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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聖經的善意 
 

約翰壹書 2:28-3:24 

引言、解經就是「釋出聖經的善意」！ 

 

解經不能單靠嘴巴（或文筆）堆砌字眼，雖然口才（文筆）有時也有它的用處。記得教書的

日子，考試測驗時，不時會收到這種「嘆為觀止」的答案：問：「請解釋何謂玄武門之變。」

答：「玄武門之變就是發生在玄武門的一場事變。」問：「請解釋何謂安史之亂。」答：「安

史之亂就是由安和史發動的一場動亂。」問：「請簡介紅樓夢。」答：「紅樓夢就是在紅色的

樓上發的一場夢。」大家知道，這種「答案」只是在原有的題目上加上些可有可無的字眼，

花言巧語地「擴寫」了題目的句子，但實質上甚麼也沒有答到。得分呢？當然是零。我卻沒

有想到，後來發現，許多人的所謂「解經」原來也是這麼的一回事。譬如： 

 

經文：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

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註解：......「眼目的情慾」：因眼所見而引起的貪慕之心。「今生的驕傲」：因擁有今世

財物而引起的矜誇、自傲。 

 

這種「解經」，除了添加了一些可有可無的字眼，或用一些比較淺近或精細的字眼取代了原

來的經文用字外，有「解」到甚麼嗎？正是：「咁叫解經，係人都識解啦！」我很相信對於

相當大比例的信徒來說，他們心目中的所謂「解經」並不是這種多餘的「增字解經」，而是

針對經文裡的「疑難」而作出解釋或分解。例如今天的信息會提及到的好些經文，就有相當

不少公認頗為「難解」的地方： 
 

3:5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

6
凡住在他裏面的，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
7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才是義

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
8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兒子顯現

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9
凡從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裏；他

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上帝生的。
10
從此就顯出誰是上帝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

凡不行義的就不屬上帝，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概括言之，這些經文往往會給我們兩大困擾：第一個是「神學上的困擾」，第二個是「實踐

上的困擾」。沒事沒幹時「因信稱義」前「因信稱義」後的「主流教會」，一遇到這類高舉行

為的經文，就馬上面不改容地走回頭路，變回百分百甚至比猶太教更猶太教的「行為主義」

和「律法主義」，但對於認真的信徒卻構成很大的理性困擾，這就是「神學上的困擾」。而就

我們的實際經歷來說，我們也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不犯罪」的地步，同樣，對於認真的信

徒又構成道德上的困擾，這就是「實踐上的困擾」。因此，所謂解經，許多時候，不過是圍

著這些「困擾」來團團轉的「知性活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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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解經不能夠也不應該單靠腦袋，雖然我也不是完全反智。因為如此一來：第一、解經

很容易會淪為「知識階層」或「神職人員」的把戲、玩意或借此自抬身價的手段；第二、對

於普羅大眾，解經會成為索然無味和沉重難當的苦差，久之，他們一定會厭惡讀經解經，或

將之「委託」給「專業」的所謂「神職人員」，自己對聖經真理不會認真的上心在意。 

 

其實，解經最要緊的是用心靈，用心靈「釋」出聖經中的善意──來自作者的善意、來自天

父上帝的善意。因為，單靠嘴巴「擴寫句子」式的解經是根本多餘的，搞盡腦汁「化解疑難」

式的解經是自尋煩惱的，事實上也是多餘的。怎麼「多餘」呢？想想，沒有信仰，你或者會

有一點甚麼困擾吧，但有了這種矛盾重重而要不斷尋求「解釋」的所謂信仰（譬如你未信時

「騙」你說一信就得救到底上定天堂，信了之後卻給你開列一張沒完沒了的行為清單，「恐

嚇」你做少一樣隨時都有可能照舊落地獄去），其實是更加困擾，何苦來哉？解經若只是這

樣沒完沒了地「解難」，我就爽性不信（不讀經）算了，免得心煩！ 

 

我們讀經解經，或說聖經之所以值得我們讀我們解，最必要的理由，必定是內裡藏有最偉大

的珍寶──就是天父上帝對我們的滿懷善意。不是為此，你讀來幹嗎？而且，若你不事先假

定上帝對我們有滿懷善意，我保證，你讀到最後，仍是甚麼都不會讀得到。今天，我會透過

對約翰壹書 2:28-3:24 的解讀，「示範」怎樣才是解經──用心靈釋出經文裡的善意。 

 

一、經文概觀（不是解經） 

 

首先，我會帶大家「概觀」約翰壹書 2:28-3:24，但我要強調這樣「不是解經」，雖然在坊間

網上，好多人以為這樣就叫解經了。 

 
2:28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裏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來的時

