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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课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欢迎来学习这一课，这是关于祷告之美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七课。 

 我们每天都违犯了上帝的诫命。我们每天都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

告说：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那显然指的是我们的罪将要得到赦免； 因为我们犯罪抵挡了上帝，所以

我们需要赦免，所有的罪都需要得到赦免； 圣经对此有非常清楚的阐述。《诗篇》第 14篇 1节

说：“没有一个人行善。”《罗马书》第 3 章 10 节重复了这一点：“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

有。”许多经文都向我们阐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是罪恶的人。《诗篇》第 130篇 3节说：“主耶

和华啊，你若究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旧约中所有关于献祭的律法，都是向我们指明了人的罪必须得到赦免的必要性。所以，施

洗约翰宣告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1:29）。主耶稣实现了旧约时代一

切献祭所预表的意义； 那时的人必须献祭是因为人犯罪抵挡了上帝。那是人的主要问题：罪。

那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问题。罪总是活着，但罪却把我们引向死亡和愁苦。 

所以，罪这棵树上每天都结出新的苦果。因此，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

我们每日都蒙召要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每日都要在祂面前承认自己的败坏。我们本

身是属血气的，被卖给罪了的。所以，全能而圣洁的上帝仍然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是一个

神迹。因此，我们蒙召要真正谦卑己身，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非常具体。我们应当提到自己所犯的具体的罪。我们必须在上帝面

前承认我们每日实际所犯的罪， 比如我们所说的不该说的话， 我们对待妻子、孩子或丈夫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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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罪恶的。 

所以，我们也应当承认自己生来就有邪恶的倾向。我们应当承认自己因着在亚当里犯了罪，

生来就是败坏的。我们生命中的罪也是从那里开始的。现在我们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邻

舍。我们的悟性昏昧了，我们是盲目的，看不见上帝和祂的荣耀。确实，关乎上帝圣灵的事在

属血气的人看来是愚拙的，因为那些事必须用属灵的眼睛才能看明白。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意志是顽梗悖逆的，不愿顺服上帝的声音。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

恶（创 6:5），从小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喜爱属天之事，但我们却常常顾念这个世界的事，那些

事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很容易随从欺骗和虚妄。我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而且，我们

与生俱来的倾向是喜爱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我们甚至有可能在基督教会中长大，却在上帝面前没有正确的心；我们仍然不愿俯伏在主

面前，不愿降服于主，因此我们就像是种在主的园子里的树，但我们没有结果子。 我们不结果

子，应当被扔进火里。主在寻找果子，我们却只结出了坏果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罪恶的本性。这是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承认的事。当我们很具体地承认

自己的罪时， 同时也认识到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是多么必要，蒙主赦罪是多么有福。当我们经历

了罪得赦免，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时， 同时也应当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恩典来抵挡罪，使

我们不再犯这样的罪。  

 所以，人的生命中有一些重大问题会让人感到困扰：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邪恶。哦，如

果我们详细阐述这个主题，那么我们生命中有多少不可忽视的罪啊！但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专注

于探讨这个主题。我们多么缺乏耐心啊！哦，我们可能会爆发出不义的忿怒。我们可能会有贪

婪的心。我们渴望世上的事。我们里面可能会有骄傲。我们可能会对上帝的良善不知感恩。我

们可能会在患难中抱怨。我们可能会不信靠永生的上帝。我们可能会对邻舍很粗暴。我们可能

会对别人的需要漠然视之。我们可能会论断周围的人。我们可能在属灵方面很懒惰。于是会出

现灵命衰退、不冷不热的状况。谁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在审判那日都要

供出来。 所以，因着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话语，我们都要被定罪。 

 你们知道，罪从来不曾使人快乐。没有人因罪在自己生命中所带来的结果而欢喜。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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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是荣耀上帝。但如果我们不荣耀上帝，那是极大的愁苦。所以，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现

实，我们在圣经中反复看到这一点。主谴责了我们罪恶的本性。上帝甚至不得不控诉祂的百姓

以色列人，那是祂所养育的百姓。祂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赛

1:2）。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忧伤。这使得使徒保罗呻吟叹息说：“我真是苦啊！我所不愿意

