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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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平的优先事项》（＃1663），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the-priority-of-peacemaking-1663

lwf.org /products/the-keys-to-the-kingd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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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iority-of-peacemaking-1663
https://www.lwf.org/products/the-keys-to-the-kingdom-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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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神的平安

你去过明尼苏达双子城的美国购物中心吗？ 对购物爱
好者来说，定是终极体验了——78英亩的土地上有520
家店，11,000多名员工！ 据说可容纳七个洋基体育场，
每年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人光顾。 

你认为你能在那购物中心找到你要找的东西吗？ 
你若寻找平安的话，不。 美国购物中心也许是大型的购
物中心，但有一样东西你永远无法在那里买到，那就是
平安。 

它不能用瓶装。 也不能买。 然而，平安是世人比任
何东西所更需要的。 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报。 

我们被智能铺盖。 头脑发达的人建造巨型商场、超
音速喷气机、手腕电脑。 卫星围绕地球。 在把世界塑造
成社区的同时，我们忘了使它成为兄弟。 有一个为平安
绝望的呐喊。 

雅各书4:1问道：“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
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雅各
问了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为何不能和睦相处？ 

我记得读到一个二次大战的故事，讲述了两个年轻
的德国人被俘关在美军战俘营里。 美国人立刻注意到
了不同。 这两个人看上去不像德国人，他们受惊了、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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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了。 除此之外，他们独自二人，因为似乎没有人能与
他们交流。 

德国人声言对他们一无所知，每次试图的审讯都
以无奈而告终。 一天，俘虏他们的人请来了一位语言专
家。 在和这两个受惊的年轻人的谈话中，他发现他们来
自西藏。 他明白他们的语言，听了他们的故事。 

这两位年轻的西藏人厌倦了住在他们一生所住的
小村庄——从未见过村外的一切。 他们想要看外面的世
界，因此他们越过边境进入俄国，完全不知道二次大战
正在欧洲肆虐。 

越过边境后，那两个孩子被俄国当局抓获，不知道
他们从哪里来。 但看他们够打仗的年龄，俄国人就把他
们放在开往西部的火车上。 

几天后，列车抵达了一个大城市的郊区，藏族孩子
得到了军装。 俄国人打发他们去新兵训练营，随后把步
枪塞给了他们。 离家后的几星期内，他们在俄国前线与
德国人打仗。 

这两个孩子从未见过对手战，也不知道为什么开
枪。 受惊之下，他们逃跑了，被德国人俘虏。 当盟军入侵
诺曼底时，他们进了德军的战俘营。 绝望之际，德国人
把武器给了每一个可参战的人——军人、俘虏一概。 很
快，这两个困惑的西藏孩子跑去打美国人了。 

什么都不敢做，他们再次逃跑，美国人抓获了他们。 
在美国的几星期后，整个谜团终于解开了。 

翻译官听了他们惊人的故事后，问他们有没有问
题。 他们说：“是的，我们有一个问题。 这些人为什么要
互相残杀？” 

这是雅各所问的同一个问题。 事实上，他提到了三
个在读者心中肆虐的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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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
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
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
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
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
宴乐中。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与世俗
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
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雅各书4:1-4）

首先，雅各问到了“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 （第一
节）。 人们总在互相交战。 不时的我们会休战，但仅限于
重新装弹的时间。 

即使在休战期间，我们还是没有平安。 即使当枪
弹都平静时，还是没有宗教、经济、种族、社会、政治、家
庭、或个人的平安。 我们是争战的人。 

其次，雅各讲到了一个在里面燃烧的争战：“百体中
战斗之私欲。” （第一节）人们缺乏自己内心的平安，因
此他们无法维护与他人的和平。 

大多数人都是随地将要爆发的争战——随时准备
争论及为自己服务。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天所感到的内
心动乱。 我们生活在紧张而充满私欲的人当中。 

雅各说，我们与人争战的原因是我们与自己争战。 
这些个人的争战是第三个争战——我们与神争战的结
果。 “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第四
节）

我们与人争战是因为我们与自己争战。 我们与自
己争战是因为我们与神争战。 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你与
神的关系摆对，不然你会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不是和平
的建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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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属性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
儿子。” （马太福音5:9）和平意味着姑息吗？ 不。 

要使人和睦并不意味着必须姑息，因为姑息从不带
来和平。 跟每个人都合得来也未必是你的光荣——跟每
个人都合得来的人有问题。 

你根本做不到。 你可以试，但保罗说：“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罗马书12:18）与众人和睦并
不总是可能的。 事实上，你会以与谁为敌得识。 

