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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出圣经的善意 
 

约翰壹书 2:28-3:24 

引言、解经就是「释出圣经的善意」！ 

 

解经不能单靠嘴巴（或文笔）堆砌字眼，虽然口才（文笔）有时也有它的用处。记得教书的

日子，考试测验时，不时会收到这种「叹为观止」的答案：问：「请解释何谓玄武门之变。」

答：「玄武门之变就是发生在玄武门的一场事变。」问：「请解释何谓安史之乱。」答：「安史

之乱就是由安和史发动的一场动乱。」问：「请简介红楼梦。」答：「红楼梦就是在红色的楼上

发的一场梦。」大家知道，这种「答案」只是在原有的题目上加上些可有可无的字眼，花言

巧语地「扩写」了题目的句子，但实质上甚么也没有答到。得分呢？当然是零。我却没有想

到，后来发现，许多人的所谓「解经」原来也是这么的一回事。譬如： 

 

经文：
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

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批注：......「眼目的情欲」：因眼所见而引起的贪慕之心。「今生的骄傲」：因拥有今

世财物而引起的矜夸、自傲。 

 

这种「解经」，除了添加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字眼，或用一些比较浅近或精细的字眼取代了原

来的经文用字外，有「解」到甚么吗？正是：「咁叫解经，系人都识解啦！」我很相信对于相

当大比例的信徒来说，他们心目中的所谓「解经」并不是这种多余的「增字解经」，而是针

对经文里的「疑难」而作出解释或分解。例如今天的信息会提及到的好些经文，就有相当不

少公认颇为「难解」的地方： 
 

3:5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

6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7 小子们哪，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

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8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

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9
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

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
10
从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概括言之，这些经文往往会给我们两大困扰：第一个是「神学上的困扰」，第二个是「实践

上的困扰」。没事没干时「因信称义」前「因信称义」后的「主流教会」，一遇到这类高举行

为的经文，就马上面不改容地走回头路，变回百分百甚至比犹太教更犹太教的「行为主义」

和「律法主义」，但对于认真的信徒却构成很大的理性困扰，这就是「神学上的困扰」。而就

我们的实际经历来说，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不犯罪」的地步，同样，对于认真的信

徒又构成道德上的困扰，这就是「实践上的困扰」。因此，所谓解经，许多时候，不过是围

着这些「困扰」来团团转的「知性活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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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解经不能够也不应该单靠脑袋，虽然我也不是完全反智。因为如此一来：第一、解经

很容易会沦为「知识阶层」或「神职人员」的把戏、玩意或借此自抬身价的手段；第二、对

于普罗大众，解经会成为索然无味和沉重难当的苦差，久之，他们一定会厌恶读经解经，或

将之「委托」给「专业」的所谓「神职人员」，自己对圣经真理不会认真的上心在意。 

 

其实，解经最要紧的是用心灵，用心灵「释」出圣经中的善意──来自作者的善意、来自天

父上帝的善意。因为，单靠嘴巴「扩写句子」式的解经是根本多余的，搞尽脑汁「化解疑难」

式的解经是自寻烦恼的，事实上也是多余的。怎么「多余」呢？想想，没有信仰，你或者会

有一点甚么困扰吧，但有了这种矛盾重重而要不断寻求「解释」的所谓信仰（譬如你未信时

「骗」你说一信就得救到底上定天堂，信了之后却给你开列一张没完没了的行为清单，「恐

吓」你做少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照旧落地狱去），其实是更加困扰，何苦来哉？解经若只是这

样没完没了地「解难」，我就爽性不信（不读经）算了，免得心烦！ 

 

我们读经解经，或说圣经之所以值得我们读我们解，最必要的理由，必定是内里藏有最伟大

的珍宝──就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满怀善意。不是为此，你读来干吗？而且，若你不事先假

定上帝对我们有满怀善意，我保证，你读到最后，仍是甚么都不会读得到。今天，我会透过

对约翰壹书 2:28-3:24 的解读，「示范」怎样才是解经──用心灵释出经文里的善意。 

 

一、经文概观（不是解经） 

 

首先，我会带大家「概观」约翰壹书 2:28-3:24，但我要强调这样「不是解经」，虽然在坊间

网上，好多人以为这样就叫解经了。 

 
2:28

小子们哪，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

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29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

