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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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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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神为男人的计划》（#1782），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products/gods-plan-for-the-man-1782

lwf.org/products/treasuring-family-valu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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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plan-for-the-man-1782
https://www.lwf.org/products/treasuring-family-values-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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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为男人的计划
并非每个男人都是男子汉。 我指的是真正的、有男子气
的、有活力的、敬虔的人。 如果我们如今缺乏什么，那就是
像这样的人：真正的男子汉，会像约书亚那样说“至于我和
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的人。（约书亚记24:15后）

你可以生为男性，但要成为男子汉则需要成熟。 你
只年轻一次，但你可以永远不成熟。 

n 对女士的开场白

如果你结婚了，我相信本册中的原则会帮助你支持和鼓
励丈夫成为神想要并希望他成为的那种男人。 如果你未
婚，那么当你评估那些进入你生活圈的男人时，这些原
则需要放在你考虑的最前沿。  

本册是关于家庭价值观的，我希望你能有正确的价
值观。 我不知道有什么能比和一个忠于神为他人生计划
的男人结婚更好的方法来开始一个敬虔的家庭。 

嫁给一个身无分文但在神的眼里价值百万的男人，
比嫁给一个百万富翁却不值一文的男人要好得多。 我说
的是真正的男人，一个有价值的男人。 所以女士们，我相
信你们会带着祷告和思考来读本册，然后与你生命中的
男人分享，并祷告他会将诗篇第128篇的原则应用在心
里和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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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真正的男人是造就的

有人有次参观了一个村庄，问一位住在那里的老人： 
“这里出生过伟人吗？” 那人回答说：“没有，只有婴
儿。” 

这是明智的回答。 这人在说我前面所说的。 你可以
生为男性，但得要长大才能成为男人。 因此，让我们从神
的话语来了解，如何才能成为在神眼里真正的男人：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你
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你妻子
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
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 看哪，敬畏耶和
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
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
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诗
篇128）

如果你买了洗碗机、冰箱或任何家用电器，都会带
有说明书。 每辆新车都配有用户手册，告诉你如何充分
利用你的购买，并按制造商的说明来操作。 

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告诉我们作为爱人和一家之主
应该如何履行职责。 这是神的话语，从这话语中，我们会
找到神为男人的计划。 男女之间有着基本的、根本的差
异，而魔鬼却在尽其所能地使这种差异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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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真正的男人是独特的

创世记1:27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
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强调是我的）。 在试图维护平等
的同时，有人告诉我们，两性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异。 但
他们忘了查阅圣经。 谈到平等，圣经远走在他们前面。 

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在神面前，男女在价值上是平
等的。 但是平等与同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无论如何都无法让男人和女人一样。 男人和女人
不一样，而且永远都不会。 说到此，有些人尝试了——比
如心理学家把娃娃给小男孩，把卡车给小女孩。 但这不
会带来任何改变。 

你明白吗？ 男女是平等的，但不一样。 价值平等不
等于功能相同。 

男士们，你们最好明白并相信这一点，因为成为神
所定义的男人如今并不流行。 （女士们，你们最好明白并
相信这一点，否则就会试图塑造一个最终不会让你愉快
的男人！）例如，你在哪里读到，做一个不以为耻、毫无歉
意的敬虔男人是被认可的？ 

让我以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消息来源，著名的心理
学家乔伊斯·布拉德博士（Dr. Joyce Brothers）来向你提
供一个有趣的证词。 我们当然不会称布拉德博士为圣经
学者，但以下是她对此问题的所言：

男人和女人真的如此不同吗？ 是的。 他们真的
是。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生物学家、神经学
家、遗传学家、研究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交谈，
发现男人和女人有着比我所知更多的不同。 他
们的身体不同。 他们的想法不同。 男人从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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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到大脑的发展方式都不同，这意味着他
们思考和体验生活的方式与女人不同...近年
来，要想坚持说除了最明显和最珍视的差异之
外，两性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已几乎成为一种
信仰。 事实是，两性之间除了生殖器官之外，还
有其它更重要的差异。

