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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僕

羅慶才

二○一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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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 3

聞，內容講述兩名非洲肯尼亞的賽跑選手，亨利（Henry 

Wanyoike）及約瑟（ Joseph Kibunja）如何在渣打馬拉松比

賽中一同奪得冠亞軍的經過。

這兩名選手並非一般參賽者，因為亨利是失明的，而

約瑟就是他的領跑員。報導說，他們兩人的手腕綁著一條

有彈性的繩，約瑟在比賽過程中憑說話及控制繫在手上的

繩，來引導亨利賽跑。當兩人快到終點，要衝線的一剎

那，約瑟就稍為讓亨利傾前，使亨利能夠率先衝線。這

樣，兩人跑贏了其餘超過五千名視力正常的參賽者，分別

得到冠、亞軍。本來約瑟大可直衝向前，取得冠軍，但他

卻甘心放棄這機會，抗拒這引誘，因為他知道自己只是領

跑員。他甘心讓亨利得到冠軍，而且這不是第一次，也不

是惟一一次，他這樣做了很多次。亨利在二○○○年傷殘

奧運會獲得金牌，亦是五千米、一萬米馬拉松的世界紀錄

保持者，而每次約瑟都是他的領跑員。

這個永遠作「第二」的約瑟是否有不滿和怨言呢？他

明確地說「不」，並且開心地表示自己十分享受在比賽中

與亨利交談和唱歌！

這段報導是這樣結束的：「昨日頒獎時，約瑟小心扶

著亨利上台，那一刻叫旁人想到，若有知心友在旁，很多

身邊事物都不再重要。」

為朋友的緣故甘願一次又一次屈居第二，若不是因為

愛，又是為甚麼呢？若這不是愛，這又是甚麼？若連這種

無私、忘我、甘作綠葉的行動都不算是愛，那麼這世界就

在聖靈所結的果子中，居首位的是仁愛。其餘的果

子，固然可以個別獨立地來理解，但亦可視為是仁愛的剖

析和演繹。所謂「仁愛」，可以指神對人的愛，或指人對

人的愛。從上下文來理解，在這裏，相信仁愛應指人對人

的愛。雖然如此，保羅所談論的仁愛，是在聖靈覆庇下的

仁愛，是基督生命的內涵，所以這裏的仁愛代表人與人之

間相互的愛之餘，其中亦加入了信仰和屬靈的元素。換句

話說，即基督徒對人—不論是信徒還是非信徒—有

愛心的行動或表達，是屬靈生命的流露和表達，是聖靈所

結的果子。

仁愛是看重人過於一切

在二○○四年二月九日，《明報 》刊登了一則新

1
仁愛

撒母耳記上二十章 12至 1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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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成長 17課4 仁愛 5

