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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认罪 

一、什么是认罪？ 

A. 认罪包括两种含义 

当圣经讲到“认罪”时，会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宣告自己信靠上帝。例如在希伯来书

3:1，经文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阿，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而“认罪”的第二个含义，也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所要讨论的含义，是指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在利

未记 5:5，圣经说：“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所以这里的“承认”意味着承认自己犯

了罪，承认自己违背了、破坏了、不顺服神的一条或者多条命令，或者说是律法。圣经第一次使用

“认罪”这个词，就是在这里。 

B. 认罪带来饶恕 

约翰壹书 1:9 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

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时，神就饶恕我们，我们就得到了洁净。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

会看到，认罪能够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别人的关系、我们和自己的关系。 

C. 基督是赦免的基础 

神为什么要赦免我们的罪？神没有这样的义务，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我们

从上述经文中还不足以发现这一点，我们需要看更多的经文。在马太福音 26:28，耶稣说：“这是我

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罗马书 10:9，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可

以看到，认罪的两个含义是彼此相连的：要得着神的赦免，我们必须认罪；神之所以赦免我们的罪，

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对基督的信靠。 

D. 认罪必须伴随着悔改 

以斯拉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认罪和悔改是不可分离的。在以斯拉记 10:11，经文说：“现在当向耶

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对于认罪来说，决定顺

服神，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是必须的。 

如果认罪不带着悔改，没有决定要活出一个和所认的罪截然不同的人生，那么这种认罪就不是真诚

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到今天课程的第二部分：“我们该向谁、为了什么认罪？” 



主日学 - 《生命更新》 

 

06_认罪（老师）_2017  Page 2 of 8 

 

二、我们该向谁、为了什么而认罪 

A. 向神认罪 

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神所颁布的律法，所以我们认罪是向着这位颁布律法的神。即便我们

有的时候犯罪是得罪了别人，诗篇 51:4 提醒我们说所有的罪首先是得罪神的。虽然大卫犯罪得罪

了拔示巴、乌利亚，也得罪了整个国家，但是他首先是向神认罪，承认自己的罪从根本上来说首先

得罪了神。诗篇 51:4 是这样写的：“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

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我们需要根据圣经去认识罪。当圣经讲到罪的时候，并不是泛泛地描述我们做错了什么。罪是对一

个完全的、圣洁的神的公开悖逆，并与神为敌。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我们，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

荣耀祂。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 3:23 描述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罪是自我崇拜，罪是对这位全

权的创造主所发动的一场叛乱。 

在创世记第三章，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可笑，对

不对？他们居然认为“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神就找不到他们，隐藏自己的罪。我们不也常常在神的

面前藏我们的罪吗？我们不愿意在神面前承认罪，在神面前假装自己的属灵和健康形象，这些形象

都是我们给自己披上的伪装。 

不仅仅神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有一天神要审判我们，到那时我们所做的、所思想的、所犯

的罪都会被显明。在罗马书 14:12，圣经说：“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

明”。虽然我们现在努力地隐藏自己的罪，但是将来一切的虚伪都会被揭开。 

 

B. 向你所得罪的人认罪 

圣经非常强调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应当有正确、健康的关系，教导说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地和

人建立关系，也不能正确地和神建立关系。 

民数记 5:5-7 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

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也归与所亏负的人”。你看神是多么的公正。 

马太福音 5:23-24 则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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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吗？圣经要求我们向我们所得罪、伤害的人认罪，尤其

是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但不仅限于基督徒群体，我们对其他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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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向教会认罪 

1. 教会公共崇拜时的认罪祷告 

在我们的公共敬拜中，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会向神、也向彼此承认我们所犯的罪和我们忽略的罪。

当我们在讲台上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被提醒说作为罪人，我们是唯独倚靠神在基督里的怜悯而生

活的。我们意识到每一个弟兄和姊妹都仍然在与罪争战，我们借着这样的祷告互相鼓励，就像以

弗所书 6:17 所教导的那样：“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儆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讲台上的认罪祷告是一个集体的祷告，虽然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具体的犯罪者的姓名，但是神知道。 

2. 受洗时的公开认罪和见证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洗礼和认罪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施洗约翰的工作中体现出来，在马可

福音 1:4-5，圣经这样记述：“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

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在接受受洗前，他需要在会众面前公开地做信仰见证。在他的见证中，他需要承认自己的罪，承

