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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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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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  《孝敬父母》（#1787），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products/honoring-father-and-mother-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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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wf.org/products/treasuring-family-values-series

https://www.lwf.org/products/honoring-father-and-mother-1787
https://www.lwf.org/products/treasuring-family-values-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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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敬父母
出埃及记20:12是节非常熟悉的经文。 但即使熟悉，也需
要再次说明。 我要谈谈珍惜家庭价值观，因为有对家庭
价值观、对家庭的全面攻击。 这种攻击来自于愤世嫉俗
之人。 愤世嫉俗之人是对价格了如指掌，而对价值全然
无晓的人。 如今有一代人甚至不了解家庭价值观； 更不
用说珍惜了。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
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20:12）这是全能神的命令。 

但我再说一遍：如今不仅有对家庭的忽视，而且有对
家庭的全面攻击！ 这来自音乐界，来自好莱坞，来自电视
行业。 你最后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为家庭和家人提供正当
席位及视角的现代电影是什么时候？ 尤其是生活在这一
时代的家庭。 如果是幸福家庭，那就是生活在美国初期
的家庭——草原小屋之类的。 如今，家庭被描绘为功能失
调的。 通常在电视上看不到幸福的已婚夫妇，看不到体
现家庭价值观的节目。 

当开始有电视时，你知道我们看什么样的节目吗？ 
《我爱露西》（I Love Lucy），《迪克˙范˙戴克》（Dick Van 

Dyke），和《拉西》（Lassie）！ 我们看《为爸爸腾出空间》
(Make Room for Daddy)，《奥兹与哈丽雅特历险记》（The 
Advenures of Ozzie and Harriet）。 我们看《唐娜˙里德
秀》（The Donna Reed Show），《秒爸爸》（Father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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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或《真正的麦考
伊》（The Real McCoys）。 所有这些都涉及家庭。 

然后这些节目开始被像《罗斯安》（Roseanne）之类
的取代，或是《达拉斯》（Dallas），《锦锈豪门》（Dynasty）， 

《洛城法网》（L.A. Law），《鹰冠庄园》（Falcon Crest）等。 
顺便说一句，我不看这些。 里面有些内容使我反感...所有
这些都蓄意毒害家庭关系。 

自六十年代以来，娱乐圈中出现了一些东西。 在六
十年代，孩子们受教说：“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 而如
今，那一代人以及他们所抚养的一代是管理这国家的人。 
大部分电影和音乐都是由他们制作的。 反叛的种子在六
十年代出现，父母是“体制” 的一部分。 不要相信、听从或
孝敬父母。 不值得。 他们给了我们这悲惨的世界，所以新
一代人将不得不接管。 

这就是所发生的。 
这甚至存在于小孩子所看的电影中。 我们称之为 

“好电影”：像《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 我的孩
子们让我看。 美好的音乐，但当你看那部电影时，你会看
到这美人鱼的父亲实在是不明白！ 他必须由小美人鱼来
教他。 在《外星人》（E.T.）中，为什么，孩子们得要教父母对
这个来自外空的生物充满爱心和善意！ 这甚至也在《小
鬼当家》（Home Alone）中。 我的孩子们说：“爸爸，你一定
要看《小鬼当家》。” 很可爱。 很有趣。 但是想一想：在此是
个小孩子，如此的聪明，防止家里被盗，防止他笨拙的父
母不再犯错。 他的父母太笨了，太愚蠢了。 他们离开了，
留下孩子独自一人。 而他是小巫师，把整个事情搞清楚
的小天才。 

你看到如今所发生的吗？ 即使在所谓的“好”电影里，
父母也被系统性地贬为不配和愚蠢的，不知道和不明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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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今有一代人管理着政府，他们似乎有着这种
理念。 现任美国众议员唐娜˙色拉拉（Donna Shalala）曾
在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 她描述了2004年的幼儿园孩
子，她是这样说的：

“这孩子不知道有不上班的妈妈，但她知道有很多
单亲妈妈。（也就是说，她从未结过婚。）” “她知道一些只
和爸爸们一起生活的孩子——”（注意是复数：两个爸爸。 
他们没有妈妈； 只有两个爸爸。）“她知道有与母亲和祖父
母住在一起的孩子。 在她的教科书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朋友和家人！” 

家庭如今在被重新定义。 家庭价值观受到系统性的
攻击，这并不是当神创造男女，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赐他
们孩子时所要的。 

出埃及记20:12是十诫中的一条——实际是关键的一
条。 如果你对十诫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它们既有纵向关
系，也有横向关系。 

从我们与神的关系开始。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
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
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埃及记20:2-8）

