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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中的赦免：有两种赦免吗？ 

 你在寻求赦免吗？你曾否因不知道上帝是否会赦免你而挣扎

过？在你与上帝的关系中，你感到被赦免了吗？或是仍感到内疚

和羞愧？你知道内疚的感觉对心理健康有何影响吗？影响很不好

。赦免与健康绝对是有关系的。内疚会产生情绪上的痛苦，甚至

会导致身体上的疾病。倘若你正在努力战胜内疚，那么赦免就是

你需要理解并追求的。 

 

当你犯罪时，你认为

上帝怎样看待你？祂会生

气吗？祂是否需要被安抚

或与你和好？你祈求上帝

赦免你吗？你有没有想过

祂是否真地赦免了你？在

世界上，甚至在大多数基

督教中，对这个话题都深

感困惑。 

你若确实感到羞耻，并背负着一种你非常想摆脱的内疚感，

那么这项有关赦免的研究将为你提供答案。圣经中的赦免是内疚

的真正解决之道，对理解赦免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从上帝的角

度，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桩双方的交易 

让我们从查考何为内疚开始，因为正是内疚的存在才需要赦

免。字典上对内疚的定义可能会是:“做错事的事实或状态。”然

而，内疚不仅仅是一种存在的事实或状态。这其中会融入情感。

我们通常会有一种与被我们得罪之人疏远或分离的感觉。我们觉

得自己好像不受他们待见，以为他们一定会生我们的气。我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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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和被我们伤害过的人待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他们面前会感到羞

耻。需要当事双方之间的和解来治愈此种分离。 

试想一下你自己曾有过的内疚和赦免的经历，你会意识到赦

免的确是一桩双方的交易。通常至少有两个人参与其中。在上帝

面前，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祈求饶恕，上帝若愿意，祂就会赦免

我们，并且直到那时赦免才会发生。然而，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

。这个美妙的真理会让你对赦免有更好的理解，会让你对这个过

程感觉更好，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你处理愧疚感。 

让我们来对比几节包含“赦免”一词的经文： 

!"#$%&'()*+,-.'),/0')123

456aphiemi7589:;<=' >?@AB!"'()CD!

"EF'G0HIE JKLBM5

这节经文中的“若”一词似乎使赦免成为了条件性的，正如

我们正常所理解的。现在请思考这节经文： 

EFNOPQRPSTPUVPWX)YEF'ZO)

[\]^"=_`abAc5Y2defgh)ijk'

l)mnop6charizomai7589:;<=' >qr?AB)

st*+uvwxop56charizomaiB5y^"Ez5
H{ rKAJ|AcBM5

这节经文说以弗所人在拥有许多邪恶的品格特质时仍得到了

上帝的饶恕。这里没有“若”一字，也表明这是无条件的赦免。 

为何会有此种差异？赦免到底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问

题是：从原文翻译而来的词语有时并不能保留其全部的原意。这

这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有一个希腊词语“charizomai”，指的是

饶恕者，也就是饶恕人的人所感受到的赦免。那个饶恕者选择不

抱着不愉快的感觉不放，并且免了被饶恕的人任何程度的债务，

也许个人会因此而承担一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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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一个希腊词语“aphiemi”，描述了被饶恕的人

心里发生的事。他若选择接受饶恕，他就会从内疚和羞耻感中解

脱出来，也不会被要求去偿还。显然，饶恕既是给予的也是接受

的。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理解这一点。赦免是一桩双方(饶恕

者和被饶恕者)之间的交易(给予和接受)，双方都以不同的方式参

与到这个过程中。 

赐下赦免 

上帝对每个人的爱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祂会赦免所有罪，

不以我们的罪来攻击我们。祂不生我们的气。祂不会因我们所做

的任何事而减少对我们的爱和关心。上帝深知罪伤害了我们。他

怜悯我们，渴望我们转向祂，让祂医好我们的罪病。圣经说： 

^"2f})~^"'�f}EzH� @KA@BM5

倘若慈悲是天父的一个品格特质，那么祂就不会是无情的。

另一种表达方式“祂的慈爱永远长存”在钦定版圣经中出现过 41

次。例如： 

^"2�����)�����b�'f����i�

H� JJ?KcL�M55

无论你是否感觉得到，甚至知道与否，上帝都会赦免你，并

且总会赦免你。 

上帝所赐下的赦免用 charizomai (G5483)一词来形容： 

��6u���=B��34�JJ �b���@ �b��

����c �b����c �b����J �b�4y�

J�M  cA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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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 做(使某人)愉快或令人愉快的事，帮某人的忙  

• 使满意 

• 表现自己的仁爱、良善与恩慈 

• 赐下赦免，原谅 

• 慷慨地给予，白白地给予，赠予  

这个词源自希腊词语 charis, 名词，意思是：恩典、善意、慈

爱和宠爱。在这节著名经文中使用的就是这个词： 

^"¡¢,�£e5¤charis¥5)¦�§-b¨YG,©
ª%&)«,*+¬'bL5¦G,©ª®�)4¡¯

°%±6{ cK?|LBM 

我们蒙赦免与拯救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吗？不，只是出于上帝

丰盛的恩典(charis)与白白提供的赦免。 

接受赦免 

你无需从上帝那里赢得赦免，你只需接受它。当你意识到自

己有罪，承认并相信上帝会赦免你，会赐下祂的爱和接纳来洁净

那罪时，你就会感到被赦免了。在你心中发生的饶恕过程可以用

aphiemi 一词来描述，它的意思是“获得自由”，或从罪及其相关

的罪疚感中“释放”出来。这是我们必须在心里接受的事情，因

为上帝(白白赐下赦免的一位)不会强迫我们接受——祂不喜欢操

控思想。任何阻碍都不是上帝不愿意饶恕，而是我们不愿意相信

并接受祂的赦免。上帝所提供的赦免是在恳求我们允许祂在我们

的人生中作工。请谨记：一个孩子不必去赢得父母的爱；这爱是

无偿给予的。当孩子真正理解这一点时，任何损害这段关系和爱

的流动的羞耻、恐惧和内疚就都会消除了。 

新约圣经中有两个词语形容接受的赦免。第一个就是上面提

到的 aphiemi (斯特朗辞典中的 G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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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²³�qc �b�34�r´ �b�µ¶�Jr �b

�·�? �b�²¸�@ �b�¹º�@ �b»uE¼

' JA �M ½ Jr@ �M  

含义（主标题）： 

• 驱逐[内疚感] 

