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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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危机 
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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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危机的基督》（#2294），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products/christ-of-every-crisis-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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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f-every-crisis-2294


1

每一危机的基督
我们都遇到麻烦。 但不时地，我们会遇到危机——我指的
是十分的危机，除非求主，否则真的是走投无路。 彼得遭
遇了这样的危机，记载于使徒行传第12章。 让我首先介
绍一下背景。 

希律是个残害基督徒的恶裁。 他杀害了约翰的兄弟
雅各。 当希律见这令众人喜欢，便试图再次公开处死基
督徒。 因此他囚禁了彼得。 

希律计划逾越节后将彼得带到众人面前，然后也处
死他。 如果你是彼得，你会将这人生事件归为危机吗？ 当
然！ 因此，这就是本册中我所要讲的一类危机——极度
的危机。 

这是使徒行传12:1-11所记载的危机并其荣耀的结局：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
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
拿彼得。 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 希律拿了彼得，
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
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 于是
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
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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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 他就那样
做。 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彼得就
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
了异象。 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
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走过一条
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在此，你会如何对付这场危机：不公正地被投入狱，
在一残忍的国王手下等死？ 这里有四个对这段经文的
反思，我祷告能帮助你对付生命中的下一个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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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神天意的奥秘
 

当你读使徒行传第12章时，有一个词出现，天意，即神的
隐秘之手。 神不断地以神秘的、无法解释的方式在我们
生命里做工。 神在暗中安排我们所看不见的事。 

你现在也许正处于混乱之中，一切似乎都不合情
理。 你以为是板上钉钉的都开始松了，而且魔鬼还在拔
钉子。 

现在听我说，就因为对你来看不合情理，并不意味
着不合情理。 

比如，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12章时，我们可能会想，
神为何让像希律这样的无赖做王？ 神不是掌管一切吗？ 如
果我是神，我会把他变成癞蛤蟆。 为何雅各被杀而彼得获
释？ 神有偏爱吗？ 神是反复无常呢，还是失去控制了？ 

朋友，听我说。 我们不靠解释而活。 人生不是要解
决的问题； 而是要活出的迷。 有时我们需要退一步，单
单地尊重神隐秘的手。 神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
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
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以赛亚书
55:8-9）

你是曾看过艺术家画画？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 
一小时之内，他能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 你也许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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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他把颜色泼在画布上——调这个颜色、调那个颜色。 
他说：“我想，这里再多一点黄的。 也许那里一些蓝的。” 
我看着想，哦，这看起来不可思议。 他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突然间，这位艺术家拿起画笔嗖嗖嗖地挥出一
些颜色，他会说：“哗！” 我会想，哦不！ 你把它毁了！ 先
生，你真的搞砸了。 让我们来看，你怎样弄好它。 

他在我以为是完美的一幅画上泼了一串。 但我知道
什么？ 他还没有完成呢。 我耐心地看到最后，确实，他把
我以为的大错变成了一幅杰作。 

说到此，当我看这艺术家画的时候，我觉得不合情
理，但对他来说是有道理的。 不要因为事情对你来看不
合情理，就认为不合情理。 就因为你看不到神在做工，
并不意味着神不在做工。 

有时，当神在我们生命的画布上着色时，我们看到
神所做的，说：“主啊，你做的真好。” 然后，我们没有计
划（或希望）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认为神真是做错了。 你
是曾想过，神啊，你怎么会让这发生的？ 

在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看到希律的邪恶势力，雅
各不公平的死，然后突然间——彼得获释了！ 所有这些都
互相效力，展示神的主权和天意。 罗马书8:28说： “我们
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
意被召的人。” 

我们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人生是美好的，然后变糟
了，然后又好了。 通常不是这样的。 人生不是四十里好
路，然后十里坏路，再六十里好路。 

相反的，人生更像是铁轨——一条好轨和一条坏
轨。 好的和坏的是平行的。 我们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
在等待再没有坏事发生的同时，在当下感到非常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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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这样的话：“当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会多高兴啊，
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了。” 

如果你还在上学，当学期结束了你会高兴，你就可
以开始做你想做的了。 如果你是父母，你的孩子还小，当
孩子长大了你会高兴，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了。 当你病
了，身体好了你会高兴，你可以如愿地开始事奉神了。 

让我这样来说明。 有个女孩想要嫁给一个男孩，
她父母说：“不要嫁给他。 亲爱的，这男孩没有做好丈夫
的品质。” 但她说她爱他，要嫁给他。 父母尽可能地不介
入，因为他们想要爱未来的女婿。 

这一对结了婚，生了孩子。 过了一段时间，丈夫结
果是个花花公子——正是父母所担心的——他离弃了妻
子。 在这情况下，我要问女孩的父母：“如果可以的话，你
会让时钟倒转吗？ 小心你的回答，因为如果说是，你就得
放弃你已深爱的孙辈。” 

