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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與怒的邊緣！ ── 哀慟與飢渴慕義 
 

八福之（二）太 5:4、6 
 

引言、今生有「恨」幾時圓？ 
 

講到「八福」，容許我再嚕囌一遍，就是「福」一定是指向天國、指向末世和將來。倒過

來講，要得到這些「福」的必需「前設」，就是你一定要在今生、在現世，受夠了相當程

度的「禍」。今天說到的「哀慟」和「飢渴慕義」的人的「有福」，原則是完全一樣。 

 
太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這裡，無論是「得安慰」還是「得飽足」，都一定指向將來，即是這些「哀慟的人」一生

都只能「哀慟」，這些「飢渴慕義的人」一輩子都只能「飢渴」。問題是，怎樣的「哀慟」

值得我們一生「哀慟」下去？怎樣的「飢渴」值得我們一輩子「飢渴」下去？同時，怎樣

的「哀慟」，今生必定不得「安慰」而必得等待來世？怎樣的「飢渴」，今生必定不得「飽

足」而必得等待永生？又同時，怎樣的「哀慟」的人、怎樣的「飢渴」的人，上帝非要最

終「安慰」和「滿足」他們不可？ 

 

換個講法，若他們的「哀慟」與「飢渴」，在今生現世裡已經可以得著了「安慰」和「飽

足」，那麼，他們將來在天國裡就不會「有福」了；又若他們的「哀慟」與「飢渴」不過

是泛泛的「哀慟」與「飢渴」（譬如因「失戀」而哀慟、因「無財」而飢渴），至少原則

上說，不一定要等到來世才可以滿足；再若他們的「哀慟」與「飢渴」不過是一般的「哀

慟」與「飢渴」（見上述），上帝也沒有滿足他們的必要和義務，泛泛地「哀慟」與「飢

渴」足一輩子也沒有理由會變成「有福」。 

 

大家循著這個方向想下去，就一定知道主在八福裡講到的「哀慟」與「飢渴慕義」一定不

是一般的「哀慟」與「飢渴慕義」，不是泛泛的「眼淺易哭有同情心」之類，也不是泛泛

的「愛慕真理喜愛讀經嚮往正義」之類，它們所指涉的，必定是某種你在今生現世一定不

可能得著滿足的「遺憾」，或說「遺恨」。正是──今生有「恨」幾時圓？ 

 

究竟，「哀慟的人」，他們一生的「遺恨」是甚麼？「飢渴慕義的人」，他們一生的「遺

恨」又是甚麼？這兩者又是否有所關連？而這些人最後所得到的「安慰」、所得到的「飽

足」，究竟又是怎麼樣的「安慰」和「飽足」？今天的信息，我就是要細意講明當中的奧

秘與關鍵。為著方便起見，我會先講「飢渴慕義的人」，再講「哀慟的人」，然後再者合

併一起來講，最後解明他們「有福了」的真正原因，並簡述八福相互之間的某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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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樣才是飢渴──連番失望，哀極而怒！ 

 
太 5: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作為基督徒，我們別無選擇，必要在主耶穌基督的身上，找尋最生死攸關的「飢渴」究竟

是指怎麼樣的「飢渴」。聖經中，我們見過幾個關於主耶穌「飢渴」的事例，但是絕大多

數，祂或者根本不以為意，譬如出道前在曠野禁食四十日後餓了，卻仍然不接受撒旦的試

探，拒絕「變石為餅」，又或者很快就忘了自己的飢渴而想及別人，譬如在雅各井旁，祂

更加關心心靈飢渴的撒瑪利亞婦人的「飢渴」，而應許給她「生命的活水」。卻獨有這麼

的一次，主耶穌餓了，並且餓到大發脾氣，還口出惡言： 

 

Ａ、只有葉子 

 
可 11:12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耶穌餓了。13遠遠地看見一棵無花果樹，樹上有

