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课 

社会需要必须得到满足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马太福音 6：12）  

 

本课是一篇庄重严肃的课文。我们为自己能饶恕他人

确定了很多条件！如果我们拒绝饶恕他人，我们真的会失

去神的饶恕吗？如果我们不忠心，神就不会信实地饶恕我

们吗？答案是，“不会，如果这些记载在圣经中的话语是

真实的。”这些话语当然是真实的！  
带着一颗不饶恕人的心祷告，却期待神回应这样的祷

告，这可能吗？我们可以真正地敬拜神，同时又恨我们的

弟兄吗？我们可以为我们不喜欢的人祷告吗？我们可以

敬拜创造全人类的主，又拒绝向其他种族、国家和部落的

所有人传福音吗？  
祷告和敬拜 ,确实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态度。请想一

想！作为人，我们有某些“社会”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如

果祷告不能帮助我们爱我们的邻居，那么，祷告和敬拜的

目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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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饶恕的条件  
祈求神的饶恕  
祈求饶恕的恩典  

平安的条件  
人的十字架  
基督的轭  

课文目的  

当你学完本课后，你应当能够：  
 认识到我们对他人的饶恕与神的饶恕有何关系。  
 说明“人的十字架”是什么，以及如何通过祷告和敬

拜来背负它。  

学习要领  

1. 再一次阅读本课开头所阐述的课程目的，看看你能否

完成课程目的中所提出的全部内容。  
2. 学习马太福音 6：14-15 和马太福音 11：28-30。  
3. 复习第二单元“敬拜的优先次序”中的自我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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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每篇课文中所列出来的关键词，看看你是否已经

掌握以前所不懂的词语的含义。  

关键词  

以国家为中心的  社会的  
以种族为中心的  以部落为中心的  

课文进程  

饶恕的条件  

目的 1、  按照耶稣在马太福音 6：14-15 中的阐述，叙述

饶恕的条件。  

在耶稣的教导中，饶恕与敬拜和祷告的关系是非常清

楚的。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提到了这种关系；在他祷告之

后，他也特别提到了这种关系。  
任何人都会爱他的朋友，大多数人都能够饶恕他们所

爱的人。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 6：14-15 中所说的饶恕，

指的是饶恕人的过犯。他没有说是我们的“朋友”的过犯，

他只是说“人的过犯”，这包括了我们的敌人和那些拒绝

说“对不起”的人。  

习题 1、耶稣所教导的饶恕为什么是困难的？  
                                             

   请注意，他没有说“饶恕我们，如同我们请求他人饶

恕我们的过犯一样”。不，这是另一种方式。我们要饶恕

人的过犯。我们要请求神饶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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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应该请求那些被我们冒犯的人，饶恕我们。神对我们

的饶恕，并不是以我们请求人对我们的饶恕为基础的，而

是以我们饶恕他人为基础的，无论他们有没有请求我们的

饶恕。他们或许既拒绝请求我们的饶恕，也拒绝请求神的

饶恕。那对于我们所应该做的事，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如

果我们想要得到神的饶恕，我们必须饶恕他们。   

习题 2、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我们应该饶恕他人的过犯。  
b) 只有他人饶恕我们，我们才饶恕他人。  
c) 我们只饶恕我们朋友的过犯。  
d) 我们要等到人们说“对不起”的时候，才饶恕他们。 

饶恕说“对不起”的人是非常容易的，但饶恕那些拒

绝悔改的人却是很难的。事实上，你不能靠你自己来做到

这一点，人的灵不是饶恕的灵。这就是祷告和敬拜在饶恕

方面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我们必须与神有正确的关

系，才能与人有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只有把神的

国度置于其他一切之上，才能饶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这

是加给那些把神的国度放在首位的人的东西之一。如果我

们敬拜他高于其他一切的话，这也是神要帮助我们做的事

情之一。因此，饶恕他人的过犯是这样做到的：  

加给我们的东西 寻求的东西

正确的 

他人的饶恕 国度
 

习题 3、为什么我们必须祷告才能饶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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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奇怪，是不是？你可能会那样想，因为耶稣说过

我们应该饶恕他人，这是我们所应该寻求的。因而，那看

上去将是这样的：  
 

寻求的东西

神的饶恕 他人的饶恕

错误的 

加给我们的东西
 

除了一样东西，这看上去是正确的方式。我们不是寻

求那些冒犯我们的人所给予的饶恕。神要求我们饶恕他

们！我们不是寻求他人的饶恕，而是寻求饶恕他人！这就

是为什么后面那个图示是错误的原因所在。你不能靠你自

己来饶恕他人。这并非人自然的本性，需要来自天上的帮

助，需要神的帮助。因此，我们回到了第一个图示中来寻

求答案。寻求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神将帮助你饶恕人，

甚至是饶恕你的敌人，神也将饶恕你！  

习题 4、前面的两个图示有何不同？  
                                             

祈求神的饶恕  

当然，作为一个信徒，生命始于信心和神的赦免。罪

人寻求饶恕，无论他有没有饶恕他人，神都赦免他。神赦

免他，是因为他相信——而不是因为他停止了犯罪！  
但是，罪人一旦相信，他就不再是一个罪人！他是一

个信徒。耶稣在马太福音 6：5-13 中的话语就是对信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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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