• 允许、让、不阻碍、放弃一件东西给一个人 

• 离开，远离某人  

以下是一些使用 aphiemi 一词的经文：  

¯°�¾¿À§EÁÂ¿Ã�ÄÅÆÇM�ÄÈÉ"'

-l)ÊËÂ¿Ì��Í¿)ÎlÏ�^'(3y�5

6Ð LKcBM5

根据这节经文，在谁身上发生了变化？是上帝还是那个病人？

从这个人身上拿走的是什么？请谨记：这里的 aphiemi 一词的意思

是赦免或驱逐。在这种情况下，是罪，或确切地说，是罪的结果—

—内疚与羞耻。这个瘫子被治愈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也包括他

的罪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影响，或许包括即将变成“放心”的沮丧。 

所言所行常与祂父的品格相一致的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时说： 

ÑÑ�Ò�34¤aphiemi¥5É"b��É"¬Ó')É
"GÔ¡ÑÑ56� cAKArBM 

祂不是在求天父赦免(charizomai)他们，而是在祈求使那些虐

待祂的士兵能够理解并接受赦免。在百夫长及其士兵身上，这个

祈祷似乎得蒙了垂听(太 27:54)。 

^"op°'ÕÖ)^"'×�¦1op^"'ÕÖb

Jq5^"Gop°'ÕÖ)^"'×�¦1Gop^"

'ÕÖ56Ð @KJr|JqB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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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不饶恕（aphiemi）别人，上帝会饶恕我们吗？会，祂

赦免了，祂已经赦免了（charizomai）我们，但我们却不接受赦免

（aphiemi）。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我们若不愿做那些能使得罪

我们的人感到自由的事，我们就无法从心里摆脱那内疚和羞耻。

我们若拒绝让别人自由，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从自己的罪中得释放

。这与我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太 7:2)有关。  

第二个希腊词语“apoluo”(斯特朗辞典中的 G630)的意思差

不多， 因为也是“释放”、“抛弃”、“驱逐”的意思。 

É"ØGÙÚM�ÄÊÛÜÝ°)ÞÉßy6� JrKrBM5

这节经文表明了 aphiemi 和 apoluo意思上的相近。 

Ýà°'á°Êâyfl)ãÉäÎ¤apoluo¥5y)Y
å4y5¤aphiemi¥5É'æ56Ð J?Kc´BM5

这两个希腊词语指的是上帝在接受耶稣为我们所做一切的信

徒心中所成就的工作。  

总结 

我们需要明白：赦免是双方之间的交易。有饶恕者，即提供

并给予饶恕的人，还有被饶恕者，即接受饶恕的人。饶恕不仅仅

是上帝赦免我们，而是一个过程：祂赦免我们，我们接受赦免，

从而使我们感到被赦免、没有罪疚感并感激上帝。显然，圣经中

的饶恕是一桩双方的交易。 

    

 

  

opç55555555555555555555555èopç5

��3455555555555555555555555é¶345

6charizomaiB55555555555555555Haphiemi)apoluo�555

*+ê,���34555555555555!"ëëGé¶ìíGîï

%&ðñ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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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经中的赦免：一个法律问题？ 

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是

一个法律问题吗？许多人

一想到赦免，就会想象天

上有一个账簿或某种记账

系统，每项罪行都被记录

下来，一旦认罪，记录就

会被删除。若不认罪，罪

人就必须在审判中面对那

记录，并付上适当的惩罚，

就一些人来说，是永死，

就另一些人来说，是在地

狱中永生。 

 

白白地赦免 

然而，如前所述，上帝赦免每项罪。一项罪若真已蒙赦免，

就没有债务需要偿还了。让我们来证实：上帝是白白地赦免，没

有任何的先决条件。 

法利赛人西门设宴，有一个妇人为表感谢，用极贵的香膏抹

了耶稣的脚。为回应西门的想法，耶稣对他说： 

�ÄÌ��EÁæá¯òÁ°óÉ'æbEÁóôõò

ö¿)EÁóôòö¿brc5��É"÷øùú)æá

Ê³e4yÉ"òÁ°'æM¨òÁ°ûEÁü�É

ýþ�rA5ÿ!"#Ì��!$,Ý%¡e4'°M�

�ÄÌ��^&'G'�H� ´KrJ|rAB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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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讲这个故事的对象西门，不可能不视自己为债务人之一

——不太感恩的那个人——然而信息是，即使他对这个女人(他视

她为罪人)和基督本身有负面情绪，但他还是得蒙赦免了。是的，

上帝白白地赦免： 

*+(G�)%&'*¿)�!"+°,y)-G¦ã

./��E0��'�5¤charizomai¥5!"1þ5
62 ?KAcBM5

请注意：“白白的赐给”是从 charizomai 一词翻译而来的。 

白白地赦免意味着不需要代价，不需要先决条件。 

^"]ÆuÕÖ�3¶45'67=8y)*+345

¤charizomai¥y^"Hí9�!"�EFÕÖ):Þ^
";vwE0<ÕÇ6ÿ cKJABM 

虽然歌罗西人死在过犯中，但上帝还是赦免(charizomai)了他
们。赦免应该发生在他们认罪之前。 

=#¨°;Ý°¯>?)ê2mn@A5¤charizomai¥)
mnopbáBzop5¤charizomai¥y^")^"¦2
Bzop°Hÿ AKJABM 

保罗在这里说基督怎样饶恕了歌罗西人，歌罗西人也要怎样

饶恕人（他们尚未饶恕）。 

上述经文和第一章所引用的弗 4:31-32 表明上帝已从心中白

白地赦免了。祂更关心重建关系，我们与祂和好，而非惩罚。我

们会看到，事实上，惩罚是我们拒绝与上帝和好的结果，犹如病

人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的病情恶化时

，是医生在惩罚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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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先决条件吗？ 

这节经文听起来好像赦免需要一个先决条件： 

^"#Gop56aphiemiB°)^"u×*'�¦Gop5
6aphiemiB^"'ÕÖ56C JJKc@BM5

请注意：这里表示饶恕的词语是 aphiemi)而非 charizomai。
如果这两种情况中的词都是 charizomai，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

