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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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篇讲道，其中包括：《神为何没有治愈所有的圣徒》
（#0405），《当你不明白时如何坚信》（#1723），以及    
《当你感觉不好时如何照样感恩》（＃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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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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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疾病和苦难
中他的力量

这篇讲道对我们值得的爱福音事工人员有着
非常直接的意义。 任何听过爱主音·罗杰斯牧
师（Pastor Adrian Rogers）讲道的人都知道，他
完全相信他在这篇讲道中所讲的每一句话。 而
且我们知道，当他知道他的回家及最终的痊愈
给神带来了荣耀，为灵魂带来了拯救时，他会
无比的喜悦。 

在任何的聚会中——即使是小型聚会——你都会发现至
少有一个人，通常不止一个，于痛苦或病患中。 事实上，
很多读这本册子的人都病得很重。 其中有些是神所拣
选的圣徒。 

我想提醒你，大部分新约的作者、属灵的巨人及使
徒保罗不也承认自己是体弱多病的吗？ 事实上，他有能
力帮助他人痊愈，自己却身带从未离开他的疾病。 

作为介绍，让我从三个我完全相信有关痊愈的真理
开始。

1. 神奇迹般地治愈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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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很多时候，神计划使用医生和药物。 
3.	 我完全相信，治愈并不总是神的旨意。 

你是曾听到有人说，你若与神关系对的话，就不会
生病？ 或是，你若与神关系对的话，就不可能失业。 你
若与神关系对的话，就不会有疾病和悲伤。 你听过这些
吗？ 

有些人在众人面前如此教导。 他们说，你若与神的
关系对，就能拿到去诺克斯堡金库（Fort Knox）的钥匙。 
你会健康而富有，不再有痛苦或烦恼。 只是有一个不
对。 这是谎言。 希腊语叫“胡扯”。 

圣经非常明确，你可以与神的关系对，却仍然得病。 
使徒保罗，属神的伟人，在他整个事工中都带着疾病。 
他称之为他“体上的刺”。 这里所讲的刺，不是我们在玫
瑰树上所看到的。 实际上希腊文表示，刺这个词应更准
确地译为“桩”。 这是一根保罗被钉的桩，而且他忍受了
很久。 保罗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哥林多后书12:8）他不是说他讲了三次：“主啊，把它
拿走，把它拿走，把它拿走。” 他意思是他有过三次长时
间的禁食祷告，寻求神的面：“主啊，把这刺拿走。” 

我想问你个问题。 用你的想象力来想象使徒保罗。 
今天他若站在你面前，你认为他看上去会是怎样？ 他很
可能不英俊，个子也不高大。 事实上，他也许不那么好
看。 他很可能是体弱多病，也许视力很差。 我想象他有
点驼背。 会有些伤痕。 从体力上来说，他很虚弱。  

这里有更多的一些有关保罗的经文，用他自己的话
说。 “我在你们那里，又弱软，又惧怕,又甚战兢。” 也许
他边讲话手边颤抖。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
婉的言语…”（哥林多前书2:3-4）作为一名公开讲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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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通不过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的课程。 当他
写哥林多前书1:27前“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
慧的羞愧” 时，保罗在描绘他人的同时，也在描绘自己。  

他是个不仅受苦而且受了很多苦的人。 保罗在给
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写到了他的苦楚：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
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
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
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
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哥林多
后书1:5，9； 12:7-9）

保罗的苦楚不是一夜之间来到的。 你若读上下文，
这在十四年前就临到了他。 他三次求神把它拿走，每次
的回答都是：“不，我不会。” 

保罗为何未得痊愈？ 是因他信心软弱吗？ 不，他的
信心很坚定。 是因他生命中有罪吗？ 不，他的心是纯洁
的。 是因他在神的旨意之外吗？ 不，他手牵手地与主同
行。 

保罗不是神仆人中不得痊愈的唯一例子。 就拿他
的朋友并福音同工特罗非摩来说。 在提摩太后书4:20
中，保罗讲到这位亲爱的弟兄：“…特罗非摩病了，我就
留他在米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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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保罗有能力治愈，但显然他没有能力治愈
每一个人。 他无疑不能治愈特罗非摩，因为如果他能的
话他肯定会的。 

