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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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1599），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 rodu c t s /au t hen t i c- c h r i s t i a n i t y-1 599

lwf.org /p rodu c t s /au t hen t i c-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s e r i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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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christianity-1599
https://www.lwf.org/products/authentic-christianity-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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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我的心为一个精心隐藏的罪负担，它影响着我们的世
界、国家、和城市。 它被称为肤浅的基督教信仰。 我不想
说，但连教会都受这问题的困扰。 

我为那些参加崇拜的人感谢神，但美国周日早上的
问题是，教会里满是空虚的人——那些没有以耶稣基督
为个人救主而与他建立关系的人。 

哦，他们有宗教。 圣经讲到那些拥有敬虔的外貌却
背了敬虔实意的人。 他们受一种温和式基督教信仰的
感染，却从未真正得着。 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宗教。 

耶稣在马太福音7:22-23中说：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
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
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
开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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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财主：肤浅的，
还是超自然的

当你看以下经文时，真诚地问自己：我真的认识主吗？ 
我是图有敬虔的外貌呢，还是真正拥有耶稣基督在我
生命中的大能？ 我是肤浅的基督徒，还是超自然的基督
徒？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
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
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
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
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
母。’” 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
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
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
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
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哪！” 门徒希奇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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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倚靠钱财的人进神
的国是何等的难哪！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
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希奇，对他
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马可福音10:17-27）

这年轻人有五个优点。 首先，他热切。 圣经说，他跑
着来，不像如今如此多在属灵上沉闷的人。 这年轻人以
青春的活力和热情而来。 他直跑向主耶稣基督。 

他不仅热切，而且谦卑。 他跪在耶稣面前，耶稣并
未站在角落里； 他在大路上。 路上来了一位年轻人，直
跑向基督，跪在他面前。 

这年轻人有地位，并大量的财富。 他在很小的年纪
就已获得成功。 然而他却跪在一位来自加利利的农民
先知前。 我喜欢这人的谦卑。 

这年轻人有第三个优点。 他有些明辨力。 他称耶
稣为“良善的夫子”。 他尊重主，他辨别出耶稣基督与众
不同。 

我要告诉你有关他的第四点，他对属灵的事感兴
趣。 他不只关心“糟糕的现在”，而是关心“美好的未来”。 
他问：“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没有到耶稣面前来求更多的财富。 他没有来求
更多的幸福。 他没有来求耶稣医治他。 他为永生而来。 

这年轻人还有一个优点。 当耶稣向他提诫命时，他
回答：“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他在道德上纯洁。 

你可以把他的生命和那些教会领袖相比，很可能发
现他和他们中最好的一些过着同样纯洁的生活。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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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喜欢有这人作邻居或商业伙伴。 他实在有很多可
称赞的。 

他有勇气、谦卑、成功。 而更重要的是，如故事所
叙：“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你能明白为什么。 他想了解
永生，并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非凡。 

多么出色的年轻人啊！ 我实话告诉你，在一般的教
会里，如果他星期天早上前来申请加入教会，他们会立
刻接受他。 过一阵子，他们会让他做教会的司库。 

这位年轻财主是出众的。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耶稣
并没有接受他。 故事没有说：“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
活。” 而是有着悲伤的结局。 

圣经说，他忧忧愁愁地走了。 为什么？ 因为当他听
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实际是什么时，他不要了。 虽然这
人有着许多好品质，但他没有新约得救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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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基督教信仰
的四个成份

在年轻财主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使这人特别的五个优
点——热切、谦卑、明辨、对属灵事物感兴趣、及道德纯
洁。 所有这五个的力量能让你万事亨通，却打不开天堂
的大门。 

邻居会爱你，老板甚至会给你加薪，但这些优点不
能使你在对基督的认识上靠近一寸，或离真正的基督
徒生涯更近。 

这年轻财主还缺少四样基本的东西：对神绝对圣洁
之属性的信念，服从神对爱之最高诫命，以悔改和信心
归附神，以及对神的交托。 

请读以下内容，并鉴察你的心。 确定你是否真正认
识主耶稣基督。 比我们中的一些梦想得更快，我们将站
在神的面前，受欢迎或受审判。 

神的属性
“只有一位是善的...”

