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恩的道路
有很多书都宣称是人在今生的

指南 . 这些书里的本源是什么﹖ 

而里面的教训又有些什 么呢﹖ 这

些都是出自同一本源吗﹖ 或是出

自许多不同的本源呢﹖有些人相信

这些是源自于 神的所有宗教、虽

然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矛盾的地

方、但是我们可以挑选每一种最好

的地方 就可以了 .

人们也承认、在所有的宗教中、

都有它好的地方 . 假如宗教没

有好的地方、那谁会去追随 相信

呢﹖ 九十八百分比的老鼠药其实

都是好吃的东西、只有二百分比是

毒药的部份 . 假设我 们放百分

之百的毒药来抓老鼠、老鼠是不会

吃的 . 然而、用二百分比的毒药

加九十八百分比 的好东西的话、

老鼠就会吃且会死掉 . 所以、只

要一点的假道理、便会在属灵上毁

了我们 .

圣经有什么特别、让我们了解到

是所有的书中最伟大的一部书呢﹖ 

这是不是说我们必须 拒绝其它在

我们的生命中、也是权威的书呢﹖ 

圣经自己宣称是来自神的话语 (

彼得后书 1:20,21; 提摩太后书 

3:16,17). 耶稣告诉我们说 : 『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

以自 由』 (约 8:32). 他又说 :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 你的道

就是真理』 (约 17:17).

圣经教导我们说 , 惟有一条正

确的道路 . 耶稣说 : 『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 . 若不借着 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 14:6). 

祂的话语会审判我们 (约 12:48). 

在生命中只有两 个选择 -- 窄路或

宽路 (太 7:13,14). 假如我们要

进天堂、我们必须顺从 神的旨意 (

太 7:21-23).

当我们考虑到圣经的本质时、可以

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不可能是由人

所写的 . 圣经是由大 约四十个作

者、在约一千六百年的时间内所写

成的 . 圣经的作者是活在不同时代

的人、有不 同的职业、且住在不同

的地方 . 从许多情形知道、这些作

者彼此间并不认识 . 并且在圣经中 

也没有矛盾 . 其它的书都没有这样

地宣称的 . 圣经如此宣称、也不可

能是个意外的说法 .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在圣经中的科学

的事实 .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但

在这里面却有科学的 事实 . 从哥

伦布及麦哲伦的探险中、我们知道地

球是圆的 . 这也是在大约五百年前

才知道的 事 . 圣经告诉我们说地

球是圆的是人们听说有哥伦布或麦哲

伦发现地球是圆几千年前 (以赛 亚

书 40:22; 箴言 8:27).

圣经也记录我们无法数算星星 . 

在一九四○年时、天文学家终于

得到结论说他们无法算清 楚在宇

宙里的星星 . 大约在二千五百年

前、耶利米就这么记录着 : 『天

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

不能斗量 . 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

卫的后裔，和事奉我的利未人多起

来』 (耶 33:22). 全能的神不只

能数算星星、且能『一一称他们的

名』 (诗 147:4).

在圣经中有超过一千个的预言 . 

三百多个是预言到基督 . 每一个

预言都应验了、这可以进 一步证

明圣经是由 神而来的 .

假如没有圣经的话、我们便无法

知道人的起源、神的本性、罪的

起源、及人在死后会如 何等等 . 

假如 神是全能的神、那为什么邪

恶会存在呢﹖ 为什么神会允许希

特勒杀掉六百万 的犹太人呢﹖ 或

是允许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掉

三十万的中国人呢﹖

神创造人有自由做选择 . 圣经

就记载了人为什么犯罪 . 神在创

造了亚当及夏娃之后、就把 他们

放在伊甸园中、并供给他们所需的

一切 . 神并且定了他们必守的诫

命 (创世记 2:15-17).



神清楚的交代他们应负责的责

任 . 他们不可以吃那分别善恶树

的果子 . 创世记第三章就 告诉

我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了 (创世记 

3:1-6). 由于亚当和夏娃的罪、

罪进入了世界 (罗马 书 5:12). 

神早有计划派遣基督到世上来拯救

人免于罪恶永远的刑罚 (马太福音 

1:21; 路 加福音 19:10; 罗马

书 5:8; 提摩太前书 1:15).

在宇宙创造之先、神已计划好要

建立教会了 . 圣节很清楚的显示

出来教会并不是后来才想 到的、

而是在世界创立之先神便已经有

这个构想了 (使徒行传 20:28; 

彼得前书 1:18-20; 以弗所书 

3:10,11; 马太福音 16:18,19; 

哥林多前书 3:11).

神的计划中、从来没有建立成千

上万宗派教会的意思 . 这个计划

是要建立一个教会、而所 有相信

的人都要成为这一个教会的一份

子 . 圣经中强调的是合一、而不

是分党派 (约翰福音 17:20-22; 

哥林多前书 1:10-13; 以弗所书 

1:22,23; 4:3-6; 5:23).

人们必须做一选择来决定什么才

是信仰上的权威的标准 . 什么是

真理﹖在那里才可以找 得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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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一个就好了 . 神创造宇宙、赐

给我们祂的旨 意、好叫我们可以遵

守祂的诫命就会上天堂 . 愿我们每

一个都在寻找真理且发现并遵守这

真 理 .
救恩
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