我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上帝就不会饶恕我们；祂不想要赦免我们。

这样就使祂对我们的看法取决于我们的行为。 

如果这个词是 charizomai，就意味着我们只需想要饶恕，或在

思想中有饶恕的倾向。但 aphiemi 指的是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去接触

那些因伤害我们而感到内疚的人，帮助他减轻这种负担。我们觉

得自己已蒙赦免还不够，还必须让得罪我们的人觉得我们已经饶

恕了他。如果他们觉得我们不愿意饶恕，那么他们也就很难感到

自己已被饶恕。 

要让我们饶恕的人感到被饶恕，他们就必须知道我们对他们

没有任何敌意。这需要我们以某种方式进行沟通，并且当然意味

着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心里原谅了他们。我们若不迈出这一步，很

可能就说明我们没有得到从上帝那里来的饶恕，不是由于祂不饶

恕，而是因为我们不接受，或许不相信祂是饶恕人的。我们若认

为上帝是不饶恕人的，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待人。倘若我们不

让别人知道他们已被原谅，因此不必再为此而内疚了，那就意味

着我们还未理解上帝对我们的饶恕，因此我们也不会感到自己蒙

赦免，重担得解脱了。关键是上帝要向我们讲述祂的饶恕与永远

施恩的品格。上帝已在祂的圣言中向我们如此行了。然而，误解

祂的律法是强加的规则，而非为我们的益处而设计的，就导致饶

恕被视为有条件的。人类把自己对饶恕和正义的观念强加在上帝

和祂圣言的翻译中，就平添了许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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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和惩罚 

事实上，惩罚甚至是上帝不会做的事。人们认为上帝因人对

祂怜悯与公义的混乱理解而亲自刑罚罪恶。他们知道上帝就是爱

并且上帝也怜爱罪人，但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祂不能让罪不

受到刑罚。这是对上帝公义和律法的误解。 

圣经中的公正1 是指做正确的事，恢复到一个正确的状态，去

医治与拯救。它是恢复，而非报复。实际上，并没有经文使用

“公正”2一词（钦定版）来支持公正意味着刑罚罪恶。对公正的

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透过哪种“律法的镜子”3去看，你

对上帝律法的理解如何。上帝的律法是自然的——意味着保护我

们，为了我们的益处——抑或是严格的法律，其中有上帝强加的

随心所欲的刑罚？  

任何我们认为来自上帝的“刑罚”实际上都不是强加的，而

是罪本身的自然结果： 

��('DE«,8bF¯*+'e)u!"'áv

w�Äx)«,�GH25@KcABM 

下面这个版本说得更清楚： 

��(H*yI'DEJJ8bK*+'e)u!"

'ávw�Äx)«,�G5

H2 @KcA)LMNOIPQ�M 

死的源头乃是罪4，最初源自撒但，而非上帝： 

RS(TyU)ÊG©(Çb((�V)ÊG©8Ç

HW JKJqBM5

 
1 https://characterofgod.org/justice-definition/ 
2 https://characterofgod.org/justice-verses/ 
3 https://characterofgod.org/law-definition/ 
4 https://characterofgod.org/sin-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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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我们的是我们拒绝放弃的罪的后果，而非上帝武断地决

定对我们的惩罚。  

爱与赦免 

上帝就是爱（约一 4:8），《哥林多前书》对爱的描述包括： 

H��GÓXY'Z)G[%&'\])G^_`T)

G½a°'ZHbÆ JAKqBM 

大多数其他版本的最后一部分都是不记录人的错误： 

GYcÉ°)G[%&'\])G^_`T)Gde°

''fHbÆ JAKq)Ogh���MG®ZG\)G

[%&'\])GèiT)Gjk'f'Ql5

HbÆ JAKq)OmgnoPQ�M5

虽然无所不知的上帝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但祂不会象我们那

样记住我们的罪，正如我们可能会说的：“我会记住的！”(用某

种特定的声音说)暗示着惩罚的威胁。 

当我们说上帝白白地赦免时，并不是在我们悔改之前的某个

时刻，祂改变了想法，决定饶恕我们，不再生我们的气，而是祂

对我们从未有过那些情绪。祂的真实情绪已在更多类似的经文中

显明出来： 

�ÄpÃ��qr)sÈt)Ê�Iuv6� JLKrJBM5

��qrÒ)��qrÒ)^ëwXxî)y�z{|

8Ý}~�Ã^¨xÇ'°M5

!%�����^'*�)Ü~��ãÍ���u��

��)�,^"G��56Ð5cAKA´B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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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唯想保护 

上帝只想护庇、保守我们，如同我们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有时祂不能这样做，因为作为绅士，祂不会在别人不想要祂出现

的地方出现。这样做会违背我们的自由意志，祂决不会那样做。 

这个原则反映在了洪水以前人的情形中： 

É"3Ã8�)��`�b�vW�)Ü~è����M

J´5É"�*+Ì�²³!"Ï�yÌ���ç�ã!

"B�zýþH� ccKJ@|J´BM5

对于那些坚决拒绝祂同在的人来说，祂就什么都做不了。 

涂抹罪 

在法律意义上掩盖罪的概念有时被称为涂抹罪，或更常见的

是涂抹罪的记录。这与几世纪前先知但以理所说的洁净圣所的过

程有关：  

ÉË!Ì��Ã�����)P¬Ê1 D�5

HK ?KJrBM5

然而，抹除罪也可被理解为不是抹除罪的实际记录，而是一

种从个人身上除去罪，甚至除去犯罪倾向的过程。有许多经文支

持第二种观点。诸如此类的经文并不是在谈论改动或删除记录： 

¡²ÿ¯%�)�Þ!"'ÕÖ²!"¦¯%��5

H� J¢AKJcBM5

因此，它是从人身上，而非从记录册5上涂抹罪。请参阅洁净

圣所过程的详细研究6。  

 

 
5 https://characterofgod.org/records-of-heaven/ 
6 https://characterofgod.org/daniel-814-the-cleansing-of-the-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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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法律，而是关系 

��!"9£¤'¥¦)å§§*+*¿'8)¡;*

+�Üb(ð�Ü)Êü2��'G¡¢yMJJ5GK

tn)!"(§§!á�Ävw¡;*+�Ü)¦Ê§

§�d*+�¨H2 qKJ¢|JJ�M5

请注意：在这节经文中，我们与上帝和好；上帝无需与我们

和好。和好只是单向的。接受赎罪7（第 11 节）被称为和好。这个

新约圣经中唯一的“赎罪”一词，是由希腊动词的名词形式翻译

而来的，意思是“和好”。英语中“Atonement”一词的起源是指

处于一种统一的状态或“合一”，即与另一个人达成一致。起初

，它与法律上的赎罪没有任何关系，但数世纪以来，它的含义已

被腐化了。 

如果一个人的罪被转移到了一个无辜的替代者身上(愿意与否

)，那个替代者就被视为犯了那些罪，并为此而被杀，那么他的罪

就真地得蒙赦免了吗？赦免意味着饶恕人的人把被饶恕者(罪人)

