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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见天开了！ ── 清心与为义受逼迫 
 

八福之（四）太 5:8、10-12 
 

引言、搞乱天下的「两福」──既非德行，也非有福 
 

太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

天国是他们的。
11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

有福了！
12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

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在本系列前三篇讲章中，我将「虚心」和「温柔」、「哀恸」和「饥渴慕义」、「怜恤人」

和「使人和睦」并在一起讲时，都特意声明，基本上只是为方便处理，并无非常重要或者

非如此不可的理由。但是，本篇将「清心」与「为义受逼迫」一并讲，理由却是非常充分

的，因为：第一、这两者都是最难放进「德行」和「福」的常识概念来理解的；第二、它

们之间却又有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甚至可以涵盖整个「八福」的逻辑脉络。 

 

我早说过，「八福」绝对不是说你有八种甚么「品格」或「德行」，于是，就在今生甚至

来世有这样那样的「福气」──绝对不是这回事！！！退一万步说，甚么「虚心」、「温

柔」、「怜恤人」、「使人和睦」甚至「哀恸」和「饥渴慕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一番

之后，总可以拉扯到「品格」或「德行」上去，因为它们多少与人「外显的道德行为」相

关或类近，表示你多少做了些所谓「好事」，于是，按「好人有好报」的常识，你在今生

或来世会有点「福报」，也相当近于情理。但是，「清心」与「为义受逼迫」却绝对不是

同一回事，因为它们无法放进这个「常识宗教」的思想框架里。 

 

首先，「清心」明显不像「虚心」、「怜恤人」或「使人和睦」之类，可以理解为一种外

显的道德行为。「清心」却是一种相对抽象的心境、一种眼界、一种状态，它强调的不是

你做了些甚么具体的「事」，而是你是个有甚么气质的「人」。可是，「清心」──看得

通、看得真、看得透而已，无甚道德表现，为甚么就算为「好人」而可以有「好报」呢？ 

 

至于「为义受逼迫」所突显的，是一种非常惨无人道的「际遇」，更是何来有福呢？你若

说这些人「来世」就有福啦，我当然同意，但是，为甚么谈及前面几个「福」时不一定要

讲到来世（坊间就是这样），而这个却是如此必需？再者，「虚心」、「温柔」之类，若

有人能够做到（至少表面上做到），即使不能得到甚么「福」，我们也会觉得其本身（即

这些所谓「品格」）已经十分可取，已经很有价值了；但是，倘若没有了「来世福报」这

个「下文」，我们总不会说「为义受逼迫」本身就十分可取、就很有价值吧？！ 

 

总而言之，「清心」完全不似「德行」，「为义受逼迫」也完全不像「有福」，这两者就

把常识神学对「八福」的错谬解说和演绎，彻彻底底地打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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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真是世事难料。原来，「清心」与「为义受逼迫」这两个搞乱天下的「怪福」，才是

最重要、最关键和最能涵盖「八福」真义的「两福」，因为一个人只有「清心」，他才会

不顾后果地去「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人」和「使人和睦」

──总括言之就是「为义受逼迫」。简言之，「清心」是「八福」的原始动力，而「为义

受逼迫」则是「八福」的总体归结。当中的「福报逻辑」，绝对异于常识不同寻常。今天

这篇信息，是「八福系列」的最后一篇，也是总结，我会为大家请楚说明个中真相。 

 

一、清心──他们「凭信心看见」 

 
太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基督徒孤立讲「信心」或「因信称义」的时候，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十分正统。可是一去

到没有明明写着是「论信心」或「论因信称义」的话题，譬如解「八福」的时候，就马上

「马失前蹄」，把信心或因信称义丢到九霄云外，然后句句不离行为、念念不忘律法，结

果「八福」就被大伙儿曲解谬用为「好人有好报」的一种（伪）基督教版本。但是，我们

如果真的想扣紧自己的基督信仰，就一定要死命抓住「因信称义」这信仰灵魂，故此「八

福」就绝不可能解到与信心的关系如此淡薄。事实上，「清心」这一个奇特的「福」就正

好可以为我们解开「八福」里「信心与行为」的关系的难解之谜。 

 

首先，你一定要看得出「清心」是一个很「怪」的福，因为「清心」的内涵与因它而造就

的「福」似乎是同一回事。「清心」，绝对不是泛泛的心无杂念、清心寡欲的意思；就着

我们的基督信仰，「清心」的真义是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看见祂的存在、看

见祂的作为、看见祂的计划，更重要的，是看见祂借着耶稣基督展示的慈爱与救恩。我们

甚至可以这么说，说一个人「清心」与说这个人「有信心」，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来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太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这两句可以互相解释。再细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名单」，我们也有同样的发现： 

