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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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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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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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选择权别无选择

如今，我们听到很多人在谈“选择自由”。 我的回答是：    
“完成句子。 你可以如此自由选择的是什么？” 对于所

谓的“维护选择权运动”，选择自由意味着致死未生婴
儿的自由。

我心沉重，因我意识到自1973年以来，因堕胎而死
亡的婴儿数量超过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达拉斯、芝加
哥、费城、底特律、圣路易斯和亚特兰大的人口总数！我
的祷告及愿望是，我在本册中所讲的会至少挽救一些
无辜的生命。

我曾听说有个人一天退潮时在海边散步。 正值暴
风雨过后，海滩上布满了小海星。 当这人沿着海滩散步
时，看见前面另一个人伸手捡起海星，然后将它们扔回
水里。

问题是那里有数百万只海星，而那人只将几百只
海星扔回水里。 散步的人叫住了第二个人，问：“你在干
什么？”

“我想救这些海星，” 他回答。
散步者回答说：“但有这么多，这不起作用。” 
第二个人捡起一只小海星，回答道：“对这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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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的攻击

如果神因我所讲的只挽救了一个婴儿，那也是值得的！
我为这些珍贵的婴儿感到难过。 每天，在所谓的神所祝
福的美国，有3300多个未生婴儿被致死。 每年约有121
万婴儿！这些是真实的人，不经审判或享律师权益，以
残无人道的方式被处死刑。

谁是这令人难以置信之暴行的共谋者？ 首先，投票
赞成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于1973年1月22日做出了使美国堕胎合法化的荒谬裁
决。 其次，政府的社会规划者。 第三，那些为钱做了绝不
该做的——故意扼杀生命的医生。 第四，堕胎诊所或堕
胎室——致死婴儿的死亡室业主。

最后，最令人难过的是，这场死亡惨案的共谋者还
包括心甘情愿地同意结束未生婴儿生命的父亲和母
亲。

这有多糟？ 杀害希伯来婴儿的法老、在毒气室杀害
了数百万人的阿道夫·希特勒，与堕胎者相比，不得不
退居后位了！他们退入了阴影，因为1973年1月22日，身
穿黑袍的法官们颁布了一项为美国国耻的法令。

想想看。 在美国致死婴儿是合法的！唯一的要求是
婴儿在母亲体内还活着，母亲想要致死婴儿，并且有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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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愿意做。 只要能满足这些要求，致死婴儿便是合法
的。

你说：“这听起来很可怕。” 是可怕。 你知道即使是
怀孕第九个月致死婴儿也是合法的吗？ 母亲可能正在
分娩，婴儿仍可能被致死。 不久前，一个残暴的父亲将
自己刚出生的婴儿扔到了产室的墙上，将其致死。

那父亲因谋杀罪被捕，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就在生
产的几小时前，父亲本可以付钱让医生为他杀人。 这是
维护选择权！

有道理吗？ 当然没有。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
若为挽救母亲的生命，堕胎是可以接受的。 但最高法院
在罗诉韦德案中裁定：“出生前的任何时候，若持照医
师认为，为保护母亲的生命或健康，堕胎是必需的，政
府则不允许禁止堕胎。” 

出生前的任何时候！很少会有人反对保护母亲的
生命，但母亲的健康呢？ 他们所说母亲的健康意味着
什么？ 法院对健康的定义是：“医疗判断可根据所有与
患者健康有关的因素：身体、情感、心理、家庭和女性年
龄。” 所有这些都是与母亲健康有关的因素。

让我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最高法院的说法，
如果婴儿的出生会：（1）“迫使母亲今后过痛苦的生活”； 

（2）产生“心理伤害”； （3）“照料孩子会影响到母亲的
身心健康”； 或（4）“会因不想要的孩子而带来困扰”，孕
妇可以堕胎。 

当我在华盛顿特区作为南方浸信会大会主席在参
议院委员会作证时，我告诉他们圣经据我估计对堕胎
的看法。 当我走出参议院会议厅，走在外面的走廊时，
一位女士走近我。 她是华盛顿一所教会的女执事，也是
律师。 她将手搭在臀部，说：“我不明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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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你一个男人怎么可能明白。 你不

明白女人意外怀孕意味着什么。 这会是多么严重的创
伤，会是多么的痛苦！”

