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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造 与 原 罪 
 

信仰之初之（四）创 2-3 章 
 

引言、「原罪」何罪之有？  
 

创世记系列的讲章已经来到第四篇了，但是我仍然驻足于第二、三章，因为，关乎基督信

仰，有一个非常「原始」的问题──「原罪」，必需先搞清楚，否则整个基督信仰的「合

法性」都会完全崩溃，或至少会被讲到离天万丈，「答非所问」。 

 

所谓「原罪」是甚么呢？按「一般」理解，不外两方面： 

 

一、原初的罪──指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违背上帝命令吃「分别善恶果」的罪过及

由之而来的刑罚与咒诅，以某种「遗传」或「继承」的方式「传」给了全人类，以致

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罪」。 

 

二、罪的根性──与上一点相关的，是因始祖的「堕落」，使本来「无罪」的、按神形象

造成的人性被扭曲了、败坏了，犯罪的根性于是就深植人心，使得我们总是「倾向于

犯罪」，甚至「不可能不犯罪」。 

 

当然，由此又「推论」出一大堆「难题」出来，譬如：亚当犯罪关我甚么事？我当时又不

在「现场」？我们甚么都未做就被定罪，上帝公义何在？若说我们靠「信仰」基督就将基

督的义「归算」为我们的义，但我几时「信仰」过亚当，以至要将他的罪「归算」为我的

罪？再者，上帝「无端端」将人判罪，又煞有介事将人称义，不是很「多事」甚至非常「矫

情造作」么？再者，没有或「来不及」信耶稣的人肯定占大多数，那么这个「莫须有」的

原罪实在杀人无数，非常的不人道。更甚的是，这个原罪（包括「原初的罪」与「罪的根

性」）的讲法最终反而「弄巧反拙」，含糊了人的「罪」──１、我的「罪名」原来是上

帝无中生有强加上去的，本来不关我事；２、我的「罪性」原来也是始祖犯罪后「遗传」

给我的，即是，也不关我事。这样，推论起来，上述关于的原罪讲法，反而大大含糊化了

人的「罪」，使人大有为自己的罪（包括本身犯的罪）开脱的理由和借口。吊诡吗？原罪

说本意是想凸出人的罪，但却造出了淡化人的罪的「效果」出来。总而言之，这个原罪说

产生的「问题」可以一直没完没了地引伸、演绎和争论下去。（大家有兴趣，就找本「神

学书」看个饱吧，我可没兴趣再说下去了。） 

 

我说过了，我一辈子最憎恨「抽象」，包括「抽象」的神学讨论和字句释经。我只爱具具

体体回到圣经去，回到真实的人间、人生和人性去，去与信仰邂逅，去与上帝遭遇，去与

圣经中的每个有血有肉的信仰心灵（最重要是天父自己）交感共鸣。「神学书」看看可以，

也不是全无可取，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回到伊甸，回到创世记第二、三章的「现场」，去

「代入故事」，去与我们的始祖心灵交会，更与我们的天父心领神会，好明白那个真真正

正的「罪的原来」──本乎圣经启示的「原罪」，究竟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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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是「罪魁祸首」？  
 

圣经记载里头，最早的一场「神学争论」就是见于创世记第三章，所争论的主题，正正就

是「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 

 
3:11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吗？」
12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

吃了。」
13
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甚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人类始祖的第一次犯罪究竟责任谁属？亚当的回答表面上归咎夏娃──那个「与我同居的

女人」，是「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但骨子里亚当其实是归咎上帝，因为

那个「女人」是「你所赐给我」的，总之就不关我事。而夏娃呢，就归咎那条「蛇」（撒

旦），说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总之，又是不关我事。不过，大家细看上文： 

 
3:1
耶和华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即是，那条引诱夏娃吃分别善恶果的「蛇」，原来都是上帝自己造出来的。算起来，引诱

亚当犯罪的夏娃，是上帝造的，引诱夏娃犯罪的蛇，也是上帝造的。简单讲，都是「祂一

手造成的」，但是上帝却好象「懵然不知」地问「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想想，这不是