这层关系是纵向的：从天堂到地上。 
然后，在最后的六条诫命中，神开始谈横向关系； 我

们与他人的关系。 神以“当孝敬父母” 开始十诫的后半部
分。（出埃及记20:12前）

想一想：只有十条诫命。 十条中有一条是孝敬父母。 
此外，这条诫命是后半部诫命的第一条。 为什么？ 因为整
个社会都以这条诫命为基础。 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
命。（见以弗所书6:2）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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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出埃及记20:12）
神在此说，一个父母得不到尊重——孩子不孝敬父母

的社会不能持久。 神甚至在讲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
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之前就这么说。（出埃及记
20:13-16）

在神给出这些诫命之前，神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
孝敬父母的孩子不会偷盗、不会杀人、不会犯奸淫。 

父母是我们首先遇到的。 如果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不
和，如果我们不理解父母，如果我们不能爱并尊重父母，
我们怎么能期待爱并尊重他人呢？ 神是在说：不从家里
开始的宗教就没开始。 神说家是基础，是表达我们对神
的爱的基础，这是第一位的。 爱神之后的下一步就是爱和
孝敬父母。 

我希望父母现在听我说，但我特别希望孩子们听。 不
管你年龄多大，都要听神说你要如何孝敬父母。 我想给你
三点，我祷告圣灵会把这些铭刻在你心意中，使你今天可
以学会如何照神的话语所命令的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
地上得以长久。” (出埃及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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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小的时候听从他们
 

如果你想孝敬父母，就应该在你小的时候听从他们。 神
在新约中重复了这条诫命：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
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歌罗西书3:20）我不在乎
你做什么，如果你对父母有悖逆的灵，你就不讨全能神
的喜悦。 孩子的基本区别在于听从父母或违背父母。 

如果你向西进入科罗拉多洛基山脉，这里就是我们
所说的大陆分水岭，洛基山脉在此达到了最高峰。 水、雨
和雪从天而降，一滴水可能往西落，另一滴水往东落。 这
就是为何称之为大陆分水岭。 这些水滴组成了小溪，形
成了河流，一条最终会流入太平洋，另一条流入大西洋。 
它们之间的差别是非常细微的。 一滴流经这里，一滴流
经那里...但是最终呢？ 相隔万里。 

讲到品格，分水岭处在哪里？ 是什么形成孩子的主
要差别？ 孩子是否听从父母。 

德怀特˙L˙穆迪（Dwight L.Moody）活在十九世纪。 
他是那个时代的葛培理，一位强有力的传道人。 我相信
他是美国最有智慧的人之一——然而他没有接受过良好
的教育。 但听德怀特˙L˙穆迪所说的：“我活了六十多年
了，如果什么都没学到的话，我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
违背父母的没有一个会成功。” 孩子们、青少年，听我说：
如果你不孝敬父母，神肯定会审判你。 神把违背父母列
为最恶劣、最邪恶、最可憎的罪。 

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章。 从第28节开始，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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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列的罪。 神在讲一代人，神是这样描述他们的：

 “他们既然故意不知道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
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
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
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
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
的...” （罗马书1:28-30）

神描述了什么是 “存邪僻的心”。  神描述了导致文
明崩溃的罪。 看看这份罪孽清单是多么的恶劣，并注意
神将违背父母列为其中之一！ 然后神描述了做这些事
的人：

“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他
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
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
书1:31-32）

神说，如果你违背父母，你就是当死的。 有些人把观
看别人违背父母、观看别人犯奸淫、观看别人行罗马书
第1章所列的所有事情当作娱乐。 这是美国娱乐系统的
一部分！ 

神说，孩子违背父母的一代是末世的标志。 这是文
明濒临灭绝的标志。 翻到提摩太后书第3章，神在此描
述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并称之为“危险的日子”。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
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
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
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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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
你要躲开。” （提摩太后书3:1-5，强调为附加）

如果你如今是违背父母一类的孩子，你就只有敬虔
的外貌。 你不敬虔。 你就是神在此所描述的人之一，他
们使危险的日子临到一代人。 

违背父母是招来全能神肯定的审判。 
听从父母带来全能神的祝福！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
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
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以弗所书6:1-3）

神在新约中引用了我们在旧约中读到的诫命。 当神
给出其它诫命时，神给出了警告。 但当神给出这条诫命
时，神给出了应许。 应许是什么？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出埃及记20:12后）当孩
子学会听从父母时，孩子就学到了好品格。 当孩子学到
了好品格时，就会有幸福感并随之而来的帮助。 