的恶，我倒去作”（罗 7）。 

 所以，我们从圣经中读到，上帝的百姓常常承认他们的罪。是的，不仅未回转归主之人来

到上帝面前悔改， 而且上帝的百姓陷入罪中之后也要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看一看合上帝心意的

人大卫。 他在《撒母耳记下》第 24 章 10 节中承认：“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啊，求你除

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敬虔的祭司以斯拉在第 9 章 6 节中说：“我的上帝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上帝仰面，

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 

 我们听到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 9章 5节中说： “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 偏离你的

诫命典章。” 但以理并没有说“百姓犯罪作孽”或“我们的祖先犯罪作孽”，而是说“我们犯

罪作孽”。他把自己包括在内，而且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知道我们犯了罪。 

 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

（林前15:9）。虽然上帝赦免了他的那个罪，但他仍然记得自己曾经犯了那个罪。那让他有理由

谦卑己身。 

 请看一看《路加福音》第 15章，那个浪子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

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第 21 节）。当我们祈求罪得赦免时，我们可以这样做，是因着主

耶稣所成就的工作。《罗马书》第 3 章中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如今

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 3:23-24）。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 1 和 2 章中也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

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

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祂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若

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祂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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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壹 1:8-10；2:1-2）。 

 所以，圣经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的罪可以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赦免。因此，在祷告时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 

 你有可能仍然生活在基督之外，你还不是上帝的孩子，你还没有与上帝和好。上帝随时有

可能取走你今生的生命，而你却仍然处在你的罪中。 你在地狱的火坑之上，命悬一线；如果你

死去时还未与上帝和好，那么你必定会落入地狱之中。你需要悔改。你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需要圣灵上帝来使你知罪，吸引你，拯救你。你必须与基督联合。你必须在基督和祂的一切

祝福上有份。那样你才能得救和称义。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的罪就会被赦免。 

 当你被带领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时，你的罪就被赦免了。那时你就与基督联合了。你在上帝

面前被宣告为公义的。你是承受天堂的后嗣，现在永生已经在你里面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

前书》第 6章 11节中说：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

成圣、称义了。”这是奇妙的交换，是荣耀的祝福：上帝赐给了罪人新生命和真实的盼望。 

 所以，使徒在《以弗所书》第 1 章 6-7 节中欢欢喜喜地说：“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赐给

我们的。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 对上帝的孩子

来说，那是一个荣耀的现实。 

 那么主耶稣在此为什么教导祂的儿女每日也要祷告说“免我们的债”？相信主耶稣之人的

心，现在已经受到带领要寻求上帝。他们爱上帝。他们渴望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圣灵正在带

领他们过委身于上帝的生活。他们心中的状态已经改变了。他们里面有了新的性情。他们的罪

得赦免了。但是，主耶稣呼召他们每日要祷告说“免我们的债”。他们为什么还必须这样祷告？

因为上帝的儿女每天仍然犯罪。他们每天仍然违犯上帝的律法。他们甚至不能完全遵守上帝的

一条诫命。所以，他们需要向上帝承认他们仍然在犯罪。 

 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他们必须承认自己是谁，做了什么事。所以，他们必须求上

帝赦免他们每日的跌倒和绊脚。同时，要祈求上帝施恩帮助他们与罪争战，抵挡魔鬼和他的全

部辖制。 他们需要被带领进入献身于主的生活。 

 所以，他们每天都需要祷告祈求“免我们的债”。他们堕入罪中之后，需要重新与上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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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确的关系。 你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而言，主耶稣变得越来越宝贵。因为我们每

天都再次意识到，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的罪才能被赦免。我们每天都需要祂。 

 所以，求赦免的这个祈求，是有信心的灵魂的呼吸。它发自一颗深知自己的愁苦和罪恶的

心。 所以，他们的心变得温柔谦卑。他们变得信靠主耶稣。所以，我们今生一直要这样祷告，

直到我们的最后一息。然后这将变为永远赞美上帝，因为天堂中不再有罪。 

 另外，我们还要意识到罪得赦免完全是唯独因着主耶稣和祂完美的献祭才有可能。主耶稣

为祂所有百姓的罪还清了罪债。你知道主耶稣作为你的大祭司在上帝的右边为你代祷，对你来

说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现实啊！祂已经预备好为所有藉着祂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祷告。祂是一位

