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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 與 原 罪 
 

信仰之初之（四）創 2-3 章 
 

引言、「原罪」何罪之有？  
 

創世記系列的講章已經來到第四篇了，但是我仍然駐足於第二、三章，因為，關乎基督信

仰，有一個非常「原始」的問題──「原罪」，必需先搞清楚，否則整個基督信仰的「合

法性」都會完全崩潰，或至少會被講到離天萬丈，「答非所問」。 

 

所謂「原罪」是甚麼呢？按「一般」理解，不外兩方面： 

 

一、原初的罪──指始祖亞當、夏娃在伊甸園裡違背上帝命令吃「分別善惡果」的罪過及

由之而來的刑罰與咒詛，以某種「遺傳」或「繼承」的方式「傳」給了全人類，以致

我們每個人「天生」就「有罪」。 

 

二、罪的根性──與上一點相關的，是因始祖的「墮落」，使本來「無罪」的、按神形象

造成的人性被扭曲了、敗壞了，犯罪的根性於是就深植人心，使得我們總是「傾向於

犯罪」，甚至「不可能不犯罪」。 

 

當然，由此又「推論」出一大堆「難題」出來，譬如：亞當犯罪關我甚麼事？我當時又不

在「現場」？我們甚麼都未做就被定罪，上帝公義何在？若說我們靠「信仰」基督就將基

督的義「歸算」為我們的義，但我幾時「信仰」過亞當，以至要將他的罪「歸算」為我的

罪？再者，上帝「無端端」將人判罪，又煞有介事將人稱義，不是很「多事」甚至非常「矯

情造作」麼？再者，沒有或「來不及」信耶穌的人肯定佔大多數，那麼這個「莫須有」的

原罪實在殺人無數，非常的不人道。更甚的是，這個原罪（包括「原初的罪」與「罪的根

性」）的講法最終反而「弄巧反拙」，含糊了人的「罪」──１、我的「罪名」原來是上

帝無中生有強加上去的，本來不關我事；２、我的「罪性」原來也是始祖犯罪後「遺傳」

給我的，即是，也不關我事。這樣，推論起來，上述關於的原罪講法，反而大大含糊化了

人的「罪」，使人大有為自己的罪（包括本身犯的罪）開脫的理由和借口。吊詭嗎？原罪

說本意是想凸出人的罪，但卻造出了淡化人的罪的「效果」出來。總而言之，這個原罪說

產生的「問題」可以一直沒完沒了地引伸、演繹和爭論下去。（大家有興趣，就找本「神

學書」看個飽吧，我可沒興趣再說下去了。） 

 

我說過了，我一輩子最憎恨「抽象」，包括「抽象」的神學討論和字句釋經。我只愛具具

體體回到聖經去，回到真實的人間、人生和人性去，去與信仰邂逅，去與上帝遭遇，去與

聖經中的每個有血有肉的信仰心靈（最重要是天父自己）交感共鳴。「神學書」看看可以，

也不是全無可取，但是，最要緊的還是回到伊甸，回到創世記第二、三章的「現場」，去

「代入故事」，去與我們的始祖心靈交會，更與我們的天父心領神會，好明白那個真真正

正的「罪的原來」──本乎聖經啟示的「原罪」，究竟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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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誰是「罪魁禍首」？  
 

聖經記載裡頭，最早的一場「神學爭論」就是見於創世記第三章，所爭論的主題，正正就

是「誰是罪魁禍首」的問題： 

 
3:11

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嗎？」
12
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

吃了。」
13
耶和華上帝對女人說：「你做的是甚麼事呢？」女人說：「那蛇引誘我，

我就吃了。」 

 

人類始祖的第一次犯罪究竟責任誰屬？亞當的回答表面上歸咎夏娃──那個「與我同居的

女人」，是「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但骨子裡亞當其實是歸咎上帝，因為

那個「女人」是「你所賜給我」的，總之就不關我事。而夏娃呢，就歸咎那條「蛇」（撒

旦），說是「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總之，又是不關我事。不過，大家細看上文： 

 
3:1
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即是，那條引誘夏娃吃分別善惡果的「蛇」，原來都是上帝自己造出來的。算起來，引誘

亞當犯罪的夏娃，是上帝造的，引誘夏娃犯罪的蛇，也是上帝造的。簡單講，都是「祂一

手造成的」，但是上帝卻好像「懵然不知」地問「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想想，這不是