生的。 
 

这段是整个经文段落的概括，主线是「作神的儿女」这核心概念。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即

「祂所生的」）呢？就是「行公义」云云。为甚么要「行公义」呢？因为这才「象样」，到主

耶稣「显现」（即再来）的时候，就可以「坦然无惧」见祂的面，「不至于惭愧」云云。 

 
3:1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

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2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

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3
凡

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这段老约翰讲得更加眉飞色舞，讲述天父已经赐与我们很大的恩典（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

女），还强调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作为

「神的儿女」的名号，必定将会给我们美好到现在难以想象（即「还未显明」）的恩典──

至少会与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相似，还可以见到祂的「真身」云云！于是，老约翰就鼓励我

们好好预备自己（洁净自己），迎见祂的再来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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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5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6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

他。
7
小子们哪，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8
犯罪的是属魔

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9
凡从上帝

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
10
从

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 

 

这段噜噜苏苏，其实意思不外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指针」，就是「犯罪与否」，以之作

为我们到底（最终）是否真是「神的儿女」的标记，亦似乎暗示了信徒应该以「不犯罪」作

为他今生努力奋斗的目标云云。 

 
10......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11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12
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甚么杀了

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13
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

希奇。
14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15
凡

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16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17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

塞住怜恤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18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

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这段应该是承接上文，不过特别凸出「爱弟兄」这一点（同时又以恨弟兄的「该隐」为反

面例子），以之作为你是否真是（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具代表性的指针。 

 
19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

20
我们的心若责备

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21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

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22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

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23
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

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24
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这段是整个段落的总结，总意是我们若「做」或「达」到上面的指针，即「遵守他（上帝）

的命令，行他（上帝）所喜悦的事」，这样，我们就可「放心」（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

稳），因为上帝见我们有好表现，就一定会收纳我们做「神的儿女」云云。 

 

好了，大家以为，我这样就是「解」了「经」吗？ 

 

没有！第一、我只是换了另一堆字眼，「重述」了经文一遍，其实甚么也没有「解」到。第

二、经文展示出来的困扰──神学上的困扰、实践上的困扰，我也没有「解」到。不过，对

于这些困扰，不「解」由自可（因为还可以「含混过关」），一「解」就更加困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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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约翰写得如此「轻描淡写」，但我相当肯定，许多信徒，一看见「坦然无惧」、「不至于惭

愧」和「行公义」等字眼，一定马上「恐惧」起来，担心自己到底不能常常「行公义」，以

至「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一定会）至于（十分）惭愧」，严重的甚至不能「得救」。老

约翰说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的鼓励话，我疑心读的人只会读出一个很大的「张力」来，就

是一方面，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好象是十分稳当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仍好象要

「做」到点甚么，好确保自己将来仍然有神的儿女的身份。到头来，我们还是毫无把握。老

约翰还把基督徒信主后的「不犯罪」讲到是「理所当然」，好象是「信手拈来」的，但我们

读下去，却是惊心动魄，困扰重重，疑心自己到头来还是免不了犯罪，「一失足成千古恨」，

结果会像「扫罗作以色列王」一般「空欢喜一场」。总之，老约翰说得越是「老定」，我们就

越加「恐慌」。结果呢？我们就需要「解经」了，不过，我们着意要「解」的，只是如何「化

解」这些经文给我们「困扰」，或说纾减我们心里因这样读经而来的「恐慌」。 

 

如果解经就是这么一回事，难怪我们都不爱读经──谁想自寻烦恼呢？！  

 

不过，大家试试换个角度，或说换个心肠，想想这位情柔似水，心细如丝的爱的使徒，他写

约翰壹书，是要「恐吓」他亲爱的「小子们」和「父老们」吗？他说得如此肯定和雀跃，是

因为不能体谅我们的软弱和实际上做不到的困境吗？更重要的是，难道曾经亲眼见过主耶稣

钉身十架的老约翰，会把十字架的救恩低贬，走回法利赛人行为主义的旧路上吗？──绝对

不会！这就是我的「起点」。于是，我也要解经，不过，我志在「释」出的，是圣经里的善

意──老约翰的善意，天父上帝的善意，就是老约翰能以说出如此轻描淡写、胸有成竹、喜

乐雀跃的话的内里原因。 

 

