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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一 样 的 证 据 
 

约翰壹书 5:6-21 

引言、信心究竟要不要「证据」？ 
 

昨天看到一宗相当骇人听闻的新闻： 

 

 
 

头条日报 2009 年 9 月 9 日 
 

看完这宗新闻，我相信不少人马上就会反应说：「有冇搞错，咁都信？用下脑啦！」并且庆幸

好在还有一个坚决不信和六个没有完全「迷信」，还来得及「临崖勒马」。即使讲信心，起码

也要信得「合情合理」，这个似乎是一切信仰不证自明毋须多讲的「前提」。我更相信大多数

饱受现代思想「启蒙」的基督徒，对「合情合理」这个信仰前提更是「深信不疑」，下意识

里，很可能比「上帝创世」、「因信称义」及「圣经无误」等基要教义抓得还要紧。 

 

信主一段年日，你一定会听过、甚至讲过「见证」，讲上帝、耶稣或福音是怎样可信或值得

信；如果你稍稍理性，更会看过或听过好些关于「基督教如何合理可信」的书籍文章、影音

产品或课程讲座等。你可能自己不为意，但「潜意识」里，你其实已经认定了「传福音」跟

「证明福音的合理可信性」基本上是同一回事。结果，在不知不觉间，信耶稣、信上帝或信

福音，实质的意思就不过是接受「信耶稣、信上帝或信福音是合情合理的」这个命题的同义

词而已。简言之，一个原本是信仰性（信心性）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思辩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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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概忘记了信仰──尤其是基督信仰的最基本的内涵，就是「顺服」。基督信仰里信心

的精髓是人对上帝作出意志上的服从──即使是不很明白、甚至不很同意、不很情愿，最终

也愿意「委屈」自己的意志去相信、接受和遵行，这样才称得上是信。如果基督信仰真的可

以讲到「合情合理」、「头头是道」、「非信不可」，哪还算是信吗？甚至还需要「信」吗？ 

 

真实地接受基督信仰总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冒险」的，因为无论你怎样解释引证，以有限

的人间资源去探求无限的永恒真理，总是显得「证据不足」的，所以，「信」必无可避免会

有某种「蛮不讲理」的意味！事实上，如果「讲道理」讲得好就可以讲到人人都信，那么众

先知、众使徒以至主耶稣自己，还会死得这样惨吗？以色列还会一再亡国吗？人类的信仰光

景还会沦落到今天「满天神佛」的地步吗？──这些事实都一一证明，无论我们有多少「信

仰证据」，都总是「证据不足」，或者是「证据无效」的。 

 

不错，「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但人就是视而不见，倒去拜太阳月亮；不错，「耶和华在红海

击杀埃及人」的辉煌事迹，外邦人风闻，以色列人更眼见，但不消几天，他们就去拜金牛犊

了，及后更一再背叛耶和华，直到几度亡国；不错，「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应验了旧约先

知的预言」，但当日在耶路撒冷听闻救主降世而往伯利恒朝见圣婴的，一个也没有，包括那

些最懂得引经据典的祭司和文士。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事实：即使大有证据，人们要不信，就

是不信。古今一例，所以，我就不很相信今天我们煞有介事的「证据」或「见证」，对别人

信上帝、信耶稣、信福音会有很大的帮助。总之，以为多讲几遍道理，多讲几个证据，人们

就会乖乖的相信，这种想法实在太天真了！ 

 

冷水拨完了，哪么，我们还需要去传福音吗？──当然要，不过，记得，传福音就是叫人实

牙实齿、鞠躬下拜地「信福音」，而不是叫人疏远抽离、摇头幌脑地「信福音之可信」。你应

该知道，连魔鬼都「信福音之可信」，牠只是不肯「信福音」，因为信仰从来都是一个意志的

问题，而不是一个知性的问题。 

 

好了，说了这么多「引言」，入题了没有？或说，哪么我们信主究竟要不要「证据」呢？因

为太讲究证据，就会丧失信心的真义，结果是「信不了」；但完全不讲证据，又会很容易堕

入邪魔外道的圈套，结果是「信错了」。这又不行，那又不可，如何是好？总而言之，我们

信主究竟要不要「讲证据」呢？──答案当然是「要」，但要讲的，是「不一样的证据」。 

 