初看，主耶稣似乎生硬地对待了这位年轻财主。 他一开
始便责备。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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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是善的。’”（马太福音19:17）耶稣所做的第一件
事是强调神的属性，这是新约基督教的根本。 

耶稣是说自己不善吗？ 完全不是。 他只是想挑战年
轻财主的思维。 那么这段经文中的善是什么意思呢？ 意
思是“神圣” 和“完全”。 

耶稣是说：“不要随便使用善这个字。 不要叫我‘良
善的夫子’，如果你不准备叫我‘全能的神’。” 这位年轻
财主不准备称耶稣为主。 

我们当今时代有受洗的异教徒，有从未明白神之
绝对圣洁的教会会员。 他们加入教会以为在帮神的忙。 
他们称他为“良善的夫子”，但从未打算思想神无比的
属性。 

他们在许多事上看到“善”，甚至他们自己。 这导致
他们低估善字在描绘神时的含义。 没有谁真正得救，直
到他或她明白万能神之无限的良善。 

我们不断地听到神是爱，这的确是。 神是爱，他的
确是。 他体现了无限、无量、深不可测的爱，但这并非全 
部真理。 

如果你只看到神的爱，却不领会神的圣洁，我怀疑
你是否明白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当你拿一部分真理，想
要把它变成全部的真理，结果就不是真理。 

在出埃及记34:6-7前我们读到：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
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
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
犯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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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神多么美好的描述啊！ 但看第7节是如何结
束的：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
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是的，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 他是不轻易发怒
的神。 但圣经明确指出，他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的神。 神从来没有、从来不能、永远不会让半个罪不受
惩罚。 

除非你看到神固有的、无限的圣洁，你需要问自
己：“我真的重生了吗？” 在受罪的谴责之前，你必须明
白神的圣洁。 

通往真正基督教信仰的第一个关口，是对神绝对
的圣洁及无污的良善之信念。 只有一位是善的，那就是
神。 

神的诫命
“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

很久以前，一位国王在一艘大船的甲板下采访一些被
铐在船浆上的奴隶。 

他问一个人：“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因为我是犯罪现场无辜的旁观者。”

国王去到另一个人：“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是为商业伙伴的罪受苦。 我被诬告了。”

他问了另一个：“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因为有人诬陷我，把我关在这里。”

他又问了一个：“你为什么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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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因为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王。 我是个
罪犯。” 他命名了自己的卑鄙行为，说：“现在，我在为我
罪恶一生所应得的受苦。”

当国王听到这个，他说：“你这个无赖、恶棍、罪犯！ 
你在这么多‘诚实’人中间干什么？ 卫兵，来把他放了，
让他离开这里。”

我们的神也是这样！ 他奖励我们的诚实。 在我们能
得救之前，我们必须停止找借口。 像年轻财主一样，我
们努力遵守诫命。 但遵守律法和道德纯洁跟我所说的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不同。 
耶稣强调的第二点是神的诫命。 耶稣在马可福音

10:19中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
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在
耶稣启示了神的属性后，他引述了神的诫命。 为什么？ 
因为，如果神是圣洁的神，就会有圣洁的律法。 

一个人若对神的属性有扭曲的概念，他也会低估
神的诫命。 首先耶稣向这人表明，神是绝对的良善、圣
洁、和公义。 然后，这位圣洁之神为我们立了要服从的
诫命。 

这人来到耶稣基督问：“我当做什么事才可承受永
生？” 耶稣引用了诫命来回答。 

说到此，基督没有告诉这人他能以遵守诫命得救。 
耶稣只是在考验他，想知道这年轻财主是否认为遵守
诫命能救他。 

但注意这财主的问题：“我当做什么事才可承受永
生？” 他以为他有可能以服从得救。 成功的人自然会有
这种想法。 世界教给他，好行为会带来回报。 他以精明
能干获得了财富和地位，为何不能同样获得永生呢？ 

但看加拉太书2:16对这位守律法的人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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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
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
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
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没有人因遵守十诫得救。 没有人。 你若能以遵守十
诫得救，耶稣基督就不必死。 然而，律法是你得救的基
本要素。 何以？ 律法帮助你看到你需要救主。 保罗在罗
马书3:19中写道：“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
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
判之下。”