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位著名医生就这些差异所说
的：

男人和女人身体的每个细胞都不同。 染色体
组合的差异可能是发育成男性和女性的基本
原因。 也许因为染色体的差异，女性更具体质
的活力。 在美国，她们的寿命通常要比男性长
三到四年。（我们称女性为较弱的性别！）女性
的血液中含有更多的水分，但少了20%的红细
胞。 由于这些物质为人体细胞提供氧气，她便
更容易感到疲劳，也更容易晕倒。 因此严格来
说，她的体质问题在于长时间的问题。 在战时
条件下，当英国工厂的工作日从10小时增加到
12小时时，女性的事故率增加了150%，男性
则完全没有。 

有趣的证据，你不同意吗？ 男女之间在心理、生
理、化学和染色体上有着基本的、重要的、并根本的差
异。 神是如此设计的，我们永远都不能改善神的设计。 

讲了所有这些之后，让我告诉你另一方所说的。 我
想引用格洛丽亚·施泰纳姆（Gloria Steinem）的著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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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现代女权主义运动中最显著并具影响力的领导
人：

[妇女] 首先是人，与男性有着微小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生育上。 男女之间唯一的功能差异是女
性的生育能力。 因此，女人需要男人，就像鱼需
要自行车一样。 

 换句话说，除了生育能力的“微小差异” 之外，两者
之间没有真正的差异。 但是，神创造了男人，神创造了
女人。 神出于美好的目的使他们不同。 

 让我们抛开所谓的人类智慧，来探索如何成为一个
真正敬虔 的人。



真正男人的特性

n 忠实之行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诗篇 128:1）

6

诗篇128:1谈到了一个在家人面前要树立的典范。 他要
是崇拜的父亲。 他要是敬虔的丈夫。 他要有一个人人都
能看到的、与全能神同行的天路历程。 他的妻子和孩子
需要看到自己的丈夫和父亲与神同行。 

说到此，让我告诉你为什么。 
神设计了家庭，因此男人在家里代表神。 耶稣教导

我们如何称呼神？ “我们的父。” 爸爸应该是神的写照，
因为你受教称爸爸为“父亲”，而且受教要如同向父亲一
样地向神祷告。 孩子会建立这种联系是很自然的。 

因此在家里，丈夫要代表天父来待孩子。 “你们所
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 父！’”（罗马书 8:15）阿爸父是亲
密和亲切的词语，字面意思是“爸爸”。 我们要将神视为
慈爱的天父。 

此外，丈夫要代表主耶稣基督来待妻子。 以弗所书
5:22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
主。” 我希望不会遇到哪个基督徒女士，说她对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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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像耶稣、并如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她的丈夫不感兴趣。 
我也不希望遇到哪个基督徒女士，诚实地说她不能顺服
这样的丈夫。 

先生，你应有敬虔生命的原因是，你在家人面前塑造
全能神是怎样的，并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 这是使徒保
罗说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
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哥林多前书11:3）

关于第一个命题：“基督是个人的头”，没有争议。 我
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 但对第二个命题：“男人是女人
的头”，却有很多争议。 但不要停止阅读，因为保罗总结
道：“神是基督的头。”

在圣父和圣子是同等、同永恒的同时，圣父是圣子
的头。 虽然丈夫和妻子的价值相等，但丈夫是妻子的头。 

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7中说：“男人本不该蒙着
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也就是
说，在家里，男人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写照。 女人是教会
的写照，是基督的新娘。 

基督徒男士，请慢慢地读，并明白这一点：永远不要
认为宗教和灵命主要是为妇女和儿童的。 神要求男人比
女人承担更大的属灵责任。 如果你的家庭有问题，你要
承担主要责任，而不是你妻子或孩子。 

你是一家之主。 如果你在家里代表神——你应
该——你就要遵循神的道。 全能神的主要特性之一是信
实。 而当今美国男人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不忠：出走的爸
爸和失败的父亲。 