真的沒有愛了。在這個長滿了仇恨、爭競、忌恨等「野葡

萄」的世界中，我們要努力遏止這些情慾的果子出現，又

要努力地結出仁愛這類聖靈的果子。

聖經裏的仁愛

這故事令人想起大衞和約拿單的故事（撒上十八∼

二十章）。他們兩人的故事，可見於撒母耳記中記載大衞

如何冒起，從一個牧童成為一國之君的故事裏（撒上十六

14∼ 撒下五 10）。整段記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為大衞

最終能接掌王權一事辯護。這記載中的第一件重大事件，

是以色列遭受非利士人步步進逼，正是非常危急之際，大

衞殺了非利士陣中的歌利亞，把劣勢扭轉。而接著所記載

的第二件事，就是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與大衞的友情。

約拿單和大衞間的愛，譜出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開

始時，作者形容約拿單被大衞深深吸引著（撒上十八 1），

他們兩人之前沒見過面，卻一見如故，短短三節經文中先

後兩次提到「約拿單愛大衞，如同愛（ avgapa/n；《七十士譯

本》）自己的性命」（1、3節）。而且這愛不是單停留在嘴

唇上的，因為經文接著就說：「就與他結盟。」（3節）「盟

約」表示一種非比尋常的關係，不是隨便訂立的。為了表

示訂立這約，或作立約的憑據，或表示隆重其事，「約拿

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衞，又將戰衣、刀、弓、腰帶

都給了他」（4節）。

這些衣物和武器並非普通物件，而是有高度象徵意義

的，為甚麼？因為約拿單將會是王位的繼承人，這「外袍」

等就是他作為儲君的身分象徵。現在約拿單把這些都送給

了大衞，那豈不是暗示約拿單把自己承繼王位的權利拱手

送給了大衞嗎？現代的讀者難免會有這聯想，但約拿單本

人似乎沒有這樣的想法；在他對大衞的愛中，他重視大衞

這個人過於這些身分的象徵。藉這無私的舉動，我們知道

仁愛是看重人過於一切。

以愛面對困難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世界，約拿單與大衞的愛，是在極

為複雜的處境下產生和維持的。使這環境複雜化的，是

掃羅和他心中對大衞的惱怒、懼怕和嫉妒，並且他想把大

衞殺死。這樣，約拿單就成了「夾縫中人」，面對著兩難

的局面：他與敵對雙方都有密切而不可替代的關係，他如

何能對雙方都保持忠誠？當忠孝有所衝突時，他要如何選

擇？他有何選擇？

他選擇了作和平使者。在這時，他仍是父親所信任

的儲君，所以掃羅把心中的計劃全都告訴了約拿單（撒

上十九 1）。我們可以理解到掃羅的決定並非單單出於嫉

妒，因為他要保存王位，為了自己，也為了約拿單；他看

見百姓擁護大衞的危機，是禍根（參撒上十八 16；二十

31），必須於這威脅萌芽的階段把它消滅。

從某角度來看，掃羅向約拿單透露的是國家機密，但

約拿單竟向大衞洩露了，這豈不是極其嚴重的背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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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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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必須於這威脅萌芽的階段把它消滅。

從某角度來看，掃羅向約拿單透露的是國家機密，但

約拿單竟向大衞洩露了，這豈不是極其嚴重的背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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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成長 17課6 仁愛 7