其实，我写这篇引言正正就是为了预备大家的心，先行打破你对「证据」（见证／证明）这

个词的「成见」──不要将这个词的「常识用法」套在「圣经用语」的上面，譬如不要以为

老约翰用「证据」（见证／证明）这类字眼时，不过是指「常话」所谓的证据，不外是指用

来证明基督教怎样合理可信的推断或事例。 

 

今天，我会透过对约翰壹书 5:6-21 的解读，告诉家大老约翰笔下对「见证」这个词的用法是

完完全全「基督教的」，意思是，脱离了基督信仰的脉络，他的用法简直是不知所谓的，但

放回到基督信仰里头，就别开生面、意境超然、举世无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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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究竟是甚么「证据」？ 

 

在约翰壹书的上文，老约翰极力高举「相信基督」是我们「必胜」过世界、自我、罪性的秘

诀，说得「不留余地」，并归结为以下这几句话： 

 
5:4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5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

神儿子的吗？ 

 

基督必胜，我们信基督的也必胜──老约翰说得眉飞色舞，意气昂扬，但我们却听得困扰重

重，垂头丧气，因为我们环顾四周，看看世界，看看自己，再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总是大

有疑心：「真的吗？我怎么看不出来？」 

 

当然啦，圣经有太多经文一早就向我们「交代」了：「这个『必胜』是会暂时隐藏的，要等

到将来（来世）基督再来才会如数兑现；不过就算是现在，你只要凭着『信心』，也可以遥

遥的看见啊！」我们大概也不至于肤浅和功利到一切都要「实时兑现」，但是要求一点「凭据」

也不过分吧！──「那好，就拿出『证据』来，好叫我可以信得『合情合理』呀！」结果，「传

福音」往往就变成了「证明福音之可信」的同一回事。事实上，就着我今天讲到的经文，骤

眼看，老约翰似乎也不能「免俗」，于是就拿出他的「证据」（或说请出他的「见证人」）来

「证明」他所传讲的福音是怎样真实可信的： 

 
6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7并且有圣灵作

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8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

于一。 

 

老约翰也老实不客气，一口气就提出了三个看似「强而有力」的「证据」（也可理解为「见

证人」）来：「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真是「阵容鼎盛」，未出场，单单

报上名字已经「吓」倒人。接着，老约翰还强调「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意思是他们的见证

更是绝对一致的。根据这样的讲法，信耶稣真是一件「证据确凿」、「十拿十稳」的事。 

 

至于又「水」又「血」又「圣灵」，究竟又是些甚么「见证」呢？ 

 

大而化之，「水」很可能是指主耶稣刚出道时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的见证；「血」应该是

指祂钉身十字架上倾流宝血的见证；而「圣灵」大概是指上帝透过真理（包括新旧约圣经的

启示）在人心里「印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叫人接受基督救恩的见证。「水」的见证

发生在主耶稣工作之启始，「血」的见证发生在主耶稣工作之结束，「圣灵」的见证则「总其

大成」，发生在主复活、升天和五旬节之后。骤眼一看，真是「奇妙」啊！ 

 

不过，大家且慢高兴，你若果回到圣经去，认真逐一查一查这些「见证」的细节，你就会发

现这些「见证」并不是那么「奇妙」的，倒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我疑心你看完后，你

的「信心」就没有那么「踏实」了，你很可能要另外找一些「证据」或「见证人」，来说服

你为甚么要相信这三个怪形怪相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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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些证据实在「无准」（严重缺乏客观性和普遍性） 

 
1、施洗约翰一个人自说自话的「水的见证」 
 

我们回到圣经，先看看「水的见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约 1: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彷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33
我先前不

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

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34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 

 

我疑心我们完全搞错了那次「水的见证」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或者以为耶稣受洗时，圣灵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以鸽子的形状降在祂身上的，跟着天上就有一把声音，好象「播音」般

向所有在场人士公开宣告：「这是我的爱子......」。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像拍电影似的。大家想想，若这「水的见证」是这样「路人皆见」的，所

