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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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如此的救恩》（＃1596），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 a-know-so-salvation-1596

lwf.org /products/back-to-the-basi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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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now-so-salvation-1596
https://www.lwf.org/products/back-to-the-basics-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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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的保证

如果我现在问你：“你得救了吗？”你会怎么回答？
你应该能说：“赞美神！荣耀归于神！我知道我得救

了！”
然而，许多基督徒不知道他们得救了。他们垂头丧

气——沮丧、迷惘、忧虑。他们使我想到弯头的问号，而
不是挺拔的感叹号，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

他们不是高喊的基督徒，而是怀疑的基督徒。他们
没有“知道-如此”的救恩，而是“希望-如此”的救恩。

有人曾经讲到，若你可能有了也不知道，你也可能
失了也不挂念。但事实是，如果你得救了，你知道。若你
得救了且知道，你永远不会失去。

我有次在医院病房里遇到一位年轻人。我刚带他垂
危的岳母接受主耶稣基督，我转身对他说：“是不是太
好了，她得救了？”

“噢，没人能知道他们得救了，”他说。
说到此，这不是个不信的人；也就是，他不否定基督

教信仰。只是他所持的一些教义使他不能接受有得救
的保证。

但使徒约翰写了一整章，为要神的子民确信他们
是神的子民。“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
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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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这个词的意思是“绝对的保证”。得救了且知
道是可能的。但约翰写这节经文的事实表明，也有可能
得救了却怀疑。

怀疑好不好？不好。灵里的怀疑就像是身体的疼痛。
疼痛是警告，是有什么不对的信号。这并不意味着你已
经死了。它只意味着有问题。你若怀疑，但你真是神重
生的孩子，你在经受灵里的病痛。

所有基督徒不时地都会怀疑。一位女士曾对德怀特· 
穆迪（Dwight L. Moody）说，她得救二十五年了，从未怀
疑过。他说：“我怀疑你是否得救了。”

虽然我们偶而都会怀疑，但这是个必须而且可以克
服的问题。约翰说，他把第五章写给我们，神的孩子，因
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得救了。在这本有关保证的书信
里，认识、知道、晓得的词出现过三十八次。

下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则是:“我怎么知道？”我知
道，不因我的自信，而是以两个切实可靠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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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仰的根基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基督徒只是轻信吗？我们所信的是
虚构吗，还是有着一个信仰的根基？我们为何信我们所
信的？

信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信并非如履蛋壳与布丁。
它既是事实又有实质（希伯来书11:1）。它有些属灵的钢
筋水泥在里面。它是真实的，神给了我们一些真实可靠
的见证，让我们知道得救了，要去天堂。

救主永恒的工

约翰一书5:6说：“这藉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
字架时，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
来”（约翰福音19:34后）。这是救主永恒的工，我们以血
得拯救、以水得圣洁。

会幕是旧约基督的写照。当你进入会幕，你首先来
到祭血的燔祭坛前。然后是让祭司清洗的洗濯盆。先是
血，后是水。耶稣基督的血付清我们的罪债，圣洁的水
使我们保持洁净。

听来耳熟？在“永久磐石为我开”的歌里我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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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所流血与水 
两面医治我的罪 
使我得救能脱离 
罪的刑罚与能力。

我知道得救了，是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救赎
我而死。这是历史的事实。这是基督拯救的工。

圣灵在里面的见证

并且圣灵是做见证的那一位，因为圣灵就是真
理。原来，做见证的有三者（有古抄本作“在天
上做见证的有三者：父、道和圣灵；而这三者
是一致的。在地上做见证的也有三者”）:圣灵、 
水和血；而这三者是一致的。（约翰一书5:6后-8，
引自中文标准译本简体CSBS）

我怎么知道有个名叫耶稣基督的人？我怎么知道他
是无罪的、神的儿子？我怎么知道神差他来？我怎么知
道他真地带着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感谢神，我不必依赖人的论辩。神的圣灵在此把这
些在我心里显为真实。你看，神给了我们基督的工。但
为使基督的工——水与血——与我们真实，他给了我们
圣灵。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约翰在第九节说：“神的
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既这
个词亦可译成既然——既然我们领受人的见证。