拜唯有浸信会前任牧师罗伯特G.李（Robert G. 
Lee）博士是位伟人，但他有敌人。 我听到李博士不止一
次地说：“总有一天有人会在我的葬礼上讲道。 当我在
棺材里，讲道人若有胆量说：‘这里躺着亲爱的李老博
士。 他没有一个敌人。’我求神会给我勇气踢开棺盖，起
来说：‘这是谎言。’” 李博士不希望以无敌得识。 的确，
所有代表神的人都会有敌人。 

我记得读到一位在一所自由派神学院教姑息福音
的教授说：“噢，我们不应该有敌人。 我们不应该引起争
议。 不应该有任何问题。 我们所要做的是以耶稣为榜
样。” 

一名年轻的传道生举起手来，说：“教授，耶稣基督
若是如此的机智和外交，他是怎么让自己被钉十字架
的？” 朋友，耶稣基督没有跟每一个人合得来，很多人跟
他合不来。 

让我告诉你平安所不是的。 首先，平安不是姑息； 
不是休战。 休战也许要比对手战好，但仍可能有一系列
敌对的冷战。 战争转入地下，溃烂、扩展，然后也许爆发
成更糟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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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平安也不是无战。 墓地里没有公开的纷争，
但并不意味着有完美的和平。 墓碑上通常写着“安息” ，
但要把平安带给困绕的灵魂，仅靠刻在墓碑上的几个
字是不够的。 

第三，平安不只是没有冲突或纷争。 当圣经用到平
安这个词时，它是个积极的词。 意味着有真实的、积极
的、好事物的存在。 

从旧约到现今，犹太人一直以Shalom，意思是平安
彼此问候。 这不是“愿你争战结束” 的意思。 这意味着
有好事物的存在。 平安的希腊文是eirënë。 它意味着积
极的和平，而不只是休战。 

平安不是姑息，也不是休战或无战。 那它是什么
呢？ 平安是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导致与自我建立正确的
关系，并引导我们与他人建立正确的关系。 是一种安全
完好的感觉。 真正的平安是公义的果子。 

一个平安人的主要属性是公义。 平安随之而来——
这意味着一个不义的人永不得平安。 “耶和华说：‘恶人
必不得平安！’” （以塞亚书48:22）

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
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马太
福音5:8-9）没有清心便没有平安。 

雅各书3:17说：“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诗篇85:10：“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
此相亲。” 圣经告诉我们，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写照，
在希伯来书7:2，麦基洗德被称为仁义王和平安王。 

什么是平安？ 是神的公义主宰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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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对敌

如同黑夜跟随白昼，平安的对敌是罪。 如同平安与公义
相连，争战和斗殴的根源总在于罪。 还记得以赛亚书
48:22？ “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这个世界想得
平安，但罪挡在道上。 

想像在参议院宣布：“女士们、先生们，战争是由罪
造成的。” 想像自己站在一所名牌大学的哲学课堂上
说：“人类的问题是罪。” 他们不会相信。 朋友，我担心
他们会笑。 

人们问：“我们如何对付战争？ 我们如何对付世上
所有的动乱和问题？” 平安来自公义。 罪阻挡平安。 它
使人与神、人与人分离。 它造成内心的动乱。 

耶利米书8:11说：“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
损伤，说：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我听见人
们彼此说：“平安，弟兄” ，然而他们过着不敬虔、不道德
的生活。 没有和平的君，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 没有
清心，便没有平安。 

现在来看耶利米书8:12：

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 不然，他们毫不
惭愧，也不知羞耻。 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
扑倒； 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知道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生物吗？ 如今，世界满
是为和平呐喊、示威却甚至不会为罪脸红的人。 为什
么？ 他们忘了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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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想要平安，并想知道他们为何没有。 很显
然这世界为何没有平安。 平安的对敌是罪。 圣经教导
说，平安是有代价的，这代价是公义。 

从和平君口中说出的最有争议的一句话是：“你们
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马太福音10:34）

但耶稣被称为和平的君！ 在他出生时，天使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

的人！” （路加福音2:14）我们前面读到耶稣说：“使人和
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马太福音
5:9）然而耶稣基督说，他来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他在说什么？ 他只是说他不是姑息者。 他不是来
把安慰带给恶人的。 他的刀剑在真理与谬误、光明与黑
暗、罪恶与公义之间划了界线。 当神公义的标准定了之
后，总会有分裂。 

神永远不会与罪妥协。 平安与罪不能共存，因为
公义是唯一的供给。 因此，耶稣的刀剑就像一把解剖
刀——首先它必须伤，然后会治愈。 当罪存在时，平安便
不存在。 我们都必须要面对弃罪的困苦，然后才能安息
在神公义的平安中。 

