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原 罪 与 文 明 
 

信仰之初之（五）创 3-6 章 
 

引言、请不要忘记「层次」!  
 

我说过许多遍了，读经解经，一定不要忘记要「立体」、要「动态」，要有「层次」，对

于「罪」这类非常关键的信仰概念，就更要如此。 

 

杀人放火、偷呃拐骗、奸淫掳掠等外显行为，固然是罪；自私贪婪、自大自义、妒忌憎恨

甚至「心里动歪念」等心理活动，也可以算是罪；跪拜偶像、冒犯诫命、谬讲福音等信仰

举动，也足以入罪；甚至连见义不为、多疑不信、言语粗鄙、乱发脾气等等，统统都可以

是罪，真是「罪网恢恢」，「罪网难逃」。不过，我们却一定要搞清楚，这些许许多多都

称为「罪」的东西，圣经却肯定不是「一视同仁」的。今天暂不拉扯太远，因为我要讲的

是「原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只集中一点，去仔细研究一下上述提到的种种的罪，哪些

与原罪的关系最为紧密，而与原罪的关系的紧密程度，又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简单说，我们常常说「原罪」，或说原罪的「遗传」，大意不过是按我们自己或者一般人

的「犯罪经验」（譬如常常犯罪不能自制的事实和由之引发的罪疚感），再断章取义配合

几节经文（譬如罗马书第七章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之类），再加上

几个圣经范例（譬如所多玛人的集体奸淫事件）等，就「推论」说这些就反映出人有「罪

性」（或说「罪恶根性」）的事实，而既说是「根性」就必定有个「根源」，那么顺理成

章，那条「罪根」就必定是由始祖亚当「遗传」给我们的「原罪」了。但是，我要郑重地

告诉大家，这是把「原罪说」严重讲歪了。 

 

自亚当犯罪，继而被逐出伊甸，流落人间后，人类世世代代，都会犯罪以至不能自制，又

有挥之不去的沉重的罪疚感，以至于曾经犯下各种极为可怕的滔天罪行，这些都是不争的

事实，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推论」说，这就是亚当的原罪「遗传」给我们的结果。我

们只要作出简单的观察，就可以看出至少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疑点： 

 

１、亚当在伊甸园里所犯的罪（擅吃禁果的行为与背后的意识）的性质，与后来我们

一般说到的犯罪（已见上述）的性质，其实是有极大的分别的，若说这也算是「遗

传」的话，那就「变种」或「进化」得太过厉害了，而根本上丧失「遗传」一词

的基本意义。 

 

２、我们一般讲到的犯罪，若人类不是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流落人间」以至「冇王

管」的话，是不会犯成这个样子的，甚至不会犯得出来。即是我们今天一般说的

罪，并不是始祖在伊甸园里犯的「原罪」的「自然延伸」。这些一般的罪只是人

类在「生存环境」产生变异之后，因为「要适应环境」，或倒过来「不能适应环

境」而出现的「产物」而已，与始祖在伊甸里头犯的「原罪」，查实并没有甚么

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遗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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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将我们今天一般讲的犯罪以至不能自制地犯罪的事实归咎于「原罪」，以为是原

罪的「直接遗传」，是太过简化甚至歪曲了关于「原罪」的根本定义和事实。只要回到圣

经，回到信仰之初，回到创世记三至六章，我们就会发现，「原罪」根本别有所指──它

指向的，绝对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黄赌毒」之类的犯罪行为，而是大家发梦也不曾想象得

到的某些非常「正面」的东西，那就是人类千秋万代建立和发展出来的「伟大文明」以及

在文明背后的某种「要求独立自主的精神」。 

 

一、最早的「独立运动」──始祖的「原罪」  
 

要查证甚么是原罪，原罪「遗传」到今天即是甚么东西或甚么罪，最直觉显浅的方法，就

是查看创三始祖被逐前在伊甸园里究竟做过甚么我们今天觉得可以称为「罪」的事情，然

后，就推论说这些就是原罪或说「罪的种子」，譬如亚当吃禁果之后「推卸责任」给夏娃，

「推卸责任」当然不对啦，结论就是「推卸责任」就是原罪或原罪之中的一项。不过，这

种「归纳法」的问题极多，最明显的，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并没有犯到我们今天会犯

