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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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你最好的朋友》（＃2135），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the-holy-spirit-your-best-friend-2135

lwf.org /products/the-incredible-power-of-kingdom-author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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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spirit-your-best-friend-2135
https://www.lwf.org/products/the-incredible-power-of-kingdom-authority-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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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你最好的朋友

这世界上你最好的朋友是圣灵。 
你说：“嗯，我以为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 
完全正确。 这世界上你最好的朋友是圣灵，他是基

督徒里面的基督。 
我是人。 圣灵是人。 当你谈到我时，你不用非人称

的代名词。 你不会说：“它讲道。” 你说：“他讲道。” 同样
的，圣灵也是人。 

我写这本册子的愿望是帮助你认识圣灵、爱圣灵、
信靠圣灵、并相信住在你心里的圣灵。 我希望你亲自认
识他。 而且，我要你把心中理当属他的王位给他。 

在约翰福音14:15-17中，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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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
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
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与他们同在的，是要在他们里面的。 他是谁？ 耶稣。 
要知道，圣灵是基督徒里面的基督。 约翰福音14:26这
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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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圣父和圣子差来圣灵，另一位保惠师，来接替耶稣
在世的位子。 事实上，根据经文第26节，他以耶稣的名
义而来。 圣灵与我们的关系，如同耶稣升天后与门徒的
关系一样——正如耶稣肉体在世时与门徒的关系。 

耶稣与他们同行； 他和他们交谈； 他和他们交流； 
他引导他们； 他指示他们； 他保护他们。 他说：“我要
走了，但我要差另一位来接替我，来与你们同行，和你
们交谈，引导你们，指示你们，和你们做朋友，与你们同
在。” 

在 希 腊 语 中 有 两 个 词 代 表 另 一 个 —— a l l o s 和
allelon。 “另一个” 有可能是“另一个不同类型的”。 例
如，如果你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而后又有一匹马，这
便是另一种交通工具。 但是，如果你再有一辆和第一辆
完全一样的自行车，那么你就有另一个同样的交通工
具。 

当耶稣说“我差另一位保惠师给你们” 时，他用了
allos，意思是“另一个相同类型的”。 换句话说，我差一
个像我一样的来接替我。 

因此，圣灵在这个时代与我们的关系，如同耶稣肉
体在世时与门徒的关系一样。 圣灵接替耶稣在世的位
子。 因此，我们对待圣灵，要像耶稣若以肉体在世我们
会如何对待他一样。 当然，我知道你会如何敬重主耶
稣。 因此，不要错待你最好的朋友，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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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工

圣灵定我们的罪

圣灵以很多方式帮助我们。 首先，圣灵如何帮助我们得
救？ 他定我们的罪。 

在约翰福音16:7，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
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
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你是否宁愿活在耶稣肉体在世的时候？ 还是耶稣
去天堂之后？ 小心！ 耶稣说，对你更有益的是他在天上，
圣灵在此。 这就是有益这个词的意思。 意为“可以在给
定的情况下达到特定的目的”。 他说：

 ... 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
去，就差他来。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
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是因他们不
信我。（约翰福音16:7-9）

若没有圣灵定罪的工，你便永远看不到自己需要救
主。 没有人会愿意放弃罪，以真诚的悔改背弃世界。 只
有当神的圣灵谴责他罪的害处和可憎之处，只有当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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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让他认识到他在神的诅咒之下、有着下地狱的厄运
时，他才会这样做。 

我曾听人讲一件很傻的事。 他在讲教会的成长。 他
说：“我讲道从不讲罪。 你不需要告诉人们他们是罪人。 
他们已经知道了。” 

不，他们不知道。 哦，他们认为自己做错了； 他们认
为自己顽皮；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 只有神的圣灵
才能定一个人的罪。 承认错误和受罪谴责是有区别的。 
你若受过罪的谴责，你便知道怎样。 而且我要告诉你是
谁做的。 不是传道人在定你的罪。 而是神的圣灵将手指
点在了你心上。 