从任何可能强加的后果中解救出来。要求转移罪责并以死付上赎

价的神学，使上帝成为了不饶恕人的，总是要求代价。一种更极

端的理解包括平息神怒8的想法——上帝要求(甚至可能是亲自强加

的)痛苦和死亡，然后祂才会赦免。此种教导使许多人远离上帝，

使他们感觉不到被赦免。 

平息神怒神学在这节经文中反映了出来： 

�©�ª\!"'«¬)®!"'¯Nb!"Ød�

�¶°±)è*+²|NhyH³ qAKrBM5

但请注意：这节经文没有说救主是被上帝击打的，而只是说

我们以为祂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圣经中的赦免不是法律上的事。 

 
7 https://characterofgod.org/atonement-definition/ 
8 https://characterofgod.org/appease-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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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经中的赦免：与罪的关系 

在我们犯罪之后与上帝施行赦免之前，人们通常认为要出现

什么？悔改与认罪。然后上帝就会赐下赦免；祂会饶恕与祝福—

—但不是在此之前。 

在我们认罪悔改以前，在上帝赦免我们之先，我们普遍认为

上帝对人是什么态度？或许祂会生我们的气。我们悔改之后，上

帝对我们是何种态度（普遍的理解）？也许祂会很高兴与我们同

在，喜悦我们，准备祝福我们。基本上，祂已准备好饶恕，我们

悔改并“坦白”，然后祂就会赦免并祝福我们。但事情真是这样

吗？上帝爱我们的程度和关心我们的愿望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吗？

这符合你对饶恕的理解和定义吗？请思考一下这节经文：  

ú,^´k�µ¶'efP·AP¸¹)GÔ¡�'e

f,º^»¼ýþH2 cKrBM5

根据这节经文，上帝的恩慈和我们的改变，哪一个在前？上

帝的恩慈。倘若上帝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那么祂的恩慈就必

须先出现。是否可能在我们认识到上帝对我们有多好，认识到祂

从未生我们的气，而总是想要给我们最好的之后，我们才会认罪

悔改呢？ 

*+�½°)ì¾¿�'ÀG¿�É")ÞEF-�

')G¾�Á)Â¡�GHI AKJ@BM 

在我们尚未生出、需要赦免之前，上帝就已经赐下了祂的儿

子。甚至在罪败坏全人类之后，上帝仍采取行动来拯救我们： 

F¯vwu!"ú9(°'¥¦�!"8)*+'�Ê

un�!"ÃÄy5625qK?BM 

这些经文指出：上帝在赐下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之前就

已经爱了世人，这就说明上帝的赦免是没有先决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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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和债 

让我们进一步看看有关赦免的经文，看看赦免是如何起作用

的。《歌罗西书》第二章在有很多关于赦免的内容：  

^"]ÆuÕÖ�3¶45'67=8y)*+34

6charizomaiBy^"Hí9�!"�EFÕÖ):Þ^
";vwE0<ÕÇbJr5yÅÆyuÇÈ*¬ÉÊ²

!")¯ËÌ!"'ÍÎ)ãIHÏ�ÐNun¯�]

�*�Ñ�)ÒuõÓÔ*Hÿ cKJA7Jr)Omgno

PQBM5

祂撤去并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借据”是什么？它是从哪里

来的？是从谁那里、从谁的路上撤去的呢？ 

在钦定版中，西 2:14 讲到基督“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

们，有碍于我们的字据。”在那里，“（手）写”的希腊文是

“cheirographon”，这是一种用作本票的手写文件。这不是指律法

本身，而是指对个人的指控记录，即他们的债务记录。因此，涂

抹债务指的是上帝担当我们的罪债，并将它抹去。 

这债从何而来？ 

这债究竟从何而来呢？先知耶利米给了我们一个线索：  

ÕÖ'(,�×ØP�ÙÚÛde')ÜÝuÉ"'l

�*H� J´KJ)O����M 

圣经说我们心中有罪恶的记录，这指的是什么？很简单，当

我们知道自己的举止行为不正确时，我们的良心就会让我们感到

内疚和谴责。正如我们所经历的，赦免包括撤去我们的债务记录

，并从我们的良心中删掉它，从而使我们从内心的罪疚中释放出

来！借着相信上帝儿子的死，上帝就在我们心中完成了这个奇迹

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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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上帝将耶

稣赐给世人的动机。

基督的死不是为了安

抚上帝心中任何固有

的恶意，也不是为了

让祂能赦免，而是为

了把我们从罪的心理

后果中解放出来，使

我们能经历赦免。下

面这节经文就讲到了这点：  

Þßvw§§��'à)¿%&÷á÷âã�*+)�

'ä-Gü�CD^"'lHåN9æl�)`�^"

'8®)ç^"Z}Ý�G*+1þHÇ LKJrBM5

基督的血洁净了我们的良心因“死行”(导致死亡的行为)而

有的罪疚感，以至那些罪不再折磨我们的良心。请注意：被洗净

的是我们的良心，而非天上的记录。内疚和羞耻消失了。何等美

妙的解脱啊！它改变了我们，而非上帝！ 

基督的血是如何洁净你的良心的呢？血通常被视为洁净罪的

记录。有人想象应该是这样的，如图所示（注：图片中的字是：

罪） 

但我们很难明白所洒的血能起到洁净的作用。圣经说，血象

征着生命： 

��</'Gè,uä=M!ã¨ä�^")Cdu

é*�^"'Gèê(b�äx¯Gè)¬d�ê(

Hë5J´KJJBM5

我们可能认为血能赎罪，如上图所示，但这并不符合赎罪的

原意。然而，基督的生命(以血为象征)能够达到合一(与祂合一的

状态)，因为看到祂生活中体现出的爱向我们表明祂在我们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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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信任，从而使我们与祂和好。人类将这世界之光的源头

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实也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图画，相反，描绘的是

我们肉体本性的真相。它能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对自己的罪

有更深的理解，并确信自己有罪，这是完全悔改、完全赦免和完

全治愈所必需的。 

这债是祂从谁的路上撤去的呢？ 

通过在我们心中做这伟大的工作，耶稣把我们的债务“从路

上”撤去了。从谁的路上？请思考这些问题：你曾欠过某人无法

偿还的债吗？这影响到你和他们的关系了吗？当你看到他们的时

候，你有否故意逃避或至少回避有关那个债务的话题？  

没有十字架，我们所欠的债就会阻止我们就近天父。并非因

为天父会抓住我们的债不放或转离我们，而是因为每当遇见祂，

我们巨大的罪疚感就会浮现在我们面前。这债仍会在我们的路上

。我们会因对祂的负罪感而永远无法靠近祂。  

耶稣为拯救我们而死。祂为我们而钉在十字架上。为要赎我

们的罪，使我们摆脱罪债，祂就拿着我们的字据，象征性地把它

钉在了祂的十字架上。这就满足了我们心中对债务的概念，即这

债能阻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我们无需再害怕欠上帝

的债，而因此不能就近祂。相反，当陷入罪中时，我们应立即转

向上帝，提说一个诸如此类的应许： 

^G2Xì)��!;^0ubG2íî)��!,^

'*+M!1ïð^)!1ñò^b!1�!/0'ó

ôõö^H³ rJKJ¢BM5

 