有点费解甚至「诡异」吗？不止于此，更加诡异的，是连那棵所谓「分别善恶树」和不许

吃「分别善恶果」的禁令也是上帝「造」出来的： 

 
2:8
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9
耶和华上帝使

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

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16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

可以随意吃，
17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端端的一个伊甸园，你放棵「吃了它的果子会死」的「分别善恶的树」在里面干吗？你

又给它起个这样「好听」的名字，又「夹杂」在生命树中间，还「悦人的眼目」，即看上

去与别的果树比起来「并无异样」，这不是故意「设陷阱靠害」吗？再者，你还加上个「不

可吃」的禁令，正是不说还可，一说，就只会更加「引起注意」，更加「引人犯罪」！ 

 

我们说到第三章的「原罪」，一落手就怪罪始祖，再不就归咎那条「蛇」，以为这就是「护

教」，就是「维护了上帝的尊严」，简直功德无量，却没有看清楚，造成人类在第三章里

犯罪的「布景（伊甸园）」、「道具（分别善恶果）」、「人物（女人和蛇）」和「可能

性（不可吃的禁令）」，都是上帝亲手在第二章或更早时「设置」的。这样，算起来，原

罪云云，我们怎能只「追究」到「女人」（亚当的表面说法）和「蛇／撒旦」（夏娃的表

面说法）就行人止步呢？记得，蛇（撒旦）、女人、分别善恶树以及不可吃的禁令，即引

致第三章犯罪的所有「要件」都是上帝「一手造成」的。上帝怎可以这样「轻轻松松」置

身事外，说「不关我事」呢？（这不是比亚当、夏娃更「不负责任」吗？）问题是，号称

慈悲全能的天父上帝，为甚么要造出这一切会导致人犯罪的「要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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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时「设阱」？  
 

除了圣经隐晦其辞，没有明白交待几时造成的「蛇」（撒旦）之外，其它会导致人类始祖

第一次犯罪的「要件」，都有明确的「出产日期」──第六天： 

 
1:26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27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28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

的活物。」29上帝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

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30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

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牠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31
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

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创世记第一章的「宏观描写」已清楚交代，造人（包括「造男造女」）是在上帝的创世工

程中的「第六日」的，这点毫无疑问，但是「分别善恶树」又是第几天放置的呢？我们且

看看第二章对这个「第六日」的「微观描写」。首先是造「亚当（男人）」： 

 
2:7
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

叫亚当。 

 

然后是立「伊甸园」及在里面设置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8
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9
耶和华上帝使

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

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跟着是向亚当颁布「不可吃的禁令」： 

 
16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17
只是分别善恶树

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最后是为人「择偶」和造「女人」： 
 

18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19
耶和华上帝用

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么。那人怎样

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
20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

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21
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

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22
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

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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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二章的创造流程，我们可以肯定，「分别善恶树」与「不可吃的禁令」的设置是相

对于第一章的「第六日」，简单说，是与造人（男人女人）的同一天造的。即是，上帝不

是在「七日完工」后的某天，忽发奇想，就在伊甸园立棵「吃了果子会死」的分别善恶树

和发布一个「不可吃」的禁令。说得白一些，就是第三章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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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造的。言下之意，这些要件

的设立是上帝「七日功成」的创造工程中「预设」的部分，而不是「后来补上」的。说得

再白一些，就是上帝在第六天造人的同时，原来已经「设置」了人类会在第三章里犯罪的

「舞台」，即是，你大可以说犯罪的是人，直接引人犯罪的是蛇，但是，一手「搭建」这

个「犯罪舞台」的是上帝──并且，是依乎祂的「创造蓝图」而搭建的！！！！！！ 

 

如此「处心积虑」搭建一个「犯罪舞台」（或说「陷阱」）给人，布下「天罗地网」，然

后人犯罪就要受咒要死，还无端端生出个祸延子孙万代的「原罪」，上帝究竟居心何在？ 

 