有點費解甚至「詭異」嗎？不止於此，更加詭異的，是連那棵所謂「分別善惡樹」和不許

吃「分別善惡果」的禁令也是上帝「造」出來的： 

 
2:8
耶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

9
耶和華上帝使

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

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
16
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

可以隨意吃，
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端端的一個伊甸園，你放棵「吃了它的果子會死」的「分別善惡的樹」在裡面幹嗎？你

又給它起個這樣「好聽」的名字，又「夾雜」在生命樹中間，還「悅人的眼目」，即看上

去與別的果樹比起來「並無異樣」，這不是故意「設陷阱靠害」嗎？再者，你還加上個「不

可吃」的禁令，正是不說還可，一說，就只會更加「引起注意」，更加「引人犯罪」！ 

 

我們說到第三章的「原罪」，一落手就怪罪始祖，再不就歸咎那條「蛇」，以為這就是「護

教」，就是「維護了上帝的尊嚴」，簡直功德無量，卻沒有看清楚，造成人類在第三章裡

犯罪的「佈景（伊甸園）」、「道具（分別善惡果）」、「人物（女人和蛇）」和「可能

性（不可吃的禁令）」，都是上帝親手在第二章或更早時「設置」的。這樣，算起來，原

罪云云，我們怎能只「追究」到「女人」（亞當的表面說法）和「蛇／撒旦」（夏娃的表

面說法）就行人止步呢？記得，蛇（撒旦）、女人、分別善惡樹以及不可吃的禁令，即引

致第三章犯罪的所有「要件」都是上帝「一手造成」的。上帝怎可以這樣「輕輕鬆鬆」置

身事外，說「不關我事」呢？（這不是比亞當、夏娃更「不負責任」嗎？）問題是，號稱

慈悲全能的天父上帝，為甚麼要造出這一切會導致人犯罪的「要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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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幾時「設阱」？  
 

除了聖經隱晦其辭，沒有明白交待幾時造成的「蛇」（撒旦）之外，其他會導致人類始祖

第一次犯罪的「要件」，都有明確的「出產日期」──第六天： 

 
1:26

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27
上帝就照著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28
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

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

的活物。」29上帝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

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30
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

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31
上帝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

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創世記第一章的「宏觀描寫」已清楚交代，造人（包括「造男造女」）是在上帝的創世工

程中的「第六日」的，這點毫無疑問，但是「分別善惡樹」又是第幾天放置的呢？我們且

看看第二章對這個「第六日」的「微觀描寫」。首先是造「亞當（男人）」： 

 
2:7
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

叫亞當。 

 

然後是立「伊甸園」及在裡面設置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 

 
8
耶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

9
耶和華上帝使

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

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 

 

跟著是向亞當頒佈「不可吃的禁令」： 

 
16
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17
只是分別善惡樹

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最後是為人「擇偶」和造「女人」： 
 

18
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19
耶和華上帝用

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

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
20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

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21
耶和華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

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
22
耶和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

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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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二章的創造流程，我們可以肯定，「分別善惡樹」與「不可吃的禁令」的設置是相

對於第一章的「第六日」，簡單說，是與造人（男人女人）的同一天造的。即是，上帝不

是在「七日完工」後的某天，忽發奇想，就在伊甸園立棵「吃了果子會死」的分別善惡樹

和發佈一個「不可吃」的禁令。說得白一些，就是第三章裡「引人犯罪」的所有「要件」，

除了「蛇」之外，全部都是「第六天」──即造人的「當天」造的。言下之意，這些要件

的設立是上帝「七日功成」的創造工程中「預設」的部分，而不是「後來補上」的。說得

再白一些，就是上帝在第六天造人的同時，原來已經「設置」了人類會在第三章裡犯罪的

「舞台」，即是，你大可以說犯罪的是人，直接引人犯罪的是蛇，但是，一手「搭建」這

個「犯罪舞台」的是上帝──並且，是依乎祂的「創造藍圖」而搭建的！！！！！！ 

 

如此「處心積慮」搭建一個「犯罪舞台」（或說「陷阱」）給人，佈下「天羅地網」，然

後人犯罪就要受咒要死，還無端端生出個禍延子孫萬代的「原罪」，上帝究竟居心何在？ 

 