给你们了”（马太福音 6：33）。这就是为什么能够饶恕他

人的原因所在，神将赐给我们力量和恩典来做到这一点！ 

习题 5、当罪人寻求神的赦免时，他得到了赦免是因为： 
a）  他饶恕他人。  
b）  他的信心。  
c）  他停止了犯罪。  

习题 6、当一个信徒寻求神的饶恕时，他得到了饶恕是因

为：  
a）  他饶恕他人。  
b）  他饶恕他自己。  
c）  他停止了犯罪。  

祈求饶恕的恩典  

你曾经心怀仇恨吗？你拒绝饶恕某些人吗？你把自

己称为基督徒，却不像神的孩子那样为人处事吗？不要欺

骗你自己，不要让痛苦和不饶恕的灵再持续一天。你要祈

求变得更像耶稣，祈求一颗饶恕的灵，祈求一颗充满了爱

的灵，祈求一颗平安的灵，祈求一颗公义的灵，祈求一颗

喜乐的灵，祈求饶恕的恩典——变得满有基督的样式！  
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关心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切，指的

就是这个意思。神的国度就是圣灵所赐的公义、平安和喜

乐。在你的心里建立神的国度，你将会得到饶恕他人的恩

典！  

习题 7、如果一个人内心痛苦，他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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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条件  

目的 2、  阐述为什么基督能够使“人的十字架”变得容易

背负。  

与所有的人都和平相处并不容易。每一个人是不一样

的，各种部落是不一样的，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各个种

族是不一样的，各种文化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由很多不

同种类的人组成——不聪明的人和聪明的人、富人和穷人

等等。我们再说一遍，与所有的人都和平相处并不容易。 
世界上的领袖们常常与这一问题作斗争，但是他们几

乎没有什么进展。人反抗人，妻子反抗丈夫，孩子反抗父

母，国家反抗国家。和平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让耶稣

帮助我们背负起我们的十字架。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马太福音 16：24）。“人的十字架”就是舍己。对于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舍己是不可能的事。人的十字架

很难背负，因为这要求我们为了与他人和平相处而放弃我

们的意志。这正是很多国家努力赢得和平却没有成功的原

因所在，这也正是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战争和暴力的原

因所在。  

习题 8、“人的十字架”是什么，为什么它这么难以背负？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以自我为中心之人的问题。假设全

世界只有一个人，那将不会有人舍弃他的意志，没有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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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争论，没有人麻烦他或对他的欲望说“不”。那么，他

可以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而仍然平安地生活着，这是可

能的。  
现在，假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增加一个人。那将会有

两个意志需要应对。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人，你不会希望把他们放在一起，否则，他们的意志会发

生冲突。因此，你将会把一个人放在这个世界的一边，把

另一个人放在这个世界的另一边。  
但是，假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增加很多很多以自我为

中心的人，那会怎么样呢？他们将不得不生活在一起，过

不了多久，他们的意志和行为将会开始发生冲突。这样各

种意志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并出现各种麻

烦。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世界上，没有和平，没有安宁。为

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每个人都

想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他自己的意志。每个人都为所有反对

他的人感到生气。  

习题 9、为什么有几个人存在的地方，便会常常有冲突？  
                                             

让我们来更仔细地探讨一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是

自己所看到和知道的一切的中心。他以人们如何对待自己

来判断他们是“好”或是“坏”。他的家人和他部族中的

人是“好”或是“坏”，都取决于他是否从他们当中受到

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称颂。如果他的兄弟与一

个他自己想得到的女孩结婚，他便认为他的兄弟“坏”。

如果他的父亲给了他一头牛，他便认为他的父亲“好”。

他看到外国人，便认为他们是潜在的敌人，认为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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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国家的人那样“好”。他自己种族的人比另一种族的

人“更好”。他所做出的所有这些判断，都是因为他是一

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以部落为中心的人、以宗教为中心

的人、以国家为中心的人，或者是以种族为中心的人。我

们可以把我们所讲到的那些人，用下面图示来加以说明： 
 

自我

宗教

种族

国家 

部落 以自我
为中心

国家

宗教

种族

自我

部落 以国家
为中心

部落

宗教

种族

国家 

自我 以部落
为中心

种族

宗教

部落

国家

自我 以种族
为中心

 

习题 10、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如何判断别人的？  
                                             

如果这些成为人寻求的中心，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会

引起麻烦。在战争期间，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会被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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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认为是“邪恶”的，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邪恶，而是因