三、「立树」何为？  
 

大家如果不是凭「宗教常识」来推论，而是回到经文本身，就有理由相信，所谓「始祖犯

罪」的真正根由不在人，甚至不在蛇，而是在上帝──在于祂在伊甸园里令人费解的「布

局」。总的关键，是祂为甚么多此一举立棵「分别善恶树」在园里，还下个「不可吃」的

禁令？没有这树和禁令，老实说，人想犯罪也无从犯起，撒旦要引诱人无从「引」起。换

言之，本来「干净过干净」的伊甸园（那被里断没有「黄赌毒」吧），「纯洁过纯洁」的

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犯罪倾向），由外在环境到内在人性，都本应甚么罪都不可能犯得

出来的「乐园」，但被上帝这样搞一搞，就「无风起浪」，生出许多是是非非来了。一句

话，祂「搞」出棵「分别善恶树」和「不可吃」的禁令来干吗？没有这些，不是会「天下

太平」到如今吗？ 

 

答案的关键在于两点：１、大家究竟知不知道上帝其实想「造」甚么呢？２、大家以为伊

甸园只要一直「太平」，一直「不出事」，上帝与人就可以像童话故事般「快快乐乐地生

活在一起」吗？真是这么简单？ 

 

关于第一点，我说过八百遍了，就是上帝要创造的不是「完美的人」，也不是「马尔代夫

式的天堂」，而是祂与人如父如子的「关系」。要创造关系，过程就不得不曲折甚至「诡

异」──包括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让人犯罪的平台来给人反叛祂。因为能「反叛」才有「顺

服」，有发乎本心的顺服（相信）才有真实的关系。但是，伊甸本来没有任何犯罪的「道

具」（譬如黄赌毒之类），结果，上帝就「无中生有」造出一棵「分别善恶树」和「不可

吃」的禁令出来，给人以某种犯罪（反叛祂）的「机会」。上帝必需「创造」这个「犯罪

机会」给人，否则，人永远不可能与上帝建立真正你情我愿的「关系」。 

 

或者有人会说：「人类未犯罪之前，在伊甸园里与上帝『面对面灵里相交』，不是『好得

无比』吗？只要一直『太平无事』，人与上帝的『关系』不是已经甚好甚至最好吗？」这

些人根本不明白「关系」究竟是甚么一回事。想想，人类在伊甸园内「一直不犯罪」，就

等于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一直很好」么？我请大家动心动情地意会一下，上帝所求的「关

系」，不是一个不会犯罪的圣人向祂「三呼万岁」，而是即使是一个罪恶满身的罪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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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祂低首，说「爸爸我知错了」。想想，小儿子「一直不离家」，他与父亲的「关系」就

「一直很好」么？断乎不是！他一直在家，但一直都「心不在焉」，一直都没能跟爸爸建

立真正的「关系」，直到他知错回来。他再回来后，就甘心情愿做他爸爸的儿子，这样他

们的父子关系才算完成。慈悲的父亲为「造」成这分关系，不得不让儿子离家，打造一个

让他知错回头的环境；我们天父的本心一样，为「造」成我们与祂的关系，就苦心打造一

个「犯罪」和「受苦」的「舞台」给我们，好引导我们回来，成就祂与我们的关系，也就

是，完成祂与人「创造关系」的最终目的。 

 

请必需明白这个观念：上帝求于人的，不是外表上「不犯罪」，而是内心里的「有意识地

不犯罪」。在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的犯罪可能之下而「不犯罪」并不意味人是「有意识地

不犯罪」，只是他「未意识到可犯罪」而已。上帝设置「分别善恶树」和「不可吃」的禁

令，目的就是要「引」出人的某种「犯罪意识」来，意思不是要他犯罪，而是要他无论犯

与不犯都要是一个「有意识」的内在行为。当然，要人有意识地不犯罪就必要同时给人有

可以犯罪的意识，于是，「危险」就必然存在。但这「危险」是必需的，因为没有这「危

险」，人与上帝就永远不可能「创造关系」──这才是上帝最不想见到的「大失败」。 

 

四、「分别」何罪？「吃果」何死？  
 

来到这里，我们更要回到圣经而不是宗教常识，看看始祖吃「分别善恶果」究竟是犯了甚

么大不了的罪。 

 
2:16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17
只是分别善恶

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25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