 

洁净与赦免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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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约翰也在这节著名的经文中讲到了赦免： 

!"#$%&'()*+,-.'),/0')123

4!"'()CD!"EF'G056IE5JKLBM5

约翰在这里说的不是发生在上帝心中的赦免。我们不能认为

罪人在认罪之前，上帝的心对他们是关闭的。许多人都相信并教

导这个关于上帝的谎言。在我们迈出和好的第一步之前，祂不会

和我们保持距离。在我们尚未想到要承认任何事情之前，上帝那

温柔的心就已赦免了我们。这节经文指的是除去我们的负罪感，

然后进一步除去罪和不义；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心里，而非祂心里。

因此，这里使用的词语是 aphiemi。 

请注意这节经文本身是在说：“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

种赦免仍是以上帝在我们心中所做的洁净工作为中心。我们认识

到需要除掉这内疚与羞耻，便选择让上帝为我们如此行。赦免与

洁净都发生在我们心中，上帝不会干涉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唯有

我们允许，祂才会做这工作。  

赦罪 

与“赦免”这个话题密切相关的还有另一个词语。“赎罪”

一词由希腊名词 aphesis(斯特朗辞典中的 G859)翻译而来，源于动

词 aphiemi。请注意，在下面这节经文中，赦免显然是接受的，而

非给予的： 

+xî¦��9È÷Ì��ø-�'°1��'ù¡ñ

3(�6ú J¢KrABM5

被赦免之人对上帝赦免的相信，使他得以从罪中解脱出来，

而非这种相信使上帝赦免了他。上帝已经赦免了他，而是否相信

这一点，并从罪疚感中得到心灵的释放就取决于我们。 

这节经文中也使用了同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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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ûÇy)uüýþC)ÿ»¼'C5)ç(¡35

¤aphesis¥HC JKr�M5

洗礼不仅仅是用水洗净皮肤表面。洗礼是为了帮助我们认同

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这就是圣经中的洗礼要领受洗礼的人完

全浸入水中的原因，就好像我们死了(死)，被葬在水中(埋葬)，

又从水里复活(复活)。这是向自我死去并在基督里重获新生的美

妙象征。 

¨!¬"Ä'C5)#u§§�Ävw$<¦%¢^"b

¨C5�Gu£`a67'&')�[u*+(Æ¯÷

)'ælHmÆ AKcJBM 

罪人的解脱是意识到上帝不会抓住我们的罪不放，意识到祂

真地赦免了我们。我们开始明白，耶稣的死并非一种平息神怒的

方式，不是为了付上上帝所要求的法律上的惩罚，而是为了表明

上帝对我们的爱。钦定版将此(彼前 3:21)称之为“在上帝面前有

无亏的良心。” 

赦罪是有条件的吗？ 

似乎赦免仍有附加条件，如这些经文所暗示的： 

��¨,!*I'ä)�%°+©Ç)ç(¡3HÐ

c@Kc?BM5

,§Ç�)ø/~G%[,�ä D'b#G+ä)(

ÊG¡34y56Ç LKccBM 

听起来需要献祭、血和死。然而，就连这点也被大大误解了。

请思考下列经文： 

-/�5/)^G./b^ðQ³0!'12M3-�

ê(-4^¬2H� r¢K@B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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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Ì)¦;¯=>É"H� ´KccBM5

ø-?××@§Z}*+)A�ã*Ez'-/)¨-

/�G�`(HÇ J¢KJJ�M 

有许多其他经文表明，上帝不需要祭物来赦免我们。但祂却

让人献祭，因为我们需要借此明白自己已蒙赦免。人类需要一个

看得见的象征来帮助他伸出信心之手。圣经中有许多上帝满足人

需要9的例证。   

我们的本性由于犯罪而来的对上帝的惧怕而变得如此堕落，

以至我们认为在得蒙赦免之前，献祭是必须的。古代异教文化中

所盛行的各种形式的献祭(寻求赦免的保证)就证明了这点。上帝

单单对我们说我们已蒙赦免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些看得见的

表现来使之更为真实。  

在上帝赦免罪恶之前，从不需要看到血与死亡。 

  

 
9 https://characterofgod.org/love-allows-for-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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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圣经中的赦免：一些例证 

让我们来看一些故事和实例，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中

的赦免，以及上帝是如何试图教导我们赦免的。 

亚伯兰 

感到需要献祭的一个很好例证就是亚伯兰。上帝告诉亚伯兰(

在《创世记》第十七章中更名为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像星星一

样多，亚伯兰就“……信耶和华……”(创 15:6)，没有要求任何

预兆，上帝也没有给他任何兆头(作为证据)。但当上帝要把那地

赐给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却有所不同，他通过祈求上帝给他一个

征兆而表达出了他的怀疑: 

���yËÉÌ��!,���)Bº^©yCD�'

EF)�2¿¨�^�GM�?5H�IÌ��á��

�Ò)!B�îï1¡¨��Gýþ�HJ JqK´|?BM 

由于亚伯兰对那应许缺乏信心，不能单纯地去相信上帝的话

，便就求上帝给他一个看得见的征兆来帮助他相信。作为回应，

上帝让他献动物为祭，并根据当时的文化习俗将它们分成两半： 

ÉÌ��^�!KE��L'�M)E��L'�NO)

E��L'/PO)E�QR)E�STM�J¢5H�

IÊKy¨UÇ)VzW³)XVòY)EYË§EY

�Z5)�¯[;¯W³MJJ5¯\[�Ç)]uÝ8

^'6*)H�IÊãI_`yMJc5�{s]'¥¦)

H�Iaa'byb��¯í°'Öcd]uÉe*

HJ JqKL|JcBM5

是谁要求的这个仪式，上帝还是亚伯兰？我们看到上帝无条

件地应许了亚伯兰，不需要任何仪式，但亚伯兰不信。他需要一

些东西来帮助他相信，上帝便迁就了他。从上帝说祂不喜欢祭祀

这句话以及这个仪式的结果“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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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本不是上帝的旨意。那恐惧和黑暗并非从上帝而来。