因此我对她说：“哦，等一下。 让我说清楚。 你是说
如果有人伤害你或困扰你，你就应该致死他们吗？ 你是
这意思吗？ 因为女士，你在伤害我！” 然后我说：“假如我
把拇指放在你声带上，掐你！” 

她开始往后退，我说：“至少你可以跑！至少你可以
叫救命。 谁会为这些婴儿挺身而出？！” 

我肯定那女人回去说：“这人威胁要掐死我”。 嗯，
我没有。 但是要知道，罗诉韦德案说，如果一个不想要
的孩子会带来痛苦，那么这婴儿可以被致死。

如果生产会“将婴儿带入已经无法从心理或其它方
面照料孩子的家庭”，或是“如果 [生产] 会给未婚母亲
带来持续的困难和‘耻辱’”，罗诉韦德案也允许堕胎，

这意味着未婚孕妇只需声明：“我不想有未婚生子
的耻辱，” 她就可以将婴儿致死。 但我们在讲已经有手、
脚、眼睛、头发和指甲的真婴儿吗？ 是的！

事实上，我们听到一个又一个因医生堕胎失败而
活着出生的婴儿故事。 让我告诉你一个出现在电视节
目上名叫约翰·德哈斯（John DeHass）的韩国小男孩。

韩国医生曾试图对约翰做堕胎手术，但却搞砸了。 
由于医生的刮、扭曲、撕裂，约翰出生时头部扭曲，身体
脱节，伤痕累累。

但他在呼吸，有人同情这个所谓的堕胎儿。 小约翰
得救了——经过一系列奇迹般的事件，约翰·德哈斯牧
师和夫人收养了那韩国小男孩，并将他抚养长大。 如今



5

的约翰完全健康。 在这个节目中，约翰引用圣经、唱歌、
并表现出对主耶稣基督深深的爱。

谁能说服你我约翰·德哈斯不是真正的活婴儿？ 那
么许多早产还活着的婴儿怎么说？ 他们该叫胎儿还是
婴儿？ 当然是婴儿！任何别的都是荒谬的。

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 未生婴儿是人类生命！当卵
子和精子结合时，结果就变成了人类生命！是的，这只
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将继续成长和改变，但这是会成长
和改变的生命。 除了营养和水，无需添加什么。

但是维护选择权者和堕胎主义者说：“胎儿还不是
人类生命。” 但如果不是人类生命，那是什么样的生命？ 
是动物生命吗？ 是植物生命吗？ 有人可能会说：“嗯，我
们不确定。” 

好吧，让我们暂且就此推理。 假设我有把机关枪，
而且知道有人站在门后。 如果我故意开枪打死了那人，
那是谋杀，对吧？ 是的，这是。 现在假设我知道没人站在
门后，我发射机关枪。 这不是谋杀，是吗？ 

但如果我开火但不确定是否有人站在门后呢？ 如
果有人死了，我有罪吗？ 是的，我有。 因为我需要确定。 
因此当我听到有人说“我们不确定” 时，我的回答是：   

“朋友，既然你不确定，如果你会犯错的话，那么最好
犯在生命的一边！” 未生婴儿是人类生命，而这生命来
自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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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何时开始

在耶利米书1:5，神对先知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
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作列
国的先知。” 

当施洗约翰还在母亲伊利沙伯的腹中时，马利亚来
探望她。 路加福音1:41告诉我们：“伊利沙伯一听马利
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伊利沙伯且被圣灵充
满。” 即使是未生婴儿，施洗约翰还超自然地认识到在
马利亚腹中的耶稣。

顺便说一下，这里用于“婴儿”的希腊语是“Prehos”。 
Thayer的希腊语-英语词典指出，段落中使用的这个
词，意思是“未生婴儿、胚胎、胎儿、新生儿、婴儿、宝宝”。 
即该词用于婴儿，无论是出生的还是未出生的，没有区
别； 这孩子被称为婴儿。

未生生命最强有力的例子之一在诗篇139中找到。 
我建议你读整篇诗篇，但出于我们的目的，就考虑第 
13-16 节：

我的肺腑 [内在部分] 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
中，你已覆庇我 [不是“它”，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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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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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
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
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即遗
传密码，或DNA]。