以下，真真正正的解经，骤看也是在解决疑难──要解决经文作者（老约翰和天父上帝）的

「多情」和经文表面表现出来的某种「无情」（如不谅解我们的软弱）的矛盾，但心境情怀

却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的「起点」是信，是事先相信老约翰对他的小羊和天父对我们都必

定是满怀善意，于是怀着寻找珍宝的信念、热情和想望去解，并相信寻找的，就必寻见。 

 

二、不犯罪不是得救的条件──次序不同．情怀大异 

 

首先，要记住解经不是纯粹的「知性活动」，所以，真正解经的第一要诀，就是不要有意无

意地将经文「还原」或「约化」为机械的计算机语言或数理语言。综观上述的经文，即约壹

2:28-3:24，虽有许多类似这样的句子： 

 
2: 29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3:5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

6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9
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

生的。
10
从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

弟兄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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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

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18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

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19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

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 
 

24
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

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这些经文都非常强调「好行为」的重要和必需，不过，当中却没有一只字将「行公义」、「不

犯罪」、「爱弟兄」和「遵守上帝命令」等好行为列为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之前的先决

条件，老约翰说的，是这些好行为应该是甚至必然是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合理

表现。简单说，老约翰的「说法」不是： 

 

你们要「行公义」、「不犯罪」、「爱弟兄」和「遵守上帝命令」，因为做到这些，你们才

可以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句式是：「因为（有好行为）才可以（得救）」） 

 

而是： 

 

你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就应当「行公义」、「不犯罪」、「爱

弟兄」和「遵守上帝命令」。（句式是：「既然（得救）就应该（有好行为）」） 

 

前者是典型的「行为主义」，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自救，老约翰没有这样说过，后者是在恩

典（因信称义）的基础和前提上讲的「行为表现」，两者绝不相同。 

 

不过，我非常疑心，或说非常肯定，大多数人会觉得上述两种讲法只是「讲法」不同，「事

实」是一样的。第一种讲法是「明刀明枪」的行为主义，将「行公义」和「不犯罪」等等列

为「成为神的儿女」的必要条件，倒清楚利落。第二种讲法，其实是「暗箭伤人」的行为主

义，表面上没说「行公义」和「不犯罪」等等是「成为神的儿女」的必要条件，还「假仁假

义」说这不过是「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当然表现而已。但谁都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完全

公义和不犯罪（记得经文用字是很绝对的，不是「基本上公义」或「大致上不犯罪」），要有

这样的「完美表现」才算是神的儿女，绝对是强人所难。想想，要我们「完全不犯罪」才可

以得救，跟要我们得救后「完全不犯罪」，不是一样么？这就像报旅行团，Ａ团明码实价，

团费五千；Ｂ团标价是「零团费」，但所有活动「自费」，算起来也是五千！ 

 

我非常疑心，或说非常肯定，大多数基督徒甚至「牧师」和「学者」，口中的所谓「因信称

义」，不过是用「恩典」开个头而已──就像「零团费」旅行团「出发」时「免费」，之后就

样样「自费」──同样，「信主之后」，就得样样靠你自已的行为来结尾，做少一样，都随时

有可能前功尽废。恩典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  
 
按照大多数人心里的「逻辑」，「你们要行公义、不犯罪，因为做到这些才可以得救」与「你

们既然已经得救，就应当有行公义、不犯罪的表现」，除了「句式」（即讲法）不同，将Ａ「得

救（成为神的儿女）」与Ｂ「应当有行公义、不犯罪的表现」的次序「对调」之外，根本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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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分别。第二种讲法，只是更迂回隐晦地将「行公义、不犯罪」等行求列为得救的条件，事

实上，与第一种讲法完全一样，甚至倒不如老老实实，将它「还原」为第一种讲法，免得予

我们「虚假的想望」，以为得救真是靠甚么白白的恩典。 

 

可是，老约翰对调一下这个次序，说我们不是「先要有好行为然后才得救」，而是「得救后

应该有好行为」，难道只是要玩弄花巧，搞个「零团费骗局」来欺骗我们吗？这个次序上的

不同难道是无意义的吗？这两种讲法，难道是两条数值相等的公式，像「Ｘ＋Ｙ＝Ｚ」可改

为「Ｙ＋Ｘ＝Ｚ」，又像「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到头来都是得个「七」吗？ 

 