虽然这里的问题是上帝应许的土地，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赦免

上——人需要上帝赦免的保证，上帝便仁慈地给予了他们。 

献祭制度 

上帝本着祂不可思议的智慧，既能满足亚伯兰和后来以色列

人的需要，同时又能教导真理的伟大原则。通过摩西赐下的圣所

献祭制度，为要向人保证他们可得赦免，即使： 

/M�NO'ä)&G�`(6Ç J¢KrBM 

    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经文中看到，上帝不喜欢祭祀。是人

认为有罪就需要有死亡。因此，上帝本着祂的怜悯就建立了一个

献祭制度来迁就人的误解，以让人相信他已蒙赦免。圣所崇祀是

上帝赐给摩西、

让以色列国处理

罪、使他们感觉

自己与上帝很亲

近(实际上，上

帝在过去和现在

都离我们很近，

但不信使我们觉

得祂很遥远)的

制度。 

圣所崇祀是

用来教导属灵真

理、给罪人和国家带来赦免的一种看得见的媒介。不幸的是，就

像许多其他上帝与我们互动的例子一样，它很快也被误解，而成

为了一种空洞的仪式。虽然我们不会去深入探讨圣所崇祀的细节

，但这里的要点是：圣所崇祀的存在乃是要用来教导一个更伟大

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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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一些其他即使在最需要饶恕的时候，上帝也很难让

人相信祂赦免的例子——这种难不是因为祂的有限，而是因为人

的局限。 

亚当 

当上帝来到伊甸园中见亚当夏娃时，他们对上帝呼召的回应

是隐藏： 

!uf=gÈ^'hi)!ÊXìb��!jek7)

!:lyHJ AKJ¢�M5

亚当担心赤身露体是因为他没有穿衣服，还是因为他的罪被

暴露了？身体的赤裸似乎并非问题所在： 

\¥mn�°jek7)YGYoHJ cKcqBM 

似乎亚当所担心的暴露并不是身体上的裸露。请注意上帝的

回应： 

ÑÑpqr^jek7ýþÑÑHJ5AKJJBM5

实质上，上帝是在说：“我没有告诉你你赤身露体；我不是

要指出来或定你的罪；我不想让你羞耻、尴尬。” 

但亚当从未祈求过饶恕。上帝愿意赦免他，但亚当不愿意接

受，也不愿相信上帝，因为亚当接受了撒但的谎言，便在恐惧中

躲避天父。这就是其余人类所继承的——对上帝的惧怕，相信上

帝需要被安抚。 

该隐 

许多人象该隐一样说： 

!'s±HÐN��(t�Ðj)Õª!¬�\'HÐ

N��G�è34�HJ rKJA)���uvÏ�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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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些类似的版本： 

wxË*+Ì��!'(ÐÖ)Ë!ÇÌ÷�è34�

HJ rKJA75yz{|õ}LM~�B5

wxË���Ì��!'(Ðj)÷�è34�5

HJ rKJA75�~�I� �����BM5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上帝不能赦免，而是该隐不能接

受，也许是因为他不相信上帝那么怜悯的。虽然良心的谴责是为

要驱使我们到上帝那里接受赦免的保证和关系的恢复，但许多人

却容许它驱使他们灰心和绝望，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误解了上帝慈

爱和永远施恩的品格——他们不相信上帝会白白地赦免。 

雅各 

雅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罪而内疚，尤其是欺骗父亲和其他欺

骗行为(“雅各”一名的意思是“取代者”，即雅各通过欺骗所做

的事)。他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他遇见哥哥以扫的前一晚： 

���W�E°M¯EÁ°Ç�É��)�Ã�ÄMc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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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里所描述的是身体上的角力，但更重要的是，雅各迫

切需要得到赦免之祝福的保证。当他最终得到赦免之时，还通过

改名而得到了一个附加的保证： 

Ý°Ì��^'ùG2�ÞW�)2Þd�5b��^

;*+;°�ø)[¡y��HJ AcKc?�M5

他固然没有在身体的角力上得胜(25 节)，却在自己心里得了

胜，得到了他所渴望的饶恕，并卸下了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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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耶稣复临前艰难的时日中，有一段与雅各的经历相似

的特定时间或环境，那时，人们会在为预备主复临而寻求赦免的

保证。这段经历甚至被称为“雅各遭难的时候”： 

u��Ý��Ö)÷�C�b¨,W�µ�'¥¦)K

É1è¢©ÇH� A¢K´�M5

我们若确信上帝是满有恩慈的，不会定我们的罪，我们已蒙

赦免，那么将来的经历(甚至今日的生活)似乎就会容易得多了。

理解赦免我们的罪是如何运作的会让我们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行淫时被抓的妇人 

让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中行淫时被抓妇人的故事。

耶稣对控告她的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

头打她”(第 8 节)之后，便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许多人认为，祂所

写的是让他们想起自己的罪，从而定自己罪的罪行。由于害怕自己

被定罪，控告者便一个一个地溜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耶稣问她： 

�ÑÑ�°)ÝU°uûxýþ;¯°�^'(1þ�

JJ5�Ì��áÒ);¯M��ÄÌ��!¦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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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类彰显上帝品格的耶稣，通过与那个淫妇和控告她的人相

遇，向我们表明上帝对罪人的态度乃是简单而完全的爱和赦免。我

们可能感觉不到祂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但信心不是感觉。我们要做

的就是相信上帝爱我们，无论我们的罪孽有多么深重，祂都已饶恕

了我们。无论我们感觉它是否是真的，我们都必须这样相信。相信

与我们的感觉直接相反的上帝不变的爱，是一场与自我的斗争。这

是信心之战。试想这个妇人：她认罪了吗？没有。她知道耶稣是救

主吗？不知道。但耶稣仍赦免了她，而没有定她的罪。 

从上述例证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困难决不是去饶恕。挑战通

常是说服人相信自己已蒙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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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圣经中的赦免：表明上帝的心 

既已认识到赦免是一桩双方的交易，就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

上帝心中发生了什么——在上帝的情感层面上——以及上帝如何

看待我们这些罪人。请再思考：  

*+�½°)ì¾¿�'ÀG¿�É")ÞEF-�

')G¾�Á)Â¡�GHI AKJ@�M5

我们看到在上帝赐下儿子为我们而死之前，爱罪人的心就已

存在于上帝心中。这赦免并非源于十字架；在耶稣牺牲之前，它

已在那里。上帝对我们的爱若不先存在，十字架事件就决不会发

生。是因上帝对世人的爱，祂才把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许多人相信，若没有十字架，上帝心中对人的恶意就

