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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恕 (Forgive/forgiveness), 赦免 (forgiven)
饒恕	
  
[Mat] 太 6: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Mat] 太 6:10 願你 的國 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Mat] 太 6: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Mat] 太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

免了 人的債。

[Mat] 太 6: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有古卷無因為至阿們等字〕

饒恕 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 饒恕 你們的過犯。
[Mat] 太 6:15 你們不 饒恕 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 饒恕 你們的過犯。
[Mat] 太 6:14 你們

饒恕 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
[Mat] 太 18:22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Mat] 太 18:21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當

[Mat] 太 18:33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
[Mat] 太 18: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
[Mat] 太 18:35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

饒恕 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饒恕 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 你們的過犯。
[Mak] 可 11:26 你們若不 饒恕 人、你們在天上的父、也不 饒恕 你們的過犯。〔有古卷無此節〕
[Mak] 可 11:25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

[Luk] 路 6:36 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
[Luk] 路 6:37 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你們要

饒恕 人、就必蒙 饒恕 ．〔 饒

恕 原文作釋放〕
[Luk] 路 6:38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
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饒恕 他。
[Luk] 路 17:4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轉說、我懊悔了、你總要饒恕 他。
[Luk] 路 17:3 你們要謹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他若懊悔、就

[2Co] 林後 12:12 我在你們中間、用百般的忍耐、藉著神蹟奇事異能、顯出使徒的憑據來。
[2Co] 林後 12:13 除了我不累著你們這一件事、你們還有甚麼事不及別的教會呢．這不公之處、求你們

饒恕 我罷。

[Eph] 弗 4:29 污穢的言語 (corrupting talk)、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Eph] 弗 4:30 不要叫 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 印記 、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Eph] 弗 4:31 一切苦毒 (bitterness)、惱恨 (wrath)、忿怒 (anger)、嚷鬧 (clamor)、毀謗 (slander)、並一切的惡毒 (malice)、〔或作陰毒〕都當
從你們中間除掉．
[Eph] 弗 4:32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
[Col] 西 3:12 所以你們既是

饒恕 、正如

神在基督裡

饒恕 了你們一樣。

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Col] 西 3: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

饒恕 ．主怎樣 饒恕 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 饒恕 人。

[Col] 西 3:14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Col] 西 3: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1	
  

真神真道網

1-1-1God.org

[Gen] 創 18:23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要剿滅麼。
[Gen] 創 18:24 假若那城裡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麼。不為城裡這五十個義人

饒恕 其中的人麼。

[Gen] 創 18:25 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麼。
[Gen] 創 18:26 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我就為他們的緣故、

[Gen] 創 50:17 你們要對約瑟這樣說、從前你哥哥們惡待你、求你

饒恕 那地方的眾人。

饒恕 他們的過犯、和罪惡．如今求你 饒恕 你父親

神

之僕人的過犯．他們對約瑟說這話、約瑟就哭了。
[Gen] 創 50:18 他的哥哥們又來俯伏在他面前說、我們是你的僕人。

[Gen] 創 50:19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 神呢。
[Gen] 創 50:20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
今日的光景．
[Gen] 創 50:21 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
話安慰他們。
[Exo] 出 10:16 於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亞倫來、說、我得罪耶和華你們的
[Exo] 出 10:17 現在求你、只這一次、

饒恕 我的罪、求耶和華你們的

神、又得罪了你們。
神、使我脫離這一次的死亡。

[Exo] 出 10:18 摩西就離開法老去求耶和華。
[Deu] 申 29:19 聽見這咒詛的話、心裡仍是自誇、說、我雖然行事心裡頑梗、連累眾人、卻還是平安。
[Deu] 申 29:20 耶和華必不

饒恕 他、耶和華的怒氣、與憤恨、要向他發作、如煙冒出、將這書上所寫的一切咒詛、	
  

都加在他身上、耶和華又要從天下塗抹他的名．
[1Sa] 撒上 25:28 求你

饒恕 婢女的罪過．耶和華必為我主建立堅固的家、因我主為耶和華爭戰．並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甚麼

過來。
[1Ki] 王上 8:4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他們的禱告祈求、為他們伸冤。
[1Ki] 王上 8:50

饒恕 得罪你的民、 赦免 他們的一切過犯、使他們在擄他們的人面前蒙憐恤．

[1Ki] 王上 8:51 因為他們是你的子民、你的產業、是你從埃及領出來脫離鐵爐的．
[1Ki] 王上 8:52 願你的眼目看顧僕人、聽你民以色列的祈求、無論何時向你祈求、願你垂聽。
[1Ki] 王上 8:53 主耶和華阿、你將他們從地上的萬民中分別出來、作你的產業、是照你領我們列祖出埃及的時候、藉你僕人摩西所應許的
話。
[1Ki] 王上 8:54 所羅門在耶和華的壇前屈膝跪著、向天舉手、在耶和華面前禱告祈求已畢、就起來、
[2Ki] 王下 5:16 以利沙說、我指著所事奉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不受。乃縵再三的求他、他卻不受。
[2Ki] 王下 5:17 乃縵說、你若不肯受、請將兩騾子馱的土賜給僕人．從今以後、僕人必不再將燔祭、或平安祭、獻與別神、只獻給耶和華。
[2Ki] 王下 5:18 惟有一件事、願耶和華
的這事、願耶和華

