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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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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  《饶恕的自由》（#1694），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products/the-freedom-of-forgiveness-1694

lwf.org/products/the-school-of-prayer-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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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lwf.org/products/the-freedom-of-forgiveness-1694
https://www.lwf.org/products/the-school-of-prayer-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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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的自由
一位伟大的传道人曾经说过：“有一个罪给基督徒带来更
多的麻烦，并比任何东西都更遏制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大
能。 这个罪就是不饶恕。” 我同意！ 

当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时，他说： “免我们的债，如
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6:12）

在主祷文中，耶稣教导了饶恕的伟大原则。 “求神赦
免你的罪，” 他说：“然后把同样的恩典给予每一个得罪你
的人。” 

随后在马太福音6:14，耶稣应许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
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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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的力量
 
n 饶恕使人得自由

每当你饶恕一个伤害你的人，你便释放了一个囚犯。 而
这个囚犯就是你！ 

有两个囚禁人的灵魂大敌。 一个是内疚，另一个是
苦毒。 这世上有如此多的人在身、心、灵里被内疚和苦
毒完全击倒。 他们受其囚禁。 

但耶稣教导我们如何战胜内疚和苦毒。 “免我们的
债”（摆脱内疚），“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除去苦毒）。 
当我们得赦免时，我们就从内疚的囚禁中得自由。 当我
们饶恕他人时，我们就从苦毒的囚禁中得解放。 

没有什么比沉溺于内疚和苦毒会对我们的身心健
康造成更大的伤害。 因此神给我们最好的恩赐之一是
饶恕。 

n 饶恕取消所欠的债

想想这是何等巨大的真理啊。 罪使我们亏欠神。 我们受
造来爱神、侍奉神，但我们都没有。 结果，我们被带到天
堂的法庭，因我们永远无法赔偿的损失受诉。 

我们在负债人的监狱里被判终身监禁，获得自由的
唯一办法是得赦免。 哈利路亚！ 我们自由了！ “所以天



3

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
8:36）

随自由而来的是责任。 我们也必须饶恕。 
当我饶恕一个人时，我就取消了这人欠我的债。 饶

恕这个词的意思是“承受负担”。 如果我饶恕你，我就承
受了你债务的负担。 

比如，如果你欠我一千块钱，还不起，我可以说：“那
么 好吧，我免你的债。” 这一饶恕之举会要我付出一千
块钱。 饶恕的代价是昂贵的。 但请记住，救恩对你我来
说也许是免费的，但它使主耶稣付出了一切。 

n 饶恕是恩典之举
以弗所书1:7说:“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
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出于他丰富的恩典，主耶稣为我的赦免付出了。 
这就是我们将恩典定义为“神的丰富以基督的代价” 
的原因。 

神不会忽视我们的罪。 相反的，神亲自藉着主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付清了我们的债。 赦免从不忽视罪； 
而是支付另一个所无法偿还的债。 

当神赦免我们时，我们必须饶恕他人。 如果在得到
赦免以后不饶恕别人，我们就堵住了自己生命中得神赦
免的渠道，这渠道始终堵着，直到我们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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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要饶恕的迫切理由
 
由于冒犯总是触及到个人，而且往往伤得很深，有时，听
别人告诉我们要饶恕似乎是不够的。 我们肉体的公平感
呐喊：“我为什么要饶恕？” 我们受伤的自尊心寻求报复，
一种可怕的自以为是的灵会夺占我们的心灵。 

但无论是谁错待了我们——母亲、父亲、丈夫、妻
子、兄弟、姐妹、老板、雇员、牧师、邻居、或朋友——我们
都必须饶恕。 无论这人对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做了什
么，我们都必须饶恕。 

至少有四个让过去成为过去的好理由。 

n 展现神的恩典
我们应当饶恕，因为神如此情愿地饶恕了我们。 “并要以
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
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4:32）

神赐予我们恩典，因此我们必须以恩典相待。 
许多年前，传道人萨姆 · 琼斯（Same Jones）说：“我

很难饶恕人，直到我下定决心不再与谁失和，直到他待
我比我待耶稣更坏。” 

朋友，我们把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必
须以恩典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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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从内疚中得释放
当我们不饶恕时，我们承担内疚！ 

比如，你有没有想过，以主祷文祷告有多危险？ 我
们实际是在求神以我们饶恕别人的方式来饶恕我们。 
如果我们不饶恕，那么我们已经求神以同样的方式来对
待我们。 

“好吧，” 有人可能会说：“我饶恕她，但我不再跟她
往来。” 