当这些染色体结合在一起时，就是人类生命的开
始。 圣经没有区分产前和产后生命。 诗篇139说，未生
婴儿是神所爱与关怀的。 它还说，在母腹中发生的是神
的工，是奇妙可畏的，因为神在母腹中形成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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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维护选择
权别无选择

现在让我给你至少六个理由来证明维护选择权别无选
择！ 实际上，它们是选择生命的六个理由。

维护选择权允许夺走无辜的生命

箴言6:17说，神恨恶“流无辜人血的手”。 维护选择权者
可能会用各种复杂、高调的论辩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但
过一阵子，人类的本能——即使对于那些不了解神话语
的人——都提示他们存有内在和根本的错误。

伯纳德·纳森博士（Dr. Bernard N. Nathanson）是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妇产科医生及前助理教授。 他还
是西方世界首家也是最大的堕胎诊所的主任。 纳森博
士在18个月内实施或协助了60,000次堕胎。 然后突然
间辞职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对自己日益加深之确
信深感不安，我实际主持了60,000人的死亡。”

现在，纳森博士是全国废除堕胎法协会的领导人。 
他说，我们必须废除所有这些堕胎法。 这是位医生，正
在努力阻止在美国所发生的。 为何维护选择权别无选
择？ 因为它扼杀无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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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选择权违反黄金法则

“愿人怎样待你，也要怎样待人。” 有哪个母亲愿意被
肢解致死？ 有哪个医生愿意被困在容器里，然后被浇腐
蚀液在身上，逼进肺和胃，然后留在那里抽搐，直到死
亡？ 有哪个法官愿意被破门而入，并被强大的吸力机肢
解？ 你愿意让任何这些发生于你吗？ 那就不要对一个无
助的孩子这样做！

维护选择权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的本性和本能

即使对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堕胎也与人类的被造方
式背道而驰。 圣经在罗马书1:31中讲到了罪的终极。 保
罗在那里讲到了“无知的，背约的” 一代。

然后他说，这些人是“无亲情的”，一个奇怪的短语，
字面意思是“对自己的孩子缺乏爱和亲情”。 母性的本
能应该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为婴儿而死，而不是将其致
死。 维护选择权甚至违背人的本性和本能。

维护选择权的根源在于自私

维护选择权的倡导者要你相信，堕胎实际是对负担过
重之人及穷人的怜悯之举。 但事实是，美国97%的堕胎
是为方便而已！这还不是全部。 67%的堕胎女性未婚； 
39%的人没有其他孩子。 在所有堕胎女性中，约47%的
人会继续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次堕胎。

这些可能是有过非法性行为的女性、不希望事业中
断的职业女性、或是那些只是不愿意为孩子所累的人。 
这就是我为何说维护选择权的根源在于自私。 

有人告诉我，医生的堕胎费可能从350到900美元
不等。 将这些数字乘以每年121万例堕胎，你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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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在美国是笔大生意。 有些人的豪宅是以婴儿的血
为砂浆，以婴儿的骨为砖砌成的！

如何看待“生命不是从受孕开始，而是从出生开始”
的论点呢？ 有些人甚至争辩说，直到神将生命的气息吹
进亚当的鼻孔，亚当才成为有灵的活人。 但亚当在出生
前从未经历过受孕！母亲腹中的婴儿已经活着，已在通
过脐带呼吸了。

另一种论点说，堕胎对挽救母亲生命可能是必要
的。 我之前说过，当婴儿成为不知情的“攻击者” 并威胁
母亲的生命时，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这是允许的。

但是，一位医生对我说的几乎比我听到的任何话都
更有道理。 他说：“我绝不会攻击并致死未生婴儿。” 他
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目的是挽救母亲，而不
是致死未生婴儿。 如果孩子在挽救母亲的过程中死亡
确实很伤心，但他绝不会“攻击或致死未生婴儿”。 

“但若是乱伦或强奸呢？” 另有人问。 我的回答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扮演神！这世上最亲切的女士
之一是一位名叫埃塞尔·沃特斯（Ethel Waters）的伟大
福音歌手。 你可能不知道埃塞尔是因强奸而孕出生的！
路得是圣经中最美好的女士之一，也是主耶稣的祖先。 
但路得是摩押的后裔，摩押生于乱伦。 我要再说一遍， 
我们只是不能扮演神！