的许多种罪，譬如杀人放火，那么，这些罪，我们就不能或至少很难在伊甸园里始祖的行

为中找到「种子」或「原型」了。不只于此，我们今天「赤身露体不知羞耻」是罪，但始

祖的「知羞耻」要找叶子「遮羞」，倒是他们犯罪之后的「结果」，这也跟我们今天对罪

的理解和定义有很大的出入，甚至近乎相反。 

 

其实，我们只要细看圣经而不是凭「常识」推论，就一眼可以看出，创三关切的「罪」肯

定是别有所指，与我们今天的「罪观」的重点有相当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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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创三重点凸显的所谓「原罪」，是指向人的不信──疑心上帝的旨意、决定，最

重要是疑心上帝的善意，怀疑祂不许我们吃分别善恶果是「别有用心」，与之同时，不单

只妄想「如神」般能独立地判定善恶，事实上，更是凌架于上帝之上，去判断上帝本身以

至祂的意旨的「善恶」。这种对上帝的猜疑与妄图独立自主的盲目无知与痴心妄想，才是

「原罪」的真正原型。最后，始祖「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象征人类及

后一切在「宗教道德」上「努力自救」的行为。应该这么说，人类千秋万代在「宗教道德」

上的发展，才是原罪直接遗传下来的产物。看清楚没有，不是「杀人放火」等罪行是原罪

的遗传，刚刚相反，人类在「宗教道德的努力」，才是原罪的真正遗传产物。 

 

大家一定要张大眼睛看清楚，始祖不是吃了「不辨善恶果」──吃了会使人迷头迷脑不能

自制地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果子，而是吃了「分辨善恶果」──吃了会使人迷头迷脑于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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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用一切「宗教道德」上的善行或修行方法来「自我解救」的果子，就像始祖「拿无花果

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为自己「遮羞」一样。 

 

总而言之，原罪的真正「原型」其实是一次「独立运动」──人类妄想独立自足于上帝之

外，自己成为自己的上帝的一个「运动」。这颗真正的「原罪种子」的第一次延伸（或说

「遗传」），是始祖「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的举动，从此，人类历史就开

始了一场漫长的「宗教道德独立自救运动」。请大家一定记得而且「会意」，这个「宗教

道德独立自救运动」，才是原罪的真正「后代」，带有与伊甸园里始祖所犯的原罪真真正

正「形神俱似」的「遗传基因」。 

 

事实上，大家只要丢了那些「宗教常识」，不是人云亦云，你就一定会发现，福音书里提

到的税吏的「贪婪」之罪、妓女的「淫乱」之罪，在「伊甸原罪」中其实都是找不到它们

的「遗传源头」的，倒是文士、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自以为义」，甚至于自以为可以判

断主耶稣（上帝）的「善恶」的狂妄无知，与「伊甸原罪」就非常神似了。即是，税吏的

贪婪之罪、妓女的淫乱之罪当然是罪，不过，并不是原罪的真正「直属子孙」，只有法利

赛人那种自以为义的狂妄无知的罪才是原罪的「直属子孙」。 

 

二、最早的文明奠基者──该隐系子孙「扩大原罪」  
 

容许我再重复一遍：始祖吃「分别善恶果」所象征的「独立运动」，才是圣经启示的「原

罪」的真正典型，而不是宗教常识所讲的泛泛的恶行。而这个人类妄图「独立」于上帝之

外的「原罪种子」的第一个直接产生的「花果」，在伊甸园里就已经出现，就是始祖「拿

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的行动所象征的「宗教道德独立自救运动」，这与我们

以为「黄赌毒」之类的罪恶是原罪产物的「常识想法」，简直天南地北，背道而驰。 

 