然后神说：“好吧，我赦免你，但我不再跟你往来。” 
或者我们说：“好吧，我饶恕，但我忘不了。” 
因此神说：“好吧，我赦免你，但我不会忘记你对我

所做的。” 
这实在行不通，是不是？ 我们对别人的不饶恕关闭

了神对我们的饶恕。 换句话说，一个不饶恕的灵在神的
眼里是不可饶恕的。 一个不饶恕的人拆毁了自己所必
行的桥梁。 

n 避免悲伤
要饶恕的第三个迫切理由是避免个人的伤害和痛苦。 
一个不饶恕的灵使我们受捆绑。 

当我们肉体的正义感呐喊：“我不会让他们逃脱
的！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结果我们因不饶恕把自己跟
他们绑在一起了。 

或者有人可能会说：“我要扯平。 然后我会饶恕。” 
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们扯平时，我们降低到冒犯者所
处的位置； 当我们饶恕时，我们把冒犯者提升到我们所
处的位置。 

此外，当我们拒绝饶恕、任由苦毒继续存在时，它会
慢慢地、但必定会变成恨。 你知道，这会对你造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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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苦毒和仇恨是你身体中损害你的酸。 这是慢性自
杀。 它带来无可估量的悲伤。

n 赢得朋友
当我们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时，我们不仅摆脱了会摧毁
我们的怨恨和苦毒，我们还赢得了一个弟兄。 

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
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你便
得了你的弟兄。”（马太福音18:15）

还有，耶稣在马太福音5:24中教导说：“就把礼物
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根据耶稣所说，弟兄是可贵的——可贵得不能失去！ 
当弟兄姐妹彼此不饶恕时，这使父亲蒙羞。 当我的

孩子们彼此不相爱时，我感到羞愧。 
当主里的弟兄姐妹彼此怀怨、怀苦毒时，便是天父

的耻辱。 
此外，它还使圣徒泄气。 没有什么比不饶恕的灵更

快地伤害到教会。 
这也使不信的人感到厌恶。 未得救的人很快就能

看到家庭有裂痕、 教会有裂痕、 团契有分裂。 其中很多
人未得救的原因是我们心里和生命中的罪，不饶恕的
罪。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罗马书
2:24）

最后，不饶恕令魔鬼高兴。 撒旦比谁都更喜欢看到
基督徒因不饶恕的灵受捆绑。 诗篇133:1说：“看哪，弟
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箴言6:19告诫我们，神所恨恶的六样之一是：“…
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 耶稣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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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
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
差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
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
爱我一样。（约翰福音17:21-23）

因此，当我们让苦毒与不饶恕分裂我们时，我们在向
世人宣布，神没有差他的儿子，他没有像爱他儿子一样地
爱他的子民。 而这，朋友，简直就是亵渎。 
       “但得罪我的是不信的人，” 有人说：“不是弟兄姐
妹。” 那我们就更应该怜悯他，因为他是瞎眼的，没有我
们所有的恩典和力量。 一个不信的人已经失丧了，在去
地狱的路上，不需要一个基督徒来把他推得更远。 他需
要我们的爱。 

我们所饶恕的人，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不只是伤
害我们的人，他是需要我们的人。 恩典是给别人他们所
需要的，而不是所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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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的三个昂贵要求
 
让我重复一遍。 饶恕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 当我们饶恕
欠我们的人时，我们付出。 但因为耶稣付出最多，他是
我们的榜样。 

n 无价地饶恕
耶稣说：“…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马太
福音10:8后）但有些人只在报复之后才饶恕。 他们被得罪
了，他们要对方知道。 他们要他知道他们伤得有多重。 

因此他们批评、斥责、谩骂、冷战。 他们力尽一切地
使那人像热灰上的蠕虫一样辗转不宁。 最后，在得到了
他们的“一磅肉” 之后，他们说：“我饶恕你。” 那得饶恕
的人想说：“不必了，我已经付出代价了。” 

无价地饶恕意味着快快地饶恕。 我们若不赶紧饶恕
的话，苦毒会很快感染我们的伤口，使它们更难愈合。 

再次，耶稣在十字架的痛苦中给我们树立了快快饶
恕的榜样：“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
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

圣经教导说，我们应该如此渴望饶恕弟兄或姐妹，
以致于去找他或她。 

我们在前面读到，耶稣要被冒犯的人去，而不是冒
犯的（见马太福音18:15）。 读马太福音5:23-25，你会看
到同样的原则。 耶稣说：

Forgive Fre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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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
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
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
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斜体是我的）