 
来 11:7

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

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8
亚伯拉罕因

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

哪里去。9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象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

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10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

的。......
24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25
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

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这些人的「因着信」大可改为「因着清心」，这样不但没有扭曲其原意，反使其意义更加

清晰──挪亚因着「清心」，就「看见」人的罪恶和灭亡、上帝的愤怒和救恩，于是，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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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照常吃喝，他却动手造方舟。亚伯拉罕因着「清心」，就「看见」吾珥等异教世界的罪

恶和灭亡、上帝的愤怒和救恩，于是，别人安居大城，他却甘于远走他乡、旅居帐棚。摩

西因着「清心」，就「看见」埃及的罪恶和灭亡、上帝的应许与救恩，于是，别人陶醉于

「埃及之乐」，他却先而自己出埃及，继而领百姓也出埃及去。......在在可见，这些人的「清

心」与他们的「有信心」其实是指向同一回事。 

 

当然，我们不能说「八福」里的「温柔」和「哀恸」等等与信心全无关系，但那些与「外

显的行为」关系相对紧密的「福」，至少是有可能并不是出于「信心」的。譬如，可能是

出自人类自恃自信的「律法主义」（像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或是纯粹出于对上帝的恐

惧心理（像扫罗献祭是因为「怕上帝」，心态上等同不信），又或不过是一些造作、模仿

甚至凑热闹的「宗教动作」（像在城门外「欢迎」耶稣入城的百姓）。「清心」却不可能

如此，因为它直指人的内心──你可以「假装虚心」、「造作温柔」、「跟风怜恤」（例

如「齐齐抗天灾」之类），但是，你总不可能「伪作清心」──因为你越是「伪作」，你

的心只会更不「清」（自欺欺人），你就更不可能「看见上帝」。总之，其它的「福」（有

时甚至包括「为义受逼迫」），多多少少可以用「勉强的行为」来堆砌一下，但是「清心」

却是一点都不可能──因为它是发乎内心的，一点都不可能勉强、不可能造作，但也正因

此，它倒是最可靠、也是最根本的「福」或得福的原因。 

 

至于这些因着「清心」（信心）而在今生「看见」上帝的人，他们的「福」，就是在来世

能在天国真正「看见」上帝。换言之，「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可以

理解为「今生看见上帝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来世必得看见上帝」。分析起来，他们得福

的原因是「今生看见上帝」，得福的结果是「来世必得看见上帝」，但这样的「福报」不

是有点怪怪的么？（就连「八福」里其它的「福」都不是这样的，譬如「哀恸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与「得安慰」固然相关，但不是同一回事呀！我们总不会

说「今生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将来在天国他会更加哀恸」吧？） 

 

不过，我想我们之所以觉得「怪」，是因为这个「清心之福」破坏了行为主义者的「报应

原则」。「清心」强调的不是你有否「做到了甚么事」，而是你「是个甚么人」，或更准

确的说，是「你有否做到甚么事的生命气质」。因为「清心」指向的是人最内在的「信仰

人格」、「信仰气质」和「信仰眼界」（即在今生已能凭信心「看见上帝」的眼界），与

鄙俗不堪、肤浅浮面、中产阶级式的「品格观」全然无关。总之，清心的人将来能在天国

里看见上帝，因为他们在今生已经「看见」上帝。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福报逻辑」。 

 

于此，我们应该看到，「清心」与「信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是「八福」中最可以体现

「因信称义」的一个环节。事实上，「清心」更不仅是一个「环节」，它更是其它「七福」

的「激活者」，因为：第一、不管你外表上多么「虚心」、「温柔」、「怜恤人」，但是

你如果不是出于「信」，即是出自「信心」以外的其它原因，那么你无论「守行为」守得

多了不起，你顶多是个「法利赛人」，但主耶稣一早说过，靠着「法利赛人的义」是断不

能进天国的，除非你的「虚心」、「温柔」、「怜恤人」是「因着信」──即是你有「清

心」作为这一切表现的基础和动因。第二、我们也不能想象常一个人能够不顾一切不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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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地去「虚心」、「温柔」、「怜恤人」以至「为义受逼迫」，除非他「清心」──他已

经看见上帝，「看见天开了」。（这点下文会再详加论述） 

 

总结而言，「清心」指向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福」，它始于「看见上帝」，又终于「看