此外，记得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所说的：“因你胃口
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提摩太前书5:23）
保罗对他说：“你可以这样做，有助于你持续的病

况——因为你的胃病，在水里放点果汁，以降低水中大
量的碱性含量。” 提摩太，一个虔诚的、全心爱主的神
仆，正在牧养教会。 他就像是保罗的儿子，然而他屡次
患病。 

旧约有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在列王记下13:14前
读到：“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以利沙为何而死？ 他犯罪了吗？ 绝对不是。 当然，所
有人都犯了罪，但当你读这段经文时你会发现，以利沙
与神有着完好的关系，甚至在临终时，他还给出了圣经
最显著的预言之一。 然而，在此是神虔诚的仆人，杰出
的先知，他病得如此之重，以至于死。 

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若对生
病的人说“你一定跟神的关系不对，否则你不会生病”，
那是很危险的。 那写到他体弱多病、体中带刺的使徒保
罗，是圣经的杰出人物之一。 许多神所拣选的圣徒都经
历过这一类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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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疾病和苦难是有目的的吗？ 神往往有一个爱的目的，我
想提一下疾病和苦难可能到来的四种可能性。 

你可以在哥林多后书12:9中看到，神给了保罗有关
他病情的智慧。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重点
是我的]

你看到了吗？ 原因是“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能力可能通过疾病而来。 保罗得着了一个惊人的

发现：他的身体越加软弱，他在灵里越加刚强。 有时，我
们得病也许是为让神的能力通过我们释放出来。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是句不寻常的话。 “覆

庇我” 在字面上可被译为“用帐篷罩着我”。 神的能力
就像帐篷一样罩着他体弱多病的身子。 使徒保罗有着
一个多么强大的能力的洗礼啊！ 那小个的犹太学者及
传教士带着有病的、虚弱的、消瘦的、驼背的、枯萎的身
体，为耶稣基督震撼了世界。 他站在那里手发抖，膝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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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说：“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可卑，” 但“神的能力像帐篷
一样罩着我。” 

当他意识到神为他、通过他所做的，保罗赞美主。   
“神若未如此让我经历，” 保罗说：“我可能会要信靠自

己的能力。 但如今我不信靠自己的能力。 我信靠主。” 
神要保罗用他的能力，而不是保罗自己的。 

我们的强点可能是弱点

这里有个教训，它不仅适用于疾病，还适用于许多其它
的领域。 我们以为使我们刚强的，可能是我们最大的
弱点。 很多时候我们说：“嗯，我的脑子不错。 神可以使
用。” 这也许是魔鬼得着你的地方。 你说：“我有个强壮
的身体。” 这可能成为魔鬼的工具。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朋友。 你的强点可能是你最大的弱点。 奥斯瓦尔德 · 钱
伯斯（Osward Chambers）曾说：“一个没有防御的强点
是双重的弱点。” 

苏格兰的爱丁堡城堡，一座巨大的堡垒式建筑，高
耸于岩石的山上，于1296年被攻占，让我告诉你是怎么
发生的。 他们在城堡所有的要赛都布了岗哨，除了一
处。 山的一面是及其陡峭的岩壁，他们认为堡垒绝不可
能从这面受袭击，因此未在那里布哨。 敌人正是从那里
进攻的，城堡在那里被攻占了。 城堡在最强之处落陷，
因为在那里掉以轻心了。 神明智地向我们指出，有时我
们的强点实际是我们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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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弱点可能是强点

现在让我反过来说，我们的弱点可能是我们的最强点。 
我们说：“我做不了这，我做不了那。” 很好。 那你可以让
主做，不是吗？ 当你意识到“我不能” 时，你就说：“他能，
我要让他做。” 这正是神与使徒保罗所做的。 保罗说：   