即使是他的错也是一样。 神说，采取主动是我们的
责任。 这难道不是神在伊甸园所做的吗？ 亚当和夏娃得
罪了神，圣经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
里？’”（创世记3:9）

这不是侦探的声音，而是出于一颗破碎的心。 
是亚当的错，但神去到亚当那里——就像在浪子的

比喻中父亲奔向儿子一样（请读路加福音15:11-32的整
个故事）。 

饶恕的最大障碍之一是骄傲。 当有人请求我们饶恕
时，骄傲说：“哦，别担心。 没事。 没关系。”

这不是饶恕。 事实是，冒犯确实有关系。 我们受伤
了，但我们不希望那人知道。 

饶恕并非礼节或宽宏大量。 也不是高姿态，不当回
事，或是装得好像真的没关系。 

当我们到神面前来求赦免时，神绝不会说：“哦，
别担心。” 神对我们的道歉不感兴趣； 神感兴趣的是公
义。 神在乎罪； 罪夺去了他独生子宝贵的生命。 

当我们冒犯时，我们也有可能骄傲。 我们若去说： “我
若是错待了你，我很抱歉。” 这无非是骄傲。 为什么？ 因
为我们在道歉前加了“若”。 

首先，如果我们冒犯了谁，我们便做错了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 关键是，有人因我们所说的或所
做的受了伤，需要通过饶恕得自由。 

n 彻底地饶恕
饶恕不只是忘记。 不要对请求饶恕的人说：“没关系，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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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吧。” 首先，从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来说，他忘不掉，你
也不能。 忘记是饶恕的结果，而不是方法。 

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
恶。”（耶利米书31:34后） 这意味着罪已得赦免，不会再
被提起。 

当神赦免时，神不再记念。 这并不意味着神在知性
上忘记了。 神永远不会得知什么或忘记什么。 神若是
在不再记得的意义上忘记的话，神会是变了。 但神不会
变，仍然是无所不知的。 

当圣经说神不再记念我们的罪恶时，这意味着神不
再问我们的罪。 神不积怨。 诗篇103:8-12说：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
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
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
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
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
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这比好消息还好。 这是极好的消息！ 
无价、完全、彻底饶恕的代价是昂贵的。 也许，我们

是否真正饶恕的最大考验是我们是否再提过犯。 
我们要小心，不要成为那把办公室文件细细归档的

商人。 一天，他秘书进来说：“先生，我们需要清理这些文
件。 这里有好些我们需要理出来粉碎掉。”

“我想你是对的，” 他说：“我们不可能一直保存所有
这些。 好吧，把这些文件都清理掉，但首先确保每件都
复印一份。”

这是不是我们有时所做的？ 我们说是要清理记忆
档案，但实在没有真正地按神所要求的去忘掉。 

当弟兄再次冒犯我们时，我们抽出一份“过犯” 清单
的副本，激动地当着他的面读。 但我们必须彻底地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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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完全地饶恕
饶恕是枚双面硬币。 首先，神为我做什么（赦免我的罪）。 
然后，他通过我做什么（教我饶恕他人，不计代价）。 

如果你曾饶恕过伤你很深的人，你就知道饶恕的代
价有多高。 冒犯越大，饶恕的代价也越高。 

当你想到耶稣在十字架的痛苦和流血中受煎熬时，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罪对神是多大的冒犯。 

希伯来书12:2告诉我们：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
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
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我们所得的赦免使耶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为
世人的罪付出了代价。 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轻看羞
辱。 为什么？ “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神的化身说：“这是值得的。 我会为看到爱主音·罗
杰斯得救的喜悦流血。 我会为看到（放你的名字）得救的
喜悦流血。”  

饶恕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是值得的。 
你说：“好，牧师，这是耶稣，但我做不到。 如果你知

道那强奸我女儿的人…如果你知道我丈夫是如何挥霍
了我们的一切，现在又跟另一个女的跑…如果你知道我
老板对我做了什么…你会明白。 我实在不能饶恕。”

你说得对。 你不能。 但在你里面的神能。 耶稣
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
19:26，斜体是我的）让我告诉你怎么做。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
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
的工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
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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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没有说要为自己的救恩做工，而是说要活出
来。 为什么？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
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13）