我 曾 听 过 一 个 有 关 海 军 上 将 霍 雷 肖·纳 尔 逊
（Horatio Lord Nelson）勋爵的故事，这位伟大的英国

上将赢得了海战。 故事讲到战斗结束时，船长上船来向
纳尔逊勋爵投降。 身着帝王的军装，佩剑于一侧，他从
甲板上走向纳尔逊勋爵来向他投降。 脸带半笑，战败的
船长以平等的姿态走向纳尔逊勋爵，伸出了他的手。 纳
尔逊勋爵便退后一步，说了他有名的一句话：“首先你
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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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以为他们可以走上前去，高兴地和主耶稣基
督握手。 但是他说：“首先你的剑。” 先投降，然后与你的
征服者和朋友握手。 

耶稣不是姑息者：他绝不会与罪休战。 当耶稣说，
他来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他意思是若不降服于他的主
权是永远不会有平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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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实现

你的平安已由圣父计划了

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
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
末后有指望。’” 

神对你所怀的意念不是审判或恶意。 他渴望你有
平安。 他不是高坐在宝座上想要报复的神——制定律法
让你像热灰上的虫一样辗转不宁！ 这不是对神正确的
概念。 神为你有平安的计划。 

在士师记6:24，神被称为耶和华——沙龙，“主我们
的平安”。 在新约中，他五次被称为赐平安的神（见腓立
比书4:9； 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罗马书15:33，16:20； 
希伯来书13:20）。 

你的平安已由圣子买下了

你们从前是敌人，靠着基督的血成为朋友。 他是我们的
平安。 以弗所书2:13-1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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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提供了这平安。 歌罗西书
1:19-20说：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既
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
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
己和好了。 

十字架是怎么带来平安的呢？ 在十字架上，罪未被
姑息，而是面对了。 它未被忽视，而是付清了。 神的公
义与人的邪恶作战，赢得了胜利。 那胜利的赏赐是与神
和好。 

一位亲爱的女子在垂死中躺着。 她的一个朋友不
很了解她，决定应该与她做见证。 她来到她的床边，问
这女子：“夫人，你知道你病得多重吗？” 

她说：“是的，我相信我快要死了。” 
“嗯，我不想吓唬你，但你与神和好了吗？” 

她说：“不。” 
这朋友说：“我能帮你与神和好吗？” 

“不，你不能。” 
“你难道不明白你快要死了吗？” 
“是的，我明白。” 
“你不想与神和好吗？” 

她说：“不，我没有必要与神和好。 我正安息在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平安中。” 她遥遥领先于她的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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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开始与神和好。 耶稣在十字架上以他的
宝血成就了和平。 平安由圣父计划，由圣子买下。 

你的平安已由圣灵供应了

加拉太书5:22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是和平。 耶稣说：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在。” （约翰福音14:16）
圣灵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平安。 他告诉我们，我们与

神和好了。 他是耶稣基督旨意的执行者。 
平安是耶稣给我们的遗产。 他说：“我留下平安给

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
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约翰福音
14:27）

有一个属灵的传说：“我所有的这平安，世界没有给
我，世界也拿不走。” 世界永远给不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见腓立比书4:7）。 
我亲爱的朋友，没有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或心理

治疗师——若没有耶稣基督——能明白这完美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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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代理

我曾经看过一个卡通，画的是一位传道人书房的档案
柜。 上面第二个抽屉的标签上写着：“神圣的。” 最上面
的抽屉上写着：“最神圣的。” 要知道，你是神圣的代理。 
你是神圣代理777——神平安的代理。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
的儿子。” （马太福音5:9）神的儿女是平安的代理。 

首先，神拯救我们，赐我们平安。 然后，他把劝人与
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基督徒帮助与神作战的人与
神和好。 使徒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
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哥林多后书5:18）
简单地说，神使我们成为赢得灵魂的。 我们只要与

他人分享耶稣，因为他已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
了我们。 

一天我在华盛顿，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受邀去这城
市的一座大楼做客，当出租车司机见我从那门里出来，
以为我是什么重要人物。 “你是干什么的？” 他问。 

我说：“我是大使。” 他觉得了不起。 
“你代表谁？” 我说：“一个国王。” 

他觉得很了不起。 
我们开了一会儿，他问：“那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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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他是最大的。” 
我跟他玩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是神的儿子，耶稣

基督的大使，和平的使者。” 我向这年轻人传讲了基督。 
你和我是基督的使者。 我宁愿是耶稣的使者，而不

是这地球上任何国家的王子、国王或总统。 
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

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平。 让神的平安主宰你的心，你将
不只是爱好和平的，而是建立和平的。 你将不只是姑息
者，而是高举主耶稣基督宝血的和平大使。 

你有平安吗？ 考瑞 · 坦布（Corrie Ten Boom）曾
说：“你若看周围，你会哀伤； 但你若仰望耶稣，你会得
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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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