我想把这节经文意译为：“让每一张嘴都闭上，让全
世界人在神面前认罪。”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来帮助别人得救吗？ 你得要让
他们闭嘴，停止自夸，并认罪。 请读下一节：“所以凡有
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
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3:20）

神为何赐律法？ 因此你能知道自己是罪人。 这是唯
一的原因。 人们会想：“噢不，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诫命。” 
朋友，如果你以为你已遵守了十诫，如果你以为你能从
此遵守，你就错了。 

要知道，抛开律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失丧的罪
人绝对没有任何意义。 他看到神的律法，看到神是绝对
的圣洁。 然后明白，他从未、也永远不会遵守所有的诫
命。 这以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有意义。 是十字架满
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 

当他或她看到自己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彻底受谴
责时，才会来到十字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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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把自己的小孩带到我面前，说：“牧师，这是
我的小查尔斯，或这是小玛丽。 他们可以得救了吗？ 他
们爱耶稣。”

朋友，让一个小孩子爱耶稣是不够的。 让一个小孩
子相信耶稣是不够的。 小孩子会相信几乎任何你告诉
他们的东西。 他们会爱耶稣、芭比、鲁道夫那红鼻子的
鹿，几乎任何你教他们爱的东西。 

你可能对他们说：“你爱耶稣吗？” “是的，我爱耶
稣。”

“哦，亲爱的，这多好啊？ 玛丽爱耶稣。 我们要让她
受洗。”

但孩子及任何年龄的人都必须看到，神是绝对的良
善和公义，他们违背了他圣洁的律法，他们有麻烦了。 
在看到这些之前，耶稣基督也许是朋友，但不是救主。 

当他们看到自己得罪了公义、圣洁的神，才会向耶
稣基督呼求拯救。 然后才会真正得救，无论是12岁还是
72岁。 

什么是罪？ 约翰一书3:4告诉我们：“凡犯罪的，就是
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没有人看到自己是罪人，直到他明白神有圣洁的律
法，而他却违背了。 没有人能靠自己的行为进神的国。 
律法不救任何人，它只为我们得救做准备。 

耶稣在对这位看似卓有成就的年轻人做什么？ 他
在向他显明那些不能使他得永生的东西。 

耶稣强调神的诫命。 这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
守了。”（马可福音10:20）但他对神的诫命只有肤浅的
认识。 

要知道，圣经说律法是属灵的。 它不光看行为，而
且看内心。 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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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28）
他还在马太福音5:22中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
判。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 凡
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神将有罪的愤怒看作是杀人的罪。 
在此是位年轻人，肤浅地以为自己守了律法。 耶稣

命名了律法中的几条，年轻人回答说：“哦，这一切我从
小都遵守了。”

然后，耶稣像是熟练的外科师，将手指点在了痛处。 
马可福音10:21说：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
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在此，这人的罪是什么？ 是贪婪。 他喜爱财富。 他想
要得永生就像他得其它东西一样。 问题在于他爱财富
胜过他爱跟随主耶稣。 

这是你如何能知道自己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 请
读马太福音22:35-40：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
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
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
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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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
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你可以将所有的十诫都纳入这两条诫命中。 一切
都包含于此：你与神的关系并你与弟兄的关系。 

什么是最大的诫命？ 全身心地爱神。 那么，什么是
最大的罪？ 奸淫？ 谋杀？ 堕落？ 不。 是不爱神。 

最大的罪以违背最大的诫命而犯。 这是最大的过
犯，带着最大的惩罚。 这年轻财主的问题是什么？ 他爱
钱财胜过他爱神或邻舍。 

并不是他违背了甚至一条诫命。 他在灵里违背了
每一条诫命，因为所有的诫命都归纳在这两条诫命之
中：全身心地爱神，并爱人如己。 在此是实在不爱任何
一个如同爱钱一样的人。 

耶稣做了什么？ 耶稣向这人显明他自己的心。 他向
他显明他是罪人，需要得救。 

许多人神气十足地来到神面前，以为他们帮了神
的大忙，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他们认为是很糟的、外表的
罪。 

年轻财主需要知道自己是罪人，而律法在此正是要
证明这一点。 你不靠守律法得救，而是藉着律法知罪。 
这是为何耶稣强调了神的属性。 然后强调了神的诫命。 
接下来，他强调了归附神的需要。 

归附神
“你还缺少一件...”