认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且公开地表示愿意跟随基督、让基督做他生命的主。 

3. 受惩戒时公开向教会的认罪 

到目前为止，我们说的都是承认一些私下所犯的罪、得罪神的罪，或者是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出于一些原因需要公开地承认。然后下面要提到的是第三种向着教会所需要承认的罪。在这

种情况里，一个人自愿地、持续地在严重的罪中，他因此被教会惩戒，那么他就需要个人地、公

开地向教会认罪。虽然教会的惩戒可能对于认罪的人来说是痛苦的，但是其实是为了他们的好处，

目的是能够帮助他们与教会和与上帝和好。 

哥林多后书 2:5-8 “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

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

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是的，在一群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和罪恶是很没有面子的，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会给认罪的

人和整个教会都带来祝福，也会给有恩慈怜悯的神带来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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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向对你负责任的基督徒认罪 

雅各书 5:16 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

有功效的”。在这里，雅各要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里所说的“彼此认罪”，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了

彼此，而是为了“互相代求”，这里所说的认罪是为了克服重复的、顽固的犯罪。约翰•加尔文的建议是

这样的：如果在你渴望讨神喜悦的努力中，你觉得向另一个人认罪会给你带来帮助，那就这样做吧。 

一个健康的、对罪有正确理解的基督徒不会因为知道了你的罪而小看你或拒绝你，更不会羞辱你。相

反，他们会鼓励你胜过你的罪，他们会给你实际的建议、为你祷告，和对你的灵魂负上责任。他们可

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没有意识到的属灵盲区，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他们会为我们的胜利而欢呼。

在一个健康的门训关系里，他们也会承认自己的罪、请你为他们的罪祷告，并且给他们督责。这是加

拉太书 6:1-2 所让我们看见的大能：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

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如果你愿意向其他人认罪，建立督责关系，我也有些建议： 

• 我们个人的、向神的认罪能够解决大部分、并非习惯性的犯罪。 

• 当我们向别人认罪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伤害你的罪所涉及的其他人。 

• 小心地挑选你的督责伙伴，我们后面会讲到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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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罪的智慧 

A. 认罪带来饶恕和好 

约翰壹书 1:9 以及前面的讨论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罪，让神赦免我们所认的罪。弥迦书

7:18-19 讲到饶恕和赦免是神的属性：“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馀民的罪过。不

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B. 认罪使我们蒙怜恤 

箴言 28:13 这样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 

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拒绝认罪而其实带来了反效果，事情并没有因为我们保全面子而变得更好。诗篇

32:3-5 也这样告诉我们：“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

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细拉）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

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细拉）” 

C. 认罪可以弥补关系上的破裂 

向你所得罪的一方认罪，可以恢复你们两者之间的关系。箴言 15:1 告诉我们说，“回答柔和，使怒消

退。”道歉可以很大程度上消除忿怒和怨恨，促进两人之间的关系。而向你的督责伙伴承认自己的罪，

可以带来对方的敞开，你们的友谊也更深厚了。 

D. 认罪可以传扬和见证福音 

因为很少人会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你向别人认罪是一个大能的见证，证明基督在你生命中所带来的翻

转。你的认罪让福音更有见证、更有力。 

E. 向人认罪帮助我们战胜对人的惧怕 

为你的罪感到羞耻和忧伤、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其实表明了你对于更加顺服基督的渴望。教会是由

正在与不同形式的罪争战的圣徒而组成的，而不是由完成了争战的圣徒而组成的。 

F. 向人认罪可以帮着我们胜过罪 

如果我们不愿意向别人认罪，别人也无从为我们祷告，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到在我们身上发生

的属灵争战。把我们的罪隐藏起来其实拦阻了其他基督徒关怀、看顾、守望、担当和体恤你，而认罪

则允许别的基督徒介入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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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认罪的标志 

A. 真认罪一定伴随着悔改 

我们在导论的部分也谈到过这一点，如果一个人认罪之后生活却没有任何变化，那么他的认罪就不是

真的。认罪必须描述他具体做了什么，并竭力地避免这一罪恶的再度发生。 

B. 真认罪一定是具体的 

利未记 5:5 要求罪人具体地描述“所犯的罪”。罪人不需要给出犯罪的每一个细节，但是他的认罪必须

追究罪的根源和罪的本质。 

C. 真认罪包括承认罪的动机 

我们的犯罪很多时候只是内心更深、更隐秘的罪的外在表现而已，认罪需要进到我们罪的核心之处，

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根除最深层的罪，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犯罪”的原因或动机，并且要消灭它。 