“神允许我软弱，因此我可以刚强。 这是资本。” 
你以为你的弱点是负担。 不，你的弱点是资本。 神

对使徒保罗说了什么？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
自己的软弱，…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
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12:9-10）

然而，有时我们会变得禁欲——甚至宿命——说，治
不好的就必须忍受。 但保罗在第9节中说，治不好的能
带来喜乐：“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
能力覆庇我。” 

你若意识到，出于某种原因神另有计划，就顺从
它。 说：“主啊，我在软弱中荣耀你，” 正如约伯在约伯记
13:15中所做的：“即使神杀我又怎样，我仍然要信他。”	

（圣经现代中文译本修订本）哈利路亚！ 我在软弱中荣
耀神。 你是曾为你的疾病感谢神？ 你为何不说：“亲爱的
主，我在软弱中荣耀你。” 当我们凡事谢恩时，我们把赞
美和称颂献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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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还不够弱

我们也有可能还不够弱——这也许是我们的问题。 倪柝
声讲述了一个中国人溺水的故事。 他喊救命，但许多在
河岸上的人都不会游泳。 有一名男子站在岸边。 虽然他
会游泳， 但他不肯下去救那溺水的人。 

最后，那溺水的人看似最后一次下沉了。 这岸边的
人才跳下河岸，奋力地游去，用双臂搂住那人，把他带
到了安全地。 但围观者并没有欢呼。 事实上他们责备了
他。 其中一个说：“我不相信我见过如此爱惜自己生命
的人，你等了这么久才去救他。”  

救人的回答说：“你不明白。 我不是游泳好手。 如果
我在这人还挣扎的时候去，他会让我们两个都淹死的。 
我不得不等到他足够弱的时候去救他。” 

我不知道我们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软弱，相信已是
最后一次下沉，但我们还不够弱。 我们还没有低下头来
说：“哦，主啊，我不能，但你能。” 

能力可能通过疾病而来。 在保罗的生命中的确如
此。 这给疾病和苦难带来了新的层面和新的尊严。 苦难
有时是最好的老师。 被泪水洗过的眼睛让我们看得更
清。 当我们倒下时，我们这才开始仰望神的面。 病床有
时比说教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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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随着能力会产生效力。 世界蒙了很多的福，但并不总是
通过健康、富裕和幸福的人，而是通过那些经历过疾病
和苦难的人。 

想想芬妮·克罗斯比（Fanny Crosby），六个月便失
明，而后从未见过光，直到看到天堂的光。 然而她写了
成千上万首福音赞美诗。 她为基督徒生涯所带来的影
响也许要比我们任何人都大，但我敢说，若不是因她的
失明，神不会如此地用她。 

保罗·哈钦斯（Paul Hutchins）曾是一位传教士，在
大型的城市福音集会中为主使用。 正值他事工火烈之
际，他得知患了肺结核，必须长期隔离。 他写了以下的
一些话，我想与你分享：

如果盲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能写《失
乐园》（Paradise Lost），如果约翰·本仁（John 
Bunyan）能在贝德福德监狱写《天路历程》

（Pilgrim’s Progress），如果囚于瓦特堡城堡
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能将整个新约
圣经译成德文，如果罗伯特·路易斯·斯蒂芬森

（Robert Louis Stephenson），患有结核病，
坐骨神经痛，一只手臂悬于吊带中，被判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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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沉默与黑暗，能写出《孩子的诗园》（The 
Children’s Garden of Verses)，如果保罗囚于
罗马的监狱，一天二十四小时和卫兵铐在一
起，还能传福音； 如果这些人，在如此巨大的障
碍下还勇于前进，创造历史，我们为何不能呢？ 

“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哥
林多后书1:6前）保罗在表达生命中因苦难而来的。 “我
学会了信靠主，当我信靠主的时候，有好事发生。 这使
我富有成效。”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

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1:9）在他继续的讲话
中我们可以看到，显然对保罗来说，每天都是复活日。 
他说：“主啊，你若不做的话，就做不成。 我无法靠这体
弱多病的身子成就事工。 但是主啊，你给我上了一课。 
我不再信靠自己。 我信靠使死人复活的你。 我受苦是为
叫他们（信徒们）得拯救、得安慰。” 

