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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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诫命》（＃0421），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the-second-commandment-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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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cond-commandment-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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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第一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
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
些像； 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
忌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
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
们发慈爱，直到千代。（Exodus 20:4-6）

我不了解你的一切，但有一件事我知道。 你有一种本能
的崇拜神的欲望。 无论何种语言或文化，世界各地的人
都是如此。 我们出于本能地崇拜，几乎如同呼吸。 

那无神论者怎么说？ 没有人生来就是无神论者。 一
个人只有在犯道德自杀时才会成为无神论者。 人被造
要崇拜神，若不崇拜真神，就会崇拜假神。 若不以正确
的方式崇拜真神，就会以错误的方式崇拜。 

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要崇拜谁。 “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2-3）
第二条诫命告诉我们要如何崇拜。 第一条诫命禁拜假
神。 第二条诫命禁止错误的崇拜。 我们要以三个简单的
标题来看这第二条诫命，我们崇拜的方式。 



2

对神正确的概念

要守这条诫命并正确地崇拜，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对神
正确的概念。 神为何如此强调禁止我们设立“偶像”？ 因
为偶像歪曲神。 没有哪个灵界的神，如我们的神，能以
任何物质的、可见的形象来代表。 圣经说：“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4:24）

你听说过那个画神像的小女孩吗？ 有人问她在做
什么。 她回答说：“我在画一幅神的画像。” 

“亲爱的，你不能画。” “为什么不？” 
“因为没有人知道神的样子。” “等我画完了他们

就知道了，” 她得意地回答！ 

神是灵

你可以使用画料、雕刻工具、钢笔、或铅笔等。 但你永
远不可能用这些可见的、物质的东西来代表不朽的、不
能看见的、永恒的、属灵的神！ 这就是为何以赛亚为神
发言：“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 

（以赛亚书40:25）
偶像最糟的是，虽然它应该代表神，但实际只是不

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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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喜欢让自己不好的照片到处被传。 我们很
喜欢那些说“哪里有美我摄取，哪里没有我创造” 的摄
影师。 

偶像有什么错？ 它贬低神。 它歪曲神。 它扭曲对神
的概念。 

罗马书1:22-23讲到那些要设偶像的人。 圣经在这
些经文中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之
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
虫的样式。” 你能看出这会如何地贬低神吗？ 

不可自我崇拜

神反对我们设偶像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一个人崇拜偶
像时，他实际是在崇拜自己手里的工。 这是一种自我崇
拜的形式。 

偶像崇拜将神人性化，同时污秽人。 但有人可能会
说：“我们在崇拜中使用尊像或图像，并不真是崇拜像
之本身，而只是用它们来辅助崇拜。 我们知道这不是真
神； 这只帮助我们想到神。” 

这听起来很不错，但让我给你看这种推理的问题。 
假设妻子走进房间，发现丈夫怀里抱着另一个女人。 他
把这女人拉得很近，又是抱她又是亲她。 妻子对他说： 

“你在干什么？” 
“哦，” 他说：“我知道这看上去不好，但让我告诉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亲这女人只是因为她非常让我
想到你。 我实际只是想着你。 整个时间我脑子里只有
你。 她只代表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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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妻子会相信吗？ 我不认为！ 我想她会明白出埃及
记20:5中神所说的：“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它，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忌邪的神！ 

神忌邪

有时我们不明白神的忌邪（英译嫉妒），因为我们是从
人的角度来思考。 许多人说：“神有什么权力嫉妒呢？ 嫉
妒不是不好的特性吗？” 不一定； 它可能是很好的！ 

是的，有嫉妒是非常错的时候。 比如，运动员从无
权利嫉妒另一个运动员，因为他不拥有运动。 牧师从无
权利嫉妒另一个牧师，因为他不拥有牧道。 

然而，丈夫或妻子确实有权为其配偶嫉妒，因为他
们在婚姻中是相互给予的，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的男
性和女性！ 

以色列三一圣神不是更有权利嫉妒吗？ 因为只有
一位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
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2-3）这意味着无反驳、无
拒绝、无对手。 让我帮助你明白。 

假设你是神。 你创造了天地，并以你的能力维护它
们。 现在，假设你的受造物在崇拜甲虫、青蛙、棍子、尊
像、宗派、教会，或任何其它东西，而你是创造这一切的
神！ 

神不是半职的神。 神不是兼职的神。 神不分享他的
宝座。 神的殿不会是复式的。 圣经禁止设立偶像，因为
它不是对神正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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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服性地传授神