D. 真认罪伴随着敬虔的忧伤 

承认你做错了什么，和为你所做的感到忧伤，是有天差地别的两件事情。你的忧伤应当是为你所犯的

罪，而不是为你犯罪被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7:10 这样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

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神要看到的忧愁，是为自己的罪得罪了圣洁的神

而感到忧愁，为我们的罪羞辱了天上的父而感到忧愁。正如诗篇 51 篇所提醒我们的，所有的罪首先

都是得罪了神。 

E. 真认罪是在十字架的光照下认罪 

真正的认罪包含着作为罪人，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参与了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同时，我们

祈求神的饶恕意味着我们承认惟有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为一件事而

谦卑地认罪会带来为感恩，从而激励我们更深地认罪。 

F. 真认罪会带来祈求 

在我们认罪的祷告之后，我们应当有祈求的祷告，请求神的饶恕，并且请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犯同样

的罪。我们的心思应当从消极的一面（过去的犯罪）转向积极的一面（求神的帮助），使我们不要在

挣扎中再次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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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真认罪会让我们经历被饶恕 

真诚的认罪，以及借着神在圣经中向我们做出的应许，应当带领我们进入赦罪而来的喜乐和平安中，

应当加添我们在基督和他福音立的喜乐和满足。 

 

五、什么时候需要认罪？ 

A. 认罪应当是持续的 

当然，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罪，并且脱离原罪，但是保罗在罗马书 7:18-19 还告诉我们，基

督徒会持续地与罪争战，甚至有的时候会失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

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

的恶，我倒去作”。 

如果基督徒仍然会犯罪，那么基督徒就需要继续认罪。基督徒的属灵成长应当包括持续地认罪、

持续地悔改，并且持续地信靠基督。 

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很难承认自己犯罪，我们都喜欢谴责别人的罪，包括把自己的犯罪也归咎于

别人。约翰壹书 1:8，“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里让我们

看到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不犯罪的，我们就错了。 

B. 认罪应当是立即的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时，我们应当立即认罪，不要拖延认罪和悔改的机会，拖延只会加重我们

的犯罪，因为有罪时不认罪就是罪。 

C. 在主餐之前认罪 

在主餐之前，圣经嘱咐我们要认真地省察自己的过犯。在哥林多前书 11:28-29 这段基督徒非常熟

悉的经文：“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

喝自己的罪了”。分辨主的身体就包括了确认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承认我们还没有承认的罪，

并向我们所得罪的人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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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选择督责伙伴 

在选择一个督责伙伴这件事上，我们需要小心又有智慧，你需要找具备下面特质的基督徒： 

• 能够按着正意理解神的话语，在敬虔上操练和长进的基督徒（提摩太后书 2:15） 

• 对你有怜悯心，他们既不会被你的罪所震惊，也不会过分同情你以至于不敢指正你。 

• 一个认真的聆听者，并且可以辅导你。 

• 尊重你的隐私，并且有分辨之心的人。 

不要单单寻求这样的人，也要努力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因为督责关系在彼此都主动的情况下才

能最好地发挥作用。 

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大家：在门训和督责关系中，不要期待绝对的、无条件的保密。因为你可能

身陷刑事犯罪，或者你所犯的罪需要教会中更成熟的人来处理（例如牧者）。当你的督责伙伴意

识到你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或者需要更高一个层次的关注，他应当在这些极其罕见的情

况下告诉教会的牧者，或者甚至向警方报告。 

 

七、成为更加敬虔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些决定： 

• 你是否愿意在神面前完全地认罪？ 

• 你是否愿意向你所得罪的人认罪？ 

• 你是否会从你的骄傲和自我中心中转向神，并且承诺寻求一个督责伙伴来帮助你战胜任何顽固的

罪？ 

• 你是否记得希伯来书 12:11 所教导的真理？“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

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 你是否把你的盼望放在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的基督身上，靠着他得饶恕？ 

• 你是否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

们一切的不义”？ 

•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感想】【为这课和学员们祷告，求神赐我们勇气认罪并且悔改】 

================================  本课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