有时，病痛和悲伤使我们卓有成效。 耶稣解释说，
当他要枝子结果子时，他会修理。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
枝子，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
果子更多。”（约翰福音15:2）

他把树枝修理干净为要让它结更多的果子。 你知
道“把树枝修理干净” 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修枝。 园丁
拿着修枝刀去到葡萄园，开始剪割。 如果葡萄树会讲话
的话，它会说：“哎哟！ 好痛啊！ 不要剪！ 你为何让我这
么痛苦？” 而园丁，如果他能跟枝子讲话的话，会说：“我
的目的不是要伤你，而是要让你多结果子。”  

一个人穿过谢南多厄山谷的苹果园，看到一颗果实
累累的苹果树。 果子如此之沉，管理员不得不用杆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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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树枝，以免折断。 参观果园的人问管理员：“这颗树为
何能结这么多的果子？”  

“先生，你不会相信，” 管理员说：“这颗树曾是结
果最少的——直到我们刻意将它劈开。” 他们用斧头将
那颗苹果树从中劈开了。 

“为什么？” 参观者问。 
“我们知道，当一颗树只有树枝和树叶，只有漂亮

的叶子而没有果子时，若是受了伤，便会结果。”
这在使徒保罗的生命中的确如此。 
当我妻子娇伊斯（Joyce）和我失去了我们的婴

孩时，我记得在佛罗里达西棕榈滩的艾伦·沃森牧师
（Pastor Allen Watson），一位亲爱的弟兄，用手臂搂

住我的肩。 他把我拉近他说：“爱主音，当神要使用什么
时，他总要先粉碎它。 神会在你生命中使用它。” 疾病和
苦难也许不仅意味着能力，还意味着效力，这让我们在
心里、脑海里有一种除此之外所不会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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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

无疑，保罗明白纯洁是通过苦难和疾病而来的原则。 虽
然我不相信保罗生命中有神要除去的罪，但我相信神
可能要保守他什么。 在哥林多前书11:30中，保罗谈到
了人们对圣餐不敬的问题以及其它的一些罪：“因此，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许多哥林多教会的人已因在教会中及个人生命中
的罪而死。 保罗似乎在第31节中给出了病因：“我们若
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他把那疾病当作神的
审判。 但他说，我们有办法避免这种审判：那就是在神
审判我们之前先审判自己。 注意，他在第32节中继续
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
一同定罪。”	

我们为何受惩？ 圣经说，我们受惩是为要使我们
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见希伯来书12:10）。 有时，当我们
受惩时，我们会得病。 我们为何会得病？ 为要让我们受
惩。 我们为何要受惩？ 为让我们得洁净。 疾病有洁净的
作用。  

我不是说每一个得病的人都需要洁净。 而是说这
是得病的好处之一。 纯洁可能通过苦难和疾病而来。 这
里另有一些经文证实了这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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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
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
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彼得前
书5:10）

苦难可以成全你，可以坚固你，可以赐力量给你。 
这是约伯所要讲的，当他讲到：“…他试炼我之后，我必
如精金。”（约伯记23:10）

诗者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
话。”（诗篇119:67）可见，疾病也许有洁净的能力，为此
我感激不尽。 

许多诗人曾写到那洁净的能力。 

他坐在七倍的炉火旁，
看着那珍贵的矿石，
当他把炉火加旺时
他附身，怀着搜索的目光凝视。 

他知道能经受试炼的矿石，
他渴望精金
来塑造国王的冠冕，
镶嵌着无价的宝石。 

于是，他置我们的金于燃烧的炉火， 
虽然我们怯懦并责怪他，
却见金子融化，
滤出我们未见过的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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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越发明亮，
但我们的眼睛却因泪水而模糊。 
我们看到的是火，而非大师之手，
并怀着焦虑的恐惧质疑。 

