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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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论：事实还是虚构》（＃1914），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evolution-fact-or-fiction-1914

lwf.org /products/critical-issues-of-our-ti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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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fact-or-fiction-1914
https://www.lwf.org/products/critical-issues-of-our-times-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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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事实还是虚构 

把达尔文变成猴子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
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已经有人
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 愿恩惠常与你
们同在！（提摩太前书6:20-21）

你若是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缩减为一，简单的会
是:“是神创造人，还是人创造神？” 换句话说，人是万能
神的特殊创造呢，还是神只是人的凭空想象？

这些问题在当今美国的立法机构、法庭、教室、家
庭、和办公室里有着一些最重要的——最激烈的——辩
论。 哪个是对的？ 神创论呢，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每个人对这古老的世界——以及人类本身——是如
何开始的都有自己的见解。 如今，在几乎每个校图书馆
里，都可以找到题为“人类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Man）的《时间—生命》系列丛书（Time-Life Series）。 它
从以下的介绍开始：

如今，那首先将自己凌驾于其它动物之上的生
物不再存在了。 他变得独特，他以拇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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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成为精密工具、以膝盖——将你锁定在舒适
的直立位置、以抽象思维和语言能力，与生活
在这星球上的其它两百万物种分别。 所有这些
及其它的，使你的种类得以统治地球。 然而，你
和所有其它生物都有着同样的起源，同样的随
机，一直到三十五亿年前第一个单细胞海藻的
自发产生。 

一个冒险的假定

如果这是真的，这便是说，人类生命没有任何内在价值
或神性。 这告诉我，我不是以神的形象所造，而只是意
外的生物，也不存在道德。 进化论声明，如果没有造物
主，也就不存在固定的对与错的标准。 

如果我只是意外，存在于一个没有对与错之固定标
准的世界里，人生便既无意义也无目的。 和猫、狗、或跳
蚤相比没有区别，也不存在好坏、高低之分。 

假设进化论是事实而非虚构，《时间—生命》接着
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什么进化过程导致人
类征服这严酷而敌对的环境的？” 不是问：“人类可不可
能是进化的产物？” 他们预先假定他是进化的产物。 

但在接受《时间—生命》的假定之前，我们需要问世
界科学界所害怕而不愿意问的问题。 进化论真的是经
科学证明的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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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它真的是
科学事实吗？

为了找到答案，让我们回到源头——达尔文的名著《物
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以下是查尔斯·达尔
文（Charles Darwin）所说的：

类比的方法使我进一步相信，所有的动物和植
物都是从某一原始类型传下来的。 所有生物都
是从共同的起源开始的，动物和植物可能都是
从一些低级和中级的类型发展出来的。 在这地
球上生活过的所有有机物质都可能是从某一
原始类型传下来的。 

这意味着我们都以某种方式，从一微小的原生质和
绿海藻开始，并且根据这一推论，一切都由此发展。 

如何发展的呢？ 通过突变和自然选择，达尔文说。 
突变的意思是，动植物的本性随着适应不断变化的环
境而改变。 自然选择简单地说，就是适者生存。 

要相信这一点，我们被要求相信，生命是从原始的
原生动物开始，而后变成了一条未分节的蠕虫。 蠕虫接
着长出了鳍和鳃，变成了一条鱼，又长出腿和肺，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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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动物，而后变成了爬行动物，接着长出了翅膀，变
成了一只鸟，然后羽毛变成毛发，成为哺乳动物，最后
发展到有自由选择和良心，变成了一个人，能够谱写交
响曲，并映射星系。 

这是我们被要求相信的——公立学校必须要教
的——只要从无，加上时间，加上机会，就能使变形虫变
成宇航员，使猴子变成人。 小的时候，我听过青蛙变王
子的故事。 但那叫童话，而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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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虚构

如果你认为世界科学界人人都相信这虚构，那么就听
一些主流权威人士所说的：

“在这伟大的博物馆里，没有一丁点物种传遗
的证据。 进化论学说十有九成纯属无稽之谈，
不是基于观察，完全没有事实的验证。 人们采
用一种理论，然后极力地找事实来支持它。 我
读了他们所有的作品，他们不能使我相信物种
的稳定性。 此外，古时的伟人之谈是没有价值
的。 你若不跟从他们的变幻莫测，有些人会马
上把你当作傻子； 但这个博物馆对他们完全虚
假的观点有着充分的证明。” 罗伯特·瑟里奇博
士（Dr. Robert Etheridge），大英科学博物馆。1 