美国三分之一的孩子不与生父同住。 一千五百多
万儿童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 监狱百分之七十的
人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 你能想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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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经历灾难。 自1920年以来，离婚率上升了
1420%。 不，这不是印刷错误。 是1420%。 婴儿潮一代的
离婚率是父母的一倍。 有人需要站起来说：“父亲，丈夫，
你要遵循主的道。 你要成为真正的男人，一个忠诚的男
人，一个敬虔的男人。” 

著名心理学家大卫·埃尔金德博士（Dr. David 
Elkind）写道：

我们看到更多的孩子表现出有压力、头痛、胃
痛、情绪低落和有学习障碍的症状。 随着年龄
的增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错过了生
命中的重要阶段。 他们感到被滥用和虐待了。 
我所担心的是，如果他们当时不觉得受到关心，
那么他们甚至都不会关心别人，更不用说自己
了。 我们可能正在造就大量情绪错位的孩子。 

让我再说一遍。 神的主要特性或属性之一是信实。 
这包括许下诺言并信守诺言。 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整本圣经都奠定在他的信实和
应许之上。 

基督徒男士，当你许下诺言时，便启动了一个强有力
的机制。 有人说的好：“当一个人许下诺言时，他在一个
不确定的海洋中创造了一个确定的岛屿。” 当你许下诺言
时，你在不可预测的丛林中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可信之处。 

以下是斯图·韦伯（Stu Weber）在他的优秀著作《温
柔的战士》（Tender Warrior）中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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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丈夫需要学习忠诚。 信守诺言。 

无论如何，永远都不要放手。 当婚姻不愉快时，
坚持。 

当难以教育孩子时，坚持。 当工作不顺心时，不
要被击败。 当社区教会为琐事而不宁时，持守。 
当孩子让你失望时，把他们扶起来。 当妻子经历
六个月的情绪波动时，忍耐。 当是第四次、第十
四次、无计多少次时，再次忍让。 坚持。 做个男
人，信实。 

要明白，忍耐的核心是牺牲，为他人的利益牺
牲自己。 论到忍耐的最终榜样，我们只要仰望
主耶稣基督。 当他可以转离十字架时，他坚持
了。 他硬着脸面好像坚石，直到髑髅地。 当他
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并回避苦难时，他坚持了。 
当他可以召唤天使来救他，并召唤神圣的空袭
来对付对手时，他坚持了。 他坚持不懈，忍耐
了。 直到他可以喊“成了” 的那一刻。 

愿神怜悯出走的爸爸和失败的父亲。 我在基督里
的弟兄，要与神同行。 

n 富有成效的工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你妻
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
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 （诗篇 1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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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为男人的计划是养家糊口。 这一直追溯到神对亚当所
说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
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记 
3:19）神告诉亚当和我们，生活并不总是容易的。 我们会
要努力，劳苦，并忍受一些艰辛。 

女士们，这就是为什么神赋予男人坚强的外表。 男人
应该坚强，因为他是主要的挣食者。 神造你为抚育者，而
不是挣食者。 提多书 2:4-5 说：

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
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
的道理被毁谤。 

保罗说得要传授这些品质的事实意味着它们并非
自然而然的，正如男人想要与神同行并成为属灵力量之
塔亦非自然而然的一样。 但是这些并非自然的事实并
不降低其重要性。 

要使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需要一个超自然的
新生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 小孩子需要母亲。 你不必
是火箭专家来明白这一点。 神造男人来供给，神造女人
来抚育。 但我们如今的时代已抹杀了这一点。 

供给不仅限于食物、衣服和住房。 先生，如果你认为
自己给了妻子和孩子漂亮的房子和美好的东西就完成任
务了，你就错了。 你还要为家庭提供情感和属灵的安全。 

神为男人的计划是，他不仅要供给，他还要预先供
给。 他要问自己：“我家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你是曾坐下来为家人制定计划？ 我为自己制定了人
生计划，也为每个孩子制定了计划，它们在我的祷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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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说到此，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管辖他们的家。 我不
能，但我有一些可以祷告、致力和希望的。  

