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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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有十字架》（＃2189），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why-the-cross-2189

lwf.org /products/top-20-in-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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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the-cross-2189
https://www.lwf.org/products/top-20-in-20-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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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有十字架？

十字架是整个基督教的中心。 当我反思它时，我想起曾
经看到过的一幅主耶稣基督的画。 他看上去15来岁的
样子，站在一间木工房的门口。 

太阳正落山。 刨花散落在地上。 背景里你可以看到
木匠的工具。 

看似勤劳一天的结束，这有一天会死在十字架上的
小伙子，正展身打哈欠。 在后面的墙上，你可以看到男
孩形为十字架的身影。 

耶稣活在十字架的阴影中。 他自年少就知道，他是
为死而生。 他的确死了——为了全人类的拯救。 

当人们问“为何有十字架” 时，我怎么回答？ 我翻到
彼得前书3:18，说：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
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他被治
死； 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这一节经文中就有足够的福音能量来回答“为何有
十字架” 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位救主，在圣洁而令人敬
畏的神面前付清我们的罪债。 这就是为何有十字架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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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祷告神会用这节经文，以及以下四个有关他荣耀
的爱的十字架的真理，在你心中点燃信心的火花，给你
生命带来灵性的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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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替代的目的
“义的代替不义的”

一切的罪都是得罪神，因此只有神可以赦免罪。 但他是
怎样做的呢？ 

再看彼得前书3:18，你会发现一个短语：“义的代替
不义的...”  耶稣是义的。 你和我是不义的。 

神如何赦免罪？ 他必须用替代。 我们的罪债必须要
付清。 要知道，神不能忽视罪。 他若忽视了罪，便不再
是圣洁的神——正如法官若忽视罪行，便不再是正义的
法官一样。 

法学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当罪人被判无罪时，法官
将受谴责。 神若只忽视罪而不惩罚罪，他便推翻了他圣
洁的宝座。 神是圣洁的。 

启示录15:4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
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
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但神不仅是圣洁的，神也是爱。 约翰一书4:8说：“没
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神以他无限的爱并对罪神圣的恨，拟定了罪受惩
罚而我们得赦免的计划。 这计划包含了十字架替代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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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1:18-19说：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
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
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 

这节经文把耶稣比作逾越节的羔羊，是犹太人为
纪念主在逾越节晚上越过以色列国而献的（见出埃及
记12）。 

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逾越节的羔羊是在哪里牧养
的吗？ 伯利恒。 

那首先听到圣诞节信息的牧羊人，当从羊群被叫去
看神的羔羊时，可能正在看顾这群特殊的逾越节羔羊。 

多年后，逾越节周钉十字架的一天来到了。 越过橄
榄山山眉，神的羔羊从东门骑入耶路撒冷城。 与此同
时，这些逾越节羔羊正从羊门进城。 

当祭司们检查逾越节羔羊以确保他们完美的同时，
另一组人在批评、审问、斥责神的羔羊，想在他身上找
错。 就连那心地刚硬的政治家彼拉多也不得不说：“我
找不出他的错。” （见约翰福音19:4）

彼拉多，试图摆脱这个困境，决定按惯例在逾越节
期间释放一名臭名昭著的罪犯。 彼拉多以为他可以放
走耶稣，并同时维护他在罗马的尊严和地位。 

因此，彼拉多召集众人，把两人带到他们面前。 神
的羔羊耶稣，和名叫巴拉巴的暴乱者、贼犯、及杀人犯。 
马太福音27:17-25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
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 是巴拉巴呢？ 是称为基
督的耶稣呢？” 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
把他解了来。 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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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
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
耶稣。 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
放哪一个给你们呢？” 他们说：“巴拉巴！”  彼拉
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
呢？” 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  

巡抚说：“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
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彼拉多
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
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
当吧！”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
们的子孙身上。” 
下午三点，祭司们抬起那些逾越节羔羊的下巴，拔

刀杀了他们的替罪羊。 在髑髅地的山上，罗马兵把完美
的神的羔羊作为替代钉上了十字架。 

这座山注定要成为祭献之地。 你知道救主的死与
亚伯拉罕在神的引导下献出他独生子是发生在同一座
山上吗（见创世记第22章）？ 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偶然的
吗？ 不！ 这一切都是圣洁慈爱的神手中恩典计划的一
部分。 