一天晚上，我在乔治亚州奥格斯塔城的一个传道会
上讲道。第二天早晨，我去机场乘飞机回曼菲斯。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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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对我不认识的飞行员持信心。我从未见过他的证
书。我从未见他开过飞机。但达美航空公司核准他，因
此我就上了飞机，没有多想。我们领受人的见证。

去机场之前，我在餐馆吃早餐。我怎么知道食物里
没有毒？我相信那位女服务员。我们领受人的见证。

当医生开药方给你时，你看一下；虽然你看不懂、念
不出、不明白，你把它交给药剂师，他把药片装在瓶里。
然后，没有多想，你带回家吞下去了。为什么？我们领受
人的见证。

同样地，因着信，我们领受神藉着圣灵给我们的见
证，即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成圣从死里复
活。因此，没有理由不信。圣经的应许是，圣灵会帮助任
何要信他的人信。圣灵首先向我们见证；然后他在我们
心里见证。

“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约翰一书
5:10前）在我得救以前，他向我见证。他告诉我基督所做
的是真的。现在，他在我心里见证。我自己里面有见证。

假设我吃一块苹果攀，你来对我说：“没有什么苹果
攀。我不相信有苹果攀。即使有苹果攀也不会好吃。”无
论你怎么争，我里面有见证。我有见证在里面。一个有
见证的基督徒，决不会受不信者论辩的摆布，因他自己
心里有见证。

圣经永恒的话语

…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
为他儿子作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
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
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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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
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10-13）

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我们有保证的理由。我
们不只是轻信的傻瓜。耶稣基督死了。他藉着水与血
来。神的圣灵说这是真的。所有这些都以神的话为证。

怀疑圣经便是将神当作说谎的。有的人说：“嗯，我
想要相信。”但他们将神当作说谎的，简单明了。要么这
是他的话——他无谬误的话——要么就不是。基督的工、
圣灵的见证、神的话都这么说。

让我再给你一个例子。假设我在法庭上，法官对我
说：“罗杰斯先生，你结婚了吗？”

我说：“是的，我结婚了。”
“那么，你能证明你结婚了吗，罗杰斯先生？”
“是的，我能。你看，我在那个教堂里，看见娇伊斯

（Joyce）从走道里走来。我便欢心喜跃，我是多么的高
兴。尊敬的法官，结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

当我讲完后，法官会说：“很抱歉。我很高兴你有这
样的感觉，但你的感觉在这法庭上不算凭证。你有什么
凭证吗？”

然后我去法院。拿到我们的结婚证，把它公证、签
名、盖印；带到法官面前。他接受我的婚姻是有凭证的。

我的得救不取决于感觉。我有一份正式的记录。我
有神的话：“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
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13）

一天晚上在外传福音时，我问一个人是否愿意接受
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后，我说：“先生，
我现在要给你灵里的出生证。”我翻到约翰福音5:24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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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
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们又读了一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读。
然后我告诉他：“这是耶稣在讲话。你相信吗？”

“是，”他说。
“‘那听我话...’你有没有听到他的话？”
“是。”
“‘...又信差我来者的...’你有没有信差主耶稣来

的神？”
“是。”
“‘...有永生...’你有永生吗？”
“嗯，我希望，”他说。

我说：“让我们再读一遍。”我们又读了一遍。
再次，他对每个问题又回答了是，除了最后一个。他

又说：“嗯，我希望。”
“让我们再读一遍，”我说。

这一次，当我问他是否有永生时，里面的灯亮了。 
“唉，是！是！”他喊道。

“谁说的？”
“神说的！神说的！”

这是你信仰的根基。这是你保证的来源。有神的话
是不是比有爱主音的、或你邻居的、或你自己的观点、
感觉、愿望、或念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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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行为的果子

除了信仰的根基，我们只需要看我们行为的果子来知
道我们是否真地得救了。耶稣在我里面做了什么？只是
头脑的理解呢，还是有改变？

使徒约翰在此非常实际。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得
救应如何在我们的行为上表现出来。他给了我们三个
测试。