三、「立樹」何為？  
 

大家如果不是憑「宗教常識」來推論，而是回到經文本身，就有理由相信，所謂「始祖犯

罪」的真正根由不在人，甚至不在蛇，而是在上帝──在於祂在伊甸園裡令人費解的「佈

局」。總的關鍵，是祂為甚麼多此一舉立棵「分別善惡樹」在園裡，還下個「不可吃」的

禁令？沒有這樹和禁令，老實說，人想犯罪也無從犯起，撒旦要引誘人無從「引」起。換

言之，本來「乾淨過乾淨」的伊甸園（那被裡斷沒有「黃賭毒」吧），「純潔過純潔」的

亞當夏娃（沒有墮落的犯罪傾向），由外在環境到內在人性，都本應甚麼罪都不可能犯得

出來的「樂園」，但被上帝這樣搞一搞，就「無風起浪」，生出許多是是非非來了。一句

話，祂「搞」出棵「分別善惡樹」和「不可吃」的禁令來幹嗎？沒有這些，不是會「天下

太平」到如今嗎？ 

 

答案的關鍵在於兩點：１、大家究竟知不知道上帝其實想「造」甚麼呢？２、大家以為伊

甸園只要一直「太平」，一直「不出事」，上帝與人就可以像童話故事般「快快樂樂地生

活在一起」嗎？真是這麼簡單？ 

 

關於第一點，我說過八百遍了，就是上帝要創造的不是「完美的人」，也不是「馬爾代夫

式的天堂」，而是祂與人如父如子的「關係」。要創造關係，過程就不得不曲折甚至「詭

異」──包括要創造出一個可以讓人犯罪的平台來給人反叛祂。因為能「反叛」才有「順

服」，有發乎本心的順服（相信）才有真實的關係。但是，伊甸本來沒有任何犯罪的「道

具」（譬如黃賭毒之類），結果，上帝就「無中生有」造出一棵「分別善惡樹」和「不可

吃」的禁令出來，給人以某種犯罪（反叛祂）的「機會」。上帝必需「創造」這個「犯罪

機會」給人，否則，人永遠不可能與上帝建立真正你情我願的「關係」。 

 

或者有人會說：「人類未犯罪之前，在伊甸園裡與上帝『面對面靈裡相交』，不是『好得

無比』嗎？只要一直『太平無事』，人與上帝的『關係』不是已經甚好甚至最好嗎？」這

些人根本不明白「關係」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想想，人類在伊甸園內「一直不犯罪」，就

等於他們與上帝的關係「一直很好」麼？我請大家動心動情地意會一下，上帝所求的「關

係」，不是一個不會犯罪的聖人向祂「三呼萬歲」，而是即使是一個罪惡滿身的罪人，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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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祂低首，說「爸爸我知錯了」。想想，小兒子「一直不離家」，他與父親的「關係」就

「一直很好」麼？斷乎不是！他一直在家，但一直都「心不在焉」，一直都沒能跟爸爸建

立真正的「關係」，直到他知錯回來。他再回來後，就甘心情願做他爸爸的兒子，這樣他

們的父子關係才算完成。慈悲的父親為「造」成這分關係，不得不讓兒子離家，打造一個

讓他知錯回頭的環境；我們天父的本心一樣，為「造」成我們與祂的關係，就苦心打造一

個「犯罪」和「受苦」的「舞台」給我們，好引導我們回來，成就祂與我們的關係，也就

是，完成祂與人「創造關係」的最終目的。 

 

請必需明白這個觀念：上帝求於人的，不是外表上「不犯罪」，而是內心裡的「有意識地

不犯罪」。在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的犯罪可能之下而「不犯罪」並不意味人是「有意識地

不犯罪」，只是他「未意識到可犯罪」而已。上帝設置「分別善惡樹」和「不可吃」的禁

令，目的就是要「引」出人的某種「犯罪意識」來，意思不是要他犯罪，而是要他無論犯

與不犯都要是一個「有意識」的內在行為。當然，要人有意識地不犯罪就必要同時給人有

可以犯罪的意識，於是，「危險」就必然存在。但這「危險」是必需的，因為沒有這「危

險」，人與上帝就永遠不可能「創造關係」──這才是上帝最不想見到的「大失敗」。 

 

四、「分別」何罪？「吃果」何死？  
 

來到這裡，我們更要回到聖經而不是宗教常識，看看始祖吃「分別善惡果」究竟是犯了甚

麼大不了的罪。 

 
2:16

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17
只是分別善惡

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

體，並不羞恥。 

 
3:1
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上帝豈是

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2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

可以吃，
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上帝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

你們死。』」4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5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