真正的得救需要悔改和信心。 让我们回顾经文看主耶
稣对这人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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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
天上； 拿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马可福音
10:21，译自英王钦定本）

耶稣基督为何告诉这人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难道要得救就得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吗？ 不。 

耶稣在和这年轻人讲财富，因为他知道这人的财富
对他意味着什么。 这年轻财主把钱当作他的神。 我们是
怎么知道的？ 因为当这年轻人离开后，耶稣说：

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
国是何等的难哪！”（马可福音10:23）

你所信靠的就是你的神。 这有道理吗？ 当然！ 这
年轻人信靠财富。 耶稣对他说：“你生命中不能有两个
神。” 耶稣命令选择。 马太福音6:24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
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
侍奉玛门。 ”

我不知道你生命中的神是什么，但相信我，有很
多——金钱、工作、名誉、财富、美貌、地位、名声。 任何
你比神更爱的就是你生命中的偶像。 无论你的神是什
么，我能以神话语的权威告诉你，神要求也值得你绝对
的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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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财主为要得救，会很高兴在他生命中加点什
么，但他并不想他最珍贵的财产被拿走。 你有没有让耶
稣基督做你生命中不容置疑的主？ 圣经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
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9-10）

许多人认为，得救意味着只要相信有关耶稣的事
实。 其他的则认为，神是让他们高兴的宇宙心理学家。 
但这两个都不是圣经得救的观点。 

得救的信心是跟从耶稣。 耶稣说：“拿起你的十字
架，跟从我。”（马可福音10:21后，译自英王钦定本）

你生命中不能有两个神。 你不能一只手抓住神，而
另一只手里藏着另一个神。 耶稣看到这人信靠财富，他
呼召他做彻底的决定。 神呼召我们思想神的属性、神的
诫命，归附神，将自己交托于神。 

交托于神
“拿起你的十字架...”（译自英王钦定本）

在马可福音10:21的最后，耶稣说：“拿起你的十字架，跟
从我。”（译自英王钦定本）这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马可福音10:22后说，当年轻财主听到主的挑战
时：“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
为他的产业很多。”

这是财主做决定的一刻。 现在是你做决定的一刻。 
你读这个不是偶然的。 基督的事业压在这年轻人的心
上。 他必须决定。 我们都必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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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有位天使在天堂看着这一切。 他手里拿着
笔，准备记录下这人的决定。 年轻人咬了咬嘴唇。 汗水
从额头渗出。 更多的天使聚在一起，见证地球所展现的
一幕。 

也许，地狱的恶魔开始在这年轻财主的耳边低语： 
“不要傻！ 你配得这些财富。 别放弃。 不要屈服！”

同时，主耶稣基督站在这年轻人的身边——挑战他
追求救恩更高的呼召。 怎样的一刻啊！ 谁知道这年轻财
主会成为什么？ 也许又一个使徒保罗。 

他咬了咬嘴唇，颤抖着，然后作出了选择：“不，我做
不到！” 他忧忧愁愁地走了。 除非有别的事情发生，否则
他就在地狱里。 

当今世界有许多教会不会正确地对待这年轻人。 
他们会说：“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 他是如此的虔诚。 马
上让他进来。”

你重生了吗？ 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你看到神的绝对
圣洁吗？ 你看到神的诫命吗？ 你有没有对这世界的东西
放手，以信心来到耶稣基督？ 你跟从他了吗？ 如果你没
有跟从主，你有何权利称自己为门徒？ 

你能说“我知道如果我现在死了我会去天堂” 吗？ 
如果不能的话，请让我告诉你，如果你信靠基督在圣神
面前做你公义的替代，就可以有进天堂的保证。 哥林多
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
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你不以所放弃的得救。 你不以给掉所有的财富得
救。 你以信靠基督得救。 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
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

如果你能诚心做以下的祷告，信靠基督救你，我以
神话语的权威向你保证，他现在就会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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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