圣灵吸引我们

神的圣灵不仅定失丧罪人的罪，神的圣灵还将这些罪
人引向耶稣基督。 

耶稣在约翰福音6:44中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
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你以为到神面前来是你的主意吗？ 哦不。 你在逃离
神。 若不是神追上你，你永远不会得救的。 

在教会成长领域，有些领会的人想要敏感于寻求主
的人。 他们说，教会必须敏感于那些寻求主的人。 但事
实是，没有一个在寻求主。 是主在寻求他们。 

你若想敏感于谁的话，就最好敏感于寻求罪人的
人，他是神的圣灵。 与其让罪人感到舒服，不如让圣灵
感到舒服，因为我们依赖神的圣灵用我们所说的话来
定人的罪。 



5

若不是神追上我们、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永远
都不会来到他面前。 “没有寻求神的”（罗马书3:11），难
道不是吗？ 

圣灵教导我们

这是当你得救时神的圣灵所做的另一件事。 他开导你
的心，使你可以明白福音。 

我读到使徒行传中有关名叫吕底亚妇人的一段。 
使徒保罗找到吕底亚，并与她分享了基督的福音。 是什
么使吕底亚明白福音的？ 使徒行传16:14告诉我们：“有
一个卖紫色布疋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喇城的
人，素来敬拜神。 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 

这就是我讲道前跪下祷告的原因。 我祷告：“主啊，
你得要开导他们的心。” 

想想敬拜时看见别人接受耶稣。 是谁做的？ 是唱诗
班吗？ 是传道人吗？ 是带位的握手吗？ 不。 神的圣灵开
导了人们的心，使他们可以明白福音。 

一个没有圣灵的人无法领会属灵的事。 你不妨期
待你的狗听懂歌剧。 哥林多前书2:14说：“然而，属血气
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
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是神的圣灵定你的罪。 是神的圣灵将你引向耶稣
基督。 是神的圣灵开导你的心，使你明白。 我们传福音
是如此地依赖神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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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赐予我们印记

当你我得救以后，圣灵的工并未停止。 在你接受耶稣
后，圣灵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赐予你属基督体的印记。 

以弗所书1:13讲到圣灵时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
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圣经在以斯帖记8:8中说：“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
奉王名所写...人都不能废除。” 印是所有权及成交的印
章。 当你得救时，你由神的圣灵签署、盖印、成交。 

我喜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19所说的：“然而，神坚
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
人。’” 神在我们身上放有印记。 我们属于他。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得救以后，神的圣灵不仅赐予我们属基督体的印
记； 他还进到我们里面。 他来住在我们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6:19-20，保罗几乎惊讶人们不知道
这一点。 他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
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
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
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有时人们认为教会的礼堂是圣殿。 他们说：“现在，
主在他的圣殿里。 让一切保持安静。 这是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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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不是圣殿。 它是羊圈。 当然，我们不应该滥用
教堂建筑，因为它是献给神的。 但有时人们以为神住在
人手造的殿里。 

当你得救时，每一处都是神圣的。 每一天都是圣
日。 你想知道圣殿在哪里吗？ 在你里面。 你是神圣灵的
殿。 你不属于自己。 你是由耶稣基督的无价宝血买来
的。 你要在身子上荣耀神。 

圣灵安慰我们

圣灵一旦赐予你属基督体的印记，并住在你里面，圣灵
便带着你生活。 当你伤心、流泪、或悲伤时，他会给你他
人所不能给你的安慰。 

在约翰福音14: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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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惠师的希腊语是paraclete。 意思是有人在你身
边帮助你、安慰你。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
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第17节）耶稣在说：“我说的是我自己，我会在你们里
面。 我会藉着圣灵在你们里面。”