英国电气工程师，物理学家和真空管发明者约
翰·安布罗斯·弗莱明博士（Dr. John Ambrose 
Fleming），是马可尼和爱迪生公司的顾问。 他
任伦敦大学学院电气技术系主任。 一位虔诚的
基督徒，他写道：“进化论纯粹是想象的产物，” 
并“进化论完全不足以解释无机世界的起源及
表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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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英国外科医师及前皇家外科学院院
长赛西尔·韦克利博士（Dr . Cecil Wakely）3写
道：“当我还是医学院学生时，我受了进化论的
教育，但我从未相信过。”

“我相信有一天，达尔文的虚构将被列为科学
历史上最大的欺骗。 当这发生时，许多人会提
出这样的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瑞典
胚胎学家，瑟伦·卢瑟利普（Soren Lovtrup）。4 

还有更多的著名科学家以完全科学的理由排斥了
进化论。 他们包括但不限于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y），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约瑟夫·李斯特

（Joseph Lister），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约
翰·开普勒（Johann Kepler），及威廉·拉姆齐爵士（Sir 
William Ramsey）。

有些人称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为
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关于我们的太阳系，牛顿写
到：

这个最美丽的太阳、行星、和慧星系统，只能来
自于一位有智慧和能力的创造者和统治者。5 

这些人有着完全合乎逻辑的理由来相信圣经对创
世的记载，并排斥达尔文的理论。 我们也有。

至少有四座桥梁是进化论者不能跨越的。 有四个
问题他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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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者的四个难题？

生命从何而来？

有一种理论声称，生命以流星上的一个微生物袭击地
球而来。 我们若是问进化论者，那微生物的生命是从哪
里来的，他便回答不出，除了说生命是自发产生的，所
谓的“原子随机合成”。 这是一种巧说，即无机物质、或
生命起源汤、或任何进化论者所称的，只是随机地变成
了生命。 以某种方式，神奇地、意外地、神秘地，非有机
物质、非生命物质获得了生命的火花，就得到了一个单
细胞的有机体。 但一个多世纪前，巴斯德证明了“自发
产生” 是不可能的。 

生命只能来源于生命。 这是生物学的一个基本公
理。 如今，没有生物学家会说，你可以从非生物得到生
命。 他们会说，从非生物中得生命，这从科学的角度来
说是不可能的。 在科学上，这被称为生物合成法。 进化
论者说：“因为我们不相信智能设计或特殊创造，便不
得不如此。” 进化论者无法展示生命的起源。 但为要证
明进化论，他必须从生命的起源开始。 他不能跨越这座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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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是一种哲学，表达了一种偏见，是不能接受
神的心灵之下一步最好的猜测。 以下的内容显明，这种
思想是如何扭曲事实的：

 “进化是一种理论，” D.M.S. 沃森（D.M.S. 
Watson）写道：“得到普遍的接受，并非因为可
以用逻辑、连贯的事实来证明它是真理，而是
因为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特殊创造，显然是
令人难以置信的。”6 沃森博士作为伦敦大学学
院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教授，有着三十多年的
影响。

动物的种类怎么能从一种变成另一种？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
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事就这
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
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
都包着核。 神看着是好的。(创世记1:11-12，斜
体是我的）

请注意关键词语“各从其类”。 这个小小的关键词语在
创世记中重复了十次。 它不否认种类之内多品种的存
在。 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玫瑰、猫科、犬科动物。 你可以
繁殖和杂交。 但你不能把一只哈密瓜变成一只猫。 

即使原始原生动物可能进化到人，我们至少应该期
待找到化石遗骸。 但虽然有数亿的化石，却没有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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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合理的生命过渡形式。 如果人类有着数百万年、甚至
数亿年的生命进化，生命从一些单细胞的变形虫进化
到我们如今所有的，在地球丰富的化石中，我们会找得
到这些过渡形式。 

一些科学家们说，他们正在寻找缺失的环节。 但是
他们找错东西了。 整条链都缺，不只是一环。

说到此，一些基督徒可能会说：“但我们在《时间—
生命》杂志上看到过照片，还在博物馆里看到过模型和
石膏模具。”

我的回答是，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艺术家或科学
家的想象。 1925年，一位名叫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的老师，因在田纳西州代顿市的一所学校教授
进化论而被捕。 斯科普斯在法庭上受一位著名的辩护
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辩护，威廉·
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代表起诉。

在一次审案中，达罗要布赖恩解释由哈罗德·库克
（Harold Cook）发现的内布拉斯加人（Nebraska Man），

据说有一百万年的历史。 但库克到底发现了什么？ 一颗
牙齿！从那颗牙齿，一位艺术家想象了整个男女种族。

由尤金·杜波依斯博士（Dr. Eugene Dubois）发现
的爪哇人（Java Man），只是一片头盖骨、一块腿骨、和
三颗牙齿。 以这些在手，杜波依斯向世界宣布，他找到
了75万年的缺失环节。