然而金子焕发出更富丽的光辉，
映照出天上的形象，
俯身于炉火之巅，虽然我们未见，
含着难以言喻的爱。 

我们能否想到，我们片刻的痛苦
能取悦他爱的心？ 
没有！ 但他透过眼前的十字架看到
永恒收获的幸福。 

因此，他怀着坚定不移的爱，
警守着，
金未多受一点的热
来使它纯净。 

苦难有洁净的能力。 有一天，我们可以与约伯同
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约伯记23:10）我感
谢神，在疾病和苦难中，他有着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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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

很多时候，通过我们的苦难和疾病，神得荣耀。 很多经
文告诉我们，在我们得病时，我们学会赞美和荣耀神。 
“…[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
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约翰福音11:4）

这很清楚。 很多时候，神以奇秒的方式得荣耀。 读
完那一章你会发现，拉撒路的病、随后的死亡及复活使
许多人信主耶稣基督。 甚至我们的死亡也应荣耀主。 
圣经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篇
116:15）

在提到彼得的死时，圣经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
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约翰福音21:19前）

我想告诉你，朋友，你可以通过健康或疾病来荣耀
神。 你甚至可以通过死亡来荣耀神。 

查尔斯 · 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说：

一个蒙主所爱的人，不可能有不幸的事发生于
他。 最毁灭性的灾难也只能缩短他的旅程，加
速他去领赏赐。 不幸对他来说并非不幸，而是
以神秘形式的好。 损失丰富了他，疾病是他的
药，责备乃他的荣誉。 死亡是他的收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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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从词的严格意义上，能发生于他，因一切
都被用作他的好。 这样的人是幸福的。 在别人
的危机之处他有保障。 在别人的至死之处他
能活。 

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是否太好了？（见歌罗西
书1:18）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为神的荣耀做（见哥林多
前书10:31）。 

要知道，朋友，魔鬼在散布对基督徒的谎言。 这记
载于约伯记中。 魔鬼对神说：“约伯事奉你的唯一原因
是你收买了他。 他只是个看气候的基督徒； 他并非真
的爱你。 他事奉你的唯一原因是你对他如此之好。 你
若让他得重病，他会否认你。 他会当面诅咒你，神。”（见
约伯记1:9-11）

主回答说：“你不了解我的仆人约伯。 他不是因为
健康而爱我。 他不是因为凡事顺利而爱我。 约伯就是爱
我。” 神从约伯的生命中得了如此的荣耀，他遭受了病
痛和悲伤却没有否认神。 虽然约伯问了我们同样问的
为什么的问题，但他荣耀了神。 正如神了解约伯，神也
了解你和你生命中的苦难。 

我相信，神拣选了读这本册子中的一些人来封住
魔鬼的嘴。 当人们看到你赞美主，荣耀他，与约伯同说       
“即使神杀我又怎样，我仍然要信他”（约伯记13:15，圣

经现代中文译本修订本）时，他们会说，你有一个与众
不同的生命素质。 

我们无法衡量有时通过疾病和苦难而来的对神的
赞美。 耶稣在约翰福音11:4清楚地讲到：“这病不至于
死，乃是为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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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有许多圣徒谈到了这一问题。 慕安德烈
（Andrew Murray），昔日的伟大圣徒讲到：

患难之时，信靠神的孩子首先会说：“他带我到
这里； 我在此是由他的旨意。” 接下来：“他会
以他的爱保守我，在试炼中给我恩典让我像他
的孩子。” 然后：“他将使试炼变成祝福，教我他
要我学的功课，给我他所要赐的恩典。” 最后： 

“在他的佳时，他会再带我出来——如何及何
时，他知道。” 

好不好？ 可见：

 他带我到这里。 我在此有神的指定和旨意。 
 他会保守我。 发生于我的必先通过他。 
 他会教导我。 赐我恩典，培训我。 
  他会再带我出来。 在他的佳时，以他的好方式，

他会帮助我度过难关。 

最终，我们无法衡量有时通过疾病和苦难而来的。 
然而，我们可以藉着圣经明白，我们可以信靠神慈爱的
心——因他永远不会离开你，也不丢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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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