好，大家「抓」紧这个真正的「原罪典型」与它的「遗传轨迹」，再看下去，就一定可以

看到在创四中，亚当之子该隐及他的直系子孙，不但「遗传」原罪──自亚当启始的「独

立运动」，更大大「发扬光大」，影响万世而及于今日。 

 

在创四中，我们稍稍上心在意，就一定可以看得出该隐是一个「自保」意识、「自救」意

识、「自立」意识都极强的人： 

 
4:2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该隐的「种地」意指的不是一个职业或工作，而是反映他对上帝「咒诅地」的反应──他

想靠自己「认真种地」来「反抗」这个「咒诅」，此中，就已经隐含很强烈的「自救」（其

实是「反抗」）意识。 
 

4:8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及后，该隐杀弟，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宗「一般的凶杀案」，当中反映的，是该隐的「不

服」，这种「不服」明显带有始祖吃禁果时「不服」上帝判决的意识的遗传。而且，该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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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发展」，因为他不但不服气，更擅用杀弟的行动，来「改变」上帝的「既定判

决」。这种妄图「自立」于上帝之外的狂妄性，肯定是原罪的遗传，而且变本加厉。 
 

4:13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

14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

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甚至杀弟之后，他对上帝的判决仍然很不服（觉得「刑罚太重」），要讨价还价。看他如

何讨价还价的话，更见到该隐满脑子都是自保、自救的「生存意识」。可以这样说，该隐

虽然只是人类的第二代，但是他的「生存哲学」已经发挥到相当淋漓尽致的地步。大家再

看看该隐如何本着他的「生存哲学」，打造出他及他的子孙后代的「世界」： 

 
4:17

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

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 

 

该隐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全人类都没有几个人，但他就想到要「建造了一座城」还「按

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建城云云，其实就是「划定自己的势力圈」的意思。大

家看看，该隐是多么的「积极投入」，努力打造和「改善」自己以至他子孙后代的「生存

条件」。而且，不出数代： 

 
4:18

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玛土撒利；玛土撒利生拉麦。
19
拉麦

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洗拉。
20
亚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帐棚、牧

养牲畜之人的祖师。
21
雅八的兄弟名叫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

22
洗拉

又生了土八‧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八‧该隐的妹子是拿玛。 

 

由该隐奠定的「积极入世思想」，直接影响他的子孙，使他们许多都成为「大有成就」和

「大有建树」的大人物，发展出一系列的「生产与经济事业」（牧养牲畜）、「科技与军

事事业」（打造各样铜铁利器）和「娱乐及文化事业」（弹琴吹箫）。合起来看，与我们

今天的文明比较，规模或有大小，但本质并无分别。可以这么说，人类最早的「伟大文明」

都是由该隐及他后几代的子孙一手努力打造出来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种「努

力」究竟意味甚么？ 

 
4:25

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她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说：「上帝另给我立

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
26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

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经文中一句「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就透露了「玄机」。这话意味，在该隐那边

大有成就、大有建树的，打造了人类最早的「伟大文明」的子孙，没有一个人「求告耶和

华的名」。事实上，该隐系子孙努力「入世」，打造建造各种文明的努力，说穿了，正正

就是自始祖亚当开始的「独立运动」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化──即不再只是「宗教道德独

立自救运动」，而是扩大化为「科技文明独立自救运动」。用今天的话说，前者是「精神

文明独立自救运动」，后者是「物质文明独立自救运动」。结论就是，自亚当开始，经该

隐再至拉麦几代「经营」后，人类整体的千秋万代的「独立自救运动」就彻底成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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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请看清楚，亚当和该隐系子孙遗传给我们的不是「黄赌毒」，而是「伟大的精神和物

质文明」。这些看似非常正面和积极，放在今天，肯定会得到「诺贝尔奖」和被纳入「文

化遗产名录」的了不起的「文明建树」，原来才是「原罪」的真正后代！因为它们骨子里

的「精神」，不外乎是要「独立自足于上帝之外」，即是「叠埋心水」（下定决心）──

永远不回家（伊甸）去！！！总而言之，不管是那是甚么，但凡妨碍你回天家去的，统统

都是「原罪」及其「后代」。 

 