你是曾感到过这安慰？ 我多次去过墓地。 我多次
去过医院的病房。 我经历过人们生命被压垮的时候，我
见过神的圣灵做心理学家、辅导员、或好朋友所做不到
的。 他给予超自然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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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引导我们

圣灵不仅安慰你，他还引导你，为你指路。 你不应像没
有桅杆、没有帆、没有指南、没有舵的船在黑暗的暴风
雨中摸索而行。 不！ 圣灵要引导你。 

圣经在约翰福音14:26中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
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
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翰福音16:13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
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
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你不必活在黑暗里，在黑暗中绊跌。 你可以走在光
明中，让神的圣灵开导你的心，引导你，教导你，指示你，
带你走过这个世界。 

圣灵赋予我们能力

圣灵不仅引导我们，圣灵还要赋予你事奉的能力。 我听
人说：“我没什么能力。 我只是以微薄可怜的一点来事
奉神。” 我想喊：“那么，别干了！ 停止！ 他不要你以微薄
可怜的一点来事奉他。 他要你以他的能力来事奉他！”

使徒行传1:8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
必得着能力…作我的见证。” 感谢神，有神圣灵的力量
来激励我们做许多的事。 

神的圣灵做什么？ 他帮助我们祷告，并带着能力祷
告。 他是祷告和代求的灵。 罗马书8:26告诉我们：“…我
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
叹息替我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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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节经文在英王钦定本里说：“圣灵它自
己。”（斜体是我的）这只是希腊语排列和匹配的特点。 
但任何译者都会告诉你，它可以读作：“圣灵（他）亲自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圣灵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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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圣灵的错待

现在，在讨论了圣灵的事工后，我想提三个可悲的、冒
犯圣灵的罪。 当我们想到他是何等的美好，以及他为我
们所做的一切，你就可以明白，为何这些是可悲的罪。 

圣灵可能受顽固的抗拒

请读使徒行传7:51。 那些人恨司提反，因他毫无畏惧、
毫无偏袒地传神的道。 后来，他们决定杀了他。 但这
是他对这些人所说的。 “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
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
样！”

司提反说，他们是硬着颈项的； 他们心地刚硬； 充
耳不闻； 他们在抗拒圣灵。 

有些人说圣灵是不能被抗拒的。 他们说，你对此无
能为力，有些人注定是要得救的，谁都不可能抗拒这恩
典。 这个教义被称为不可抗拒的恩典，它与使徒行传
7:51不符。 

圣灵是可能被抗拒的。 神不会强迫你爱他或跟随
他，因为强迫的爱在术语上是自相矛盾的。 

司提反是受圣灵充满的人。 当那些人抗拒他所传
之道时，他们抗拒了神的圣灵。 你不能来到耶稣，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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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圣灵将你引向耶稣。 但你可能抗拒他。 而且如果你
继续抗拒，你可能会过神的最后期限。 

马太福音12:31是圣经中最可怕的经文之一。 耶稣
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
赦免； 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耶稣说，有一个罪不能得赦免，那就是亵渎圣灵。 
亵渎一词的意思是“说侮辱和伤害的话”。 在第32节，耶
稣说：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惟独说话干
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有一个罪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不得赦免，那就
是亵渎圣灵。 耶稣说，你可以亵渎他，得赦免。 但你不能
亵渎圣灵，得赦免。 

有何区别？ 圣灵高于耶稣吗？ 当然不。 圣父、圣子、
圣灵是同等的，同是永恒的。 但在事工上有所区别。 耶
稣的工是救赎的工。 圣灵的工是启示的工。 是神的圣
灵光照我们。 

你看，一个人可以亵渎耶稣。 一个人可能会出于无
知地说：“我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我只相信他是假先
知。” 这个人可以出于无知地说这话，耶稣可以为他祷
告：“父啊，赦免他。 他不明白他所做的。”

但是，一个得罪圣灵的人得罪光。 是圣灵开导他的
心，定他的罪，将他引向基督。 圣灵见证耶稣。 这人便明
白。 但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出于顽固抗拒圣灵，就像那
些用石头打死司提反的人。 