嗎？他有沒有為自己的父親著想？他有沒有為自己和家人

的將來著想？難道他愛大衞愛到忘我，甚至是大義滅親的

地步？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欣賞約拿單的行動。他向大衞坦

誠，把最機密的事告訴了大衞。另一方面，他又在父親面

前替大衞說話，設法消除父親心中對大衞的猜疑和顧忌，

藉此企圖讓這兩個與自己最親密的、但又互相為敵的人，

化解冤仇，締造和平與和睦。他這樣做，其中很明顯並

沒有半點個人利益的考慮。他的動機必然與他和大衞間

的愛及約有直接關係。結果，他成功了，父親掃羅答應他

收回自己的計劃，並且向耶和華起誓，以表示誠意（撒上 

十九 6）。

在這個階段，約拿單願意不顧自己的事，是基於對父

親和對大衞的愛，讓自己成為一座橋梁，作為和平之子，

在充滿仇恨的情況中努力結出和平的果子。

兩難裏繼續以愛相待

掃羅無法擺脫他心中對大衞的嫉妒和疑恨，依然要

取大衞的性命。不同的，就是他不再讓約拿單知道（撒上

二十 2），似乎父子間因大衞的緣故有了裂痕，至少掃羅

不再完全信任約拿單了。

為逃避掃羅的追殺，大衞先逃到撒母耳那裏匿藏起

來，一有機會就跑來見約拿單（撒上二十 1）。約拿單是個

單純的人，不相信他父親會存有對大衞不利的企圖（2、9

節），但仍依然願意為大衞的緣故而探聽掃羅對大衞的態

度（5∼8節），替大衞作「間諜」。在這情形下，他向大

衞說出了一段十分感人的說話（12∼15節）。

約拿單向大衞表明，他必定不會背叛大衞（撒上二十

12∼13上），必會告訴大衞他父親的意欲。在這方面，

約拿單作了明確的道德取向。我們需要知道，若約拿單要

維持對大衞的忠誠，就等如要背叛他父親掃羅，因而背負

著叛國的罪名。

約拿單是否意識到將來有一天，大衞會成為以色列的

統治者？撒母耳是在暗中膏立大衞的，掃羅應該對此事絕

無所聞，因此約拿單本人也應該對大衞被膏立的事一無所

知。在這大前提下，約拿單這番不知情的話就有很特別的

重要性（撒上二十 14∼15），當中有點「預言」的味道。

約拿單對大衞說：「願耶和華與你同在。」（撒上二十

13下）表面上，這是一句普通的祝福說話，但在這個以大

衞登基作王為主題的故事裏，卻有特殊的重要性，因這記

載的主題重點之一，就是大衞作王的最終原因是神與他同

在（撒上十六 18；撒下五 10）。從這角度看，約拿單似乎

是默認大衞將來必有一日會登基作以色列的王。這理解有

何根據呢？理由是約拿單說：「如同從前與我父親同在一

樣。」（撒上二十 13）神如何與掃羅「同在」？難道這「同在」

是一般性的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掃羅能作王定是神同

在的結果，所以約拿單的話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指

掃羅作王一事。既然如此，現在約拿單表示願耶和華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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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他有沒有為自己的父親著想？他有沒有為自己和家人