神自己在你里面做两件事。 神给你愿望，神给你动
力。 以说“神啊，请你帮助我，藉着我来爱这个人” 来开
始活出救恩。 神完美、超自然的爱会开始流出。 

十八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写道：“凡人皆有过，宽恕唯有神。” 他的小箴言与
神所说的一致。 我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
了我们一样。 

二战期间，考瑞·坦布（Corrie ten Boom）和家人在
荷兰隐藏了一些逃离纳粹的犹太人。 结果她一家被捕。 
考瑞和姐姐被带到了一个叫乌鸦溪的集中营，在那里受
到了纳粹兵的摧残。 

这些年轻的女子为去虱子而被迫光身淋浴，那些纳
粹兵睨视她们——用眼睛强奸她们。 

考瑞的姐姐死在了乌鸦溪。 但考瑞幸存了，作为基
督宝贵的见证人度过了余生。 

战争结束后，考瑞在与一些人分享饶恕的真理。 
讲话结束时，一个人微笑着向她走来。 她认识那张脸。 
她永远也忘不了。 正是那个最残忍、最邪恶、最猥亵的纳
粹兵。 脸是同一张脸，但有所不同，因为这人现在属耶稣
了。 

“考瑞，” 他说：“我求你饶恕我。” 然后他伸出手来。 
“我僵住了，” 考瑞回忆到：“一股寒气袭过我，当我看

到这个我所知为邪恶反照的人时，我知道我没有能力饶
恕他，我不想饶恕他。”

“我呼出一个祷告说：‘噢，神啊，帮助我饶恕。’作为
顺服之举，我伸出手去，当他的手碰到我的手时，爱的暖
流开始从我里面流过。 我发现，神的恩典是足够的。”

她是如何做到的？ 是考瑞的力量吗？ 是看到他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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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悦吗？ 不。 是神在她心里运行，立志行事为要成就
他的美意。 

n 悔改的问题
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显然，这个前纳粹兵已经悔
罪，并把自己交给了基督。 但对那些继续得罪我们的
人，该怎么办呢？ 当他们还在谣传、欺骗、背叛我们时，我
们还应该饶恕他们吗？ 

不以同样的方式。 我们要为他们储存饶恕。 让我解
释。 为要得到饶恕，就必须有悔改。 没有悔改，神也不会
赦免你和我。 没有悔改，我们也不能饶恕他人。 路加福
音17:3-4说：

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
他； 他若懊悔，就饶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
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
恕他。 

说到此，“劝戒” 这个词的意思不是骂他。 意思是告
诉他，他做错了，他若悔改，就饶恕他。 

如果他拒绝悔改呢？ 如果他认为不需要饶恕，你怎
么办？ 你照神所做的去做。 你从心里饶恕他。 你为他储
存饶恕。 

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为所有的人死——
那会悔改的和不会悔改的。 在神的心里，是要赦免所
有的人。 所以对不悔改的弟兄，或认为不需要饶恕的姐
妹，在我们心里仍然必须有饶恕，储存着，准备让他们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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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的三个必定结果
 
饶恕的第一个结果是自由。 你会让一个囚犯得自由，然
后意识到，这个囚犯就是你！ 你会脱钩，摆脱不饶恕的
负担，清空有腐蚀性的苦毒之酸。 

如果冒犯你的人接受了你的饶恕，便会有和好。 赢
得一个弟兄是可贵的。 

最后，将会有复兴。 你知道什么是复兴吗？ 这不只
是与神和好。 复兴是拆除隔绝我们的墙，彼此和好。 

但要知道，朋友，只有当我们首先接受了神藉着耶
稣基督的流血所带给我们的赦免，我们才可能有饶恕
他人的灵。 这一切都从我们自己的悔改和救恩开始。 

你认识主耶稣吗？ 你有没有接受他对你罪的赦免？ 
如果没有的话，我鼓励你现在就做如同以下的祷告：

主耶稣，我得罪了你。 我无法偿还或弥补。 我
唯一的希望是你能赦免我，取消我的罪债。 我
不配，也挣不来。 请赦免我的罪。 感谢你为我
献出你宝贵的生命。 现在，我要把生命交给你。 
从现在起，我要为你而活。 请你在我里面做工，
使我余生立志行事成就你的美意。 阿们。 

如果你真诚地做了以上的祷告，请放心，神听到了，
并且已经回答了你。 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
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
6:37）我们在别处读到：



15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
柄，作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
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约翰福音1:12-13）

现在，你既已得赦免，就饶恕！ 你会从苦毒中得
自由。 你会与伤你的人和好。 还会有真正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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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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