葉子，就往那裏去，或者在樹上可以找著甚麼。到了樹下，竟找不著甚麼，不過有

葉子，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意思是果子不是已經被別人收割了去】
14
耶穌

就對樹說：「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門徒也聽見了。......
20
早

晨，他們從那裏經過，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21彼得想起耶穌的話來，就對

他說：「拉比，請看！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 

 

主耶穌為甚麼這次「餓」得這般厲害？還「EQ」（情商）低成這個樣子，只因找不到可以

吃的，就大發脾氣，還把沒有結果子的無花果樹活活的「咒」死！  

 

大家稍稍動點心肝，就應該知道主耶穌肯定是在「指桑罵槐」──在伯大尼，有馬大、馬

利亞一家伺候祂，甚至有財主（譬如西門）招呼祂，還有相當多的所謂「支持者」，怎可

能餓倒祂呢？而且，祂不過剛剛從伯大尼出來，而伯大尼與耶路撒冷相距極近，只有約三

公里，走不了幾里路，能餓到哪裡去呢？ 

 

──原來，俗語說「望梅止渴」，主耶穌在此卻是「望無花果生餓」。 

 

──原來，「無花果」（樹）在聖經中經常象徵以色列，且許多時候是象徵「不結

果」或「果子壞得不能吃」的敗壞的以色列。（參見耶利米書 8、24、29章） 

 

──原來，「無花果樹的葉子」，在聖經中又象徵人自欺自義的「宗教行為」，就

好像始祖當初用無花果樹的葉子來替自己「遮羞」那樣。（參見創世記 3章） 

 

──原來，主耶穌看見的不只是「不過有葉子」的「無花果樹」，更是在樹後的撒

路撒冷──所謂或不知所謂的、虛有其表的「聖城」、「聖殿」和「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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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主耶穌就「餓」了──不過，祂要尋找的並不是無花果樹上面的果子，而是上帝千

百年來刻意揀選、悉心栽培的以色列人的「果子」──他們的「義」，就是他們對上帝應

該有的忠信，對鄰舍應該有的憐愛，對列邦應該有的見證。可惜，全部欠奉。於是，主耶

穌失望了，而失望之極，就憤怒了。再於是，進城之前，祂就大大「遷怒」於這棵路上的

不結果的無花果樹身上。事實上，在進城前後，主耶穌觸目所見的以色列人，都好像這棵

「不過有葉子」的無花果樹一樣，只有虛假、造作、自欺、幼稚，以至湊熱鬧的「宗教行

為」。回到經文，我們看清楚主嚴辭詛咒無花果樹的上下文： 

 

Ｂ、只有虛儀 

 
可 11:7

他們【門徒】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
8

有許多人把衣服鋪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下來，鋪在路上。
9
前行後隨的人

都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10 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

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11
耶穌進了耶路撒冷，入了聖殿，周圍看了各樣物件。

天色已晚，就和十二個門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12
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

耶穌餓了。
13
遠遠地看見一棵無花果樹，樹上有葉子，就往那裏去，或者在樹上可

以找著甚麼。到了樹下，竟找不著甚麼，不過有葉子，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4
耶穌就對樹說：「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門徒也聽見了。

15
他們

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入聖殿，趕出殿裏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

賣鴿子之人的凳子；
16
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殿裏經過；

17
便教訓他們【用近乎咒詛無

花果樹的口吻】說：「經上不是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倒使

它成為賊窩了。」
18
祭司長和文士聽見這話，就想法子要除滅耶穌，卻又怕他，因

為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
19
每天晚上，耶穌出城去。

20
早晨，他們從那裏經過，看見

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21 彼得想起耶穌的話來，就對他說：「拉比，請看！你所

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 

 

在「群眾」的層面，好像有很多人沿路「歡迎」耶穌進城，但只是一場「誤會」，他們只

是視耶穌為幫助他們對付「外人」（驅逐羅馬殖民者）的「那種救主」，沒想到主耶穌竟

然是「搗亂」聖殿指責他們「自己人」（指斥猶太人的虛假自義）的「這種救主」，所以

不幾天之後，同一夥人就都改口大喊「釘祂十字架」了。至於「宗教領袖」的層面，他們

在聖殿裡大搞「宗教排場」，誘惑人們進行煞有介事卻空洞無物的「宗教行為」。我多處

說過，「在聖殿做買賣」所擺出來的「姿態」不是「不敬虔」，而是「懶敬虔」，謂要提

供所謂「優質的獻祭」云云。群眾無知、領袖無恥，這就是主耶穌當日看到的以色列人。 

 