有在场人士都看得见、听得到，哪施洗约翰还有甚么「见证」角色呢？请大家再细心听一遍

施洗约翰作见证的说话： 

 
约 1: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彷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33
我先前不

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

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34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 

 

听清楚没有？ 

 

原来，在耶稣受洗的当下，在场的，除了主耶稣自己之外，亲眼看见「圣灵，彷佛鸽子从天

降下，住在他的身上」这异象的，只有施洗约翰一个人，而更离奇的，是他怎么知道有类似

鸽子的物体降在身上的就是「神的儿子」呢？原来，又是他一个人听到有一把声音给他提示

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至于那把说「这是我的爱

子......」的上帝声音，按文理推断，也极可能除主耶稣外，只得施洗约翰一个人听到。 

 

看到吗？看见圣灵降下的异象的，只有施洗约翰一个人，听见上帝的提示和宣告的，也只有

施洗约翰一个人，然后，他就据此向其它在人作「见证」了。在别人看来，可以说，这些所

谓「见证」统统都是施洗约翰一个人「自说自话」搞出来的。 

 

大家不要抽象，具体地想一想就明白其中的「困扰」：施洗约翰说他看见的，其实我甚么也

没有看见；施洗约翰说他听到的，其实我也甚么也没有听到；然而他就作「见证」了，并请

我相信他的「见证」。问问大家，统统都是他一个人自说自话，我怎么信呢？这跟要我们相

信上述新闻里那个「会通灵」的青年的话（见证），有甚么实质的分别呢？ 

 

这个「水的见证」就是这么「虚」的一回事。（稍后解释何谓「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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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的「血的见证」 
 

再看看第二个「血的见证」又是怎么的一回事。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开口「十架」，闭口「宝血」，好象人人都很明白主耶稣钉身十字架流出宝

血的「见证」的。但当日却是怎么的一回事呢？ 

 

老约翰在《约翰福音》里有几句话，我们「不用心肝」去看，就会产生误会，以为当日有些

在场人士「实时」就明白（看得出）主耶稣流血赎罪的「见证」： 

 
约 19:35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们也可以信。
36
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37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经文提到的这个「看见这事的那人」，很可能就是当时在场的门徒约翰（即六十年前的老约

翰）。不错，约翰「作见证」，而且「他的见证也是真的」，不过，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些是

约翰「马后炮」后来做的事情。当日，约翰却与所有在场人士一样，都是胡里胡涂，不知道

主耶稣究竟在做甚么。事实上，主耶稣钉身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当下，没有一个在场人士能

够看得出这是个甚么「见证」来，包括后来写圣经的使徒们。所有使徒统统都是要等到主耶

稣基督复活、升天以至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回想」起来，才发现并且明白这个「血的见

证」的存在和意义。 

 

想想，一个所谓「见证」，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出来，要到事后，经过许多「回忆

推敲」的手续后，才发现它原来真是个「见证」，这样的「见证」，怎么能拿来「证明」甚么

呢？想想，你可以拿一件谁都不可能实时「看」得出来的「证据」到法庭上作证吗？又或别

人拿出一样「证据」来，叫你相信他的说法，而你怎么也「看」不出来，他就对你说「后来」

必会「看」得出了。即使如此，这也是「后来」的事呀，问题是我「现在」怎么信你呢？  

 

这个「血的见证」若非更加，至少也是与「水的见证」一样「虚」的所谓「见证」。 

 

3、完全是自家人说自家话的「圣灵的见证」 
 
第三个「圣灵的见证」，其实比上两个还要「虚」得厉害。 
 
所谓「圣灵的见证」，按老约翰一贯的「进路」，主要见于两方面：第一是透过外在的「圣经

话语」与内在的「良心感动」来引导我们认识并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的真理： 
 

约 15: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

证。......
16: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第二是透过赐下圣灵「住在」信徒心里，赐与、确证及保守他有「神的儿女」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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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3:5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6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约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17
就是真理的圣

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不少信徒（有时我也会）常常顺口开河，说「圣灵光照」让他明白圣经、「圣灵感动」让他

悔改信主。但我敢保证，若你要求对方讲清楚究竟圣灵是怎样「光照」他、怎样「感动」他，

他一定无法讲得清楚。老老实实，圣灵怎样在我们心里「见证」基督的可信，真是怎么也说

不清楚的一回事。正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的圣灵更是连首尾都不见，这一点老约

翰是最清楚不过的。他就引过主耶稣这样的话： 
 

约 3: 3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4 尼哥德

慕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5
耶稣说：「我实实在

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6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7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

8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

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还是这些诗歌够最老实： 
 

我真不知圣灵如何引人知道己过...... 