为他属于敌对的国家！当自我、部落、国家或种族成了一

个人生命中 重要的东西时，它便成了这个人寻求的中

心。他们关于“好”的唯一标准，取决于什么处于他们生

命的中心，这为各种各样的冲突打开了大门。  
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不要忘掉了基督，他才是我们生

命的真正中心。这才是上面的图示所应该画成的样子。  

习题 11、一个信徒生命中的中心应该是：  
a）  自我  
b）  种族  
c）  耶稣  
d）  宗教  

基督的轭  

和平的条件，正如耶稣所教导的那样，是要把自我、

家庭、部落、国家和种族，从我们生命的中心除去，而把

基督和他的国度置于我们生命的中心（罗马书 8：6）。这

样，我们将根据各种事情如何影响到神的国度，来判断它

们是“好”或是“坏”。  
这将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群体——神国度的儿女和

魔鬼的儿女。神的儿女是满足和幸福的，因为他们都寻求

同样的东西，他们寻求尊崇神的旨意。  

习题 12、基督对于人的十字架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可能明白“天上的事情”的重

要性。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应该得到神的孩子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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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孩子应该寻求赢取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归向神的国度，

认识到基督通过死在十字架上，使得舍己的十字架变得轻

省。所有的人都必须背负这一十字架。你知道，人会发现

舍己的十字架是无法逃避的，也是无法忍受的。为了与这

个世界上的人一起生活，他无法逃避舍己的需要。但是，

他又不愿意放弃他的需要和“权力”。由于不愿意舍己，

就需要制定法律来使他尊重他人，屈从于他人的权力和希

望。他遵守法律，但是，他是痛苦和气愤的，因为他是一

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习题 13、信徒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传达的信息是什

么？  
                                             

   “到我这里来，”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马太福

音 11：28-29）。你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罪人们觉得舍己

的十字架是无法忍受的。对信徒来说，基督把这舍己的十

字架称为“轭”。为什么？因为轭总是一种共同的负担—

—一起背负。因此，耶稣对我们说，“把你的十字架带到

我们面前来……我们将一起来背负它……我的轭将在那

重担下把我们捆绑在一起……你会发现，我的轭是容易

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习题 14、十字架与轭之间有什么不同？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祷告和敬拜的价值，就是“到我这

里来”是我们应当履行的职责。当我们在祷告中来到耶稣

面前时，与人们融洽相处的负担便变得容易。那些与其他

家庭成员、与其他部落、与其他国家，以及与其他种族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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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的人会发现，耶稣有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办法。通过把基

督置于他们生命的中心，便能够与所有的人和平相处。通

过关心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切，我们便打开了相互饶恕的

大门，因此也得到了神的饶恕！  

习题 15、基督的轭是容易的，因为：  
a）  基督徒不像罪人那样有很多问题。  
b）  基督与我们分担了担子。  
c）  基督挪去了我们的十字架。  

虽然，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家庭、国家、部落、

种族和宗教对于我们来说，仍然颇为重要。我们仍然爱我

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庭，但是，他们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中

心——基督才是。这就意味着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我

们的弟兄和姊妹，无论他们属于什么国家、种族、教派或

部落。  

习题 16、各个不同国家以基督为中心的人，他们之间相

互的关系是什么？  
                                             

因此，祷告和敬拜是重要的。它们有助于我们把基督

置于我们生命的中心。当基督处于我们生命的中心时，我

们便能够与所有的人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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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简答题：在每道测试题下面所提供的空白处，写出其正

确答案。  

1 我们为什么需要祷告才能饶恕人？  
                                             

2 关心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切，是如何帮助我们凭着祷

告来饶恕人的？  
                                             

3 如何才能饶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  
                                             

4 人的十字架是什么？  
                                             

5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如何评价其

周围的人的好坏的？  
                                             

6 指出可能会成为人们生命的中心的五样东西。  
                                             

7 基督对于人的十字架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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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9 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成就他自己的意志。  
1 因为他要求我们饶恕所有冒犯过我们的人。  

10 他通过别人如何对待他自己来判断他们。  
2 a）正确  

b）错误  
c）错误  
d）错误  

11 c）耶稣  
3 人的灵不是饶恕的灵，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12 把基督放在生命的中心位置。  
4 在其中的一个图示中，人寻求神的国度；在另一个

图示中，人寻求饶恕他人。  
13 通过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使得舍己的十字架变得轻

省。  
5 b）他的信心。  

14 十字架是单独背负的；轭是一种共同的负担。  
6 a）饶恕他人。  

15 b）基督与我们分担了担子。  
7 祈求变得像耶稣；祈求饶恕人的恩典。  

16 他们是神家庭中的弟兄姊妹。  
8 舍己。它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意志，与他人和平共

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