体，并不羞耻。 

 
3:1
耶和华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

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

可以吃，
3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

你们死。』」4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5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

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
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

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能，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

夫也吃了。
7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

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大家一定要留意，吃「分别善恶果」前，人类「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用

今天的讲法，是迷迷糊糊「不知廉耻」，但吃「分别善恶果」后就「开眼」了，就「知廉

耻」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

己编做裙子。」依几乎所有宗教伦理（即「无花果树的叶子」所象征的）的说法，这不是

「道德修行」上面的「大跃进」吗？怎么变成犯罪或犯罪的结果呢？「分别善恶」究竟错

在哪里呢？「全世界」都说这是「义」，怎么在伊甸园竟成为了「原罪」呢？总之，吃这

果子──想去「分别善恶」，到底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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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紧的，是我们要明白圣经启示告诉我们的人的「犯罪心理」。想想，上帝明明白白地

吩咐了「不可吃」的禁令和「吃的日子会死」的后果，不过，祂没有进一步向人「代交细

节」，而要人相信、顺服和遵行。只是，人在蛇的「启蒙」下，想到上帝没有向他们「代

交细节」，开始觉得这样就服从有点「不妥」，于是，就想到自己去「判断」一下那些果

子有何「问题」以至不可以吃──先是判断的是果子的外表，结果是「无问题」，于是就

进一步推论，果子若是没有问题而上帝不许我们吃，那么，一个致命的「潜在结论」就出

现了，就是上帝的「本心」有问题──祂对我们的善意是可疑的，或至少是不完全的！ 

 

看到吗？始祖不是「吃了个分别善恶果」，而是他们整个「吃果的判定过程」就是一个「分

别善恶」的行为──先而「分别」那个果子的外表的「善恶」，继而「分别」上帝不许他

们吃果子的用心的「善恶」，即是，他们不是「偷吃了个果子」而已，而是凌驾于上帝之

上去「判断上帝的善恶」，骨子里就是疑心上帝的无比善意，一句话，就是「不信」，而

「不信」就是罪，且是最大、最致命的罪，因为，所有的罪的「犯罪意识」都远远不如「不

信」，因为「不信」是直接「冲着上帝」本身来犯的罪。 

 

上帝不是不喜欢人能知善知恶，但是，人却永不能凌驾于上帝之上来「分别善恶」，甚至

要骑在上帝头上「分别」上帝及祂的旨意与本心的「善恶」。人最应该、最必需懂得「分

别的善恶」，其实就是「只有上帝一位是善的」，而「人最好的也是恶的」，然后就全心

相信祂，祂说善就善，祂说恶就恶，祂说可吃就可吃，祂说不可吃就不可吃。我们看创世

记第一章，上帝看为好的就好，万无一失，但第三章，人类第一次想自己去「看」出个善

恶来，却不知道这个「妄想」本身就是最「不知善恶」的犯罪行为。 

 

总结上文，吃分别善恶果之为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发自「不信」的行为。记得，上

帝要创造的是祂与你的「父子关系」，而不是把你造成个一尘不染白璧无瑕的「圣人」。

而不信──不相信上帝的善意，比你能犯的一切别的罪，更足以破坏你与上帝的关系。甚

至人间的所谓善行，若不是出于信──相信上帝的满怀善意，天父也是不会喜悦的，因为

那种所谓「善行」并没有拉近人与上帝的距离（关系），反使他们疏远，就像法利赛人与

一切形式的「道德家」或「宗教家」的所谓「行善」一样。告诉大家，法利赛人与一切形

式的「道德家」或「宗教家」其实是「吃分别善恶果」吃得最多，也中毒最深之辈。 

 

想想，税吏妓女做了不少的坏事，法利赛人和少年财主似乎做了不少的好事甚至「敬虔的

事」，税吏妓女是不晓「分别善恶」吧，法利赛人和少年财主就很懂得引经据典甚至严守

诫律「分别善恶」了。但奇怪的是，不晓「分别善恶」的税吏妓女能轻易就「分别」出「善」

的主耶稣和「恶」的自己来，但法利赛人和少年财主却怎么也「分别」不出来。 

 