见上帝」，可见这个「清心之福」的因与果都是「关系」（注意：看见上帝意指你因着信

与顺服而与上帝有亲密关系，与甚么神神化化的「灵界经验」无关）。这种「福报逻辑」

非常奇特，是因着你今生与上帝的某种关系（凭信心看见祂），而报以来生同一种关系（也

是看见祂）的「强化版本」。你今生凭信见祂，将来必亲眼见祂！ 

 

总而言之，人只有「清心」（有信心）──看得够真、够远、够透，才可能自然地诱发出

其它「六福」，而这「六福」，原来又可以简单归结为「为义受逼迫」。 

 

二、为义受逼迫──他们「因看见而甘心」 

 
太 5: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今天，坊间解「八福」时，每多是轻轻率率、空空泛泛的，甚至连「为义受逼迫」，不少

人也有本事解到不过是被人说说闲话、笑骂几句、最多加一点排斥而已。主耶稣为「为义

爱逼迫」下的「定义」却绝非如此： 

 
太 5:11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12
应

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

他们。 

 

希伯来书说到那些「有信之人」因着「远处看见而当下未得之福」的信心表现，更是令我

们惊心动魄： 

 
来 11: 35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

的复活。
36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

37
被石头打死，被锯

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38

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39
这些人都是因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这些人怎能如此忍受惨无人道的「为义受逼迫」呢？除非，他们「清心」──因着信，能

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天国。这使我想到司提反殉道时的情景： 

 
徒 7:54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
55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

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
56
就说：「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
57
众人大声喊叫，摀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

58
把他推到城

外，用石头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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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信之人，断不会是临死一刻才「看见天开了」的，他们必定是早就因着信而「看见

天开了」──「看见」了天国、「看见」了上帝、「看见」了基督。 

 

回到「八福」的主题，我上三篇说过，「虚心」和「温柔」是「忍得狠」，「哀恸」和「饥

渴慕义」是「痛得深」，「怜恤人」和「使人和睦」是「爱到尽」，全部都不是泛泛的所

谓道德善行──因为这样实践的人并不仅仅是「好」，而是「太好」、「过份好」，「好」

到世界容不下、「好」到世人受不了，于是排斥他们、逼迫他们、赶尽他们、杀绝他们。

这世界里泛泛的「品德教育」怎会教到人如此「作贱」自己呢？一言以蔽之，「八福」指

向的根本不是甚么「道德品格」，而是超凡入圣的「信仰人格」！ 

 

世俗的「品格教育」只会教到你不三不四，但只有真正有信的人──清心的人──看见上

帝、基督和天国的人，才会这样「夸张」、「过分」和「不顾后果」地行善尽义。请永远

记得，「八福」不是叫你泛泛地、不痛不痒地「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

义」、「怜恤人」或「使人和睦」，而是要你不顾后果、不计成本、甚至含冤受屈地「虚

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人」或「使人和睦」，但是你做得这

样「尽」，世界不会给你掌声，你的人间结局只会是「为义受逼迫」，再没有其它。 

 

总结以上两点：「清心」是指「凭着信心看见」，而「为义受逼迫」是指「因着看见而甘

心为信仰受难」，可见，「为义受逼迫的人」必然同时也是「清心的人」，二者实为一体

的两面，绝对不可能分割。 

 

三、第四个得福秘技「看得真」与「八福」的总体脉络 

 

至此，让我们用两个简表简单总结一下「八福」的逻辑脉络： 

【表一】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忍得狠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痛得深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爱到尽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看得真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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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要突出的不是「八福」的「分类」，因为这是很随意的，没有甚么神学意义。重要的

倒是当中的「层次」。因为「八福」不是一字排开说「八个福」，而是对「一种福」的全

面性的、多角度的、多层次的描绘。这「一种福」就是能够「永远看见上帝──享受以马

内利与神同在」的永生之福，所有其它的「福」都不过是其不同侧重点的说法而已。 

 

说到「层次」，「清心」与「为义受逼迫」这「两福」，较之于其它「六福」，明显地是

处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面的，因为一个人必要「看得真」，才可能「忍得狠」、「痛得深」

和「爱到尽」。请再看表二，看「八福」的因果结构。 

 

【表二】 

              虚心 

              温柔   

清心（激活）      哀恸         （归结为）为义受逼迫 

              饥渴慕义 

              怜恤人 

              使人和睦 

 