我们一旦有了对神正确的概念，就必须与他人分享。 我
们的崇拜方式传授了神是怎样的神。 神要以色列人以
特殊的方式崇拜他，这样，当他们的孩子问这意味着
什么时，他们就可以回答。 我们以崇拜的方式传授，我
们若是错误地崇拜，我们便在错误地传授神。 我若是
崇拜偶像，我便是在教那些看着我的人，神就像这偶
像——这是不正确的。 

以崇拜教导

我们在出埃及记20:5中读到神说：“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恨
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 他们说：“孩子要为父亲的
罪受苦，这好像不对。” 但无论我们看对还是不对，这的
确如此。 我们知道，即便在自然领域也是如此。 父亲若
是酒鬼，小孩子们会受苦。 他们因父母的罪受苦。 

请注意，神不是说孩子会因父母的罪而有罪。 神
所说的是，他们会因父母的罪而受苦。 以崇拜来说，错
误的崇拜会使你的孩子、你的孙辈、甚至你的曾孙辈受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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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好的示例

让我以神话语中的例子来说明我所讲的。 在历代志下
26:16，圣经讲到乌西雅王：“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
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
香坛上烧香。” 

乌西雅王犯了罪。 他偷了吗？ 没有。 他醉了吗？ 没
有。 他淫荡了吗？ 没有。 他是如何犯罪的？ 他罪在以错
误的方式崇拜真神。 经文第17-20节告诉我们，当乌西
雅试图烧香后发生了什么：

祭司亚撒利雅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
跟随他进去。 他们就阻挡乌西雅王，对他说： 

“乌西雅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
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 你出圣殿吧！ 因
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
荣耀。 乌西雅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 他向
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
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 大祭司亚撒利雅
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
出殿； 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与
他。 

乌西雅滥行崇拜，他的罪赶上了他。 在此是为罪受
苦的父亲。 但他有个儿子，名叫约担，一个很出色的年
轻人，为王十六年，而且“约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
事，效法他父乌西雅一切所行的…”（历代志下27:2）

但约担的生命中有个缺陷。 “只是不入耶和华的
殿…”（第2节后）约担是个好人，他信神。 那他为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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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入神崇拜的殿呢？ 他父亲在那里受了伤，那里有一次    
“教会纠纷”，约担无疑听说了。 

他就像如今许多年轻人一样，说：“我相信神，但我
对教会没兴趣。” 乌西雅以错误的方式崇拜，约担行了
他父亲所行的。 他不肯去主的殿，因为伤感情了，或有
其它什么不对的。 

故事结束了吗？ 没有。 约担自己有个儿子，名叫亚
哈斯，成了下一位国王（第9节）。 当然，亚哈斯是乌西雅
的孙子，所以让我们来看，孩子通常为父母的罪受苦的
原则是如何形成的。 

记得，乌西雅是个好国王，但他以错误的方式崇拜
神，成了麻风，被赶出圣殿。 约担是个好国王，但他甚至
拒绝去圣殿。 所以，现在来到亚哈斯，第三代。 

亚哈斯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撒旦的热心仆人！ 圣
经说：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
十六年。 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
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力的像； 并
且在欣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
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
的事。 （历代志下28:1-3）

亚哈斯把自己的孩子作为燔祭献给了异教的神！ 
这是以错误方式敬拜神之人的孙子。 这是个可悲的故
事。 同一章的第24节说：“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
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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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可怕的遗产。 乌西雅是个错误崇拜的父亲。 约
担是个忽视崇拜的儿子。 亚哈斯是个败坏崇拜的孙子，
乌西雅的曾孙成为偶像的祭品！ 

一个需要的提醒

我们在出埃及记20:5中读到了什么？ “…我耶和华你的
神，是忌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若不小心的话，你曾孙的灵命将遭受毁灭，因为你
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崇拜神，没有明白崇拜的重要性。 

当我们以错误的方式崇拜主我们的神时，我们在向
那些关注我们的人说些什么。 我们的心非常容易从属
灵的崇拜转向完全不代表神的肉体的崇拜。 你的孩子
从你崇拜神的方式中对崇拜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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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祷告思想神

最后，为要正确地崇拜神，我们必须思想神。 要知道，这
不只是负面的——不只是“你不可。” 没有正面的，就不
会有负面的。 

比方说，你若是站在外面，我对你说：“不要站在外
面，” 这是负面的。 但这实际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
到里面来，这是正面的。 当圣经告诉我们不要错误地崇
拜时，它在告诉我们要正确地崇拜。 