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
29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他所

生的。 
 

這段是整個經文段落的概括，主線是「作神的兒女」這核心概念。如何成為「神的兒女」（即

「祂所生的」）呢？就是「行公義」云云。為甚麼要「行公義」呢？因為這才「像樣」，到主

耶穌「顯現」（即再來）的時候，就可以「坦然無懼」見祂的面，「不至於慚愧」云云。 

 
3:1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上帝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世

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
2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將來

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3
凡

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這段老約翰講得更加眉飛色舞，講述天父已經賜與我們很大的恩典（使我們得稱為上帝的兒

女），還強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到主耶穌再來的時候，我們這個作為

「神的兒女」的名號，必定將會給我們美好到現在難以想象（即「還未顯明」）的恩典──

至少會與上帝的愛子耶穌基督相似，還可以見到祂的「真身」云云！於是，老約翰就鼓勵我

們好好預備自己（潔淨自己），迎見祂的再來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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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

5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並沒有罪。6 凡住在他裏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

他。
7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才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

8
犯罪的是屬魔

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9
凡從上帝

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上帝生的。
10
從

此就顯出誰是上帝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 

 

這段嚕嚕囌囌，其實意思不外是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犯罪與否」，以之作

為我們到底（最終）是否真是「神的兒女」的標記，亦似乎暗示了信徒應該以「不犯罪」作

為他今生努力奮鬥的目標云云。 

 
10......凡不行義的就不屬上帝，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11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

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12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甚麼殺了

他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是善的。
13
弟兄們，世人若恨你們，不要以為

希奇。
14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15
凡

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裏面。16主為我們捨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17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

塞住憐恤的心，愛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裏面呢？
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

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這段應該是承接上文，不過特別凸出「愛弟兄」這一點（同時又以恨弟兄的「該隱」為反

面例子），以之作為你是否真是（或能夠成為）「神的兒女」的具代表性的指標。 

 
19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並且我們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穩。

20
我們的心若責備

我們，上帝比我們的心大，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
21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的心若不責備

我們，就可以向上帝坦然無懼了。22 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為我們遵守

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
23
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他

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24
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在他裏面。

我們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們裏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這段是整個段落的總結，總意是我們若「做」或「達」到上面的指標，即「遵守他（上帝）

的命令，行他（上帝）所喜悅的事」，這樣，我們就可「放心」（我們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

穩），因為上帝見我們有好表現，就一定會收納我們做「神的兒女」云云。 

 

好了，大家以為，我這樣就是「解」了「經」嗎？ 

 

沒有！第一、我只是換了另一堆字眼，「重述」了經文一遍，其實甚麼也沒有「解」到。第

二、經文展示出來的困擾──神學上的困擾、實踐上的困擾，我也沒有「解」到。不過，對

於這些困擾，不「解」由自可（因為還可以「含混過關」），一「解」就更加困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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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約翰寫得如此「輕描淡寫」，但我相當肯定，許多信徒，一看見「坦然無懼」、「不至於慚

愧」和「行公義」等字眼，一定馬上「恐懼」起來，擔心自己到底不能常常「行公義」，以

至「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一定會）至於（十分）慚愧」，嚴重的甚至不能「得救」。老

約翰說我們「真是神的兒女」的鼓勵話，我疑心讀的人只會讀出一個很大的「張力」來，就

是一方面，我們「已經」是神的兒女，好像是十分穩當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仍好像要

「做」到點甚麼，好確保自己將來仍然有神的兒女的身份。到頭來，我們還是毫無把握。老

約翰還把基督徒信主後的「不犯罪」講到是「理所當然」，好像是「信手拈來」的，但我們

讀下去，卻是驚心動魄，困擾重重，疑心自己到頭來還是免不了犯罪，「一失足成千古恨」，

結果會像「掃羅作以色列王」一般「空歡喜一場」。總之，老約翰說得越是「老定」，我們就

越加「恐慌」。結果呢？我們就需要「解經」了，不過，我們著意要「解」的，只是如何「化

解」這些經文給我們「困擾」，或說紓減我們心裡因這樣讀經而來的「恐慌」。 

 

如果解經就是這麼一回事，難怪我們都不愛讀經──誰想自尋煩惱呢？！  

 