主耶穌「飢渴慕義」，祂「如飢似渴」地希望在以色列人身上找到「義」，好像祂要在無

花果樹上找到果子一樣，可惜的是，祂與天父一番心血栽培出來的以色列人，竟然是一棵

「不過有葉子」的「無花果樹」。就好像城門外那棵「不過有葉子」的無花果樹，「不過

有虛儀」的以色列人和猶太教，更加令主耶穌大失所望，大大震怒，於是也破口大罵。不

過，主耶穌的震怒並不是「亂發脾氣」，而是發自祂心裡一份與之密切相關的沉痛的「哀

慟」。原來，八福裡提到的「哀慟」與「飢渴慕義」，指向的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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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此乃成哀慟──恨其不爭，怒極而哀！ 

 
太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在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時間、場景裡，在上文，我們看到主耶穌的憤怒，在這裡，我們又看

到主耶穌的哀慟： 

 

Ａ、不爭氣的「舊約選民」 
 

路 19:41【潔浄聖殿前】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它哀哭，42說：「巴不得你

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
43
因

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
44
並要掃滅你和你

裏頭的兒女，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
45
耶穌進

了殿，趕出裏頭做買賣的人，46對他們說：「經上說：我的殿必作禱告的殿，你們

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太 23:37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

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

願意。
38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39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

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以色列人，上帝舊約裡的「選民」，上帝用過無數的心機在他們的身上，差派過無數的使

者（有列祖、有祭司、有士師、有智者、有先知，甚至有天使）來帶領他們、行過無數大

大小小的神蹟、更講過無數督責、勸勉、訓誨的說話，舊約聖經一大本，就連「城破國亡

的教訓」也給了好幾次，但是，他們卻還是冥頑不化、一錯再錯、越走越遠，或只會恃著

自己是「選民」和這裡是「聖地」，做一些連自己也不知在幹甚麼的「宗教虛儀」。 

 

失望，故然叫主大大憤怒，但更叫祂大大哀傷。「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這是一句

多麼沉痛的話：以色列人呀，上帝曾經將最好的「眷顧」給你，你「得天獨厚」，卻是你

為甚麼不自珍惜，反而一再蹧蹋，「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以色列人呀，你們為甚麼總

是這麼「不爭氣」的呢？！！ 

 

不過，「不爭氣」的又豈只以色列人──「舊約選民」呢？更可哀可慟的，是主耶穌親自

降世、精挑細選的「新約選民」，情況竟然好不了多少： 

 

Ｂ、不爭氣的「新約選民」 

 
約 11:33

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心裏悲歎，又甚憂愁，
34
便

說：「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裏？」他們回答說：「請主來看。」
35
耶穌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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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路撒復活這件事，主耶穌故意「遲到」，等到拉撒路死了才去，為的是好使他復活，給

大家一個「驚喜」，更借此來堅立大家將來為主殉難時對「復活在主」的信心。所以，祂

出發到伯大尼前向門徒說：「拉撒路死了。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

叫你們相信。」但是，去到伯大尼，卻沒有一個人能夠體察主耶穌的「苦心」，沒有一個

人曉得與祂一同「歡喜」，倒是一個二個都是哭哭啼啼。連主耶穌最寄與厚望的「信心高

材生」馬利亞，也一樣只是曉得哭和講些「不著邊際」的「概念信仰」（即是字眼好像正

統但內容貧乏蒼白，信了沒信無甚分別的「信仰」）── 

 
約 11:32 

......「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此情此景，怎不令主痛心疾首？ 

 
約 11:33

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心裏悲歎，又甚憂愁，
34
便

說：「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裏？」他們回答說：「請主來看。」
35
耶穌哭了。 