就明亮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

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

夫也吃了。
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

子為自己編做裙子。 

 

大家一定要留意，吃「分別善惡果」前，人類「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用

今天的講法，是迷迷糊糊「不知廉恥」，但吃「分別善惡果」後就「開眼」了，就「知廉

恥」了：「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

己編做裙子。」依幾乎所有宗教倫理（即「無花果樹的葉子」所象徵的）的說法，這不是

「道德修行」上面的「大躍進」嗎？怎麼變成犯罪或犯罪的結果呢？「分別善惡」究竟錯

在哪裡呢？「全世界」都說這是「義」，怎麼在伊甸園竟成為了「原罪」呢？總之，吃這

果子──想去「分別善惡」，到底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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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緊的，是我們要明白聖經啟示告訴我們的人的「犯罪心理」。想想，上帝明明白白地

吩咐了「不可吃」的禁令和「吃的日子會死」的後果，不過，祂沒有進一步向人「代交細

節」，而要人相信、順服和遵行。只是，人在蛇的「啟蒙」下，想到上帝沒有向他們「代

交細節」，開始覺得這樣就服從有點「不妥」，於是，就想到自己去「判斷」一下那些果

子有何「問題」以至不可以吃──先是判斷的是果子的外表，結果是「無問題」，於是就

進一步推論，果子若是沒有問題而上帝不許我們吃，那麼，一個致命的「潛在結論」就出

現了，就是上帝的「本心」有問題──祂對我們的善意是可疑的，或至少是不完全的！ 

 

看到嗎？始祖不是「吃了個分別善惡果」，而是他們整個「吃果的判定過程」就是一個「分

別善惡」的行為──先而「分別」那個果子的外表的「善惡」，繼而「分別」上帝不許他

們吃果子的用心的「善惡」，即是，他們不是「偷吃了個果子」而已，而是凌駕於上帝之

上去「判斷上帝的善惡」，骨子裡就是疑心上帝的無比善意，一句話，就是「不信」，而

「不信」就是罪，且是最大、最致命的罪，因為，所有的罪的「犯罪意識」都遠遠不如「不

信」，因為「不信」是直接「衝著上帝」本身來犯的罪。 

 

上帝不是不喜歡人能知善知惡，但是，人卻永不能凌駕於上帝之上來「分別善惡」，甚至

要騎在上帝頭上「分別」上帝及祂的旨意與本心的「善惡」。人最應該、最必需懂得「分

別的善惡」，其實就是「只有上帝一位是善的」，而「人最好的也是惡的」，然後就全心

相信祂，祂說善就善，祂說惡就惡，祂說可吃就可吃，祂說不可吃就不可吃。我們看創世

記第一章，上帝看為好的就好，萬無一失，但第三章，人類第一次想自己去「看」出個善

惡來，卻不知道這個「妄想」本身就是最「不知善惡」的犯罪行為。 

 

總結上文，吃分別善惡果之為罪，是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發自「不信」的行為。記得，上

帝要創造的是祂與你的「父子關係」，而不是把你造成個一塵不染白璧無瑕的「聖人」。

而不信──不相信上帝的善意，比你能犯的一切別的罪，更足以破壞你與上帝的關係。甚

至人間的所謂善行，若不是出於信──相信上帝的滿懷善意，天父也是不會喜悅的，因為

那種所謂「善行」並沒有拉近人與上帝的距離（關係），反使他們疏遠，就像法利賽人與

一切形式的「道德家」或「宗教家」的所謂「行善」一樣。告訴大家，法利賽人與一切形

式的「道德家」或「宗教家」其實是「吃分別善惡果」吃得最多，也中毒最深之輩。 

 

想想，稅吏妓女做了不少的壞事，法利賽人和少年財主似乎做了不少的好事甚至「敬虔的

事」，稅吏妓女是不曉「分別善惡」吧，法利賽人和少年財主就很懂得引經據典甚至嚴守

誡律「分別善惡」了。但奇怪的是，不曉「分別善惡」的稅吏妓女能輕易就「分別」出「善」

的主耶穌和「惡」的自己來，但法利賽人和少年財主卻怎麼也「分別」不出來。 

 