会一直存在。许多人教导说，正是通过十字架，上帝才平息了对

人的敌意或恶念。然而，十字架并没有改变上帝对我们的态度；

反而表明了上帝对人发自内心的情感，是早在十字架事件发生之

前就已存在的感情。十字架对我们深切悔改并相信自己已蒙赦免

是很必要的。 

当上帝不定你的罪时，也请勿定自己的罪 

请留意另一段讲述上帝赦免的经文： 

]nÊîï!",���')Yå!"'lu*+(Æ

Cd:�Mc¢5!"'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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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原生词“信心”通常被翻译为“坦然无惧”。唯有我

们的心(良心)不责备自己时，我们才能坦然无惧。我们的良心若

不责备我们，我们就会在上帝面前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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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与上帝的紧密联系取决于我们有一颗无愧的良心。 

我们都有过做错事后内心深处不安的经历，不是吗？上帝的

灵使我们知罪(约 16:8)，但这只是为了要赐给我们恩典并医治我

们(罗 5:20)，我们不应认为让我们知罪就是上帝定我们罪的意思

。使徒约翰提醒我们，当我们良心不安，在内疚感的重压下挣扎

时，我们不要认为这定罪来自上帝。上帝比我们的心大。尽管我

们的心（良心）可能会责备我们，但祂那赦免与爱的灵却已经在

努力把我们从罪的后果中挽回过来。以下是约一 3:19-21 的重述： 

n«¼¬'G<Ê,*+�'®�èjÉu!"l*

'÷Î)¯y¨«$¯)°ç!"±²ÃG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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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l#ðèÛÂ)G�°�!")!"ÊC

dG�¤ì*+yHIE AKJL|cJ)Ã�8ÄOPQ �M 

 

 

然而，唯有当我们理解祂对我们的态度，当然，我们也有战

胜罪的愿望时，我们的心中才会有平安。祂允许我们犯错误，因

祂已经为我们做了预备。很久以前，我学会了一个帮助自己度过

一生的小窍门。或你也学过。这个窍门是：当你做错事，做了错

误决定，或真地搞砸了大事时，不要在情感上打击自己。我们是

人；我们会犯错误。你可能会因为错误而承受一些后果，但是要

承认你的错误，承认你并不完美，并以任何需要的方式去改正它

，然后继续你的生活。 

即或我们自觉有罪，也能在祂面前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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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上帝希望我们这样做；祂不想让我们背负重担。祂已经赦

免了我们，祂也希望我们能原谅自己和他人。  

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为他们年少无知时所犯的错误而沮丧一

辈子吗？或当他们觉得没有达到自己预设的成功标准时，希望他

们一直萎靡不振吗？耶稣想让彼得因为不认主而永远处于绝望之

中吗？不！照样，上帝要我们知道：祂不仅像我们爱自己的孩子

一样爱我们，而且还能在我们软弱的之处使我们刚强。因此，上

帝对保罗说： 

!'e<Å^�')��!'�ø,u°'º»*Ã¡

Æ�HbÇ JcKL�M5

从 Charizomai到 Aphiemi  

请思考这节经文中的逻辑：  

ÈGt34É):ÉÉ)4¡É«ÊÐÕ)ì¾aËy

HbÇ cK´�M5

你若原谅了某人，那原谅是发生在你心中的，对吧？无论它

是否能影响到被饶恕者的心，它都必须发生在你心里，让你去原

谅他们。你能安慰一个你还在生他气的人吗？不能，你必须要先

饶恕（charizomai）。你必须从心里饶恕。这样，你才能给他所需

要的安慰，使他不致“忧愁太过。”这种从被饶恕者心中去除内

疚的行为就是 aphiemi——接受赦免。照样，还是两个阶段。 

理解的测试 

这里有一个小测验，看看你是否能区分这个过程的两部分。

请看这节经文： 

^"34p)!¦34pM!#¯¬34'),uvw

(Æ�^"34'HbÇ cKJ¢)Ì7�9çÍÎ�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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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的第二个“赦免”（斜体）是翻译者加上去的，因

为这里说“我也”，很显然在暗示：“我在做同样的事情。” 

问题是：“你们赦免谁”中的“赦免”是哪个赦免？是

charizomai (给予的赦免)还是 aphiemi (接受的赦免)？它是发生在

饶恕者心中的赦免还是发生在被饶恕者心中的赦免？ 

如果你选择了“charizomai”，也就是在饶恕者一方的赦免，

那么你就选对了。你很可能会那么回答，因为这里说：“你们赦

免”——保罗在让他的听众饶恕。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原因。  

如果你(饶恕者)原谅了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被饶恕者)，

而这种饶恕是 aphiemi，那么在被饶恕者心中会发生什么？内疚和

羞耻会被除去；这实际上是在说对被饶恕者的影响。那么，在这

节经文里说话的保罗(说“我也赦免”)，或者其他什么人，能来

除掉那同样的内疚和羞耻吗？不能，因为它已经不在了。你无法

消除已经消失了的东西(内疚和羞愧)。然而，保罗可以在心里

（对罪人没有反感）与他的收信人一同有饶恕（charizomai）。 

上帝心中有赦免，祂想让我们知道。耶稣说： 

^"lxG2«ÊÑÑ!Ï�9:�^"Ñ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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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这句话，是在彼得鲁莽地宣称自己不会否认基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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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圣经中的赦免：为之祷告 

到现在为止，我希望你能理解祈求罪得赦免的祷告究竟是在

祷告什么。祷告的第一部分是认罪。认罪悔改包括意识到你已犯

罪，远离并离弃罪。 

ÐÑ%&(Õ')1GÒ0bÓ$²¸(Õ')1ñj

¨HÔ c?KJA�M5

当你不再犯罪时，就不会有罪恶感和羞愧了，因为导致这一

切的罪已经消失。内疚和羞愧是错误行为的自然结果。停止任何

导致内疚和羞耻的行为，内疚和羞耻就会停止。这听起来很简单

，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会是挑战。然而，圣经应许祂会帮助

我们： 

^G2Xì)��!;^0ubG2í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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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就是爱(约一 4:8)，祂不会改变(玛 3:6)。因此，祂所做