不過，大家試試換個角度，或說換個心腸，想想這位情柔似水，心細如絲的愛的使徒，他寫

約翰壹書，是要「恐嚇」他親愛的「小子們」和「父老們」嗎？他說得如此肯定和雀躍，是

因為不能體諒我們的軟弱和實際上做不到的困境嗎？更重要的是，難道曾經親眼見過主耶穌

釘身十架的老約翰，會把十字架的救恩低貶，走回法利賽人行為主義的舊路上嗎？──絕對

不會！這就是我的「起點」。於是，我也要解經，不過，我志在「釋」出的，是聖經裡的善

意──老約翰的善意，天父上帝的善意，就是老約翰能以說出如此輕描淡寫、胸有成竹、喜

樂雀躍的話的內裡原因。 

 

以下，真真正正的解經，驟看也是在解決疑難──要解決經文作者（老約翰和天父上帝）的

「多情」和經文表面表現出來的某種「無情」（如不諒解我們的軟弱）的矛盾，但心境情懷

卻是截然不同的，因為我的「起點」是信，是事先相信老約翰對他的小羊和天父對我們都必

定是滿懷善意，於是懷著尋找珍寶的信念、熱情和想望去解，並相信尋找的，就必尋見。 

 

二、不犯罪不是得救的條件──次序不同．情懷大異 

 

首先，要記住解經不是純粹的「知性活動」，所以，真正解經的第一要訣，就是不要有意無

意地將經文「還原」或「約化」為機械的電腦語言或數理語言。綜觀上述的經文，即約壹

2:28-3:24，雖有許多類似這樣的句子： 

 
2: 29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3:5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

6
凡住在他裏面的，就不犯罪； 

 
9
凡從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上帝

生的。
10
從此就顯出誰是上帝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上帝，不愛

弟兄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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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

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裏面。......
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

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19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並且我們

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穩。 
 

24
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在他裏面。我們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們

裏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這些經文都非常強調「好行為」的重要和必需，不過，當中卻沒有一隻字將「行公義」、「不

犯罪」、「愛弟兄」和「遵守上帝命令」等好行為列為我們得救──成為神的兒女之前的先決

條件，老約翰說的，是這些好行為應該是甚至必然是我們得救──成為神的兒女之後的合理

表現。簡單說，老約翰的「說法」不是： 

 

你們要「行公義」、「不犯罪」、「愛弟兄」和「遵守上帝命令」，因為做到這些，你們才

可以得救──成為神的兒女。（句式是：「因為（有好行為）才可以（得救）」） 

 

而是： 

 

你們既然已經蒙恩得救──成為神的兒女了，所以，就應當「行公義」、「不犯罪」、「愛

弟兄」和「遵守上帝命令」。（句式是：「既然（得救）就應該（有好行為）」） 

 

前者是典型的「行為主義」，靠我們自己的行為來自救，老約翰沒有這樣說過，後者是在恩

典（因信稱義）的基礎和前提上講的「行為表現」，兩者絕不相同。 

 

不過，我非常疑心，或說非常肯定，大多數人會覺得上述兩種講法只是「講法」不同，「事

實」是一樣的。第一種講法是「明刀明槍」的行為主義，將「行公義」和「不犯罪」等等列

為「成為神的兒女」的必要條件，倒清楚利落。第二種講法，其實是「暗箭傷人」的行為主

義，表面上沒說「行公義」和「不犯罪」等等是「成為神的兒女」的必要條件，還「假仁假

義」說這不過是「成為神的兒女」之後的當然表現而已。但誰都知道，我們根本不可能完全

公義和不犯罪（記得經文用字是很絕對的，不是「基本上公義」或「大致上不犯罪」），要有

這樣的「完美表現」才算是神的兒女，絕對是強人所難。想想，要我們「完全不犯罪」才可

以得救，跟要我們得救後「完全不犯罪」，不是一樣麼？這就像報旅行團，Ａ團明碼實價，

團費五千；Ｂ團標價是「零團費」，但所有活動「自費」，算起來也是五千！ 

 

我非常疑心，或說非常肯定，大多數基督徒甚至「牧師」和「學者」，口中的所謂「因信稱

義」，不過是用「恩典」開個頭而已──就像「零團費」旅行團「出發」時「免費」，之後就

樣樣「自費」──同樣，「信主之後」，就得樣樣靠你自已的行為來結尾，做少一樣，都隨時

有可能前功盡廢。恩典云云，真不知從何說起！？  
 
按照大多數人心裡的「邏輯」，「你們要行公義、不犯罪，因為做到這些才可以得救」與「你

們既然已經得救，就應當有行公義、不犯罪的表現」，除了「句式」（即講法）不同，將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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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成為神的兒女）」與Ｂ「應當有行公義、不犯罪的表現」的次序「對調」之外，根本毫

