时，就离开耶路撒冷。” 那将是可怕的。 

那行毁坏可憎的，是当敌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圣
殿，对犹太人说：“把这垃圾扔出去。 拿走你的燔祭。 把
这些血淋淋的动物带走。 别再崇拜你的神。 我是你现在
要崇拜的神！”

保罗说，敌基督将“...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帖
撒罗尼迦后书2:4）这是魔鬼的弥赛亚，带有肉体的魔
鬼。 撒旦，一直想被崇拜为神，将如愿以偿。 在但以理第
七十个七的中间，敌基督将进入圣殿，宣布自己为神，
并要求以色列的崇拜。 

因此，在以色列和敌基督之间将有为期三年半或
1260天的和平条约——但以理第七十个七的当中。 然
后，条约将被毁。 撒旦会摘下面具，开始对犹太人进行
难以置信的迫害。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将反对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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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敌基督将召集他的军队，扎营在一个叫世界末日之
地。 

耶路撒冷将看似如此的黑暗。 那时，就在末日临近
之时，主耶稣将带着他的圣徒同来，骑着白马，有利剑
从他口中出来（启示录19:11-16）。 那是什么利剑？ 是主
的道（希伯来书4:12）。 

然后，以他的道让这些军队存在的主，将在世界末
日之战中以他的道将他们毁灭。 当犹太人看到耶稣以
大能和荣耀来临时，他们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
颂的。” 

不信的鳞片将从他们眼睛掉落； 将有为耶路撒冷
开放的泉源； 一个国家将在一天之内诞生。 到那时，神
为世代的计划将要实现，耶稣将从耶路撒冷统治和主
宰一千年。 

我们有但以理七十个七的所有细节吗？ 也许没有。 
事实是，我不是计划委员会的成员； 我是欢迎委员会的
成员！ 但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宝贵的救主和朋友耶稣基
督还要来！ 他很快就要来了！ 

如果他今天就来，你准备好见他了吗？ 你若不认识
他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么让我告诉你怎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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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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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38400  |  Memphis TN 38183-0400

你愿意支持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吗？

这一事工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致力于与各行各业
失丧及受伤的人们分享神话语的基督徒的奉献。

这一资源若对你有所帮助，请考虑加入我们
的行列，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祝福他人。

LWFChinese.org

lwf.org/give

©2020 值得的爱    LWFChinese.org     lwf.org
未经版权所有者，值得的爱，书面授权，本材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使用或复制任何内容。

本材料及其内容仅限个人学习使用。

寻找更多的资源？
中文于  LWFChinese.org   |   英文于  lwf.org

http://lwf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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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Box 38400  |  Memphis TN 38183-0400

ZK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