饒恕 你僕人．我主人進臨門廟叩拜的時候、我用手攙他在臨門廟、我也屈身．我在臨門廟屈身

饒恕 我。	
  

[2Ki] 王下 5:19 以利沙對他說、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縵就離開他去了、走了不遠。
[2Ch] 代下 30:18-20 以法蓮、瑪拿西、以薩迦、西布倫、有許多人尚未自潔、他們卻也喫逾越節的羊羔、不合所記錄的定例．	
  
希西家為他們禱告、說、凡專心尋求

神、就是耶和華他列祖之 神的、雖不照著聖所潔淨之禮自潔、求至善的耶和華也

恕 他。 耶和華垂聽希西家的禱告、就 饒恕 〔原文作醫治〕百姓。
[Neh] 尼 9:16 但我們的列祖行事狂傲、硬著頸項不聽從你的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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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h] 尼 9:17 不肯順從、也不記念你在他們中間所行的奇事、竟硬著頸項、居心背逆自立首領、要回他們為奴之地。但你是樂意

人、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慈愛的
[Psm] 詩 86:5 主阿、你本為良善、樂意

饒恕

神、並不丟棄他們。

饒恕 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

[Psm] 詩 86:6 耶和華阿、求你留心聽我的禱告、垂聽我懇求的聲音。
[Isa] 賽 2:6 耶和華、你離棄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們充滿了東方的風俗、作觀兆的、像非利士人一樣、並與外邦人擊掌。
[Isa] 賽 2:7 他們的國滿了金銀、財寶也無窮．他們的地滿了馬匹、車輛也無數。
[Isa] 賽 2:8 他們的地滿了偶像．他們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頭所作的。
[Isa] 賽 2:9 卑賤人屈膝、尊貴人下跪．所以不可

饒恕 他們。

[Isa] 賽 2:10 你當進入巖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華的驚嚇、、和他威嚴的榮光。
[Isa] 賽 2:11 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獨耶和華被尊崇 (the Lord alone will be exalted in that day)。
[Isa] 賽 2:12 必有萬軍耶和華降罰的一個日子、要臨到驕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為卑．
[Dan] 但 9:7 主阿、你是公義的、我們是臉上蒙羞的．因我們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並以色列眾人、或在近處、或在遠處、
被你趕到各國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樣。
[Dan] 但 9:8 主阿、我們和我們的君王、首領、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臉上蒙羞。
[Dan] 但 9:9 主、我們的

神、是憐憫

饒恕 人的、我們卻違背了他、

[Dan] 但 9:10 也沒有聽從耶和華我們 神的話、沒有遵行他藉僕人眾先知向我們所陳明的律法。
[Dan] 但 9:11 以色列眾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聽從你的話、因此、在你僕人摩西律法上所寫的咒詛、和誓言、都傾在我們身上、因
我們得罪了 神。
[Mic] 彌 7:18

神阿、有何神像你、

赦免 罪孽、 饒恕 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

[Mic] 彌 7:19 必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
[Mic] 彌 7:20 你必按古時起誓應許我們列祖的話、向雅各發誠實、向亞伯拉罕施慈愛。

赦免
赦免 ．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 。
[Mat] 太 12:32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 ．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
[Mat] 太 12:31 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

[Mak] 可 3:28 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
[Mak] 可 3:29 凡褻瀆聖靈的、卻永不得
[Mak] 可 4:11 耶穌對他們說、

赦免 ．

赦免 、乃要擔當永遠的罪。

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

[Mak] 可 4:12 叫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

赦免 。

赦免了 ．因為他的愛多．但那赦免 少的、他的愛就少。
[Luk] 路 7:48 於是對那女人說、你的罪 赦免了 。
[Luk] 路 7:49 同席的人心裡說、這是甚麼人、竟赦免 人的罪呢。
[Luk] 路 7:47 所以我告訴你、他許多的罪都

[Luk] 路 7:50 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
[Luk] 路 11:1 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Luk] 路 11:2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 天上 的父、〔有古卷只作父阿〕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
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 行在 天上 。〔有古卷無願你的旨意云云〕
[Luk] 路 11:3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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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 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 赦免 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有古卷無末句〕

[Luk] 路 12:8 我又告訴你們、凡在人面前認我的、人子在 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
[Luk] 路 12:9 在人面前不認我的、人子在 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認他。

[Luk] 路 12:10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

赦免 、惟獨褻瀆聖靈的、總不得 赦免 。

[Luk] 路 23:33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
[Luk] 路 23:34 當下耶穌說、父阿、