人生是否神秘？ 神以他的智慧，为他的荣耀，把这些
都混合在一起，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们不靠解释而活，因
为我们永远都不能解释神。 相反的，我们以应许而活。 

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把维生素放在菠菜里而不
是冰淇淋里？ 或者太阳为什么是黄的而不是绿的？ 让神
为神，尊重神天意的奥秘。 如果你处于危机之中，不要强
求明白。 而是要相信，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什么对
你、并所涉及的每一个人最好。 箴言3:5-6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
的路。 

让我鼓励你，以读以下经文来深入挖掘神美好、
隐秘的手和他的天意：申命记8:18； 历代志上29:14；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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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3； 34:7-10； 68:6； 107； 136； 箴言16:33； 以赛亚书
45:9； 46:4； 55:10； 以西结书36:28-38； 阿摩司书4:7-12； 
路加福音10:21； 使徒行传3:17-18； 罗马书9:20-21； 雅
各书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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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神子民的事工
 

使徒行传12:6后说：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
丁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彼得被关在戒备森
严的囚房，并被判死刑。 

朋友，这场危机关闭了每一扇门，但除一扇。 这扇
门无人可关。 这是祷告之门。 当横向没有希望时，纵向
总有希望。 当每扇门都向神的子民关闭时，还有祷告的
事工。

n 祷告的频繁

使徒行传12:5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
切切地祷告神。” 教会为彼得看似无望的情形昼夜祷
告！ 我甚至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怀疑神是否会回答他们
的祷告。 

我想，神是要教导他们（和我们）有关祷告的一
课——要坚持不懈地祷告。 路加福音18:1说：“耶稣设一
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在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后，他给了一个常常祷告的
比喻：

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
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
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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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
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
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
因他情词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
给他。”（路加福音11:5-8）

这人没有只试一次就放弃了。 他不断地试。 耶稣解
释了这一类的祷告，说：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
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
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路加福音11:9-10）

实际意思是，我们要不断地祈求、寻找、叩门。 我们
需要学会，神的迟延并非拒绝。 帖撒罗尼迦前书5:17
说：“不住地祷告。”

n 祷告的热切

使徒行传12:5告诉我们，教会 “不住地祷告”。 这可译
为“迫切地”。 我认为，我们如今未像早期教会那样迫切
祷告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可以不用祷告做一切的事。 也
许，最糟的不是我们不祷告，而是骄傲。 

我们有自己的程序、计划、方法、牧师、唱诗班、主日
学、和教堂。 我们有这、有那，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知道
如何做这一切。 我们不需要神的帮助。 你知道魔鬼在做
什么吗？ 

魔鬼站在角落里，诡笑着说：“你们可以有教堂、唱
诗班、团契、和传道人。 你们可以有所有这些。 你们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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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还可以有圣经学习，只要你们没有那充满神大能的、
不接受不为回答的热切祷告。” 魔鬼嘲笑我们的方案、
取笑我们的组织、讥笑我们的才能，但他害怕我们的
祷告。 

你的祷告生涯如何？ 你只在危机中才迫切祷告吗？ 
还是每次都迫切祷告？ 我喜欢神在耶利米书29:13所说
的：“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强调是
我的）

我在努力改变自己随意的祷告——那些不花多少
代价的祷告。 我想要圣经所说的那种摔跤式的祷告。 
保罗为自己求这一类的祷告：

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
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罗马书
15:30，强调是我的)

你是曾把祷告想作摔跤？ 祷告对你来说容易吗，或
是在为他人代祷时，你是否真诚地苦求？ 你若真正地进
入代祷，你会发现魔鬼会阻挡你。 祷告是工。 就真诚祷
告所花的劳力而言，我宁愿讲一小时的道，而不是做半
小时的祷告。 

有时我们不想祷告。 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祷告的时
候，那就是当你不想祷告的时候。 我们需要祷告，直到
想祷告。 

n 祷告的团契

使徒行传12:5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
切切地祷告神。”（强调是我的）神喜欢他的孩子们祷
告，神更喜欢他的孩子们一起祷告。 如果你曾有过祷告
伙伴，你知道你们的心是如何相连的。 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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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
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18:19-20）

如果早期教会如此地聚在一起祷告，那么我们的教
会需要如此地聚在一起，为如今因信仰受逼迫的基督弟
兄姐妹们祷告。 也许，你可以在你们教会起始一个代祷
事工。 找出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的名字，列一份名单，
然后让你们教会聚在一起为他们祷告。 