有一天，当你听到神的话，你可以犯这不可饶恕的
罪。 你可以抗拒神所说的。 你可以找理由和借口不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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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你的心会变得越来越硬。 耶稣说：“你不能来，除
非我吸引你。”

不要以为哪一天你可以鸣哨呼求：“神啊，来救我。” 
哦不。 如果神的圣灵不再努力了，你会在哪里呢？ 在创
世记6:3，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有一
天，当神的圣灵受够了拒绝、侮辱、鄙视，我们便过了期
限。 神的圣灵是可能被抗拒的。 

在箴言1:23-25，主在对一个失丧的罪人讲话。 他
说：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
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
从； 我伸手，无人理会。 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
不肯受我的责备。 

这是罪人的抉择。 神伸出他的手，神呼唤，神浇灌
他的灵； 那人说：“不。” 这是他的抉择。 他愚蠢地与如
此爱他的人斗。 

现在，在罪人的抉择之后，便是罪人的荒废。 箴言
1:26-27说：“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我
必嗤笑。 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 荒废是什么？ 随你
了。 

先是刚硬的抉择，后是绝望的荒废。 主不再说话
了。 圣经说，神会笑。 这不是幽默的笑——这是讽刺的
笑。 神的手不再伸出。 神的声音不再呼唤。 罪人荒废
了。 

你会在何西亚书4:17中找到同样的真理，神说：“以
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 你知道亲近偶像是什么意
思吗？ 意思是他与偶像联姻了。 他已下定决心。 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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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对某人说：“他嫁给了酒； 任凭他吧。 他嫁给了淫
荡； 任凭他吧。 他嫁给了寻欢作乐； 任凭他吧。 他嫁给
了亵渎； 任凭他吧。” 

最后，是罪人的毁灭。 箴言1:27说：“惊恐临到你们，
好像狂风； 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
上。” 神的审判好似龙卷风从天而降。 失丧的罪人被带
入毁灭。 

同一章的第28和29节说：“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
却不答应； 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 因为你们恨恶知
识，不喜欢敬畏耶和华。” 

许多人会来到最后的审判，说：“噢，神啊，求你怜悯
我。” 但你不能唾弃神的面。 你不能侮辱神的圣灵。 你
不能伤害地、轻蔑地说不。 顽固地抗拒圣灵是多么可悲
的罪啊。 

几年前，我听到一个年轻人离开农场去大城市工作
的故事。 他在一个很好的乡村小教会长大，有着很好的
父母。 他们不喜欢他离开，因此他们吩咐他：“儿子，我
们从小带你参加主日崇拜。 作为你的父母，我们要你郑
重地保证，每个主日你都会在神的会所。 我们只要求这
个。 当你在神那里的会所，我们在神这里的会所，当我
们崇拜时，儿子，知道我们在想念你，在为你祷告，你也
想着我们，为我们祷告。 你能保证吗？ 

儿子说：“是的，妈妈，是的，爸爸，我保证。” 他这样
做了一段时间。 但有一天，他的四个朋友对他说：“我们
去野外骑马吧。” 

他说：“不，对不起。 今天是星期天，我向我父母保
证过，我会在神的会所。 我要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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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哦，来吧。 我们干的这么幸苦。 这是我们
唯一的一天。 毕竟，我们会在大自然里。 你教会可以缺
席一次。 来吧。” 

他说：“好吧，伙计们，我去。” 
于是他们备了马，出去骑了一个上午。 骑着骑着，

他们过了小村庄。 时至星期天早上11:00点左右，乡村
教堂塔尖的古钟响了，敲响了敬拜的钟声； 人们向着教
堂去。 年轻人骑着马经过，他看着这些人，心头一击，因
为他知道自己应该在教堂里，但他继续往前骑。 