当孩子顺服神时，神就会保护和看顾那孩子...并守
护那孩子的所居之地！ 也许你应该在孩子卧室的墙上
贴一张标语：“警告，违背父母可能对健康有害！” 这是如
此的清楚——神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这是理所当
然的。” （见以弗所书6:1） 

你可能会说：“如果我父母不比我明白呢？” 这没太
大关系，朋友！ 神说： “要孝敬父母。” 

“如果我父母命令我做一些违背神话语的事——偷
窃或杀人，该怎么办？” 嗯，这很少见，几乎不值得提。 但
你显然知道，神的命令超越父母的命令。 圣经说： “你们
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以弗
所书6:1）有时，你可能不得不在爸爸妈妈的命令和神的
命令之间做出选择，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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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年老的时候照顾
他们
 
现在到你必须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你不再受那些命令
的限制。 当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这时圣经说：  

“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创世记2:24）你有了有孩子的家庭，他们会听从你。 

所以在你小的时候要听从父母，在他们年老的时
候你还应该照顾他们。 如今美国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很
多时候，老人被孩子们遗忘——那些狠心、自私的孩子！ 
神命令孩子要照顾年迈的父母。 尽管我们有过错，他们
还是照顾我们； 我们现在必须照顾他们，尽管他们有过
错。 如果我们必须带着他们四处去，他们带着我们四处
去了。 如果我们现在必须给他们洗澡，他们给我们洗
澡了。 如果我们必须喂他们，他们喂了我们。 如果我们
必须为他们牺牲，他们为我们牺牲了。 没有任何宗教义
务、教会工作比照顾爸爸妈妈更为重要。 

我想给你看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 耶稣在对当时的
宗教人士讲，他是这样斥责他们的：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
神的诫命呢？ 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
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
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供献，他就可
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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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诫命。 假冒为善的人哪！ 以赛亚指着你们说
的预言是不错的。 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
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
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马太福音15:3-9）

当时的宗教人士说，你可以把应该奉给父母的钱拿
出来，说要捐给建设基金、给传教士、奉献给一些宗教事
业，然后就不必照顾父母了。 在另一篇福音书中，他们
称之为各耳板。（见马可福音7:11）

耶稣说：“这是人的遗传！” 在此有位父亲或母亲，一
贫如洗，还有一位热衷于宗教之士，手里拿着圣经去敬
拜，向教会奉献，但不照顾父母。 

你可能会问我：“你是说我不应该再给教会奉献了，
而只应该给我父母吗？” 不； 我完全不是这么说的。 顺
服神，把属于神的给神，把属于父母的给父母。 神会帮
助你看到。 不要用一个作为不做另一个的借口！ 无论哪
个都不是你不对另一个忠诚的理由。 

但在耶稣的时代，有些人是王室的伪君子。 他们
没有照顾父母。 如果你在教会里任执事、任牧师，如果
你在唱诗班唱歌，但你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和爱，而
你却不给予，那么耶稣说：“你是伪君子。” 你要照顾父
母——圣经对此很清楚！ 

“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
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
的。” （提摩太前书5:4）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
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提摩太前书
5:8）这节经文不是在讲父母供养孩子。 联系上下文来
读：讲的是孩子供养年迈的父母。 

我们如何孝敬父母？ 在我们小的时候听从他们，在
他们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 在神的话语中没有比这更
清楚的了！ 但如今的一代人忘记了基本的家庭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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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年轻还是年
老，都要孝敬他们

 

还有第三点。 我们不仅要在小的时候听从他们，在他们
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而且无论我们是年轻还是年老，
都要孝敬他们。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
地上得以长久。” （出埃及记20:12）这里的“孝敬”一词是
什么意思？ 意思是不要轻视父母——他们应该得到尊重。 

我想给你几种孝敬爸爸妈妈的方式。 把这些记下来：
首先， 以尊重来孝敬他们。 

“你们各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 我
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利未记19:3）英王钦定本说：“你
们要敬畏父母，”（利未记19:3前）这并不是在他们面前
发抖的意思。 圣经中“敬畏”一词的意思是敬重、尊重，永
远不要不尊重地对父母讲话。 

“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 他咒骂了父母，他的
罪要归到他身上。” （利未记20:9）在旧约神权统治下，如
果孩子咒骂父母，就是死罪。 