诫命的测试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
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
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
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
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翰一书2:3-6）

我在想，约翰是否在见证会上听到有人夸耀他们的
得救——说自己得救了，但他的言行不一。你若说你得
救了，这一定会在你生命中表现出来。你不能为了得救
而遵守神的诫命。你会因为得救而遵守神的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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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一直
都遵守神所有的诫命。自我得救以来我没有，自你得救
以来你没有。然而圣经说，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因
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

问题和答案同时在遵守这个词上找到。这实际是个
海员用词。在使徒时代，海员随星航海。海员随星定航
线被称作“遵守星向”。随星航海是他的本意。

遵守神的诫命，即意味着以神的话为生命的向导。
照神的话去活，是神每个孩子的想往。虽然我们可能会
被吹离航线、分心、或迷惘；但我们生命的目标是遵守
神的诫命。

自从我把心交给耶稣后，便有了一个深刻的、神圣
的、彻底的改变；我内心有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要为神
而活。你若得救了，也应该有。

这并不是说我不再犯罪了。区别是，得救以前我跑
向罪；现在我逃离罪。如果失败了，我马上回头，重新逃
离罪。

诫命的测试说，如果你可以明知故犯地违背神的旨
意，而不遭谴责、不怀内疚、毫无悔过；你需要得救。许
多人说：“嗯，我曾走到前面去，得救了。我知道，我现在
只是个老后退，但我还是得救了，进天堂的。”

不，你没有。你若这样活——无忧无虑的——不伤
心，你便不认识圣经的神。

同伴的测试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
一书3:14前）当我得救时，我要与天父和好，我要与弟
兄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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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人会说：“嗯，我得救了，但我用不着教会。”
但圣经说，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会爱耶稣所爱的；耶
稣爱教会。

单数的圣人在圣经里只出现过五次。复数的出现过
近百次。说到此，去教堂不会让你变成基督徒，如同去
车库不会让你变成汽车一样。但是当你明白你是由基
督的血买来，当神的灵进到你心里，你接受了新的生命
时，你会要遵守他的诫命并爱你的弟兄。

交托的测试

最强有力的测试是交托的测试。其它的都由此而来。 
“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我将这些话写

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约翰一书5:10，13前）
在圣经里，相信和交托是同一个词。讲到耶稣，圣

经说：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约翰福
音2:23后-24） 他们说他们相信他，但他不相信他们。他
知道他们只是追随奇迹。他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信徒。

圣经所说的信不只是头脑的理解。你不是信有关耶
稣的，你信耶稣。你把自己交托给耶稣。

我不是相信有关把我从奥格斯塔飞到曼菲斯的飞
机；我信它。我把自己交托给那架飞机。我不只是说： 

“这些东西能飞。我要去曼菲斯。我相信它能飞。我相
信这是名优秀飞行员。我对这家航空公司有信心。”不，
我登上那架飞机，把生命交托给那飞行员和飞机。

把自己交托给那架飞机的人飞回了曼菲斯。把自己
交托给神儿子的人永远和他在一起。我把自己交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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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架飞机。把自己交托给神儿子的人是得救的人。你这
样做了吗？

请注意它没有说，那曾经相信的人；而是说，那信的
人。永远是现在时。

你有没有问过谁：“你得救了吗？”
他们说：“是的，我得救了。我记得九岁时走到前面

去，和牧师握手，信了耶稣基督。我现在也许没有为神
而活，我承认。但我知道我得救了，因为我记得九岁孩
时所做的。我记得相信耶稣基督。”

圣经从不以如此的经历为得救的凭据。它从不指向
过去某时信耶稣基督。

我甚至听到有人说：“你若不能给我你得救的时间
和地点，你就没有得救。”这不符合圣经。圣经从未说以
过去所发生的记忆来确定自己得救。而是说“那信的”。

我不否认你有接受耶稣的一刻。有那一天。肯定有。
但这不是测试。测试是，你现在信耶稣基督吗？你今天
信靠他吗？在你今天的生命里是否有证据证明你是活
神的后裔？这是你得救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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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