爪哇人的骨头还不是同时发现的。 它们是在十二
个月的时间内发现的。 当二十四位杰出科学家们汇集
鉴定时，十个人认定是猿人的骨头，七个人说是人的骨
头，另外七个人说，他们确信就是所谓的缺失环节。 

最终，杜波依斯博士的结论是，他所发现的头盖骨
可能属于一种长臂猿。 但他继续所持的信念，即他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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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缺失的环节”7。  然而，科学界的同行们却从未对“爪
哇人” 持同样的观点。

然后是臭名昭著的原始人道森尼 (Dawsoni)，成千
上万的学童所知的皮尔当人（Piltdown Man）。 在我读
大学时，皮尔当人被教成事实——一片腮骨，两颗臼齿，
一块头骨，是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在1906
年至1915年的六年间，在英国皮尔当的一个砾石坑中
发现的。

近半个世记以来，皮尔当人是科学。 然而在1953
年，伪造被揭露了。

“极大的皮尔当人骗局，” 《读者文摘》说：“是一个
只有50岁的猿人。 它的牙齿被锉，并人工着色了。”8 

当然，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会受误导。 但是，当涉
及进化论时，他们不仅轻易地受误导，而且情愿受误
导。

进化论如何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符？

进化论者所面对的第三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涉及热力学
第二定律。 这永恒不变的定律说，能量永远不会被消
灭，而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减少。

一切过程按定义都涉及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按进
化论者所声明的，朝着更复杂的方向。 由着它，变化总
是走向解体，而不是完整。 一切迟早都要崩溃、腐朽、衰
老，及死亡。 这就是所谓的熵。 我们有一个创造，它面临
着审判。 因为它面临审判，便会腐朽和死亡。 这个事实
出于圣经：“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
到如今。”（罗马书8:22）由着它，事物不会自我组织； 而
是瓦解。 它们会崩溃、腐朽、衰老、死亡。 它们会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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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不去管它，会怎样？ 不顾你
的身体，不锻炼也不照顾，看会怎样。 

造物主为何如此创造呢？ 他没有。 罪使它这样。 因
为人得罪了神，创造便在诅咒之下。 世纪延年，世界在
衰退和死亡中。 

然而，进化论者声称宇宙在变得更强大、更有序、更
复杂。 “万物从简到繁，” 他说：“给予足够的时间，紊乱
的会变得有序。”

但当我们试图运用他的理论时，他便被难住了。 比
如，一辆凯迪拉克汽车的零部件，若在五千英尺的上空
从波音747的货舱被抛下，当着地时，那些零部件会自
动组装成汽车的几率有多少？

“这是荒谬的，” 进化论者说：“它们需要更多的时
间！”

好，那让我们把飞机升到两万英尺高，然后把那些
零部件抛下。 这是否给了它们足够的时间来正确地组
装起来？ 当然不。 事实上，时间越长，就越装不起来。 

“如果适者生存是自然规律，你如
何解释世界上的其它东西？”

例如，音乐从哪里来？ 音乐、爱、尊严、和荣誉与适者生
存有何关联？ 

从哪里，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得到万能神的概念？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用适者生存的理论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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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是不道德的，
也是不合逻辑的

进化论必须因道德和科学的理由被排斥。 坦白地说，进
化论是不道德的。 

当你告诉年轻人，他们只是意外，他们只是偶然发
生的，这会起到什么作用？ 这剥夺了他们的尊严。 这带
走了目的。 这排除了道德。 

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和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
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都恨自己的父亲。 尼采
还是性变态者，死于梅毒。 他们的不道德行为，透过他
们的书面表达，激发了愈加亵渎的不道德行为。 

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深受达尔文和尼采
哲学的影响，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一起，
相信人只是另一种动物。 基于这个前提，这两人毁灭了
五千七百万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相信人只不过是一种
动物。 他们相信人是可以随意被消灭的。 达尔文写道：

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以世纪衡量不算太远，人
类的文明种族几乎肯定要灭绝并取代全世界
的野蛮种族。 同时，拟人猿无疑将被消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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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拟人猿”， 达尔文意指你和我、以及街上的
人，那些他认为是低劣种族的成员——那些可以且应该
被灭绝的种族。 达尔文继续说：

人与他最近的盟友之间的间隔将更广，因为人
与人之间的干预将照我们所希望的更为文明，
甚至是高加索人和一些低至佛佛的猿人，而不
是如今的黑人或澳大利亚人与大猩猩之间。10 

达尔文是种族主义的起始者之一。 他说，人类有一
个优越的种族，有些正在往上升，但他们还未达到我们
如今的地位。 难怪希特勒宣称：“我有权灭绝一个像害
虫般繁殖的劣种。”