什么是男人富有成效的工？ 他要成为供给者和保
护者。 当妻子和孩子安然居住时，男人会有一种完好的
感觉。 

重述，这就是为何神使男性和女性染色体不同的原
因。 男人往往强硬。 女人往往温柔。 男人倾向于逻辑
和线性思维。 女人倾向于情感和语言交流。 男人倾向
于冒险。 女人则更喜欢安全和秩序。 

在人际关系中，男人通常不太敏感，女人则更为敏
感。 男人关心长远计划。 女人则关心目前。 男人往往
更存怀疑（这是他里面的保护者）。 女人往往更容易相信

（这是她里面的抚育者）。 
在此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都是对的，因为神

是这样造他们的。 加里·斯莫利（Gary Smalley）说，这
是蝴蝶和水牛的区别：

女人就像蝴蝶。 她漂亮，温柔，脆弱。 她对周
围事物非常敏感，就像蝴蝶在飞舞间对花朵
的香气和美丽敏感一样。 

说到此，你如果想用手去捉蝴蝶的话，便做不
到。 你得要用捕蝶网。 但你如果拿一块小小的
鹅卵石，把它贴在蝴蝶的翅膀上，她就飞不起
来了。 她会跌倒。 

但把鹅卵石贴在水牛的背上，它根本都不知道
它在那里。 把那些花放在地上，它会践踏。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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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感觉不到风。 为什么？ 因为它太强壮了，它
可以拉犁，做四五个人才能做的事。 

这是否意味着水牛是野蛮的，因为它践踏那些
花？ 你要责怪它吗？ 不，这是它的天性。 神是这
样造水牛的，神是这样造蝴蝶的。 

基督徒女士，如果你嫁给了水牛，就为他感谢神。 
我是认真的，神就是这样造他的。 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可
以粗鲁、粗俗或行大男子主义。 男人可以是坚强的供给
者，也是温柔的伴侣。 

我认为如果美国在过去的几年中有过英雄，那会是
90年代中期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军队指挥官诺曼·施瓦
茨科普夫将军（General Norman Schwarzkopf）。 他
是“风暴式的诺曼” 这词之经典意义上的英雄。 大如熊，
坚如钉，毫无惧怕，随时准备向敌人开战。 

但是，我看了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
对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采访。 当他们谈到这场战斗以
及人们生命的代价时，将军哭了。 带着新闻记者的直言
不讳，芭芭拉·沃尔特斯看着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说：“将
军，你不怕哭吗？”

你知道这人说了什么吗？ “芭芭拉，我害怕一个不会
哭的人。” 这就是我所说的坚性和柔性。 

谁比我们的主更谦卑、更柔和？ 然而，他也将兑换银
钱的人赶出圣殿。 他可以整夜在山上和野兽在一起，而
不是从美容院出来娘娘腔的人。 他坚强而信实，但也温
柔——一个受苦流泪的人，他欢迎小孩子们来到他身
边。 



13

n 家庭崇拜

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
华从锡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
冷的好处。 （诗篇 128:4-5）

一个寻求神祝福的人会成为神的祝福。 祝福会从他自
己的家传到整个国家。 美国永远不会踏上正路，直到家
庭踏上正路。 家庭永远不会踏上正路，直到父亲们踏上
正路。 

依照神的话语，父亲要带领家庭崇拜。 神造男人看
大局。 当男人带领崇拜时，妻子会像嫩藤一样蓬勃发展，
孩子们会像橄榄树一样成长。 这两种植物都需要栽培，
需要扶持。 它们需要依靠。 先生，如果得到适当的营养
和扶持，你的家庭会非常富有成果。 

在古老的近东地区，橄榄树是成效和财富的源泉。 
作为父亲，你是如何培育你的橄榄树的，你的孩子们？ 以
弗所书6:4说：“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
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意味着不要激怒、挫
败、烦扰、伤害或羞辱他们。 

青年领袖乔希·麦克道尔（Josh McDowell）曾说过
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 他说：“没有建立在关系之
上的规则会造成叛逆。” 这是激怒孩子。 