 

主哭了，不是因為「同情」──這是完全胡說八道、不可饒恕、害人不淺的亂釋經──而

是因為極大、極大的「失望」與「擔憂」：你們幾時才能學會信心呢？我等你們要等到幾

時呢？我快要離開你們了，快要上十字架然後回父家了，你們還是這個樣子──只曉得哭

哭啼啼，只曉得「背書」似的講些「空洞信仰」！我走了以後，你們怎麼樣呢？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是主耶咒詛無花果樹、在聖殿裡大發烈怒、對著耶路撒冷城哭

泣，和看著馬利亞等人哀哭的共通原因。事實上，這幾件事發生的情景、場合和時間也極

為相近，都是在主耶穌殉難前的兩、三週之內，在主殉難的耶路撒冷的附近。正是「人之

將死，其鳴也哀」，主耶穌不遲不早，不遠不近，把祂一生裡最大的「脾氣」──最大的

憤怒和最大的悲哀，都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爆發」出來，這是因為，祂知道「時日無

多」──祂沒有太多的時候留在世上堅立門徒的信心，因為考驗近了；世人（包括以色列

人與全人類）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繼續苟且而活，因為審判到了。主憂心如婪，哀極而

怒，怒極而哀！ 

 

看到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點不像那些「有氣無力」，永遠只得「一個表情」的「牧師」

和「學者」。在情辭緊迫生死攸關之際，祂完全顧不得甚麼「風度」、「節制」、「儀表」

和「談吐」，要哭就哭，要罵就罵。這不是不受約制的緒情，而是發自赤子之心的真情。

當中，有因「飢渴慕義」而找不著「果子」而來的大憤怒，也有因痛惜我們不知眷顧失落

恩典和招致審判而來的大悲哀。 

 

這種感受，哀中有怒，怒中有哀，越哀越怒，越怒越哀，萬般沉痛，不能言喻。如果你做

過父母、做過牧者、做過老師，曾經在任何人的身上下過功夫、落過苦心、寄過厚望、最

後，卻發覺一切都像石沉大海，都像枉費一場，甚至換來「恩將仇報」，你就必定明白這

是天下人間最大的大悲哀，並且是夾雜著絞心之痛的大憤怒的大悲哀。我將「哀慟」與「飢

渴慕義」併在一起講，因為它們正是這種感受的一體兩面。而在中文裡，「恨」這個字正

好最能同時兼備這種又「憤怒」又「悲哀」的感受。 



 6

我們的主給我們親身「示範」，告訴我們「哀慟的人」與「飢渴慕義的人」其實是同一種

人，他們之所以「哀慟」是因為他們太過「飢渴慕義」，他們遍覓人間，終其一生，發覺

到處都是「不過有葉子」，不能得著「安慰」，沒有得到「飽足」，只能帶著夾纏著不可

言說的大悲哀與大憤怒的「遺恨」而「含恨而終」。 

 

但悲慘成這個樣子的人，又如何有福呢？ 

 

三、這般便為有福──飽嘗失望的人有福了，因為滿足在我 
 

這個世界以至「教會」都令上帝失望，至於哀慟、至於憤怒。於是，祂的審判來了，就像

當日咒詛無花果樹一樣，要將一切「不過有葉子」（虛有其表）的東西都廢掉。不過，在

無所不知的上帝的「問責」底下，誰能「得救」呢？ 

 
可 11:20早晨，他們從那裏經過，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21彼得想起耶穌的話來，

就對他說：「拉比，請看！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
22
耶穌回答說：「你

們當信服上帝。
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

裏！』他若心裏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
24
所以我告訴你們，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這分明不是一段泛泛講甚麼「祈禱與信心」的經文，因為它緣起於主耶穌「咒死」一棵無

