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世上帝的计划为人 
(God�s Plan of Salvation for Man (Chinese Simplified) 

 
      圣经告诉我们那在起点上帝被创造的人在他的图象。 (参见创世纪。 1:27) 
那时上帝和人居住在完善的和谐中在一个完善的世界。  然后蛇(恶魔) ， 
要高于一切事是作为上帝的一个下落的天使， 被诱惑的亚当和伊芙以曾经告诉的二句最大的谎言。  
这些谎言是: "Ye 肯定不会死:"并且" ye 将是作为神。"(参见创世纪3:4-5 & Deuteronomy 4:39) 
亚当和伊芙愿意接受了恶魔 谎言和拒绝了上帝的计划和指示为他们。  这是罪孽进入了人种的地方。  
(参见罗马书 5:12) 我们进一步学会从由于上帝的纯净和神圣他无法把罪孽在他的存在的圣经。 (参见Habakkuk 
1:13 ， 揭示21:27 & 赞美诗97:2) 如此当亚当和伊芙， 并且我们中的每一个在人种随后选择罪孽和叛乱方式， 
(参见罗马书3:10 ， 3:23 & 6:23) 这简单地是要求我们的分离从上帝的正义。   
       从亚当和伊芙时直到当前时间， 圣经记录数一千年人的努力做它他的方式(成为作为上帝) ， 
或团聚对上帝由他自己的努力。  这些努力， 无论努力地追求从未工作了， 
亦不能他们曾经工作，因为人以他有罪的自然不是能到达绝对纯净或罪孽上帝的标准。 (参见艾赛尔64:6)   
 

        如此， 如果历史那么清楚证明，人无法成为上帝， 甚至回来对上帝通过他自己的自已努力， 
有是然后任何希望, 我们能逃脱我们居住的这个有罪的下落的状态和不完美的世界?  答复是回响的是! 
(参见罗马书 5:8) 并且这是什么基督教是所有关于。   
       上帝在他的无限慈悲和爱提供了一个方式。 (参见约翰14:6 ， 5:24 ， 行动4:12 ， & Ephesians 2:8-9) 
这是一个昂贵的方式， 但这是唯一的方式跨接罪孽导致了在人和他的创作者之间的分离。 (参见希伯来9:22) 
上帝给了他的只产生的和没有 罪孽 
儿子作为赎金值得支付价格必要体谅我们从谴责和正义分离从上帝由我们的罪孽造成。 (参见2 Cor 。 5:21 & 
约翰3:16) 当耶稣基督的愿意的牺牲在十字架是值得的洗涤所有人民从所有罪孽和从永恒分离从上帝， (参见1 
约翰1:7) 他从未强迫任何人收受礼物。  他为所有虽则提供它渴望它和自讨苦吃。 (参见罗马书 10:9 & 13 & 
马修10:32) 国王和paupers 必须全部来到基督同样方式。 "为由雍容是ye 被保存通过信念; 并且那不是你们自己: 
这是上帝礼物。"(Ephesians 2:8) 许多会设法增加好工作， 公正的行为， 
教会传统或教派的加入作为路对救世(参见Titus 3:5 & 罗马书 3:28); 但圣经是确切, 做如此可能只有相反作用。  
为如果我们设法增加任何东西到雍容; 然后"雍容不再是雍容" 。 (参见罪孽11:6 & Galations 5:4) 
它是只以谦逊和感激的心脏, 上帝的雍容由信念接受。  并且它是只那里， 在十字架的脚， 
我们可能被原谅和休息在我们的救世保证从处罚我们该当为我们犯了的罪。   
   
       救世上帝的计划的这个简要的解释被给予, 您可以也来到那个谁爱您更比您能想象; 如果那是您的欲望。   
步如下将引导您。  告诉上帝在祷告, 您准备好收受他的只产生的和没有 罪孽 儿子洗涤的礼物。  
现在是时候做出您的决定。  这是您的生活最重要的决定; (参见约翰8:24) 不轻微请采取它， 那里不能是"更晚" 
。  (参见2 位Corinthians 6:2) 
    

      耶稣阁下， 
 

          我看我的罪孽和体会(通过您的词) 我的罪孽它是什么分离我从您。 
 我是抱歉使我的罪孽和欲望转动从我指挥我的生活的错误方式。 
 从这天向前我问, 您进来和是我的生活阁下和引导的光。   
 我感谢您和接受作为一件自由礼物， 您做出在十字架支付我的罪孽的值得的代替牺牲。 
    谢谢原谅我的罪孽和拯救我的灵魂。 
 
我恳切地祈祷了上述祷告对最佳我的理解和能力。我了解没有适合基督徒的其它要求;但那个充分的意思和目的
在这生活中来只当我愿意死对自已和允许耶稣基督居住通过我。增加的祝福并且将进来这生活和在天堂因为我

服从和增长在我的基督徒信念的知识和应用通过上帝的词， 圣经。虽然签署一张纸与救世无关， 
签字也许是有用的对您在回忆您的问题的决定或承诺对基督。 
 

          I (署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读上述消息和愿望承认耶稣基督我的采纳作为我的生活的救主和阁下。 
 

          I (署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读上述消息，不选择此时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阁下和救主。 
 