 
圣灵会在我们生命里「产生作用」，老老实实，其实都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的一套自家人

自说自话的「术语」来的。既然信了，圣经又这么说，就相信事实就是这样，就「take it for 
granted」──你信得就一定是圣灵动工叫你相信、就一定有圣灵居你心内保守你、就一定

有圣灵印证你已经是神的儿女。全部都是信仰的对象，没有一样是靠经验或理性可以推论得

到的。简单说，「圣灵的见证」是你信主后的「事后解释」，不是你信主前就遇到的「事前证

据」。至于未信的局外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搞甚么，更遑论透过「圣灵的见证」信主了。 
 
总而言之，甚么「水的见证」、「血的见证」、「圣灵的见证」，统统都是含义很「虚」的「见

证」，连基督徒自己都说不清楚，更不要说拿它们来做「见证」叫人信主了。至于三者「都

归于一」，那倒是真的，就是都是一样的「虚」呀！至于甚么谓之「虚」呢？ 
 
所谓「虚」也者，不是「假」，而是总是拿不稳、抓不住的一种「飘渺」之感。大家认真想

想，一个所谓「见证」，却只有在特定的时空、依特定的方式，才能给特定的人「看」得出

来，实质意义是等同除非你先相信了（或入会了），成为自家人，否则你永远无法「看」到

这个见证的存在和意义。按常情常理，这样的是严重缺乏客观性及普遍性的「不合法的见证」！

因为见证（证据）云云，岂不是应该「放诸四海皆准」的么？ 

 

想想，我们的信仰原来是奠基在这样「虚」的见证（证据）之上，大家「心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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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准证据关乎生死，太独断吧！  
 
更令大家不「心安」的事尚在下文。就是接下来，老约翰更加拿着这三个严重缺乏客观性及

普遍性的「见证」要人相信，还将信与不信的意义和后果作「无限上纲」： 

 
9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上帝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

10
信上

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上帝为

他儿子作的见证。
11
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12
人有

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好一句「上帝的见证」，一压下来，就好象谁都非信不可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这三个见

证真是来自上帝的见证呢？施洗约翰的「水的见证」是他一个人自说自话搞出来的；使徒们

的「血的见证」是他们「马后炮」后来「回忆」出来的，至于所谓「圣灵的见证」，更是连

基督徒自己都说不清楚究竟是甚么一回事。平心而论，说这几个「东西」是「见证」已经够

怪形怪相了，还怎能叫我相信它们都是来自上帝的见证呢？而我不信这些「见证」，就被上

纲上线指控为「不信上帝」的大罪，甚至不只是不信上帝，还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最

后更要受到「没有生命」的大咒诅和大刑罚。 

 

我只是不信这几个不伦不类的「见证」而已，怎么变成了「罪犯天条」，要生要死呢？老约

翰的讲法，不是太过「蛮不讲理」吗？...... 

 

四、究竟想「证明」甚么？（要我们信甚么？） 

 
其实，一切的问题和困扰，端来自我们太惯用「常识」来思考信仰。 
 
原来，老约翰口中的「水的见证」、「血的见证」和「圣灵的见证」，并不是泛泛地证明上帝

可信、耶稣可信、福音可信的证据，甚至也不是泛泛地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证据。若

是，这些证据，则无论怎么讲，总是欠缺绝对的说服力。这「三大见证」所要「证明」的是

一个更根本的信仰事实。请大家再细读一遍这段经文： 
 

6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

7
并且有圣灵作

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8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

于一。
9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上帝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

10
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不信

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
11
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12
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综观这段经文，大家一定不能忽略的，是这一系列见证都围绕着「上帝（祂）的儿子」这个