表二告诉我们，「清心」激活「虚心」、「温柔」、「饥渴慕义」等「六福」，是「总的

因」，而这「六福」又可归结为「为义受逼迫」，即是「总的果（人间的结果）」。而最

后，「天国是他们的」是更高层次的「总的果（天国的结果）」。所以，「八福」其实可

以简化为这样的一句：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甘于为义受逼迫，所以，天国是他们的。 
 

奇特的是，「八福」之中，表面看，「清心」本来是与「受苦」的关系最少的，但事实上

却又成了人甘于受苦──不顾后果、不计成本地去「虚心」、「哀恸」、「温柔」、「饥

渴慕义」、「怜恤人」、「使人和睦」──归结为「为义受逼迫」，为之饱尝痛苦屈辱，

最后甘心「好心没好报」、「含冤而死」、「怀恨而终」的最根本的动力──因为「清心」

使他们「看得真」，所以，他们就有超乎人间理解的信仰力量甘心去「忍得狠」、「痛得

深」和「爱到尽」。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人若非「清心」──看见上帝，看见天国，看

见天父透过耶稣基督和祂的钉十字架彰显的大仁大义，他绝对不可能做到「忍得狠」、「痛

得深」和「爱到尽」。即使有些人能做到某些「形似」虚心、温柔等的行为，若不是伪善

的，就必是虚构的、造作的、模仿的、误解的，或是凑热闹的。 

 

大家明白了这个「八福逻辑」以后，就不要再问「我如何能做到八福的要求」或者「如何

得着八福」这类问题，因为「八福」与「行为」无关，它是「信心」的问题。所以，你若

要问，就应该问「我怎能清心如此──看见那不可自见的上帝和未曾看见的天国？」因为

你若是「清心」，你自然能做到，若是你的心不「清」，你便是怎么勉强努力，也不可能

做到。以下，我会尝试为大家简单回答一下如何可能「清心」的千古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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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如何可能「清心」──看见别人看不见的？ 

 

大家都是人，但是，为甚么有些人能「看见天开了」，有些人却即使返了一辈子教会，还

是甚么也「看不见」呢？ 
 

我说过多遍了，就是「虚心」、「温柔」和「怜恤人」等等，甚至连「受逼迫」，都可以

靠着一些「技巧」或「意志力」，甚或「传统习惯」以至「群体压力」而「造」出一点出

来。但「清心」断不可能，几乎可以这么说：「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哪你必定会说：「若是我『天生』就没有这种『清心的气质』，又或是我一出生就活在『浊

世』之中而『清』不起来，岂不死定？岂不很不公平么？」 

 

我前面说过，表面上看，「清心」似乎是与「受苦」最不沾边的。「为义受逼迫」自然是

大大受苦，不用多说；「哀恸」与「饥渴慕义」，单看字面也看出一点「受苦」的意味，

就连「虚心」、「温柔」、「怜恤人」和「使人和睦」，泛泛的讲法，也会解到我们总要

为此而「付出一点代价或牺牲」，即是，总要为此而受一点苦头。总之，「八福」之中的

七个都与「受苦」有或大或小的关系。却只有「清心」是与「受苦」似乎完全沾不上甚么

关系的──但奥秘就在于此！ 

 

前面说过，「清心」似乎与「受苦」无直接关连，但是，它却是「激活」我们去甘心受苦

的原始动力，所以，出人意表地，「清心」倒是「八福」之中与「受苦」的关系最为紧密

的一个。不但如此，「清心」本身，原来已经是一个极内在，也因而极大的痛苦。其它「七

福」指涉的「苦」，都是相对外在的苦，但唯有「清心」，它指涉的苦是内在的，是不可

见的，却就因而是更痛更苦的苦。──究竟「清心的人」要受甚么「苦」呢？ 

 

清心，就是因着信「看见别人看不见或未看见的」。 
 

请动心动情想一想，一个真正「清心的人」，即是一个常常会「看见别人看不见或未看见

的」的事情的人，他知得比一般人多、知得比一般人早，大家以为，这样的人会好「过瘾」

么？！知否？知否？「众人皆醉我独醒」，其实是一种极大、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之所

以比一切痛苦更痛更苦，是因为「有口难言」──别人根本「看不见」你在受甚么苦──

他们只会说你「无病呻吟」、「危言耸听」、「扰乱公安」，甚至「精神错乱」、「思觉

失调」。能被「看见」的苦，至少，理论上有可能被了解、被同情。但「清心的人」，他

的苦根本不能被「看见」，于是，他们就注定得不到同情、得不到了解。 

 