那里有三个十字架。 起初，这三个十字架是为三个
贼犯的，两个我们现在知道是被钉了十字架的贼犯，还
有巴拉巴。 耶稣的十字架是巴拉巴的。 耶稣替他死。 耶
稣替你死。 也替我死。 义的代替不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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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受难
“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情感的痛苦

十字架给主带来了情感的痛苦。 路加福音22:41-44讲
到：

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
说：“父啊！ 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
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
大血点滴在地上。 

耶稣求那杯撤去，但同时也求父的旨意成就。 他在
这情感交加的痛苦中。 

在迫切的祷告中，神儿子的血滴在地上。 医学教
科书告诉我们，在极度的胁迫下，微细的毛细血管会破
裂，血滴会渗在皮肤的表面。 

主在痛苦中是什么意思？ 痛苦一词来自于希腊文
的agonia，意思是“运动员的竞赛或一场争战”。 意味着
以一个人全部的力量去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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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争战中——不是与神——他要成就父神的旨
意。 他也不是与撒旦争战——他可以消灭撒旦。 那他在
与什么争战？ 他自己的人性。 他知道他将要面临的。 是
受难的杯。 

这杯里是什么？ 这样想...
如果我传给你一个杯子，让你把你所有的罪都清空

在这杯里——每一个肮脏的思想、污秽的言语、自私的
动机、谎言、等等。 你所做过的一切都会在这杯里。 现
在，把这杯传给世上还活着的千千万万的人，让他们把
他们的罪都放进这杯里。 

然后回到亚当夏娃的时代，一直到号筒吹响，时间
不再存在时，让全人类都把罪放进这杯里——强奸、奸
淫、纵火、虐待、猥亵、毒瘾、堕胎、骄傲、淫欲、嫉妒、魔
鬼崇拜，以及各种形势的卑鄙、肮脏和暴力。 

现在你看到耶稣所喝的那杯是什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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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知道，他必须把他圣洁的嘴唇放在那肮脏的杯

上，而且必须喝下去——全部喝尽。 这样做，他不会成为
罪人，但他会成为罪。 

当我想到克西马尼园，我想哭。 从脑海里，我可以
看到神的儿子跪在地上，血从他脸上滴下来，他祷告：  

“父啊，父啊，若有别的办法，求你不叫我喝这杯。” 
不要以为耶稣大踏步地走向十字架说：“我是全能

的。 你伤不了我。 我有钢一般的筋。”  从未有人像主耶
稣基督那样受苦。 

耶稣为全时代、全世界、全部的罪在十字架上受罚。 
耶利米哀歌1:12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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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吗？ 你
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就是耶
和华在他发烈努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 

耶稣知道，当他喝了这杯，神就得像对待罪一样地
对待他，因为他是替代。 那天，不会有来自神圣洁宝座
的怜悯。 以赛亚书53:10-12说：

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
以他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
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
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
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与强盛的
均分掳物。 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他也
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
犯代求。 

耶稣知道，自永恒以来一直在父怀里的他，现将成
为父烈怒的对象。 他知道，神的怒火会在他身上燃烧。 
耶稣知道，他的灵魂将经受地狱的洗礼。 

身体的痛苦

彼拉多以为，在看到耶稣受酷刑之后，众人的努气会消
退，因此他说：“让他受鞭笞。” 

你知道罗马人的鞭笞是什么吗？ 罗马人会把罪犯
绑在柱子上。 然后，他们会把他的手腕举过头，绑在柱
子上——把他提高到以脚尖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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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会把他的衣服全部剥光，两个人手持有
结实手柄、带有皮条的鞭子。 皮条上嵌有骨头、玻璃、铅
和/或铁。 这是个极其残酷的刑具。 

当皮条缠在肢体上时，肉会被撕裂。 经验丰富的罗
马兵能撕掉足够的肉来露出神经，但不至使内脏溢出。 
这是惨无忍睹的。 

静脉暴露，肌肉绽开。 目标是要把那人往死里打，
而又不至于死。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从未有人在鞭笞后能行走。 若
是能动的话，当他们把他放下后，也只能爬出去。 

这一切之后，身体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马太福音27:27-31说，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
集在他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
红色袍子； 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 拿
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
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又吐唾沫在他脸
上，拿苇子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
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
字架。 