無分別。第二種講法，只是更迂迴隱晦地將「行公義、不犯罪」等行求列為得救的條件，事

實上，與第一種講法完全一樣，甚至倒不如老老實實，將它「還原」為第一種講法，免得予

我們「虛假的想望」，以為得救真是靠甚麼白白的恩典。 

 

可是，老約翰對調一下這個次序，說我們不是「先要有好行為然後才得救」，而是「得救後

應該有好行為」，難道只是要玩弄花巧，搞個「零團費騙局」來欺騙我們嗎？這個次序上的

不同難道是無意義的嗎？這兩種講法，難道是兩條數值相等的公式，像「Ｘ＋Ｙ＝Ｚ」可改

為「Ｙ＋Ｘ＝Ｚ」，又像「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到頭來都是得個「七」嗎？ 

 

永遠記得，人間語言不能「還原」或「約化」為電腦或數理語言，因為人間語言裡因著說話

者的語境與情懷，不同的「次序」所隱含的深情厚義，往往遠超乎「次序」的表面意義。老

約翰用「既然......就應該......」的「邏輯」來表達我們的得救與行為的先後關係，與行為主義

者用「因為......才可以......」的「邏輯」所表達，其意境與情懷實質有極大的不同： 

 

行為主義者「因為（做得好）才可以（得救）」的「邏輯」讓我們聯想到的，是法官似

的，「問責式」的，專看你「做不到甚麼」的上帝；是貌似謙卑虔誠，其實十分自信傲

謾的人；是被各種宗教儀式和行為規範重重阻隔，既「緊張」又「疏離」的神人關係。 

 

老約翰「既然（得救）就應該（做得好）」的「邏輯」讓我們聯想到的，卻是早就決意

賜恩與我們，樂意稱我們為祂的兒女的慈悲天父；是真正謙卑順服，全心仰望天父憐憫

的人；是除去了一切煞有介事的宗教儀式和行為規範的阻隔後，親如父子的神人關係。 

 

就是這樣，將「得救」與「做得好」的次序對調一下，卻是「微言大義」，展現出來的是兩

種截然不同的信仰！ 

 

如果你讀完老約翰的話，「讀出來的感覺」竟然與讀行為主義者的講法一樣，覺得老約翰只

是調換了一下句式，骨子裡的意思根本一樣──還是「恐嚇」我們要自己救自己！我相當的

肯定，你只用腦袋而不用心肝讀經，你把老約翰視為與主耶穌和與你也不甚相干的「阿貓阿

狗」，將聖經視為冷冰冰的宗教守冊。解經就是釋出作者的善意，能如此，你必須先信，信

對方寫的時候，確是對我們滿懷善意，已將善意「藏」在經文，包括在這個「次序」之中。 

 

三、不犯罪不是做完美聖人──棄掉字典．回到聖經 

 

好了，來到這裡，你或者多多少少相信老約翰與天父都對我們滿懷善意，但慣於「實際」的

你，可能仍然滿心疑慮： 

 

善意歸善意，但我若究竟不能活出「好表現」，譬如仍然會犯罪，豈不到頭來還是一樣

死路一條麼？老約翰的善意，恐怕我也是無福消受了！ 

 

到這一步，請你丟了「字典」，回到聖經去，看清楚經文裡「不犯罪」究竟是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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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老約翰在經文裡的許多地方，都已經明示暗示在今生現世，我們都不會真的「乾淨」

到甚麼罪都不會犯的「境界」，譬如： 

 
1:8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
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

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10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

過罪，便是以上帝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裏了。 

 
2:1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

2
他為我們的罪

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5:16

人若看見弟兄【留意，是「弟兄」，表示是已經信主的人】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

為他祈求，上帝必將生命賜給他； 

 

心細如絲，又親眼見過眾師兄弟（使徒）當年怎樣信得一塌胡塗，在主被賣之日跌得亂七八

糟的老約翰，怎會粗心大意到不了解我們的軟弱和限制，強我們所難呢？ 

 

綜觀約翰壹書，我們看到，老約翰筆下針對的罪，其實不是一般的罪，而是「愛世界」和「恨

弟兄」，這兩種直接妨礙我們與基督和天父建立關係的罪。【詳細可看上一篇講章】 

 

得救──成為神的兒女，就是作「天父家裡的人」的意思。「家裡人」自然仍會有做錯事的

可能，譬如不小心打破家裡的東西，或一時意氣說了叫爸媽生氣的話；但是，「家裡人」總

不會蓄意在家中放火，又或瞞著家人將房子轉按給銀行還賭債，不顧家人無家可歸吧？──

犯這樣的錯，就表明你已經沒有資格做「家裡人」了。 

 