赦免 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

[Jhn] 約 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Jhn] 約 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Jhn] 約 20:23 你們

赦免 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Act] 徒 8:22 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裡的意念可得
[Rom]
[Rom]
[Rom]
[Rom]

羅
羅
羅
羅

4:3
4:4
4:5
4:6

赦免 。

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 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作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
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 神、他的信就算為義。
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蒙 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

[Rom] 羅 4:7 他說、『得

赦免 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Rom] 羅 4:8 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2Co] 林後 2:6 這樣的人、受了眾人的責罰、也就夠了．
[2Co] 林後 2:7 倒不如

赦免 他、安慰他、免得他憂愁太過、甚至沉淪了。

[2Co] 林後 2:8 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
[2Co] 林後 2:9 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不順從。
[2Co] 林後 2:10 你們

赦免 誰、我也赦免 誰、我若有所赦免 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 的．

[Eph] 弗 1: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

赦免 、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Eph] 弗 1:8 這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Eph] 弗 1:9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Eph] 弗 1: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 面同歸於一。
[Col] 西 1:13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
[Col] 西 1:14 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

赦免 。

[Col] 西 2:12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
[Col] 西 2: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

神的功用。

赦免了 你們〔或作我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Col] 西 2:14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他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Col] 西 2:15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Heb] 來 9:22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

赦免了 。

[Heb] 來 10:14 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Heb] 來 10:15 聖靈也對我們作見證．因為他既已說過、
[Heb] 來 10:16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又要放在他們的裡面。』
[Heb] 來 10:17 以後就說、『我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和他們的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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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來 10:18 這些罪過既已

赦免 、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Heb] 來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Heb] 來 10: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Heb] 來 10: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 神的家．
[Jas] 各 5:13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
[Jas] 各 5: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Jas] 各 5:15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

[1Jn] 約一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

[1Jn] 約一 2:12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

赦免 。

赦免 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赦免 。

[Exo] 出 32:31 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裡、說、唉、這百姓犯了大罪、為自己作了金像。
[Exo] 出 32:32 倘或你肯

赦免 他們的罪、……不然、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

[Exo] 出 32:33 耶和華對摩西說、誰得罪我、我就從我的冊上塗抹誰的名。

[Exo] 出 34:6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Exo] 出 34:7 為千萬人存留慈愛、

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 和誠實。

赦免 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Exo] 出 34:8 摩西急忙伏地下拜、
[Exo] 出 34:9 說、主阿、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們中間同行、因為這是硬著頸項的百姓．又求你

赦免 我們的罪孽、和罪惡、以

我們為你的產業。
[Exo] 出 34:10 耶和華說、我要立約、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萬國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圍的外邦人、就要看見耶和華的作
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懼的事。

免了
[Mat] 太 18:23 天國 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
[Mat] 太 18:24 纔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
[Mat] 太 18:25 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
[Mat] 太 18:26 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
[Mat] 太 18:27 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

免了 他的債。

[Mat] 太 18:28 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著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
[Mat] 太 18:29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必還清。
[Mat] 太 18:30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裡、等他還了所欠的債。
[Mat] 太 18:31 眾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Mat] 太 18:32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

免了 ．

[Mat] 太 18:33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
[Mat] 太 18: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
[Mat] 太 18:35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

饒恕 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Luk] 路 7:41 耶穌說、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
[Luk] 路 7:42 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

免了 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那一個更愛他呢。

[Luk] 路 7:43 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
[Luk] 路 7:44 於是轉過來向著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麼．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溼了我的腳、
用頭髮擦乾。
[Luk] 路 7:45 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的用嘴親我的腳。
[Luk] 路 7:46 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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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了 ．因為他的愛多．但那赦免 少的、他的愛就少。
[Luk] 路 7:48 於是對那女人說、你的罪 赦免了 。
[Luk] 路 7:49 同席的人心裡說、這是甚麼人、竟赦免 人的罪呢。
[Luk] 路 7:47 所以我告訴你、他許多的罪都

[Luk] 路 7:50 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
[Jhn] 約 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Jhn] 約 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Jhn] 約 20:23 你們

赦免 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Deu] 申 15:1 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

豁免 。

豁免了 、不可向鄰舍和弟兄追討、因為耶和華的豁免年已經宣告了。
[Deu] 申 15:3 若借給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討、但借給你弟兄、無論是甚麼、你要鬆手豁免了 。
[Deu] 申 15:2 豁免的定例乃是這樣．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舍的

[Deu] 申 15:4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們中間沒有窮人了．（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耶和華必大大賜福與你）
[Psm] 詩 116:5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 神以憐憫為懷。
[Psm] 詩 116:6 耶和華保護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Psm] 詩 116:7 我的心哪、你要仍歸安樂、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Psm] 詩 116:8 主阿、你救我的命、

	
  

免了 死亡、救我的眼、 免了 流淚、救我的腳、 免了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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