中心，所有见证指向的重心，都是「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倒过来说，就是这些见证都

同时「呼唤」我们相信「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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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些见证的目的似乎只是「见证」耶稣基督的身份──祂是神的儿子，是一种关

乎「基督论」的信仰宣告，可能是针对当的某些异端的讲法而作的「响应」而已。 
 
这种讲法，「神学」上或者是对的，但结果却是又把信仰「降格」为一个思辩问题。这是我

极力反对，甚至认为实质上与「异端」无大分别。冷冰冰的神学，即使全都「正确」，都不

表示真的相信。想想，真信仰必须动情，相信「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的真义，必定绝对

地关乎上帝与我们之间的情份。  
 
原来，「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真正关切的不是「基督论」，而是「上帝论」（我们的上帝究

竟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和「人论」（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信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

和「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真正信仰意涵是──相信上帝所赐下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而且确

是祂的儿子，言下之意，是相信上帝真的极爱我们，毫无保留地赐下祂的至爱──祂的宝贝

儿子──给我们，丝毫没有「欺场」。至于不信，那就不是泛泛的不信某个见证，而是不相

信上帝对我们有无比的善意，不相信祂会「好心」到连自己的宝贝儿子也肯为我们舍下，也

不相信祂祂真的会爱我们到愿意收纳我们为祂的儿女。──这些「不信」统统都是针对着上

帝的「神格」，是对祂的「神格」的大侮辱大污蔑。而这些「不信」亦可反映这些不信之人

是个多么无情无义──他自己无情无义，就污蔑上帝也像他一般的无情无义。 
 
原来，所谓「水的见证」、「血的见证」和「圣灵的见证」，统统都只会在你相信天父的无比

善意，并期盼上帝终会赐下祂的最大恩惠的前提下，才会「生效」的。这三个「见证」，「无

事无干」，实在完全不成见证的，唯有你真心相信天父爱你，热切盼望成为神的儿女，你才

会「冒险相信」，然后在信心中经历到这些见证的真实和力量。 
 
请动心动情地想想，你陷身于人间苦罪，又见众生都陷身于人间苦罪，难道不渴望真有一位

慈悲为怀的天父上帝，祂既造我们出来，就决不会不负责任，任我们自生自灭。祂就算暂且

隐藏，但必不会始终弃我们于不顾，到了时候，祂必会以某种方式介入苦罪人间，给我们解

脱、给我们拯救、给我们安慰、给我们伸冤。──这是信仰的必需前提！ 
 
想想，你若怀着这样的情怀想望，有一天，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人，他告诉你，他看见了上

帝差祂的儿子来了人间，要为我们「尽诸般的义」来补赎我们的「诸般不义」，你能不动心

吗？又有一天，有几个人，自称为耶稣的使徒，他们又告诉你，上帝的儿子来了，为我们流

血受死，并赐与我们永远生命，你又能不动心吗？又有一天，又有一些自称基督徒的人，说

上帝赐下圣经和圣灵，凡接受圣经启示的耶稣基督的人就有圣灵，有了圣灵的人就成为神的

儿女，今生有天父怜爱，来生可摆脱一切人间苦罪，永居美满的天家，你又能不动心吗？ 
 
这一切见证，对上，是见证着天父对我们的无比慈怀；对下，是见证着你有没有「心肝」来

相信天父的恩慈！总之，只要你心中「想信」，你就能够信，而这些「水的见证」、「血的见

证」和「圣灵的见证」，统统就都可以成为无比有力、无限宝贵的见证；若你「不想信」，你

就必会像叛逆的以色列人和鬼迷心窍的犹大和的法利赛人，再多的「见证」（神迹奇事），你

也是视而不见。信仰是要「讲证据」的，但这种「不一样的证据」，却必需要用你「不一样

的心灵」来配合，才会「生效」，才会「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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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得了「证据」之后...... 
 