他在讲犹太人。 
你看，如果神不存在，如果人是随机的、意外的，就

不会有十诫。 就不会有对与错的固定标准。 
因此，孩子们在如今的课堂上学习价值澄清。 他们

受教，他们只不过是小动物，要自己决定价值观。 
我们难道惊讶，安乐死在如今的社会中得到广泛接

受？ 堕胎的潮流无法扭转？ 性变态被接受为另一种合理
的另类生活方式？ 

我们教导孩子，他们只是另一种动物。 而现在，他
们的行为就像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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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与圣经的明
确教诲截然相反

在他的著作《历史的纲要》中，作者及进化论者H.G.韦尔
斯（H.G. Wells）写道：

如果所有的动物和人都是进化而来，那么就不
存在第一对父母、就没有伊甸园、就没有堕落。 
若是没有堕落，那么整个基督教的历史结构、
原罪的故事、以及赎罪的原因便如纸牌做的房
子一样倒塌。11 

韦尔斯是对的，如果他所信的是事实。 圣经教导
说，人是神的特殊创造，他陷入了罪。 进化论者相信，人
类从一个前生物汤开始，随后一直进化。 这两种观念是
截然相反的。 

若是没有伊甸园，就没有原罪。 那么，就没有堕落，
人便是一直在向前、向上发展，就不需要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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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化论不是理论，而是事实，人就不需要从上
而来的重生； 他只需要由下而来的推动。 他只需要变得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我们需要明白，进化论也许看似科学，谈似科学，但
它是一种哲学。 进化论是人躲避神的方式，因为如果没
有创造，就没有创造者。 一旦把神从公式中删除，罪人
就删除了他最大的问题——对圣神的责任。 他可以想他
要想的，做他要做的，成为他要成为的，没有约束，无惧
未来的审判。 

如果创世记第三章对堕落的记载只是虚构，那么约
翰福音第三章中拯救的应许便是玩笑。 



16

归根结底

这整个进化观念的背后是什么？ 为何这是一个令人伤
感的问题？ 世界为何不能承认没有造物主便没有造物，
从无而来的便是无？ 

人文主义者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 
《目的与手段》一书里表达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我有意不想这世界有意义。 就我本人来说，毫
无疑问，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虚无的哲学从
本质上说是一种解放的工具。 我们想要的解
放，是同时从某些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得解放，
以及从某些道德体系中得解放。 我们反对道
德，因为它干涉我们的性自由。 我们反对政治
和经济体系，因为它不公平。 支持这些体系的
人声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世界的意
义——据他们所说，基督教的意义。 有一种令
人钦佩的简单方法既可以迷惑那些人，同时也
为我们在政治和性欲上的反叛辩护。 我们可以
否认这个世界有任何意义。12 

我们不要政府，我们不要道德，赫胥黎说，所以我们
选择进化论来封住那些相信特殊创造人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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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创造的神声明，你我不只是意外的或随机的。 神
说，我们是以他自己的形象所造。 神说，我们是他珍贵
的，如此的珍贵，以至他差自己的儿子主耶稣来为我们
受苦、流血、以至于死。 耶稣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他邀
请你到他那里去。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
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5:17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地
球上有着神圣的目的。 藉着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我
们有永生。 

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
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

你是神珍贵的。 你有尊严。 你有一位爱你、关心你
的天父。 有一天，你和我，查尔斯·达尔文和赫尔·尼采，
以及神所创造的每一个灵魂，都将站在神儿子的面前
受审判。 

一位科学家曾经说过，从事科学的男士女士应是基
督徒中最虔诚的。 为什么？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
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
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
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反成
了愚拙。（罗马书1:20-22）

达尔文写了有关物种的起源。 我们想知道我们从
哪里来。 比这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往哪里去？ 朋友，你从
哪里来已成定局。 结束了。 完成了。 你往哪里去是未定
的，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 我要告诉你，你所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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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最明智的事不是调查起源，而是物种的归宿，主
要是你个人的归宿。 

尾注

1.  “数字”，罗纳德L.：《神创论者：科学神创论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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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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Box 38400  |  Memphis TN 38183-0400

你愿意支持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吗？

这一事工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致力于与各行各业
失丧及受伤的人们分享神话语的基督徒的奉献。

这一资源若对你有所帮助，请考虑加入我们
的行列，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祝福他人。

LWFChinese.org

lwf.org/give

©2020 值得的爱    LWFChinese.org     lwf.org
未经版权所有者，值得的爱，书面授权，本材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使用或复制任何内容。

本材料及其内容仅限个人学习使用。

寻找更多的资源？
中文于  LWFChinese.org   |   英文于  lwf.org

http://lwf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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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Box 38400  |  Memphis TN 38183-0400

ZK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