原來，越是以為自己會「分別善惡」的人，卻是更加「不辯善惡」──不了解只有上帝是

善而人總是惡的這個最重要的「善惡判準」，故而本心更遠離上帝，更近於滅亡。上帝說

「你吃（分別善惡果）的日子必定死」，真義就在於此。至於「原罪」真正所指的，絕對

不是「一般意義」下的犯罪，而是偽裝於「高尚的道德宗教」低下，骨子裡，其實是妄圖

自行判別善惡，甚至判別上帝的善惡的「不信惡行」。此中奧妙正是基督信仰的靈魂，幾

乎「不可言說」，卻值得大家想三天三夜去想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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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天父含冤，唯信稱義！  
 

3: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上帝的聲音，就藏在園

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上帝的面。
9
耶和華上帝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

10
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

11

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嗎？」 

 

在「伊甸事件」的千萬年後，上帝依祂的美意，也立了一棵「樹」（十字架），也在上面

「掛」上了一個果子──生命果（耶穌基督），要賜給人「吃」，要將永遠的生命和永遠

的關係賜與人，可惜，抬頭看著這「果子」的人卻「看」不出來： 

 
太 27:39

從那裏經過的人譏誚他，搖著頭，說：
40
「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

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上帝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41祭司長和文士並

長老也是這樣戲弄他，說：
42
「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現在

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他。
43
他倚靠上帝，上帝若喜悅他，現在可以救他；

因為他曾說：『我是上帝的兒子。』」
44
那和他同釘的強盜也是這樣地譏誚他。 

 

我們幾乎一致地不看好這個「果子」，以為他爛得不可吃： 

 
賽 53:1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2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

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

我們也不尊重他。
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

被上帝擊打苦待了。5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我們憑自己的肉眼來「分別善惡」，卻分不出基督的善，也看不出自己的惡，甚至疑心以

至冤枉上帝的的無比善意，將這「生命果」丟在一旁。 

 

原來，千萬年前，上帝也曾依祂的美意，立了一棵「樹」（分別善惡樹），也在上面「掛」

了上一些果子──分別善惡果，卻吩咐人們說「不可吃」，因為吃的日子「必定死」。可

惜那一回，人也是不信，卻用自己的肉眼來「分別」，認為那是「可吃」的果子，壞的是

上帝自私的本心。上帝早在甸伊之初就含冤，與千萬年後，祂的兒子在十字架上的含冤互

相呼應、前後輝映。好多聖經，其實不是「解」的問題，而是「感應」的問題。 

 
3: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上帝的聲音，就藏在園

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上帝的面。
9
耶和華上帝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 

 
太 27:45

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46
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著說：「以利！以利！

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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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裡，上帝最沉痛的呼喚，是「人啊，你在哪裡？──我究竟做錯了甚麼？你為甚麼離

棄我？」主耶穌最沉痛的呼喚，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在哪裡？我究竟做錯了

甚麼？你為甚麼離棄我？」上帝的嚴辭誡命被冤枉為不近人情不懷好意，基督的軟弱不反

抗又被冤枉為死有餘辜罪有應得。舊約的中心主線是上帝的含冤，新約的中心主線是基督

的含冤，而末世的結局，就是上帝（基督）再來，要為自己與祂含冤而死、懷恨終的眾義

僕伸冤雪恨（我在「八福系列」講章裡就有類近講法）。至於「天起了涼風」與「遍地都

黑暗了」，這種「交代氣氛」的寫法，在聖經中是極其罕有的，但作為中國人，你大概也

聽過「六月飛霜」，即「竇俄冤」的故事吧？「天起了涼風」與「遍地都黑暗了」，都可

見其中的「冤情」一定是非比尋常！（少讀幾本硬崩崩的「神學書」，多讀幾本悲天憫人

的「文學書」，我相信大有助大家正確解經。） 

 

原來，人類最不可饒恕的罪，即是真正的「原罪」，並不是殺人放火，而是「冤枉上帝」

──妄想自己去「分別善惡」，骨子裡其實是不相信天父──疑心祂或叫我們吃，或叫我

們不吃，都不是滿懷善意的。至於罪的解救──信，就是放棄自己去「分別善惡」，即是

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都無條件地確信上帝總是善的，而人總是惡的，然後，就上帝說

一句信一句。這樣有意識地「信」祂對我們的滿懷善意，就是我們唯一的「義」，到最後，

上帝與我們的關係，也就是這樣「創造完滿」的。總而言之，請記得，「因信稱義」不是

到新約甚至到「保羅神學」才發展出來的，我們的信仰之初──創世記第二、三章，就已

經清楚告訴我們，上帝求於我們的「義」，正正就是對他的善意的滿心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