强奸导致受孕是少见的。 但是若有怀孕发生，确
实，一个可悲的错误已经造成了——但结果仍是一个人
的生命！扼杀无辜的生命又如何能够纠正错误呢？ 

胎儿有畸形的危险呢？ 如果一对夫妇接受测试，显
示婴儿会畸形，该怎么办？ 将婴儿在腹中致死，而不是
让他出生却带着畸形经历人生，难道不是更为仁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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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以问题来回答。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要消除那
些我们认为有缺陷的人吗？ 若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出
生以后成了残疾或有缺陷的人该怎么办？ 一个人需要
有多完美才能被允许生存？ 

以下一封虚构的信呈现了消除不想要之人的政策
其很有可能的逻辑结果：

亲爱的妈妈：
 你能相信已是2023年了吗？ 我还一直在写 ’22
年。 似乎就在昨天，我坐在一年级的班上，庆祝
新世纪的到来。 我知道我们圣诞节后还未通过
话，妈妈，对不起。 但是，我有些非常不易的消
息，实在不想打电话或当面谈。 
 泰德升职了，如果我继续疯狂加班的话，今
年应该要加很多薪。 你知道我是怎么努力的！
是的，我们仍在为账单苦苦挣扎。 提米在幼儿
园还可以，虽然他抱怨去。 
 但他去日托也不高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他真是个问题，妈妈。 他是个好孩子，但说
实话，在我们如今的生活中，他是个不公平的
负担。 我和泰德一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
终于作出了选择。 
 很多其他家庭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如今
的状况确实有所改善。 牧师也支持我们的决
定。 家庭是个系统，一个成员的要求不应该破
坏整体。 
 牧师要我们祷告，考虑所有的因素，做出正
确的选择，使家庭能够运行。 他说，虽然他自己
可能不会这么做，但实际决定在于我们。 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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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气地把我们介绍给附近的一家婴儿诊所，所
以至少这部分还容易。 
 我不是无情的母亲； 我确实为这小家伙感
到难过。 我想他听到了泰德和我那天晚上的谈
话； 我转身看见他穿着睡衣站在台阶下，腋下
挟着你给他的小熊，眼里好像含着泪。 妈妈，他
看着我的样子，让我心碎。 
 但我真的相信这对提米也好。 强迫他住在
一个不能给他应有的时间和关注的家里是不
公平的。 请不要为难我像祖母在你堕胎时给你
的！这是一回事，你知道的。 没有区别。 我们已
经告诉提米，他只是去接种疫苗。 反正他们说，
终止手术是无痛的。 
 我想反正你也没见过他几次。 
 向爸爸转达我的爱

纯属虚构，是的。 但我想知道，是否时候已到，当不
想要的人，无论是成为社会负担的小孩还是老人，都会
被带到诊所，毫不费力地摆脱了！

如果我们要消除不想要的未生婴儿，接下来会是什
么呢？ 灭婴？ 安乐死？ 种族灭绝？ 有人说：“但等一下。 
女人的身体是她自己的。 她有权对自己的身体做她想
做的。” 这是不确定的论点，尤其对基督徒（哥林多前书 
6:19-20）。 但我们在此所谈的不只是女人的身体。 我们
在谈婴儿的身体，一个独特的人类生命。

维护选择权是选择杀人的自由

维护选择权者说：“婴儿住在母亲体内。” 但假设我家有
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我有权杀了那人吗？ 当然没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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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没有哪个母亲有权致死自己的未生婴儿，无论她
声称有什么样的选择。 

当维护选择权者谈论选择自由时，实际意味着选
择杀人的自由。 一个维护选择权的女人可能会争辩说：    

“这是我自己的身体。” 但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没有
那么多的权利。 例如，你有注射海洛因的自由吗？ 没有，
有法律禁止你这样做。 

假设我拿一把斧子，砍掉我的一个手指。 然后再砍
掉另一个。 假设你试图阻止我，但我反对，说：“别管我。 
这是我的身体！” 

你可能会说：“你不能这样做。 我们是文明社会。 你
这样残害自己是野蛮的。” 文明社会的女人对自己的身
体没有无限控制权，更不用说要控制住在她体内婴儿
的身体了！ 所以我再说一遍，维护选择权别无选择。 