没有什么比祷告更能将教会联系在一起了。 有时，
当教会祷告时，神以荣耀而美好的方式来到。 

你们的主日学需要成为祷告的小团体。 你们的执事
会需要祷告。 你们的团契应以祷告开始并以祷告结束。 
我意思不只是说：“主啊，祝福我们。” 我是说，祷告！ 我
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沉浸在祷告中。 你和我的教会应在
祷告的引擎上运行。 

n 祷告的信心

教会“向神” 祈祷。 他们不是在做背诵和重复的祷告。 他
们不像如今的许多人，为表现而祷告。 

我听说一位年轻律师坐在他新的办公室里。 他没有
客户，甚至没有秘书，但他把招牌挂在了门外。 他听到
走道里有脚步声，以为他第一个客户来了。 

他拿起电话，装得很忙的样子，说：“你好。 是的，我就
是。 不，很抱歉，我今天不能和你见面，也许要到下星期
四。 我有一件公司的大案下星期要开庭。 好的。 我们到时
再谈。” 当来访者走进办公室时，他挂了电话，说：“你好，



11

先生，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来访者回答说：“哦，我是电
话公司的，是来帮你接通电话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为了表现，但没有人在
线上。 这些忠实的弟兄姐妹不是想要表现。 他们没有给
政府释放彼得的请愿。 他们没有钱来贿赂希律让彼得
出狱。 他们没有政治影响力，但他们有祷告的信心。 

世人也许会嘲笑，但是朋友，魔鬼不会。 有人明智地
说，当魔鬼看到最弱的圣徒跪在地上时，就会发抖。 

n 祷告的明确

再次，使徒行传12:5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
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强调是我的）教会在为彼得祷
告。 这祷告不仅是迫切的，而且是具体的。 

你今天早上祷告了什么？ 可悲的是，我们的许多祷
告是如此的含糊。 即使神回答了，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 
我们跌跌匆匆地爬下床，喃喃地说：“主啊，今天早上救
那失丧的。” 随后，如果有人得救了，你可以说：“哎，我为
有人得救祷告了，有失丧的人得救了。”

你怎么知道是因为你的祷告？ 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
我的祷告或其他人的祷告？ 至少当这些信徒为彼得祷
告时，答案来了，他们知道这是祷告的回答。 祷告是为
他做的。 

在南方，听人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们” 是常有
的事。 他们不是这个意思。 但如果他们说：“嘿，伙计，我
有一些你见过的最好的牛排在冰柜里。 你们下星期六
五点能来聚餐吗？” 这我也许会当真。 这才叫明确。 

你在向神求什么？ 如果神回答了你的祷告，你会知
道吗？ 祷告需要明确。 这祷告是为彼得做的，神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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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在神平安的掌控中
 

使徒行传12:6说：“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
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
看守。” （强调是我的）

我不知道看守的人是否在睡觉，但彼得在睡觉！ 他
第二天早上就要被处决了，他还能睡。 他睡得如此之
沉，天使不得不拍他的肋旁来叫醒他！ 使徒行传12:7说：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强调是我的）

当我读这的时候我想，彼得怎么能在如此危机之际
睡觉的？ 神教导了我三点：

n 彼得不再怕死

彼得不怕死，因他看到了复活的基督。 我以前说过并值
得在此重复：一个人直到不再惧怕死亡才真正开始活。 
死亡对一个经历过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来说，没有真正的
威胁。 

一个因信仰而面临死亡的人，如果能够透过空墓看
到与主耶稣基督的同一，就能给他平安，帮助他经受任
何试炼。 主耶稣来将我们从怕死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见
希伯来书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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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了这惧怕、安息在神平安中的使徒保罗说：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
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
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
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提摩太后书4:6-8）

有一个有关一些士兵为征服世界而航行的故事。 
他们来到英国海岸边的一个小岛，停靠在那里。 

岛上的人看到了所发生的，便开始计划保卫自己
的岛。 虽不是善战之人，但他们收集了棍子、叉子、铲子
和石块——任何所能找到的——开始下山来面对这些
士兵。 

他们准备好决一死战。 但接下来所发生的是他们
意想不到的。 在去岸边的路上，他们亲眼目睹了士兵们
放火烧了自己的船，并推回大海焚烧至沉。 

这是个明显要村民投降的信号。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意识到，这支军队不是来撤退的，他们是来征服或
拼死的。 他们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 

n 彼得知道神的子民在为他祷告

知道有人在为我祷告，有助于我的事工。 知道神的子民
在为我祷告，使我感受到如此的平安、力量、喜悦、和胜
利。 有时，我觉得是在顺风而行，我知道，这是因为神子
民的祷告。 

彼得知道，这些人在为他猛求天堂，这是他睡着的
原因。 他也意识到神的同在，因为他明白圣经所说：“保
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诗篇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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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有个处于危机的人思考了这节经文。 他说：“那
么，主啊，没必要我们两个都熬夜。 晚安。 既然你醒着，我
去睡了。”