* 不要注意(马修12:30) 做出决定关于耶稣基督， 并且您的关系对他; 是做出决定反对他。  
即使我们的上帝是第二次机会的上帝， 决定不是相同作为"没有"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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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参考(并且请读这页) 
 

创世纪1:27 "上帝如此创造了人在他自己的图象， 在上帝的图象创造了他他; 男性和女性创造了他他们。" 
 

创世纪3:4-5 "和蛇认为妇女， Ye 肯定不会死: 为上帝知道那在天ye 吃得因此， 然后您的眼睛将被张开， 并且ye 
将是作为神， 知道善恶。" 
 

Deut 。 4:39 "知道所以这天， 并且考虑在您的心脏， 阁下是上帝在天堂在和在地球上beneath 之上; 
那里不是其他。" 
 

罗马5:12 "Wherefore ， 和由一种人罪孽加入世界， 并且死亡由罪孽; 并且死亡如此通过了所有人， 
为那所有sinned:" 
 

Hab 1:13 "更加纯净的眼睛艺术比注视罪恶， 并且不是神色在不义..." 
 

牧师。 21:27 "和那里将在没有明智输入它(天堂) 任一件事那备好..."  
  

罗马3:10 "照原样被写， 有无公正， 没有， 没有一:" 
 

罗马3:23 "为全部，恶 并且突然来上帝荣耀;" 
 

罗马6:23 "为罪孽的薪水是死亡; 但上帝礼物是永恒生活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阁下。" 
 

Isa 64:6 "但我们是全部作为一件脏的事， 并且所有我们的正义是作为污浊的旧布..." 
 

罗马5:8 "但上帝 他的爱往我们， 由于， 当我们是罪人， 基督死了为我们。" 
 

约翰14:6 "耶稣说他， 我是方式， 真相， 并且生活: 没有人cometh 父亲， 但由我。� 
 

行动4:12 "两者都不是那里救世在些其他: 为有无其它名字在天堂之下被给在人之中， 藉以我们必须被保存。" 
 

Heb 9:22 "和几乎所有事是由法律被清洗以血液; 并且没有血液流出不是宽恕。" 
 

约翰5:24 "， ， 我说您， 他那heareth 我的词， 并且在他送我， hath 永恒生活， 并且不会进入谴责; 
但通过从死亡生活。" 
 

Eph 2:8-9 "为由雍容是ye 被保存通过信念; 并且那不是你们自己: 这是上帝礼物: 不是工作， 
最少任一个人应该吹嘘。" 
 

Titus 3:5 "不是由我们完成了正义的工作， 但根据他的慈悲他保存了我们... " 
 

罗马。 3:28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人由信念辩解没有法律的行为。" 
 

罗马。 11:6 "和如果由雍容， 然后这不再是工作; 如果它是， 雍容不再会是雍容。" 
 

加仑。  5:4 "您设法由法律辩解与基督被疏远了;  您下落了从雍容。" 
 

2 Cor 。 5:21"For 他hath 使他是罪孽为我们， 谁不知道罪孽; 我们也许被做上帝的正义在他。" 
 

约翰3:16 "为上帝如此爱世界， 他给了他唯一产生的儿子， 那在他不应该消灭， 但有永恒生活。" 
 

1 约翰5:12 "他那hath 儿子生活， 并且他那hath 不是上帝hath 不是生活的儿子。" 
 

1 约翰1:7 "耶稣基督血液他的儿子我们从所有罪孽。" 
 

罗马。 10:9 "如果交代与嘴阁下耶稣， 并且相信在心脏, 上帝培养了他从死者，被保存。" 
 

卢克11:9 "和我说您， 要求， 并且它将被给您; 寻求， 并且ye 将发现; 敲和它将被打开您。" 
 

Jer 。 29:13 "和ye 将寻找我， 并且找到我， 何时ye 将寻找我以所有您的心脏。" 
 

2 Cor 。 7:10 "神的哀痛生产悔悟导致救世。" 
 

罗马10:13 "为将要求阁下的名字将被保存。" 
 

马特。 10:32 "因此将交代我在人之前， 他我并且交代在我的父亲之前是在天堂"的意志  
 

约翰8:24 "... 如果您不相信我是那个我声称是， 您的确将死在您的罪孽。" 
 

2 Cor 6:2 "...注视， 现在是被接受的时间; 注视， 现在是天救世。" 
 

马特。 12:30 "他不是以我是反对我...� 
 

* 如果您未解决您的与的永恒命运和关系问题耶稣基督， 请去回到祷告在进行的页和给自己他在完全信任。  
耶稣基督爱您和邀请您接受他已经付赶走您您的罪孽的礼物和付款。  他现在等待(2 位Corinthians 6:2) ， 
但圣经告诉我们, 时刻将来当他能不再等待。  请不微睡这天只唤醒在地狱为永恒。  有出口。  这是耶稣基督。 
现在它由您接受或拒绝他付了的付款并且是愿意死对罪孽和叛乱您的老生活。 记住， 
您不被预计做这在您自己。  如果您渴望， 但是， 并且要求他， 



他是肯定给您您需要在您的新生活道路的帮助。  读您的圣经， 祈祷， 
并且聚集为崇拜和研究与其它圣经相信的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