永远记得，人间语言不能「还原」或「约化」为计算机或数理语言，因为人间语言里因着说

话者的语境与情怀，不同的「次序」所隐含的深情厚义，往往远超乎「次序」的表面意义。

老约翰用「既然......就应该......」的「逻辑」来表达我们的得救与行为的先后关系，与行为主

义者用「因为......才可以......」的「逻辑」所表达，其意境与情怀实质有极大的不同： 

 

行为主义者「因为（做得好）才可以（得救）」的「逻辑」让我们联想到的，是法官似

的，「问责式」的，专看你「做不到甚么」的上帝；是貌似谦卑虔诚，其实十分自信傲

谩的人；是被各种宗教仪式和行为规范重重阻隔，既「紧张」又「疏离」的神人关系。 

 

老约翰「既然（得救）就应该（做得好）」的「逻辑」让我们联想到的，却是早就决意

赐恩与我们，乐意称我们为祂的儿女的慈悲天父；是真正谦卑顺服，全心仰望天父怜悯

的人；是除去了一切煞有介事的宗教仪式和行为规范的阻隔后，亲如父子的神人关系。 

 

就是这样，将「得救」与「做得好」的次序对调一下，却是「微言大义」，展现出来的是两

种截然不同的信仰！ 

 

如果你读完老约翰的话，「读出来的感觉」竟然与读行为主义者的讲法一样，觉得老约翰只

是调换了一下句式，骨子里的意思根本一样──还是「恐吓」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我相当的

肯定，你只用脑袋而不用心肝读经，你把老约翰视为与主耶稣和与你也不甚相干的「阿猫阿

狗」，将圣经视为冷冰冰的宗教守册。解经就是释出作者的善意，能如此，你必须先信，信

对方写的时候，确是对我们满怀善意，已将善意「藏」在经文，包括在这个「次序」之中。 

 

三、不犯罪不是做完美圣人──弃掉字典．回到圣经 

 

好了，来到这里，你或者多多少少相信老约翰与天父都对我们满怀善意，但惯于「实际」的

你，可能仍然满心疑虑： 

 

善意归善意，但我若究竟不能活出「好表现」，譬如仍然会犯罪，岂不到头来还是一样

死路一条么？老约翰的善意，恐怕我也是无福消受了！ 

 

到这一步，请你丢了「字典」，回到圣经去，看清楚经文里「不犯罪」究竟是甚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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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约翰在经文里的许多地方，都已经明示暗示在今生现世，我们都不会真的「干净」

到甚么罪都不会犯的「境界」，譬如： 

 
1:8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

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10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

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2:1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2
他为我们的罪

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5:16

人若看见弟兄【留意，是「弟兄」，表示是已经信主的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

为他祈求，上帝必将生命赐给他； 

 

心细如丝，又亲眼见过众师兄弟（使徒）当年怎样信得一塌胡涂，在主被卖之日跌得乱七八

糟的老约翰，怎会粗心大意到不了解我们的软弱和限制，强我们所难呢？ 
 

综观约翰壹书，我们看到，老约翰笔下针对的罪，其实不是一般的罪，而是「爱世界」和「恨

弟兄」，这两种直接妨碍我们与基督和天父建立关系的罪。【详细可看上一篇讲章】 

 

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作「天父家里的人」的意思。「家里人」自然仍会有做错事的

可能，譬如不小心打破家里的东西，或一时意气说了叫爸妈生气的话；但是，「家里人」总

不会蓄意在家中放火，又或瞒着家人将房子转按给银行还赌债，不顾家人无家可归吧？──

犯这样的错，就表明你已经没有资格做「家里人」了。 

 