慈悲的、宝贵的大祭司，唯有祂既是祭物也是祭司。 祂是为我们的罪付上的全部赎价。 所以，

我们在基督里看到上帝喜爱怜恤，喜爱赐下赦罪之恩。  

 祂就是这样向摩西显明祂自己的。《出埃及记》第 34章 6-7节中说：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

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上帝赦免罪。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

书》第 55 章 7 节中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尼希米在第 9 章 17 节中写道：

“但你是乐意饶恕人的上帝。”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这是祂的属性，祂的愿望。但祂也是公

义的上帝。 

 罪得赦免，只有藉着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才能实现，并且祂邀请罪人来到祂面前。《以赛

亚书》第 1 章 18 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

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绝对不要说我们的罪恶太多、过犯太严重，不可能得

到赦免。我们可以把自己所有的罪都摆在上帝的宝座前。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 1 章 9 节中鼓励我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到这节经文中的顺序了吗？首先，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所以，如果你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就要承

认自己的罪。无论你的罪多么严重，都要承认自己的罪；上帝仍然愿意洁净你，救拔你。所以，

《诗篇》第 32 篇告诉我们：“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第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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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愿意赦免人的罪。 

 上帝也可能因人的罪而管教人。大卫一生中犯了可怕的罪，他的罪得到了赦免，但他仍然

因那些罪而受到了管教。上帝那样做是为了使人认识到罪的严重性， 从而逃离他们的罪，再也

不想犯那样的罪。 所以刀剑一直没有离开大卫的家， 因为他与拔示巴所犯的罪，因为他致使拔

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被害死了。但大卫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因此，在我们每日的失败中，在我们信仰生活的疏忽大意中，在我们所错失的一切机会中，

当我们浪费时间时，当我们忽视了圣经时，当我们放弃了个人的祷告时，当我们甚至为自己犯

罪找借口时，当我们听从了那诱惑人的时，当我们寻求自己的尊荣时，当我们看到自己每日的

活动都带着邪恶的阴影时， 当我们粗暴地对待别人时，当我们让圣灵担忧时，我们都必须祷告

说：“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诗 25:11）。 

 这必须是我们生命中每日的祈求：“免我们的债。”如果你忽视了这个祷告，你就会变得

骄傲自大。你将会变得刚硬和冷漠。你将会处在严重的灵命衰退状态之中。上帝将会向你掩面，

圣灵将会离开你。最终的结局可能是，那表明你心中从来不曾真正认识基督的恩典，你仍然在

自己的罪中。 

 所以“免我们的债”这个祈求唯有藉着基督在髑髅地所成就的工作才可能实现。哦，要以

在祂面前谦卑己身为乐。祂浇灌在你心中的爱将会约束你。在基督脚前，你将会有甜蜜的经历。

在那里你将会认识到救主是多么宝贵，祂竟然为你舍了自己。你将会融化在对祂的爱和敬拜之

中，因为祂赦免了你的罪，因为祂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和死去祂忍受了地狱般的痛苦，为的是

让你永远不会到那里去；祂被上帝离弃，为的是你永远不会被上帝离弃。这是祂的荣耀，祂的

良善。 

 那使弥迦在第 7章 18节中迸发出了这样的赞美：“上帝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

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当你认罪并且罪得赦免之后，这位大祭司让

新的喜乐流淌进入了你的生命之中。你的良心获得了自由，基督那蒙福的平安流淌进了你的心

里，你越来越爱你的救主，所以你每天都想要这样祈求：“免我们的债。” 

 所以，这个祈求是“免我们的债”。我们再次看到这里用的是复数形式。我们不可只为自



56 

 

己的罪忧虑，也必须为别人的罪忧虑。我们应当为自己的悲伤忧愁，也要为他们的罪悲伤忧愁。

我们也必须承认别人所犯的罪，乞求上帝介入他们的生命之中，唤醒他们，从而使他们认识到

自己的罪并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我们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我们也不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高等。不，我们必须乞求上帝赐恩在我们心中，以便我们能