虐待婴儿呢？ 一些人认为，堕胎总比让孩子生在一
个不想要他并会虐待他的家里好。 但统计学家说，91%
的受虐婴儿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计划外和不想要的孩
子并不总是受虐待的孩子。 再说，致死孩子是夺走无辜
一方的生命！即使从法律角度来看也是不合理的。 

维护选择权不是不公的回应

这是显著的一个。 维护选择权者说，他们相信维护选择
权，因为反堕胎法对穷人不公。 也就是说，富人可以堕
胎，甚至非法，但穷人不能。 

这是什么论点？ 的确，富人违法可能更容易。 他更
有办法隐藏，他承担得起更好的法律辩护。 但就因为富
人可能更容易违法，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有法律？ 
这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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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逻辑的漏洞。 富人
不仅比穷人有更多的堕胎途径，他们也有更多的途径
获得海洛因！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通过一项法案，迫
使政府向穷人提供海洛因？ 不！

穷人可能缺乏医疗救助，这是令人伤心的。 我们应
该竭尽所能地来确保他们得到所需的帮助，但这不包
括致死未生婴儿。 我以全部的灵感、能力和情感说，维
护选择权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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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捍卫生命

对于如今困扰我们国家的堕胎之祸，我们该怎么办？ 这
里有些实际的建议。 

了解

了解事实。 想过就算会更容易。 我试图告诉你一些与维
护选择权和堕胎问题有关的事实。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
不会从堕胎者那里得到这些统计数据和报告！

争取宪法修正案并祷告

我们需要一项修正案来推翻罗诉韦德案。 问题是那些
政客说：“我反对堕胎，但这是宗教问题。” 或者：“我
反对堕胎，但我也相信女人对自己身体所做的是她的
事。” 我能听到有人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说：“我自
己也反对杀害犹太人，但希特勒在自己毒气室里所做
的是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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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性道德

我们还需要在教会和家庭中教授性道德和纯洁的知
识，而不是在学校的性诊所里，这些诊所不带任何价值
观地教授性，并提倡所谓的安全性行为，这是这一代人
最大的误说之一。 

同情未婚母亲

许多未婚先孕的女孩们不敢告诉父母或牧师。 我们需
要对这些年轻女性说：“有希望，有帮助，有赦免。” 我们
需要向他们展示堕胎的替代方案。

我们教会支持一个名叫“维护生命” 的组织，该组
织为经历计划外怀孕的女孩提供免费咨询和医疗服
务。 我们帮助她做出维护生命的决定，无论她计划自己
来抚养还是让充满爱心的基督徒双亲家庭来抚养。 有
成千上万的人迫切想要婴孩。 这婴儿不需要被致死。 我
们需要向未婚母亲表示同情。 

明确地呼吁

这个国家的基督徒也需要扬声呼吁，不口吃、不结巴、
不道歉。 以赛亚书58:1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 
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
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 我们需要扬声谴责这场大屠
杀，这对无辜者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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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受动摇

不要被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社会规划者和所谓之
专家的高谈阔论所动摇。 这些人没有道德基础。 以赛亚
书5:20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不要让这些人并
他们费解的双节论辩动摇你。 想对！

求神怜悯美国

求神干预堕胎之国耻，并给我们悔改的空间。 我们需要
民族复兴！如今发生在美国的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
许多爱主的人未能成为应该成为的盐和光。 

我知道甚至一些读者也可能涉足堕胎。 请不要以
为我是想让你感到内疚。 许多人在不知情、不经意中接
受了堕胎。 一些医生告诉他们，这和扁桃体切除手术没
什么不同。 “我们只是从你体内取出一些不需要的组
织，” 他们被告知。 但这是谎言，现在他们回不去了，无
法扭转了。 

如果这发生于你，我可以告诉你，神爱你，他会赦免
你。 将这摆在神的怜悯和恩典之下。 求神治愈那段记
忆。 如果你想做些什么来纪念流产婴儿，为何不努力帮
助其他母亲避免同样的错误呢？ 

父神啊，请帮助我们明白你对婴儿和孩子的
爱。 求主赐我们同样的爱。 以耶稣的圣名。 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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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