原来，越是以为自己会「分别善恶」的人，却是更加「不辩善恶」──不了解只有上帝是

善而人总是恶的这个最重要的「善恶判准」，故而本心更远离上帝，更近于灭亡。上帝说

「你吃（分别善恶果）的日子必定死」，真义就在于此。至于「原罪」真正所指的，绝对

不是「一般意义」下的犯罪，而是伪装于「高尚的道德宗教」低下，骨子里，其实是妄图

自行判别善恶，甚至判别上帝的善恶的「不信恶行」。此中奥妙正是基督信仰的灵魂，几

乎「不可言说」，却值得大家想三天三夜去想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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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天父含冤，唯信称义！  
 

3:8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

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
9
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10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11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吗？」 

 

在「伊甸事件」的千万年后，上帝依祂的美意，也立了一棵「树」（十字架），也在上面

「挂」上了一个果子──生命果（耶稣基督），要赐给人「吃」，要将永远的生命和永远

的关系赐与人，可惜，抬头看着这「果子」的人却「看」不出来： 

 
太 27:39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
40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41祭司长和文士并

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
42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

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43
他倚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
44
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地讥诮他。 

 

我们几乎一致地不看好这个「果子」，以为他烂得不可吃： 

 
赛 53:1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2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

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3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象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4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上帝击打苦待了。
5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我们凭自己的肉眼来「分别善恶」，却分不出基督的善，也看不出自己的恶，甚至疑心以

至冤枉上帝的的无比善意，将这「生命果」丢在一旁。 

 

原来，千万年前，上帝也曾依祂的美意，立了一棵「树」（分别善恶树），也在上面「挂」

了上一些果子──分别善恶果，却吩咐人们说「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可

惜那一回，人也是不信，却用自己的肉眼来「分别」，认为那是「可吃」的果子，坏的是

上帝自私的本心。上帝早在甸伊之初就含冤，与千万年后，祂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含冤互

相呼应、前后辉映。好多圣经，其实不是「解」的问题，而是「感应」的问题。 

 
3:8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

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9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太 27:45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46
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

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甚么离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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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上帝最沉痛的呼唤，是「人啊，你在哪里？──我究竟做错了甚么？你为甚么离

弃我？」主耶稣最沉痛的呼唤，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我究竟做错了

甚么？你为甚么离弃我？」上帝的严辞诫命被冤枉为不近人情不怀好意，基督的软弱不反

抗又被冤枉为死有余辜罪有应得。旧约的中心主线是上帝的含冤，新约的中心主线是基督

的含冤，而末世的结局，就是上帝（基督）再来，要为自己与祂含冤而死、怀恨终的众义

仆伸冤雪恨（我在「八福系列」讲章里就有类近讲法）。至于「天起了凉风」与「遍地都

黑暗了」，这种「交代气氛」的写法，在圣经中是极其罕有的，但作为中国人，你大概也

听过「六月飞霜」，即「窦俄冤」的故事吧？「天起了凉风」与「遍地都黑暗了」，都可

见其中的「冤情」一定是非比寻常！（少读几本硬崩崩的「神学书」，多读几本悲天悯人

的「文学书」，我相信大有助大家正确解经。） 

 

原来，人类最不可饶恕的罪，即是真正的「原罪」，并不是杀人放火，而是「冤枉上帝」

──妄想自己去「分别善恶」，骨子里其实是不相信天父──疑心祂或叫我们吃，或叫我

们不吃，都不是满怀善意的。至于罪的解救──信，就是放弃自己去「分别善恶」，即是

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都无条件地确信上帝总是善的，而人总是恶的，然后，就上帝说

一句信一句。这样有意识地「信」祂对我们的满怀善意，就是我们唯一的「义」，到最后，

上帝与我们的关系，也就是这样「创造完满」的。总而言之，请记得，「因信称义」不是

到新约甚至到「保罗神学」才发展出来的，我们的信仰之初──创世记第二、三章，就已

经清楚告诉我们，上帝求于我们的「义」，正正就是对他的善意的满心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