花果樹的「激烈行為」，它講的是關乎上帝的公義審判的「祈禱與信心」。事實上，主耶

穌在這裡講到的「移山的信心」，絕對不是「愚公移山式」的信心（毅力），祂講「對這

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裏』」，我們考之於聖經本身的典故，就知道祂說到將些

甚麼「投在海裡」不是講甚麼「為上帝做大事」，而是上帝必會施以大審判和大毀滅： 

 

論到個人的「滅亡」，主耶穌曾說： 

 
馬可 9:42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指叫人跌倒的那

人】的頸項上，扔在海裏。43倘若你一隻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44你缺了肢體

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手落到地獄，入那不滅的火裏去。......」 

 

論到全世界的滅亡，《啟示錄》又告訴我們： 

 
啟 18: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裏，說：巴比倫大城也

必這樣猛力地被扔下去，決不能再見了。 

 

把甚麼「投進海裡」，指的是要它「最後覆滅」。所以，這裡「移山的信心」的真正意思

是對上帝必定會施以最後的審判，不會容許「不過有葉子」的「假無花果」（即假以色列

人和假基督徒）含混過關混入天國的信心。總之，不是你自己去「移山」的信心，而是你

相信上帝終必會「移山」──剷除一切偽善與邪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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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這裡「咒死」無花果樹的行動和祂的解說中的「移山」的喻意所指的，對於整體的

世界和教會來說，其實是一個「拯救」行動，就正如將身上「毒瘤」割除是對「身體」的

拯救而非殘害一樣。當然，對於「毒瘤」本身來講，這個自然就是個大咒詛啦。所以，問

題倒是，當上帝「哀極而怒」，祂的大審判降臨之日，你究竟是「會被割去的毒瘤」，還

是「會被留下的身體的一部分」呢？ 

 

明白了這個重要前設，再看以下兩段經文，不必多解，大家就會知道「哀慟的人」和「飢

渴慕義的人」究竟是怎樣和為甚麼「有福」的： 

 
彼後 2:5

上帝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

的挪亞一家八口。
6
又判定所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後世不敬

虔人的鑑戒；
7
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

8
因為那義人住在他們

中間，看見聽見他們不法的事，他的義心就天天傷痛。）
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

試探，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等候審判的日子。 

 
結 9:1

【這是以西結先知看到的一個異象：】他【耶和華】向我耳中大聲喊叫說：「要

使那監管這城的人手中各拿滅命的兵器前來。」
2
忽然有六個人從朝北的上門而來，

各人手拿殺人的兵器；內中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間帶著墨盒子。他們進來，站在

銅祭壇旁。
3
以色列上帝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現今從那裏升到殿的門檻。上帝將那

身穿細麻衣、腰間帶著墨盒子的人召來。
4
耶和華對他說：「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歎息哀哭的人，畫記號在額上。」
5
我耳中聽見他對其餘的

人說：「要跟隨他走遍全城，以行擊殺。你們的眼不要顧惜，也不要可憐他們。6

要將年老的、年少的，並處女、嬰孩，和婦女，從聖所起全都殺盡，只是凡有記號

的人不要挨近他。」...... 

 

這兩段經文，一段，講的是上帝曾經施以洪水和烈火審判的史實，一段，講的是上帝終必

施以審判的異象與預言（既指以色列，也指整個世界）。兩段裡的「倖存者」都不是「行

為主義」或「道德主義」式的「義人」，就是他們不僅是沒有同流合污而已（因為那可以

是出於一種置身事外、自以為義的心態，並不是聖經所稱許的「義」），而是非常關切同

情和投入人間，卻因著「飢渴慕義」並且找不著「義」，而「天天傷痛」，而為「城中所

行可憎之事歎息哀哭」 的那種「義人」。 

 

這樣的「義人」──「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這樣的「義心天天傷痛」──「哀慟」的