的將來著想？難道他愛大衞愛到忘我，甚至是大義滅親的

地步？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欣賞約拿單的行動。他向大衞坦

誠，把最機密的事告訴了大衞。另一方面，他又在父親面

前替大衞說話，設法消除父親心中對大衞的猜疑和顧忌，

藉此企圖讓這兩個與自己最親密的、但又互相為敵的人，

化解冤仇，締造和平與和睦。他這樣做，其中很明顯並

沒有半點個人利益的考慮。他的動機必然與他和大衞間

的愛及約有直接關係。結果，他成功了，父親掃羅答應他

收回自己的計劃，並且向耶和華起誓，以表示誠意（撒上 

十九 6）。

在這個階段，約拿單願意不顧自己的事，是基於對父

親和對大衞的愛，讓自己成為一座橋梁，作為和平之子，

在充滿仇恨的情況中努力結出和平的果子。

兩難裏繼續以愛相待

掃羅無法擺脫他心中對大衞的嫉妒和疑恨，依然要

取大衞的性命。不同的，就是他不再讓約拿單知道（撒上

二十 2），似乎父子間因大衞的緣故有了裂痕，至少掃羅

不再完全信任約拿單了。

為逃避掃羅的追殺，大衞先逃到撒母耳那裏匿藏起

來，一有機會就跑來見約拿單（撒上二十 1）。約拿單是個

單純的人，不相信他父親會存有對大衞不利的企圖（2、9

節），但仍依然願意為大衞的緣故而探聽掃羅對大衞的態

度（5∼8節），替大衞作「間諜」。在這情形下，他向大

衞說出了一段十分感人的說話（12∼15節）。

約拿單向大衞表明，他必定不會背叛大衞（撒上二十

12∼13上），必會告訴大衞他父親的意欲。在這方面，

約拿單作了明確的道德取向。我們需要知道，若約拿單要

維持對大衞的忠誠，就等如要背叛他父親掃羅，因而背負

著叛國的罪名。

約拿單是否意識到將來有一天，大衞會成為以色列的

統治者？撒母耳是在暗中膏立大衞的，掃羅應該對此事絕

無所聞，因此約拿單本人也應該對大衞被膏立的事一無所

知。在這大前提下，約拿單這番不知情的話就有很特別的

重要性（撒上二十 14∼15），當中有點「預言」的味道。

約拿單對大衞說：「願耶和華與你同在。」（撒上二十

13下）表面上，這是一句普通的祝福說話，但在這個以大

衞登基作王為主題的故事裏，卻有特殊的重要性，因這記

載的主題重點之一，就是大衞作王的最終原因是神與他同

在（撒上十六 18；撒下五 10）。從這角度看，約拿單似乎

是默認大衞將來必有一日會登基作以色列的王。這理解有

何根據呢？理由是約拿單說：「如同從前與我父親同在一

樣。」（撒上二十 13）神如何與掃羅「同在」？難道這「同在」

是一般性的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掃羅能作王定是神同

在的結果，所以約拿單的話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指

掃羅作王一事。既然如此，現在約拿單表示願耶和華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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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同在，那麼這話的含義豈不是很明顯嗎？約拿單意識到

大衞將來要作王。

在這大前提下，約拿單請求大衞要以慈愛待他和他的

後人（撒上二十 14∼15）。他要求大衞不單在他還活的時

候要這樣行，即使在他死後，當「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仇

敵的時候」（15節），也不可停止這慈愛。約拿單與大衞

之間的愛，是生死之愛，是可以把自己的命運前途託付給

對方的愛！這樣的愛不會因利益衝突而消逝，也不會因

死亡臨到而終止！在這愛中，完全沒有個人的考慮。請看

約拿單所說的話：「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仇敵的時候」（15

節），誰是大衞的「仇敵」？在當時，全國上下無人不愛大

衞，與大衞為敵的除了約拿單的父親掃羅外，還有誰呢？

當我們聽見這話，再回憶起約拿單曾把自己的外袍等

私人物品送給大衞時，我們就明白到整件事的意義了。約

拿單本來是王位的繼承人，但他卻將這與生俱來的權利拱

手奉送給大衞，甘心樂意地承認了大衞的地位。因為他愛

大衞，就甘心成為「第二」。事實上，約拿單連「第二」也

當不成，因為約拿單最終與他父親並肩作戰，亦一同戰死

沙場。這樣，他用自己的生命作為忠孝能並存的代價。

約拿單是個悲劇人物，但他的行為卻是人間之愛最崇高的 

例子。

學習仁愛

約拿單的愛有何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1. 因為經文中多次形容約拿單愛大衞「如同愛自己的性

命」（撒上十八 1、3，二十 17），所以這稱得上是「愛

人如己」的愛。約拿單愛大衞；在開始時大衞其實未

能給予約拿單任何利益，這關係完全是一面倒的，一

方是儲君，而另一方則是牧人，身分低微，不被人看

重，連他自己的父親也不重視他（撒上十六 11）。試

問約拿單能從大衞身上得著甚麼益處？但約拿單不只

沒有考慮自己的利益，更毫不猶疑地把自己的外袍

等—他地位和身分的標記—送給了大衞。按現

在香港流行的說法，這是不折不扣的「利益輸送」，

而約拿單卻沒有半點猶疑。正如保羅所說：愛是「不

求自己的益處」（林前十三 5）。

2. 約拿單的愛是可以讓人「付託終身」的愛。大衞在最

危急的時候把自己的安危託付在約拿單手中，請求他

相助，而約拿單也答應了。約拿單的愛表現於他守信

用和忠誠。大衞把自己的性命交在約拿單手中（撒上

二十 3、8），約拿單因著對大衞的愛，毅然承擔起這

重大的責任，也為了救大衞的性命而冒喪失自己生命

之險（33節）。約拿單對大衞忠心，就不得不與父親

勢成水火，他父親也不再信任他（30節），甚至要殺

他（33節）。這是沉重的代價，但約拿單與大衞有約

在先，而他也愛大衞，所以就背上不忠和不孝的罪。

3. 約拿單愛大衞，使他有量度和胸襟接受大衞將來會代

替他，成為以色列的君王的事實。這事說來容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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