的一切都符合祂的本性，包括永远赦免(charizomai)。祂所做的尽

都是爱，但爱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我们若不允许祂带

走罪恶感和羞耻感，那么从罪恶感和羞耻感中释放出来的赦免

(aphiemi)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然而，在祂心中，祂仍然爱我

们，饶恕我们，终将为那些坚持不接受赦免的人做祂所能做的最

有爱的事。 

作为尊重自由意志的一位，祂将任凭此种人遭受他们选择的后果

，这后果是祂本希望能使他们认识到罪的灾难性后果并悔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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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终，不断拒绝离弃罪恶将造成与上帝——生命的源头—

—永远分离的后果。 

双方交易的扩展 

我在开篇提到过，赦免是一桩双方的交易，一方是饶恕者，

另一方是被饶恕者。我想再澄清一下。虽然涉及到双方，但这两

个过程比乍一看要更为独立一些。 

你期望祈求赦罪的祷告会有何结果？我们需要认识到，无论

我们是否接受，是否知道，甚至是否想要，上帝在心里都已经赦

免了我们。祂的赦免 charizomai 并不取决于我们足够好，也不取决

于我们的悔改或认罪，甚至不取决于我们觉得自己是可恶的罪人

。祂继续爱我们，白白地赦免我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象祂以往

那样祝福我们(太 5:45)。祂迫切地想要你今天就转向祂，永远得

救。祂想要提高你的理解力，使你意识到祂对你的接纳和爱是何

等深。 

现在你既已明白了赦免，就应在祈求赦免时明智地求。不要

祈求上帝赦免（charizomai）你，因祂已经赦免了你。人们祷告说:

“上帝啊，求你，求求你了；求你赦免我。”他们苦苦哀求并承

诺:“亲爱的上帝啊，你要是能赦免我，我就不会再犯这个罪了。”

他们想在上帝身上看到改变。“上帝啊，求你饶恕（不要再生我

的气了）我，好吗？”你无需这样做，因祂已经赦免了你。不要

祈求赦免 charizomai，因为上帝在很久以前就已赦免了你。 

更为正确的求赦免的祷告可能包括(没有固定的公式)：承认

你犯了罪，赞美上帝的爱和饶恕，感谢祂带走了你的内疚和羞耻

——这就是你正在经历的赦免。为让这一切发生，你需要熟悉祂

的律法，感激祂的慈爱与饶恕，并需要停止犯罪。内疚和羞耻是

你错误行为的结果。故此，要停止那个罪行！你祷告的重点是要

认识到上帝是何等良善、恩慈，又饶恕人的上帝，并且一直都是，

以及你需要改变什么，而非祂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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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旨在保护人的律法被写在石版上表明了其永久性，但耶稣在地上写

下犯奸淫者（《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罪则表明上帝已准备好擦去它们。 

 我们若允许，上帝就会把祂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以代替

罪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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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中的困难在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有一

些我们正在做或一直抓住不放，却没有意识到是罪的罪。即使我

们不知道它们是罪，也许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或不认为它们

是罪，但它们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上帝愿意向我们显明这些罪

，但这对我们来说会很痛苦。当我们的生活经历使我们认识到自

己的罪时，我们不要因惧怕而转身离开。人们常认为无知是福，

但对罪恶来说并非如此。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一个罪时，我们要欢

喜，因为上帝的灵带领我们发现了它，其目的是让我们悔改，接

受赦免与新生活。 

�(Çy)Ê2Þ½°�(P�0P�Ú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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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耶稣相处的时间越多，我们就越会自知有罪。许多人

不喜欢这个过程，因此他们不再读经，或者不想与有坚固信仰的

人在一起。但这源于对上帝的错误理解。上帝不会强迫我们改变；

祂首先要我们想要改变。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时，我们可以求上

帝使我们更像那位我们越来越了解的耶稣。即或撒但或世人或任

何一个人说我们没有什么变化，也请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成圣，

在越来越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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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得医治、在律法上称义、充满上帝生命的关键是认识上帝

的儿子，洁净自己，像祂洁净一样。 

让我们祈求明白上帝的赦免，愿意毫无保留并感恩地领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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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上帝总会从心里饶恕你。祂的赦免是白白给你的，甚至在你

祈求之前就已经赐下了。祂不会一直对你怀恨在心，等你先做什

么。在上帝考虑爱我们之前，我们无需做任何有功之举。这不是

记录的问题，也不是去平衡这些记录册的问题，而是真正治愈心

灵的问题，这样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才能恢复，我们的罪恶倾向才

能被除去。 

你是祂的宝贝，祂从不会对你怀有任何负面想法，也决不会

定你的罪。这是一个奇妙的真理，会增加你对祂的爱。意识到祂

白白赐下的赦免(charizomai)和祂对你的真实看法会让你更容易接

受那白白赐下的赦免(aphiemi)以及随之而来的治愈和救恩。 

当对照我们的经验时，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了，尤其在想到

幼小孩子的慈爱父母时。当孩子做错事时，他们总是会原谅他们；

父母对他们的爱丝毫不会减少，也不会对他们怀恨在心。我们的

孩子帮助我们认识了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祂如何看待祂

的所有儿女。 

故此，请接受白白赐给你的赦免吧！学会视上帝为一位了不

起的父母。明白上帝的赦免岂不是一种祝福吗？我们要因祂白白

赐下的赦免和除去你的罪疚感而欢喜快乐！ 

最后，你认识的人中若有人正在为赦免而挣扎，请把这本小

册子分享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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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赦免的快报 

• 赦免是饶恕者——提供赦免的人——所给予的。 

• 赦免要由被饶恕者所接受。 

• 因此，赦免有双方，是一个双方的过程。 

 

• 给予的赦免和接受的赦免是两个不同的希腊词语。 

• 给予的赦免是从希腊词语 charizomai翻译而来。 

• 接受的赦免是从希腊词语 aphiemi翻译而来。 

 

• 上帝从不主动地亲自惩罚罪。 

• 所有的罪都有后果，这是罪的自然结果。 

• 罪行是有罪的，因为它能伤及我们和他人。 

 

• 上帝与我们的关系酷似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 上帝设计的每条律法都是为了祝福并保护我们。 

• 没有一条上帝的律法是专制的：“因为我是上帝，我就这么

说。” 

 

• 永远施恩的上帝会永远赦免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 

• 即或我们犯了很严重的罪，上帝对我们的爱也丝毫不会减少。 

• 上帝只想保护我们免受罪的伤害。 

 

本研究已给出了上述所有事实的证据。了解赦免是如何起作用

的，知道上帝总会赦免我们，能帮助我们卸下内疚与羞耻的重担。

接受上帝白白赐下的赦免，你就会体验到极大的平安与一颗清洁的

良心。愿这本小册子能大大地鼓励你去亲近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