三、塞特系子孙「跨种遗传」原罪  
 

亚当的第二个儿子──亚伯，却没有「遗传」到乃父要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原罪，他向上帝

献祭，反映的，正是他对上帝的信仰与依赖，明白人不能「自立」于上帝之外。亚伯并不

似他哥哥般「努力」建城立业，因为他不相信人应该和可以「自立」于上帝之外，于是他

天天想着「回家」，无意在人间「发展」甚么文明事业。 

 

亚伯死后，亚当的第三个儿子塞特和他的子孙，也懂得「求告耶和华的名」，同样表明他

们有对上帝有信仰与依赖的心，明白人不能「自立」于上帝之外的真理。从这意义上说，

人不是天生就「遗传」原罪的。该隐、亚伯、塞特，很明显，都不是一个饼印地「复制」

他们父亲亚当的原罪。亚伯、塞特几乎不受影响，而该隐则变本加厉。可见，人不是完全

被动地「复制」原罪，而是多少要经由他自己有意识的「选择取舍」的。 

 

当然，由于「原罪」可以经「集体努力」而打造为庞大的文化，像该隐子孙发展出一系列

的「伟大文明」那样，以至几乎笼罩住整个由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构起

来的「世界」（这就是所谓「罪就入了世界」的意思）。在这样强大的「社会气氛」和「群

体压力」之下，个人能够「选择取舍」是否「承接」和「发展」始祖的原罪遗传的「自由

度」就一天低过一天了。即是，到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人类独

立自救运动」，而成为这个「大原罪」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读创五，就看到这条人类

堕落的轨迹。 

 
5:6塞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了以挪士。7塞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八百零七年，并

且生儿养女。
8
塞特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岁就死了。

9
以挪士活到九十岁，生了该南。

10
以挪士生该南之后，又活了八百一十五年，并且生儿养女。

11
以挪士共活了九百零

五岁就死了。 

 

本来，我们读塞特系的家谱（创五），就发现它与该隐系的家谱（创四）极不相同。该隐

的子孙大有成就大有建树，塞特的子孙却是除了结婚生子等死之外，就一生碌碌无为乏善

可陈。但我说过，这是因为他们「信」──他们相信上帝，相信人类不能自足自立于上帝

之外，于是天天在等候上帝「打救」，而不妄图自救，更没想到在要人间（伊甸之外）永

远生活，打造甚么文明事业。不过，当整个「主流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在该隐

系子孙的势力笼罩之下，塞特的后代，最终也「心有不甘」而「晚节不保」了。塞特的子

孙为了「追上时代」，即是像该隐的子孙一般的建城立业打造「高等文明」，于是，就以

某种「跨种遗传」的方式来「壮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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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

2
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

挑选，娶来为妻。
3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

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4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上帝的儿子们和人的女

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首先，大家要知道这几节经文要交代的究竟是哪些「人」的堕落？该隐系的子孙一早就堕

落了，不用「交代」。第五章提到塞特子孙，都是好端端的，但为何去到第六章后段，却

是全人类（即包括塞特系子孙）都「全军尽墨」呢？所以，第六章前段，就一定是要交代

为甚么连塞特系子孙都会步该隐子孙后尘而全面败坏。 

 

经文提到的「上帝的儿子」，最可能的解释是不守本位的「堕落天使」。塞特系的子孙为

求「加速」追上该隐系子孙的文明成就，竟然不惜「接受外援」，与这些「堕落天使」杂

交生仔，生出的就是所谓「伟人」或「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即是在世上「生存能力」特

别强的人，但是，与之同时，上帝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即是因为他们不再求告

上帝，于是就成了属灵上的「死人」。 

 

大家知道，所谓「堕落天使」，其实就是「不安分」的天使──牠们的「原罪」（妄图自

立于上帝之外），与始祖的「原罪」其实是一脉相通的。所以，说人类原罪遗传自亚当的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说，这种原罪也是「遗传」自那些反叛的邪灵的。主耶稣说过，那些