够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罪恶。那样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罪恶，因为那样我们就认识到了自

己的心。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愿他们得救脱离他们的罪时，我们也会变得谦卑了。 

 约伯因自己儿女的罪而献上祷告。摩西不也曾为以色列人的罪得赦免而祷告吗？想一想尼

希米和但以理怎样为罪得赦免而祷告。所以，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我们为别人的罪祷

告，愿上帝赦免他们的罪。 

 但我们发现这个祈求后面还加上了别的内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上

帝呼召我们饶恕那些犯罪得罪我们的人。你知道，如果我们需要赦罪，祈求上帝饶恕我们向祂

所犯的罪，那么我们也必须愿意饶恕别人向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生命中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

况：我们看到别人向我们作恶了。那时我们的本性是想要复仇，我们会变得怒不可遏。但基督

的灵教导我们不要那样做。祂教导我们要谦卑和温柔。让我们要为苦待我们的人祷告。让我们

要寻求他们的福益。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6 章 14-15 节中解释了这样做的必要性：“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的罪，那么上帝也必定不会饶恕我们的罪。 

 在这整件事中，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向上帝所犯的罪比别人向我们所犯的罪要严重得多。

我们在此看到了真正的试验：我们是否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上帝赦罪，如

果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那么我们也愿意消除到我们这里来请求饶恕之人的罪咎负担。

那么我们就愿意饶恕他们。 

 如果你在自己的生命中真正认识了基督的恩典，你藉着祂的赦罪之爱活着，那么你就也会

饶恕别人。可悲的是，仍然有许多人对彼此怀恨在心。甚至在基督教会内也是如此。甚至在那

些宣告自己已经认识了上帝之恩典的人当中也是如此，人说自己靠恩典活着，人宣告自己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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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赦罪的怜悯活着， 但他对周围的人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怜悯之心。他自己身上没有表现出蒙恩

的记号，并不恩慈地对待别人。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绝对错误的。当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

甚至如保罗所说，是罪人中的罪魁， 那么你就会温柔谦卑地对待别人。 那么你就会说：“主啊，

我做了这么多恶抵挡你，我为自己感到羞愧。”那么你就会很快地饶恕别人向你所做的事。 

 你知道，倘若上帝审判你，你无法站立在祂的宝座前。你需要祂的恩典和怜悯。当你意识

到这一点时，你就会也愿意饶恕你的邻舍。上帝饶恕了我的罪，我也应当饶恕别人的罪。也请

想一想主耶稣是怎样祷告的：“赦免我们。”  

 主耶稣曾祷告祈求上帝赦免那些作恶抵挡祂的人。祂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祂献

上了这个祷告。倘若主耶稣那样做了，我们岂不更应当多多祷告吗？当上帝立刻赦罪时，我们

也应当祷告祈求上帝让我们立刻饶恕别人。愿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愿意饶恕别人。我们心中必须

真诚地愿意饶恕。 

当我们对冒犯我们的弟兄持不肯饶恕的态度时，我们不可能怀着清洁真诚的心来敬拜上帝。

所以，要祈求主的恩典来帮助治死我们可能怀有的忌恨，求主除去我们复仇的愿望。我们不必

自己复仇。倘若有人向你作恶了，上帝会看见的。 祂会为此复仇。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 12

章 19 节中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么你甚至会为那些伤害你的人感到难过，并且你能够饶恕他们，

因为倘若他们的罪没有在上帝面前得到赦免，那么他们将会受到刑罚，你会为他们感到难过。 

 如果我们不肯饶恕别人，心中一直怀着怨恨，那么上帝不会饶恕我们的罪。但也许有人伤

害了你，你如何能够消除怨恨呢？靠着仰望耶稣。你在那里看到上帝已经饶恕了你的什么罪，

以及祂怎样饶恕了作恶抵挡祂的人。那么祂也教导你在生活中怀着同样的心，同样的态度，以

便你能够发自内心地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