以赛亚书26:3-4说：

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
倚靠你。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
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你在为他人祷告吗，不仅为他们摆脱痛苦和逼迫，
也为他们在危机中有神的平安祷告吗？ 保罗挑战我们
要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以弗所书6:18）。 

你正处于危机之中吗？ 把你的问题交给神——把
它转给主。 我不在乎有多大。 神有平安给你作交换。 保
罗说：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
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
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立比书4:6-7，强调是我的）

兵丁们以为他们在监狱里看守彼得。 不，神的平安
在看守他。 神的平安从各方面保守了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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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大能中欢喜
 
当雅各被杀时，神失去控制了吗？ 没有。 当彼得被投入
狱时，神放弃王位了吗？ 没有。 神从未离开过他的宝座。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束
上带子，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天使又说：“披
上外衣，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
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
了。 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使徒行传12:7-10）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自动门的时候。 我哥哥和我一起
去市中心，走向一扇门，它开了。 我们退了回来，再向那
扇门走去，它又开了。 这似乎是我见过的最希奇的事。 

然而，猜怎么着？ 自动门不是什么新鲜事！ 使徒行传
12:10告诉我们，一扇铁门 “自己开了”， 彼得走出来了。 
这是个多么惊人、展现神大能的故事啊。 

但现在我要你注意，在彼得离开监狱后，经文第10节
告诉我们：“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天使只带了他一程，然
后说：“彼得，我要你看，神的大能是如何在此做工的。”

你也许认为神是软弱的，不能做什么；  或是神漠不关
心，不在乎。 你甚至会说：“神在哪里？ 他能吗？ 神在不在乎？”

我相信，彼得的解救在最后一刻来到是这一事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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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点。 神在解决彼得的危机一事上，看似非常悠
闲。 事实上，这整个故事有着悠闲的迹象。 

天使进来，拍彼得的肋旁，说：“嘿，彼得。 醒醒。” 正
于熟睡之中，彼得无疑有点昏沉，也许想知道是什么时
候了。 天使催促他：“快点，孩子，起来。” 也许彼得回答
说：“几点了？” 天使说：“别管几点了，我们在越狱。 现在，
穿上鞋子和外衣。” 如果你在越狱，你会穿好衣服出去吗？ 

还有，没感到他们奔到一个角落，悄悄地绕过一堵
墙，然后奔到另一个角落，踮着脚穿过另一个武装警卫。 
他们就这么走出去了。 每个哨兵要么是睡着了，要么是
在发呆。 每一扇锁着的门都开了。 随后天使离开他去
了。 这只像是一个悠闲的夜晚，漫步走出戒备森严的监
狱！ 这是使徒行传第12章接下来所发生的：

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
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
的。” 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
马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彼得敲
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
彼得的声音，就欢喜得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
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 他们说：“你是疯了！” 
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 他们说：“必是他的天
使。” 彼得不住地敲门。 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
甚惊奇。 彼得摆手，不要他们做声，就告诉他们
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
众弟兄。” 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到了天亮，兵丁
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 希律找他，
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 
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我觉得很稀奇，彼得出监狱要比进祷告会容易。 如
果主能打开监狱的大门，你不觉得他能打开马利亚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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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吗？ 这里是有关祷告的一课：祷告从来不是懒惰的借
口。 我们要不断地寻求主要我们做的，然后去做。 

我们要向神求日用的饮食，但我们也要出去挣口粮。 
圣经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帖撒罗尼迦
后书3:10后）你喜不喜欢神话语的平衡？ 彼得不可能打开
那扇监狱的大门，但彼得有办法打开马利亚家的门。 

也许我们不能把水变为酒，但我们可以灌满石缸。 也许我
们不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我们可以解开他的裹尸布。 

接着，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2章的后面读到：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
们讲论一番。 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
是人的声音。” 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
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希律因自己的骄傲自大而被击死，被虫所咬。 这是可
怕的，但在这一切中，你看到神隐秘的手，因在下一节经
文读到：“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使徒行传12:24）

n 记住这些
如果你处于困境之中，神未解救你，记住，神没有解救
雅各，但并不是因为他不能。 如果神在以你看不见的
方式做工，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在做工。 如果邪恶看似得
胜，只要记住，邪恶的得胜只是暂时的。 伍得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曾说：“我情愿为一个最终必成的事
业暂时失败，而不是为一个最终必败的事业暂时成功。”

以下有需要记住的四点：
1．不要强求明白。 你永远琢磨不出。 
2．记得祷告的资源。 
3．仰望神，安息在他的爱中。 
4．期待神的大能以他的时间和方式运行。 
他是每一危机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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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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