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的父是「魔鬼」，若根据创六，这更不只是「比喻」的说法，而是有

着某种「历史」上的根据的说法。 

 

请大家再一次记住，原罪不是「黄赌毒」，而是妄图自立于上帝之外的妄想与行动，其具

体表现出来的，竟然是看似很正面、很入世的打造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的一切努力。塞特

系的子孙，最终，亦因为「羡慕」该隐系子孙的「伟大文明」而「感染」原罪，参与了这

个「人类独立运动」，以至全人类全幅堕落，最后引致挪亚时候的洪水灭世。 

 

五、挪亚的日子──如何又「满了强暴」又「吃喝嫁娶」？ 

 
6:5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6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7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

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8
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9
挪亚的后代

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行。
10
挪亚生

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
11
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12
上帝观

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13
上帝就对挪亚说：「凡

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

地一并毁灭。 

 

挪亚洪水前，圣经说到「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世界在上帝面

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但大家不要想当然地

以为当日一定通街都是「黄赌毒」，个个都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不务正业。大家凭常识都可

以想象得到，一个这样的社会──个个都不事生产专事破坏，不用上帝降洪水都会自我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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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啦！而且，大家细看上文，圣经并没有交代他们怎样「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怎样

「地上满了强暴」、怎样「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请大家不要用「字典释

经法」，将靠查字典得来的「强暴」等字的「解法」硬套在经文上】。回到经文本身，从

创四至创六，除了该隐杀弟一件比较明显的「罪行」外，我们看到的，倒是该隐以至全人

类都在努力地打造一个伟大的文明。 

 

今天发现的许多远古文明，最「伟大」的自然是金字塔的建造，都可引证「古人」绝对不

是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之辈。大家再想想，洪水之后，人类一聚集起来，就想到要「建一座

城和一座塔」这类「大工程」，可见，洪水前，「起大工程」一定是司空惯见习以为常的

事。其实，观察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事实绝对没有这么简单。看看，我们邻近就

有一个以「赌」闻名于世的小城，但大家不要以为那里的「赌」只是些「偏门」。大家知

道，在那里，「赌」是个大到不得了的「大事业」，带动着全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脉，维

持着许多人的生计，连国家政要也要「另眼相看」。再看看我们香港那个「赛Ｘ会」，不

是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高尚的所谓「慈善事业」么？再者，今天令普世人痴痴迷迷的「股

票市场」，不是个有头有脸的「高档大赌场」么？但在「资本主义」的「真理」之下，谁

敢说那是「偏门」呢？告诉大家，如果洪水前的「黄赌毒」不过是「后巷赌档」和「一楼

一凤」之类的「山寨规格」，怎算是「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呢？怎会搞到

上帝要用洪水灭世呢？ 事实上，挪亚当代人的生活，上帝看为「尽都是恶」，他们却觉得

都不过是「正常生活」而已： 

 
路 17:26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27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28 又好象罗得的日子；人又吃

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
29
到罗得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

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洪水灭世前的世界、所多玛被毁时的世界、以至末世大审判到来时的世界，人们都「又吃

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统统都是非常投入现实生

活和文明建设的表现，生活得「正常过正常」。事实上，「不正常」的倒是「建造方舟的

挪亚」与「居住帐棚的亚伯拉罕」──「建造方舟」就是不务正业，「居住帐棚」就是不

能投入社群，在今天，罪名都是可大可小的。记得，原罪不是「黄赌毒」，不是我们以为

的那种犯罪，而是人妄图自救的一切形式的努力──最核心的表现正正就是投入生活、投

入人群，努力打造个人成就以至全人类的「伟大文明」。 

 