我不讨论「原始人」、「弱智者」或「植物人」之类的特例。我只会针对绝大多数人来讲

解，至少我相信俄网的读者肯定不是「原始人」、「弱智者」或「植物人」。绝大多数人

都有起码的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所以，他们本应不难「看见」人间的苦罪真相与了无

生路的困境，进而生出一种「呼天」的信心与盼望。这些人就是「清心」或「准清心」的

人。只要上帝的启示一到，他们就会「收到」，并且很可能相信并作出合宜的响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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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往今来，为甚么「清心的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会是这么少，这么的凤毛

麟角？──洪水前只得一个挪亚，吾珥只得一个亚伯拉罕？全埃及只得一个摩西？甚至主

耶稣出生时，在乎并相信的，只有一对亡命夫妻、一群穷苦牧人和几位异邦学者？ 

 

答案就是，「清心」是要受大苦的，「坚持清心」更是苦上加苦。我相信好些「看见别人

看不见或未看见的」事情的人，其实是宁愿他们从未「看见」这些事情，好使他们能够正

常地「投入」社会、「融入」人群。至少，我自己就这样想过。事实上，本来，许多人多

多少少都有点「清心」──能够「看见」人间苦罪和困境，甚至得到一点属灵的启示，甚

至见过「异象」，但是，他们受不了「与人不同」的孤寂之苦，于是，他们就「伪装」自

己不曾看见过这些异象，不曾得着这些启示，渐渐地与世同流。最后就弄假成真，失却他

们本来有的「清心」，不能再看见人间和信仰的真相，成了被上帝咒诅的一群： 

 
赛 6:9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所以，最后，不要问我「怎样清心？」，倒不如问你自己：「我想不想清心，肯不肯为坚

持清心而付上一生孤独的代价？」你肯，就可以，你不肯，就算吧──只是，「八福」里

头的甚么「福」，从此，都再与你无关了！ 

 

结语、八福奥义──天国是属于冤魂的 

 
来 11: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14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

了一座城。 

 

以下的话，大部分截取自最近的一篇网志，可以作为整个「八福系列」的总结： 

 

常识宗教告诉我们，「天国是属于好人的」，因为「好人有好报」嘛！ 

 

基督徒虽不时口口声声说「得救是本乎恩」，但「行为主义」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以至

我们无法掌握「天国是属于好人的」的意义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其实，主耶稣给我们说

的「八福」的真理，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就是「天国是属于冤魂的」。 

 

对，「好人」应该有好报，但众先知、众使徒与历世先圣先贤，他们不是「好人」吗？但

他们得了甚么「报」呢？他们都是「好人」，但在今生没有「好报」，以至每多「含冤而

死」、「怀恨而终」──因此就成了「冤魂」！就算像但以理、俄巴底那样，表面上没有

殉道，但是他们为真理守候一生，忍辱负重，到老到死，都还是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也算

得上是「冤魂」！事实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列举的「有信之人」，都强调他们的「还

未得着」，所以，他们统统都是「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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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冤魂」当然都是「好人」，但这个「好人」所指的绝不是「完人」或「圣人」──

世上根本没有这种「好人」，若果上帝如此要求，大家就等死算吧！原来，他们是「好人」

之所谓「好」，是他们想自己好、想别人好、想人人好！──这个「好」，包括道德上好、

灵性上好、才华上好、生活上好、际遇上好......总之甚么都好！于是，他们不顾后果、不计

成本地去「虚心」、去「怜恤人」、去「使人和睦」，希望自己好、别人好、人人好！可

惜事与愿违，他们自己不能「好」（至少不能总是好）、别人不能、人人更不能。他们「想

好」，但越是「想好」，就越发发现自己、别人、人人都「好」不起来──我们总是在人

间苦罪中纠缠一生，甚至寸步难行、无法自拔......终而，他们无以圆自己好、别人好、人人

好的梦，唯有「含冤而死」、「怀恨而终」──于是，就成了「冤魂」！ 

 

但「冤魂」有福了，因为在他们的「含冤而死」、「怀恨而终」里，上帝「确认」了他们

是真正的「好人」──想自己好、别人好、人人好的那种「好人」，于是，就将天国赐与

他们来「满足」他们，因为在天国里，一切一切，永永远远，都是「好」的。 

 

我也不咬文嚼字，大家当然仍然可以说「天国是属于好人的」，不过，请大家记得甚么才

是「好人」的定义。但为免被常识宗教搞乱，我就宁愿「偏激」一点，说： 

 

天 国 是 属 于 冤 魂 的 ！ 
 

事实上，「天国是属于冤魂的」，「八福」的奥义，亦尽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