罗马兵喜欢在彼拉多的审判厅里玩国王的游戏来
消磨时间。 

一个“假想的” 法庭开庭了，假国王被虐待、嘲弄、
并遭殴打。 我去过那个审判庭，你仍然可以看到“国王
游戏” 刻在院子的石头上。 

他们享受着与耶稣六次审判的嘲弄——抓他脸上
的胡子，吐他口水，用杆子反复地击打他的头。 击一词
来自于希腊文的tupto，意思是“反复击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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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脸看似以赛亚书52:14所预言的：“许多看见他
的人都大感惊奇，因为他的容貌憔悴，几乎没有人的形
象。” （引自圣经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

黎明后不久，当士兵们满足了他们的残酷，便把十
字架放在耶稣的背上，压他出城，往Via Dolorosa，苦难
之路去了。 

带着百姓的“替罪羊” 出城门的做法不是新的。 在
利未记16:7-10中，我们读到了有关“替罪羊” 的叙述：

（亚论）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墓门口，
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拈阉：一阉归与耶和
华，一阉归与阿撒泻勒。 亚论要把那拈阉归与
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 但那拈阉归与阿撒
泻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
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与阿撒泻勒。 

这是耶稣把我们的罪带走并埋葬的写照，神不再记
住——永不，永不，永远不再谴责我们的罪。 希伯来书
13:12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
城门外受苦。” 

曾在那山上，罗马兵开始对主耶稣基督施行酷刑的
最后阶段——钉十字架。 

你知道罗马人为何要钉十字架吗？ 为了让死亡有
足够的时间来戏弄它的受害者，却又不停止他的生命。 
罗马人还想让每一位旁观者目睹受害者的耻辱及失去
的尊严，使他们畏惧在心。 

那些罗马兵是钉十字架的拿手。 他们试图把钉子
钉入中枢神经的一叉——顺着手臂向躯干上部发送无
休止的火热般疼痛的激流。 掌骨甚至会被分离。 邪恶的
钉子把我们的救主钉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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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耶稣钉成90°角，但当他们把他从十字架上
竖起的时候，他的体重使他的手臂提至65°角。 如此的
姿势迫使体重落在胸腔上，导致他无法呼吸，除非用力
顶脚上的钉子。 当他试图撑起自己时，剧痛充满了他的
手。 喉咙里充满了溢出的血。 

专家说，钉十字架还会引起恶心、抽搐、晕眩、出大
汗、关节脱落、及持续失血。 

钉十字架的死是任何意义上的剧痛。 你知道剧痛
一词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是“从十字架而来” 。 耶稣带
着剧痛在十字架上。 他为你。 也为我。 

灵里的痛苦

耶稣不仅在情感和身体上受苦，他也在灵里受苦。 耶稣
成为天父所厌恶的对象。 马太福音27:46说：

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 以利！ 拉
马撒巴各大尼？” 就是说：“我的神！ 我的神！ 为
什么离弃我？” 

另外，在以赛亚书53:10我们读到：

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
以他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当耶稣带着你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时，他在十字架上
所受的，是你和我因我们罪的惩罚所要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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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书1:13讲到神：“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
奸恶。” 当普天下人的罪在他身上时，神不能看他的儿
子。 

耶稣没有为一个罪人的罪而死； 他为所有罪人的
罪而死。 普天下人的罪浓缩在耶稣身上。 约翰一书2:2
讲到救主：“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
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耶稣替代了你。 他也替代了我。 他替代了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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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满足的供应
“一次受苦” 

藉着他独生子圣洁之血的献上，神的愤怒完全满足了。 
耶稣再也不会面对那十字架了。 

希伯来书10:10-14给了一个值得我们终生依靠的
应许：

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
体，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
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
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
了。 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
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斜体
是我的）

耶稣一次受苦。 这不是“曾有一次” 的意思。 而是一
次直到永远的意思。 成了。 一切都结束了。 当耶稣低头
喊道“成了” 时，我们的罪债被全部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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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拯救的大能
“引我们到神面前” 

你若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到神面前，我以神的
话语为权威向你保证，他会彻底地、显著地、即刻地、永
恒地救你。 

有十字架的原因是，你和我可以来到神。 
你知道吗，圣经说我们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

和好？ 罗马书5:10说：“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
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
得救了。” 

不是神与我们和好。 我们是罪人。 是我们与神和
好。 

让我们重温彼得前书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
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
着肉体说，他被治死； 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这节经文中的引字有带一个人的意思。 希腊文是
Prosago，意思是“带一个人进国王的大庭” 。 

人无法来到神，除非藉着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藉着
十字架的路回家。 没有其它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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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其它办法让你我得救，神会用的。 但他没有。 
赞美神！ 这就是为何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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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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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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