今天的主体信息讲已经完了，但不想丢下余下几节不了了之，就简单讲讲。这几节经文，比

较「生活化」，其实是指基督徒得了上述「证据」，确知天父极爱我们之后，应当如下「活下

去」──因为有了「保证」不表示我们可以乱来，而是既有了「保证」，我们在「安全」的

前提下，应该怎样活得更合天父的心意，好「配合」上述的见证： 
 

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14 我们若照

他的旨意求甚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第一、是从此你可以放心，「存坦然无惧的心」到天父面前亲近祂，不要怕祂会随时「打你

落地狱」，像那些「未信的人」或「律法主义者」那样。 
 

15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16 人若看见弟兄

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上帝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

这罪祈求。 

 

第二、是从此你更加要「爱弟兄」，留意，老约翰虽说「他（天父）听我们一切所求的」，但

没有一句教你为「自己」求，却教你要多为「弟兄」求，特别是关系他灵命的事。至于那些

不可求的「至于死的罪」，指的自然是传述异端（特别是否认基督是神的身子）的罪──那

就不是他们与天父关系不好，而是他们根本不想与天父建立关系，自然求也没有用。 
 

17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18
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

帝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19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全世界都

卧在那恶者手下。 

 

第三、是从此更加「不要爱世界」和「不要犯罪」。记得，这不是「行为主义」的问题，你

不会因为「行为不合格」而不得救，正如你从来不会因为「行为合格」而得救一样。那是一

个「关系」的问题──你若老是留恋世界，老是爱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你说你信（爱）天父

和基督的讲法，就相当可疑了。重要的不是行为本身，而是行为可以相当大程度反映你究竟

爱父还是爱世界，而这个「关系」才是生死攸关的。 
 
20
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能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

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21
小子们

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第四、最根本的，是从此你要谨守自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和「远避偶像」。天父必

定万无一失，他极爱我们的事实，透过「水」、「血」和「圣灵」的见证与你谦卑的信心，已

经显出了稳如泰山的真凭实据。你并不需要在上帝的救赎工作上添加甚么，你只需要「认清

敌我」，找寻洽当的「信仰圈子」，活在基督里、藏在基督里。谨守遵行基督的话，是不二的

法门──我说第八百遍了，这不是因为行为主义的需要，而是在「听从与遵行」之中，你的

状态必定是最「安全」的──无所事事，永远是专心于信仰的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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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便纵有千种恩情，更与何人说？ 
 
约翰壹书算是说完了，但老者的情怀，不知大家能否感动。最后，就说一些感言吧！ 

 

真的，我越来越来讨厌读那些冰冷无味的「神学书」和「释经着」，那些书，说到约翰或约

翰的著作的时候，满纸都离不开「背景」、「文法」或「神学」、「教训」，彷佛老约翰在作者

们的心目中，连一个「人」的资格都没有！ 

 

约翰实实在在是一个人： 

 

他少年时，曾扬言要放火烧了不接待主的村庄，看似暴躁，实则爱主情切；主被卖那夜，他

侧身挨过在主怀里；后来，他不负主托，好好照顾主的母亲马利亚；再后来，他目睹自己的

亲哥哥雅各成为第一个殉道者，然后，耳闻十个「师兄」一一全数为主殉道。自主耶稣离开

后，他天天盼望主回来，足足盼望了六十年，望眼欲穿，主却还是未来。同辈中追随过基督

的人，有殉难的、有离世的、甚至有变节的，现在仅余自己一人。而后辈之中，再没有一个

曾经亲眼见过主耶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分百年孤寂，可以向谁分诉呢？──便

纵有千种恩情，更与何人说？ 

 

明乎此，你才会明白，约翰壹书为甚么老气横秋、结构紊乱、主题反复，语意摇摆。一时说

你不要怕犯了罪，一时说你不要犯罪，前边刚说完爱弟兄，后边又再说一遍爱弟兄。父母心

肠，临别嘱托，哪会像「学术文章」般四平八稳？ 

 

老约翰老了，他知道主在他及身之年都不会回来，眼看着小羊，舍不得走，但必须要走，他

深怕「圣火失传」，于是，千言万语，就化成了篇篇都好象是「遗嘱」一般约翰著作──约

翰书信、约翰福音、启示录，无一例外。 

 

约翰是一个人，他写的，也是人性饱满的文章。明白他是一个人，呼应他的情怀想望，你就

能明白约翰的著作，包括启示录，并且毫无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