“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
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 （箴言30:17）噢，圣经是多
么清楚啊！ 你可能会说：“我父母不值得尊重！” 但只有完
美的孩子才能要求完美的父母。 青春期和中年都是困难
时期。 父母也经历艰难阶段，但你应该尊重和孝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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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娜˙卫斯理（Susanna Wesley）是伟大的福音传
道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和伟大的赞美诗作者
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的母亲，她不允许孩
子不尊重父母。 当我们的孩子成长时，有一件事我不能
容忍，那就是不尊重——尤其是对爸爸妈妈的不尊重。 
特别是不尊重他们的母亲娇伊斯（Joyce）。 我当时不允
许，直到如今还是不允许，因为我知道她为这些孩子所
做的。 我知道她是如何为他们牺牲的。 我知道她是如何
下到死荫的幽谷，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的。 我看过她为
那些孩子们祷告、哭泣。 孩子永远不应该不尊重父母。 

其次，以表达感激来孝敬他们。 感谢他们！ 学会感
恩的态度。 莎士比亚写得非常正确：“逆子无情甚于蛇
蝎！”（摘自《李尔王》第1幕，第4场）无论你父母是谁，无
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都为你做了很多。 感谢他们，感
谢他们，感谢他们。 

第三， 以听取他们的忠告来孝敬他们。 即使你有了
自己的家庭，也要听取父母的忠告！ 我仍然听取我明智
父母的忠告。 父母在某些地方是明智的，而你并不。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
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 （箴言
1:8-9）

你会对父母所知道的感到惊讶！ 十六岁时，一个男
孩对父母不太确定。 十八岁时，他觉得自己完全超越他
们了。 二十二岁时，他觉得自己以光年之距超过他们。 
但三十岁时，他开始明白他们确实知道一些事情...当约
四十岁时，他认为他们是完美的。 

你年纪越大，你爸爸妈妈就越聪明！ 要知道，父母
于你有优势（主要不是脑灰质）。 年轻人，听我说：他们
于你的优势是经验。 大卫王写道： “我从前年幼，现在年
老。” （诗篇37:25前）但你不能这么说。 你只能说“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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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幼。” 但你父母看到了生活的两面，他们有过你所
没有的经历。 

假设你从孟菲斯到西海岸旅行，假设你父母比你
早一两天出发。 他们开着自己的车，而你带着妻子、孩
子开车跟在后面。 不时地，他们会打电话指示你。 告诉
你要住哪家旅馆，然后说：“顺便说一句，不要走60号公
路。 那里有路障，会要等好几个小时。 哦，还有，我们在
这家、那家餐厅吃了饭——很棒！ 不要错过这个景点。 
很漂亮。”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你聪明，朋友。 他们只
是走得更远； 就是这样。 如果你明智的话，你会听从父
亲的指示。 

第四， 以过敬虔、高尚的生活来孝敬他们。 你是你
父母的延伸。 

你知道作为儿子，是什么给我极大的喜乐吗？ 当我
感到我父母为我感到骄傲时——感到母亲感激我是她
儿子，或是我爸爸可以说：“他是我的儿子！” 

你知道作为父亲，是什么给我极大的喜乐吗？ 看
到我的孩子们活得对！ 当我看到我的孩子们祝福他们
的孩子们时，我的喜悦就涌自心头。 上周，我送儿子上
飞机去西班牙做传教士。 我看着他和妻子及小乔纳森

（Jonathan）登上那架飞机，我想：“哦，神啊，我感谢
你。 感谢你赐给我爱你并愿意用一生来传扬耶稣基督
福音的儿子。” 

我感谢神，我有两个儿子从事传道工作，我感谢
神，我有两个女儿是敬虔的母亲，为基督抚养孩子。 这
让我心存感激，也为我自己的生命带来了荣誉，因为他
们是我生命的延伸。 

最后，以向他们表达爱来孝敬他们。 哦，你应该如
何爱你的爸爸妈妈啊！ 他们给了你生命！ 他们的血液
流经你的血管！ 父母对你的爱是世界上与神的爱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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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 爱你妈妈，给她打电话。 写信给你爸爸。 去看他
们。 送上礼物。 做对他们有帮助的事。 

以实际行动来表达爱！ 用语言来表达，用行动来表
达，想办法来表达。 如果你想做什么，就尽快去做。 我
一生在许多葬礼上讲道，我看到人们试图在葬礼上弥
补错过的爱。 错过的尊重，错过的孝敬——错过的机会。 
朋友，死鼻子闻不到玫瑰的香味。 现在就孝敬父母。 

我们的社会正在走下坡路。 当我们有一代不守规
矩、咒骂父母的年轻人时，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品格。 愿
神把我们带回到可珍惜的价值观，回到孝敬父母！ 父
神啊，求你将这信息铭刻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孝敬父
母...甚至纪念那些已在天堂的人。 

作为成年人，你不可能孝敬父母而不敬重天父、不
把心交给他。 你有与神正确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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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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