骑着骑着，他离教堂越来越远，出了村庄一段路，他
还能听到古钟在敲，但钟声在他耳中变得越来越轻。 最
后，他勒紧马僵说：“伙计们，对不起。 我要回去了。” 

他说：“我离这些钟越远，就越难听到。 如果我现在
不掉头回去的话，我怕再也听不到了。 跟你们再见了。 
我要回去了。” 

在此，朋友，我要告诉你，这很像神的圣灵。 若不小
心的话，你会一直骑下去，就再也听不到了。 那就可悲
了。 不要让这些钟声消失。 不要抗拒圣灵。 不要对向你
伸手、呼唤你、吸引你、使你知罪的神说不。 

圣灵可能因罪而担忧

我们对圣灵的另一种错待是使他担忧。 在以弗所书
4:30，使徒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
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保罗在对基督徒
讲，对那些已经得救的人讲。 你知道基督徒可以得罪圣
灵吗？ 是什么使圣灵担忧？ 罪。 圣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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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
事，就可有馀，分给那缺少的人。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
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
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以
弗所书4:28-30）

令圣灵担忧的是我心里、你心里、我生命中、你生命
中的罪。 他是圣灵。 我是他的殿。 若我心里有未承认、
未悔改的罪，他便担忧。 

担忧这个词是个爱词。 你只能使爱你的人担忧。 你
邻居的孩子会惹恼你。 你自己的孩子会使你担忧。 你看
到区别了吗？ 

前段时间我路过一所学校，看见一辆车的后挡泥
板凹进去一块。 有人拿了一些白漆在上面写了“啊唷！”
我不得不笑，因为我知道挡泥板什么感觉也没有。 车主
感到了什么，但那辆车什么也感觉不到，因为车子是东
西。 东西没有感觉。 人有感觉。 有爱的人有感觉。 

你知道吗，当在我心里和生命中有污秽、肮脏的
罪——怨恨、耍态度、或不诚实——我使神的圣灵担忧？ 
你想让为你做了如此之多的人担忧吗？ 你想伤他的心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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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可能因羞
愧而消灭

让我给你圣经中另一个有关圣灵的诫命。 帖撒罗尼迦
前书5:19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意思是圣灵是你心中燃烧的火焰。 不要扑灭那
火焰。 不要消灭使主耶稣基督于你真实的火焰。 这是温
柔的火焰，会被扑灭的。 圣灵是要带领你、安慰你、引导
你、指示你。 他是如此的敏感，会很容易被消灭的。 

你知道这世界的灵和圣灵的区别吗？ 魔鬼推。 圣
灵领。 圣灵以平静、微小的声音讲话。 他从不喊。 他从
不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是如此的温柔。 圣经还将
圣灵比作鸽子。 他就像一只很容易被赶走的鸽子。 这并
不是说他怕你，只是鸽子和火焰是他的象征。 鸽子会飞
走。 火焰会被扑灭。 

你知道这就是你需要灵修的原因吗？ 为了听。 圣灵
不会喊。 如果你觉得两胛之间有东西在推你的话，这不
是圣灵。 不。 神温柔的圣灵会带领你、对你说话、引导
你、教导你。 但你得要听。 你得要敏感。 不要扑灭那火。 
不要消灭神圣灵的感动。 他是要引导你、带领你、祝福
你、帮助你、爱你、安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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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可能被顽固地抗拒。 他可能因罪而担忧。 他可
能因羞愧而消灭。 

如果你还未得救，不要抗拒他。 让他改变你。 如果
你得救了，但有罪在心里，不要让他担忧。 得洁净。 如果
你得救了并洁净，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顺服。 说：“主
啊，我在这里，你要在我生命中成就什么？ 带领我、引导
我、指示我、 对我说话，主啊。 我在听。” 

我们有一位亲爱的朋友。 他是圣灵。 他与我们，如
同耶稣在世时与门徒一样。 我们与他，应像门徒与耶稣
一样。 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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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