理論上講，基督徒當然甚麼罪都不應該犯，但聖經很「實際」，慈父心腸的老約翰很諒解他

的小羊，知道我們不可能「完全聖潔」，也沒有要求我們「完全聖潔」──這是某些「牧師」

和「學者」毫無心肝靠查字典亂解出來的講法。但老約翰同樣以其父母腸，警告我們，要我

們永遠記得自己已經有「天父家裡的人」的美好身份，要萬分珍惜，不要「愛世界」愛到忘

了回天家吃飯，更不應「恨弟兄」叫天父傷心失望。你是「家裡人」，是天父的寶貝兒子，

天父怎會斤斤計較你的甚麼罪而不許你回家呢？若到了最後，你竟然會喪失回家的機會，那

就一定不是因為你犯了一般的甚麼罪，而是你犯了最不可以犯的「非一般的罪」──愛世界

和恨弟兄，是你自己因著留連世界和厭煩自己家裡的人（弟兄）而回不了來的。想想，除了

以為有比家更值得留戀的地方和厭惡家裡人之外，還有甚麼原因會阻礙我們歸家呢？ 

 

當然，話自然可以說回來，除了「恨弟兄」和「愛世界」之外，「一般的罪」當然不等於我

們可以亂犯，不介意地犯。事實上，如果你愛天父、愛天家又愛弟兄，一般的罪自然也不會

輕易的犯。這是常識，不用多解。老約翰自然更不是縱容我們犯罪，他是以慈父心腸，告訴

我們最後的那條「底線」──當然不是要我們「摸底」試探上帝，而是鼓勵我們，說天父實

在恩慈浩瀚，只要我們不是蓄意主動疏遠祂（表現為愛世界和恨弟兄），祂是不會斤斤計較

我的罪，與我們疏遠的，目的，是提醒我們無論怎樣，記得回家吃飯，因為爸爸在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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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解經是解父的「內心」 

 
撒上 16: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

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這句話，不時會被我們用來解釋上帝最終揀選大衛而廢掉掃羅的原因──掃羅虛有其表，大

衛卻有美好的內心（靈性）。 

 

其實，這句話倒過來「解」更可看出讓人心動的「神蘊」，就是，原來掃羅看上帝，是看上

帝的「外表」的，大衛看上帝，卻能看出上帝的「內心」。 

 

同情地了解，「一國二王」，「一山二虎」，兩人的處境都有某程度上值得同情的地方。掃羅被

先立而後廢，大衛口頭上被立為王卻連站的地方也沒有，被迫流亡多年，各有得失，不易比

較誰更慘些。但明顯的是，掃羅只看到上帝賜與和收回王位的「外表」，覺得賜與就是對我

好，收回就是對我不好，於是，覺得上帝「行為反覆」，甚至有「玩弄他」之嫌，最後變成

怨恨上帝。其實，要怨要恨，大衛也可以大有理由：「上帝你得把口立我為王，卻不乾手淨

腳馬上實實際際廢了掃羅，卻容他一直大權在握，到處追殺我──你不是在玩我麼？」但大

衛卻看到掃羅看不到的，就是上帝的「內心」：「祂膏立我為王，雖然眼下似乎甚麼也沒有，

但至少表明祂把我放在心上，再者，若非祂一再保守，我早就喪命在掃羅手下了。」其實，

上帝口說廢掃羅，但仍容讓他手握大權多年，這不是寬容是甚麼呢？但掃羅完全看不到上帝

的「內心」；上帝對大衛，雖然一直「口惠而實不至」，但一度的提携，幾次的保守，大衛都

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因為他看到上帝的「內心」，知道何謂「物輕情意重」。 

 

為甚麼我一再強調要用「你的心」來解經，因為你要「解」的，正正是天父上帝和聖經作者

們的「慈父的心」，只有心可以對應心。用你的心肝來感應一下聖經，不用查甚麼字典，也

不必甚麼釋經法，也一定可以感受到老約翰的慈父心腸，相信他決不可能不體諒我們的總有

犯罪可能的軟弱，不感激於基督代死救贖的深情厚義，會用貌似虔誠實質冷漠涼薄的「行為

主義」的講法來「恐嚇」我們，來低貶基督救恩的無比價值。若你這樣想，那就真是「沒有

心肝」，真的有罪──對不起老約翰，也對不起我們的天父了。 

 

記得，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只有「沒有心肝」的罪不得赦免，因為赦免對於有這種罪

的人是沒有「作用」的──這種人根本就沒有「心肝」來領受赦免，你給他幾多赦免，他都

只會撇在一旁，不會認真理會，不會感激於心，更不會感恩圖報，所以，這樣的人，連上帝

都無法赦免他們。但願我們不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