和以弗所书6:4中激怒一词相反的是养育。 养育这
个词有着照顾花园的意思，像通过除草、浇水、和施肥来
培育真正的橄榄树一样。 养育孩子需要训练、指导、示范
和时间。 

我读到，平均每个父亲每周花七分半钟的时间和青
少年在一起。 有的爸爸可能会说：“嗯，我实在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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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努力工作来保证我们有吃的并支付账单。 我还有
其它必须要做的事。” 职责不必带来冲突。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父亲不花时间陪女儿，她
变生硬或滥交的机会会大大增加。 

爸爸，你的孩子是娇嫩的橄榄树。 你要养育你的孩
子。 

丈夫，你要养育你的妻子。 你知道神给你对妻子的
主要任务是让她成为一个更加美丽焕发的基督徒吗？ 
你是家里的牧师。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
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以弗所书5:23）

有人会说：“嗯，我妻子和我相信彼此顺服。” 但这在
术语上是矛盾的。 基督徒从总体来说要彼此顺服，但在
家里必须有头。 任何没有头的东西都是死的，任何有两
个头的东西就是怪胎。 家庭需要领导。 

说到此，如果这使已婚夫妇感到困扰，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 一半是由于妻子罪的本性，一半是由于丈夫罪
的本性。 她的罪性想要反抗，他的罪性想要专制。 

先生，神造你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 基督做了
什么？ 他为教会舍命。 让我告诉你，大多数女人都不介
意顺服一个爱她、愿意为她舍命，并在生活中表现出来
的男人。 

男人要带领家庭崇拜。 他要成为家里的领导。 美
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叛逆的女性。 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失
败的男人。 

说到此，有一些叛逆的女性。 先生，我希望你未娶
其中一位。 但最大的问题是，男人没有成为他们应当成
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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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未来的财富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 128:6）

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是奔驰还是宝马？ 是有五间卧室、
四间浴室、一个院子和一个游泳池的房子吗？ 不，你我
知道的比这清楚。 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我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你无法标价的财富——
我妻子，我孩子，还有我的孙子女。 我不仅现在拥有这
些财富，而且永远拥有这些财富，因为我们全家都爱耶
稣。 他们是我未来的财富，你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也是
你未来的财富。  

有些人不想要孩子，这样他们就能拥有更多的东西。 
如果这描述了你，请慢慢地读下一句，并牢记在心：孩子
不使富人变穷，他们使穷人变富。 富人不能把钱带去天
堂，但我要带我妻子、孩子、和孙子女去天堂。 

 请看诗者在诗篇78:5-7中所写的：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
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
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
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惟要
守他的命令。 

父亲的信仰如何延续？ 从他的儿女到子孙。 这是神
为男人和家庭的计划，永远都是。 

当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还是大学生。 我们
的长子不是偶然的，而是计划的。 我们想要开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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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神给了我们一个男孩。 我们给他起名叫史蒂芬
（Stephen）。 当护士把我儿子抱出来时，我看着他的小

红脸，看了我妻子，吻了她，并感谢她下到死阴的幽谷，
为世界带来了生命。 

然后我回到家，跪下来，开始哭泣。 我哭着说：“哦，
神啊，如果我成就不了什么，如果我做不好牧师，如果我
不知道如何讲道，如果没有人听到我，哦，神啊，让我做
一个好爸爸。 让我成为敬虔的人。 让我成为我孩子可以
仰望的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神知道我犯了很多错误。 但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有四个孩子，他们都会告诉你，
他们的爸爸不是假货。 他爱神，他爱他们的母亲和他
们。 

先生，美国如今需要真正的男人。 你会成为敬虔的
人吗？ 那么这是我为你的祷告：

父啊，赐我们全心爱你的男人。 赐我们忠心耿
耿的男人。 赐我们会成为家庭供给者和保护者
的男人，并请你造就他们。 神啊，赐我们会教养
孩子去教养他们孩子遵循你道的男人。 赐我
们真正的、敬虔的男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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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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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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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