可能很不可思议，但这确是圣经创三至六的启示给我们的明明白白的结论：人类文明才是

原罪的直接产物。原罪指向的不是泛泛的犯罪，而是人类整个「独立自强运动」及由之打

造出来的「伟大文明」。所以，「后巷赌档」和「一楼一凤」式的「黄赌毒」并无资格称

为原罪，因为它不够「伟大」，也缺乏「文明」包装。「黄赌毒」必须发展为庞大甚至伟

大的事业，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受，社会贤达的认同，还有美丽高尚文明的包装，甚至纳入

正统建制，像今天的「赛ｘ会」或「荷ｘ活」之类，才有资格称为原罪或原罪的子孙。请

你记得，主耶稣从没有指责过犯一般罪的税吏和妓女是「毒蛇（撒旦）的种类」，但祂却

用它来指责过道貌岸然自以为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当时最有「文化」的社会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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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原来原罪  
 

如果大家明白「文明」才是原罪的产物和后代，努力打造文明背后，妄图自立自足于上帝

之外，永远不回家的动力， 才是真正的原罪，你才会明白和了解这个「世界」究竟发生着

甚么，明白甚么才是「罪」，甚么是「致死的罪」，也明白创造、拯救、末世和信心等等

一系列最为关键的信仰概念的真正意涵。总之，谬解原罪，以为原罪指涉的不过是一般所

讲的罪及其延伸，是完全曲解了创世记──信仰之初，结果，我们对认罪、拯救、福音、

末世以至信心的理解，也兵败如山倒，一错到底。 

 

我们今天一般说的罪（像吏税的贪婪与妓女的淫乱），其实与「原罪」没有甚么关系，那

些是我们「流落人间」后因环境变异而生的产物。事实上，这类罪多少会引发我们良心上

的不安，叫我们知道自己的活在罪中的可怕和痛苦，并唤醒我们想回家──回到一处可以

永远不再犯罪的地方──的热切盼望。可以说，这类罪都带有「拯救的种子」，这就说明

为甚么犯了这类罪的吏税和妓女，竟是最易认出耶稣基督和接纳基督救恩的人。 

 

反之，自以为义、自以为最有「文化」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却最难认出耶稣基督和接纳基

督的救恩，正是因为他们的自以为义和自以为有「文化」，才是真真正正的原罪的后代。

这个原罪，就是人妄图自立于上帝之外的狂妄意识与盲目自信。只有这种「原罪」，才会

使我们的始祖擅吃禁果，才会使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发展出一系列「宗

教道德文明」，才会使该隐以至全人类迷头迷脑没完没了去建城立业和打造所谓「物质文

明」。简单说，但凡真正妨碍我们回天家的，不管它看上去怎样正面、怎样文明、怎样道

德、怎样敬虔、怎样「正人君子」，统统都是原罪──足以致死的罪。 

 

原罪的真正可怕和致命之处，是它包装为「积极思想」，表现为「投入现实」，结果为「伟

大的文明和成就」，于是，成为令千千万万人迷醉拜倒的「分别善恶果」。所以，不只是

我们的始祖吃了这个果子，事实上，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在这样的「世界」里，自愿地「接

过来吃了」，不能够推卸责任给始祖亚当。时至今日（末世），以亚当三子为喻，我们有

三条路可以选择： 

 

该隐之路──投入自亚当和该隐启始的「独立运动」，承接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传」，

适应「世界」和进入「主流」，联手打造人类更伟大的「文明」，骨子里是要联手

反抗上帝到底，决意永不回家。 
 

塞特（子孙）之路──初而紧跟上帝，求告上帝的名，耐心等候上帝「发落」和拯

救。但是等呀等的，渐渐开始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更开始「羡慕」该隐系子孙

的「伟大成就」，于是就与「主流」汇合，归入「世界」。 
 

亚伯之路──自始至终，紧跟上帝，依赖上帝，一心等候返回父家，故而不求建立

甚么人间事业，甚至于打不还手，甘心殉难，将生死祸福全交上帝手上。 

 

千秋万代，一体同时，看看，我们今天可以选的三条路，在创四至六章，其实一早就已经

设定了，我看不出有甚么「时代差别」。愿天父帮助我们明白「原来原罪」，也就知道应

该选择哪一条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