理论上讲，基督徒当然甚么罪都不应该犯，但圣经很「实际」，慈父心肠的老约翰很谅解他

的小羊，知道我们不可能「完全圣洁」，也没有要求我们「完全圣洁」──这是某些「牧师」

和「学者」毫无心肝靠查字典乱解出来的讲法。但老约翰同样以其父母肠，警告我们，要我

们永远记得自己已经有「天父家里的人」的美好身份，要万分珍惜，不要「爱世界」爱到忘

了回天家吃饭，更不应「恨弟兄」叫天父伤心失望。你是「家里人」，是天父的宝贝儿子，

天父怎会斤斤计较你的甚么罪而不许你回家呢？若到了最后，你竟然会丧失回家的机会，那

就一定不是因为你犯了一般的甚么罪，而是你犯了最不可以犯的「非一般的罪」──爱世界

和恨弟兄，是你自己因着留连世界和厌烦自己家里的人（弟兄）而回不了来的。想想，除了

以为有比家更值得留恋的地方和厌恶家里人之外，还有甚么原因会阻碍我们归家呢？ 

 

当然，话自然可以说回来，除了「恨弟兄」和「爱世界」之外，「一般的罪」当然不等于我

们可以乱犯，不介意地犯。事实上，如果你爱天父、爱天家又爱弟兄，一般的罪自然也不会

轻易的犯。这是常识，不用多解。老约翰自然更不是纵容我们犯罪，他是以慈父心肠，告诉

我们最后的那条「底线」──当然不是要我们「摸底」试探上帝，而是鼓励我们，说天父实

在恩慈浩瀚，只要我们不是蓄意主动疏远祂（表现为爱世界和恨弟兄），祂是不会斤斤计较

我的罪，与我们疏远的，目的，是提醒我们无论怎样，记得回家吃饭，因为爸爸在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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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解经是解父的「内心」 

 
撒上 16:7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

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这句话，不时会被我们用来解释上帝最终拣选大卫而废掉扫罗的原因──扫罗虚有其表，大

卫却有美好的内心（灵性）。 

 

其实，这句话倒过来「解」更可看出让人心动的「神蕴」，就是，原来扫罗看上帝，是看上

帝的「外表」的，大卫看上帝，却能看出上帝的「内心」。 

 

同情地了解，「一国二王」，「一山二虎」，两人的处境都有某程度上值得同情的地方。扫罗被

先立而后废，大卫口头上被立为王却连站的地方也没有，被迫流亡多年，各有得失，不易比

较谁更惨些。但明显的是，扫罗只看到上帝赐与和收回王位的「外表」，觉得赐与就是对我

好，收回就是对我不好，于是，觉得上帝「行为反复」，甚至有「玩弄他」之嫌，最后变成

怨恨上帝。其实，要怨要恨，大卫也可以大有理由：「上帝你得把口立我为王，却不干手净

脚马上实实际际废了扫罗，却容他一直大权在握，到处追杀我──你不是在玩我么？」但大

卫却看到扫罗看不到的，就是上帝的「内心」：「祂膏立我为王，虽然眼下似乎甚么也没有，

但至少表明祂把我放在心上，再者，若非祂一再保守，我早就丧命在扫罗手下了。」其实，

上帝口说废扫罗，但仍容让他手握大权多年，这不是宽容是甚么呢？但扫罗完全看不到上帝

的「内心」；上帝对大卫，虽然一直「口惠而实不至」，但一度的提携，几次的保守，大卫都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为他看到上帝的「内心」，知道何谓「物轻情意重」。 

 

为甚么我一再强调要用「你的心」来解经，因为你要「解」的，正正是天父上帝和圣经作者

们的「慈父的心」，只有心可以对应心。用你的心肝来感应一下圣经，不用查甚么字典，也

不必甚么释经法，也一定可以感受到老约翰的慈父心肠，相信他决不可能不体谅我们的总有

犯罪可能的软弱，不感激于基督代死救赎的深情厚义，会用貌似虔诚实质冷漠凉薄的「行为

主义」的讲法来「恐吓」我们，来低贬基督救恩的无比价值。若你这样想，那就真是「没有

心肝」，真的有罪──对不起老约翰，也对不起我们的天父了。 

 

记得，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只有「没有心肝」的罪不得赦免，因为赦免对于有这种罪

的人是没有「作用」的──这种人根本就没有「心肝」来领受赦免，你给他几多赦免，他都

只会撇在一旁，不会认真理会，不会感激于心，更不会感恩图报，所以，这样的人，连上帝

都无法赦免他们。但愿我们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