人有福了！因為我們的上帝自己就是一位「飢渴慕義」的神，一位「哀慟」的神，所以祂

對於這些與祂「深有同感」、與祂「哀樂與共」，不是虛有其表（不過有葉子）的人，自

然格外記得，要給他們加倍的保守和報答。這些人，「飢渴」一生、「哀慟」一生，懷著

極大的失望「含恨而終」，但到了上帝哀極而怒，要毀滅一切「不過有葉子」的東西，並

且更新天地「引進永義」（但 9:24）的時候，祂一定會記得他們。他們必會得到格外「保

護」，會被「留下」來，最終，成為「不再有遺恨」的天國的子民。到了那個時候，他們

就得「安慰」了，就得「飽足」了。所以說：「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飢

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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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第二個得福秘技：「痛得深」 
 

上篇講到，第一個得福秘技是「忍得狠」──八福裡的「虛心」與「溫柔」的人不是指泛

泛的「謙謙君子」，而是飽受冤枉、忍耐一生、打不還手，最後「含冤而死」的人，但上

帝最終會為他們伸冤。 

 

本篇講到的第二個得福秘技是「痛得深」──八福裡的「哀慟」與「飢渴慕義」的人不是

指泛泛的有同情心和愛慕真理的「敬虔人士」，而是指那些對人間缺少仁愛公義「極度不

滿足」的仁人義士。他們為此終身哀慟，「含恨而終」。卻正因如此，他們有福了，因為

比他們更「看不過眼」、更「不滿足」的上帝非常憐惜這些與祂「志同道合」、「同甘共

苦」的人。當他們受苦的時候，上帝也在受苦；到上帝施行審判，更新天地，開始有「好

日子」之日，祂也必會記得他們，讓他們在滿了仁慈公義的天國裡永遠得著安慰和飽足。 

 

總結這兩講，「虛心」與「溫柔」的人之有福，是因為他們「含冤而死」，「哀慟」與「飢

渴慕義」的人之有福，是因為他們「含恨而終」。這樣的「命運與機會」，全部都可以反

映在「先知」的身上，可見，這四「福」指向的，其實是同一種人。 

 

但是，最後，請大家必定要記得這一點，就是不要將這種富有情性的「飢渴慕義」與黑口

黑臉的「法利賽人」和「行為主義」式的「求全責備」混為一談。後者表現出來的，具體

地講，就是死抓著一堆「律法規例」或「道德條文」，處處找碴、事事挑剔，看甚麼都不

順眼，這又「不夠完美」，那又「未夠徹底」。這其實是一種極冰冷抽離的「自義」（律

法主義者往往一天到晚地罵「人間無義」，但在他們心目中，自己卻永遠是個「不吃人間

煙火」的「例外」），這種心態根本是罪，而不是熱血熱腸的「飢渴慕義」。真正的「飢

渴慕義」者，他們見人間不仁不義，自然也憤怒，但是，他們的憤怒之中必定同時包含著

極大的憐惜與悲哀。言辭之間，難免憤怒，但內心深處，卻更多是哀慟。最根本的，是他

們不是手執律法高高在上「冒充上帝」指責別人不夠「義」，而是萬般同情地投入人間哀

歎「人間無義」，甚至哀歎連自己也「無義」。 

 

沒有人可以因著「行為」得救，「飢渴慕義」者也斷不是因為他們「行為」上有完美的「義」

而得救。當然，他們會有「相對好」的行為表現，但怎樣也不可能「好」到得救。原來，

他們真正頼以得救的「義」不是他們「有」的義，而是他們「沒有」的義──他們正正因

為「飢渴慕義」，就比「常人」更深知道人間無義，自己也無義，於是，他們的大憤怒中

必定同時並存著大哀慟，進而是大同情，再進而──極吊詭地──是大饒恕，而不是一味

地「控訴世界」。大家看主耶穌「咒死」無花果樹後，教我們怎樣「禱告求生」： 

 
可 11: 25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

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
26
你們若不饒恕人，你們在天上的父也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孤立的「飢渴慕義」很有可能會變成冰冷無情的律法主義，會成為「取死之道」，因為上

帝會以「其人之道」審問得更加嚴厲；但是「飢渴慕義」若能配以「哀慟」，生出同情和

饒恕，成就出一種熱血熱腸的信仰人格，就會成為天父悅納，使人得救的「大情大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