许多人不读这条诫命的其余部分。 出埃及记20:6
说，神发慈爱给“爱我、守我诫命的…直到千代。” 

这是崇拜神积极的一面。 你若不崇拜偶像——但也
不做其它的——你并没有守这条诫命。 朋友，你没有守，
直到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去爱神（申命记6:5； 马
太福音22:37）。 

因此，这条诫命告诉我们，要爱主。 要有一个带着
祷告的对神的思想，这就是崇拜。 

崇拜就是爱神。 崇拜是仰慕神。 崇拜是赞美神。 崇
拜是敬畏神。 你是这样做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你便违
背了这条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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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重要性

绝对没有比崇拜更重要的了。 
崇拜为何如此重要？ 首先，因为神渴望它。 圣经在

约翰福音4:23中说，神实际是在寻求那用心灵和诚实拜
他的人。 创造一切的神渴望你的崇拜！ 

神其实只要求这个。 你若把智慧给神，神不会更聪
明。 你若把钱给神，神不会更富有。 你若把力量给神，神
不会更坚强。 神唯一寻求的是你的崇拜。 

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何造你？ 他是造你来侍奉他的
吗？ 不，神若需要侍者，他可以造十亿的天使，他们对神
的侍奉会比我们的好得多。 他们从不会说一个不，他们
会把一切都做到完美。 

神想从你得到的，是他无法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那
就是你的崇拜——那种特有的、只有人类可以给予的崇
拜。 天使可以崇拜，但神想要的那种崇拜，只有他救赎
的孩子才能给。 这些是神所寻求崇拜他的人。 

有人会比你唱得好、比你给得多、比你更能讲道或
教导。 但没有人能比你更好地崇拜神。 这是否太好了！ 
崇拜是我们同样都能做得好的事，而且这对神来说至
关重要。 正确的崇拜比什么都蒙神喜悦。 

我们崇拜神还因为神配得。 崇拜一词来自于古老
的值得一词。 崇拜显示，我们认为神是值得的。 我们崇
拜他，因为他值得崇拜。 很多人给神疵的崇拜，因为他
们低估了神。 

神的羔羊配得尊贵、荣耀、权能、威严、和权柄，直到
永永远远！ 唯有他配得。 这就是我们为何应当崇拜他。 
除了耶和华神，还有谁、还有什么配得我们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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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崇拜，还因为神要求它。 当撒旦引诱耶稣
崇拜他时，耶稣回答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
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马太福音4:10）神要求我们的
崇拜。 

崇拜的首要性

再看马太福音4:10，注意耶稣是如何回应撒旦之诱惑
的。 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首先，耶
稣说，我们要崇拜神，然后要侍奉他。 先崇拜，后侍奉。 

当基督徒认识到崇拜先于侍奉时，这将是基督教
界伟大的一天。 我不在乎你为主侍奉多少。 你若不崇
拜他，你的侍奉是空的、徒劳的、毫无价值的。 崇拜必须
在先。 

教会的首要职责不是传福音，而是崇拜主。 说“去”
（马太福音28:19）的同一位主也说了“等着”（路加福音

24:49）。 你当崇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我们的首要
职责是通过值得的崇拜使我们值得侍奉他——让主进
到我们里面、倾注我们、充满我们。 

你崇拜主吗？ 你的身体是主的殿，从这殿里，赞美
的香气要从你心里、口里不断地升起。 这就是崇拜。 

仅仅不拜偶像是不够的。 从我们心里，必须要有不
断的、真诚的对主的赞美。 神是灵，我们崇拜他的必须
以心灵和诚实拜他。 

伟大的小提琴家弗里茨 · 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
曾用一把曾由一位非常富有的英国人所拥有的、无价
的斯特拉底瓦里小提琴演奏。 据说，克莱斯勒出价要买
那把提琴，但物主说任何价钱都不卖。 于是克莱斯勒
问：“我能来拉一下你的乐器吗？” 物主同意了，以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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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所描述的场景。 克莱斯勒温柔地拿起那把古老的
提琴，抚摸了它，然后提起弓，开始在琴弦上拉了起来。 

当他拉的时候，仿佛天堂的天使在歌唱，老人就
坐在那里，哭了。 克莱斯勒再次想买那把提琴，但老人
说：“不，这是不卖的，但它永远是你的，因为你是大师，
只有你配得。” 

神造你来崇拜和侍奉他，当你做对的时候，便是他
耳中的音乐！ 唯有他是配得的。 没有什么最终可以为
你生命带来价值。 唯有神配得你的崇拜和侍奉。 你的
生命属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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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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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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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