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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神（二） 
                          

三、獨一真神 
1. 自我宣告是獨一真神 
我们今天所敬拜的神，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是独一的真神。这句话，

不是我们讲的，乃是神自己启示的，自己宣告的。特别在旧约里面，他多次说，我是
独一的神，惟有我是真神。就像我们刚才说过了，他说，他是创造的神，有一句话说，
「真神造人，假神人造」。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尤其是中国人，拜
菩萨的，是满天的神佛，其實真正的佛教，释迦牟尼的一套东西是没有偶像的。后来
传到中国，受道教的影响，就变了满天神佛。我们想一想，这位神说他是独一的真神，
是不是他太武断了？保罗说，不错，世界上有所谓称为神的。但是我们知道，天地之
间，只有一位神。我们知道，比如说一个朝代，只有皇帝。但是如果其他一个傻瓜，
或者怎么样一个狂人，说我是皇帝，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因为事实上只有一个皇帝。
也可以说，一个孩子，只一个爸，如果今天那个孩子的爸爸说，我是你唯一的爸，你
说这句话讲得对不对？当然了。虽然有很多男生，但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只有一位。不
过呢，这个还不能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是独一的，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有很多神的话，
那么这个神，我们就要去分辨的，哪一个是真神。但是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
中国人拜那么多的偶像，拜那么多的神明，没有一个神明自己宣告说，我是唯一的，
没有一个。只有我们现在所信的这位神，他宣告自己是独一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我
们基督教是很狭窄的，不能容纳别人。反而看到其他宗教呢，心胸比较宽，能够容纳
别人。为什么能容纳呢？因为自己也是假的嘛。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样在商场上非常
重要的事情，就是专利权，什么叫专利权呢？就是有個人发明一样东西，他怕人家假
冒，所以他就登记，自己能够享受那个专利。你有没有听到有一个做假货的人去登记
专利呢？不会的，大家要假，你也假，我也假，看谁假的更像就好了，他不会登记的。
不会宣告说，我是独一的，我是最好的；不会的。只有那个第一个发明的，真正发明
这样东西，他会争取这个专利的权。所以，我们很清楚，今天神为什么他会宣告，我
是独一的真神，尤其他宣告的时候，当时的中东，埃及人也好，迦南地的人都是同中
国人一样，满天神佛。所以神特别向以色列人讲，我是独一的真神，我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神自己的宣告，自己讲的。你有没有听过，关公在去世之前，
在生的时候说，我是神，我死了以后，你要尊我为神来拜我。有没有？没有。任何一
个偶像，任何一个菩萨，都没有在生的时候，敢宣告自己是神。 

 
2. 別無他神 
第二，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神以外，没有他神，没有了。因为呢，只有一个人宣

告他自己是真神嘛，是神嘛，没有任何人宣告过嘛。我们中国人所拜的神，都是自己
去封他作神。所以我说，如果那个神是被封出来的，或者是造出来的，或者是人变的，
就像中国的那些菩萨都是人变的，死了以后变神仙，变神了。如果那个神是这样来的；
或者是人封出来的，或者是人变的，或者是人造的，这些神都不可信。就像我们刚才
说的，那么就是说先有人，后有神。最可笑的就是封神，我们知道「封」，就是表示
一个地位高一点的人，赐给地位小的一个人的一个位份。那么如果那个神是我封出来
的，到底是那个神大呢？还是我封他的这个人大呢？中国人有封神榜，应该是封神的
那个人大过那个被封的神吧。所以是非常不合理的，非常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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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神是人造的，那么也应该，造他的比他更伟大。有一个在台湾造偶像的人，
他很出名，整个庙的偶像都是他造的，他也赚很多钱。但是后来他有机会听到福音，
他想想，不合理啊，这些神都是我造了，这些菩萨都是我造了，造完以后，我还去拜
他。感谢主，后来他就信了主，成为一个弟兄。后来他就把那个刻偶像的，那个的技
巧，去刻那些中国的历史上的人物，成为，做一个艺术家。他刻的那些东西，因为仿
古仿得太真了，有一次有个人，买了一个历史的人物，他雕刻的，要出关的时候，还
给海关扣下来，以为他把那个国宝带出国了，就成为很大的一个新闻，登在报纸的上
面。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弟兄醒悟过来了，为什么我要拜我亲手所造的这个偶像呢？ 

 
还有，如果神是人变的，那这个真是进化论了，人是由猿猴变成人了，那人慢慢

呢，又变成神了，有可能吗？如果人能够成神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那么怕死呢？死
了不是比活着更好吗？还可以做神仙呢，还可以做神呢？还可以让人来拜呢？但是事
实上，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科学的证明，来说人死了以后，能够变成神，变成佛，
没有这个可研究的。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一位神是所谓人封的，人变的，人造的，绝
对是不可信的。 

 
3. 神是忌邪的神 
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位神，不单单是自己宣告是神，不是人造的神。而且圣经还

强调说，这位神是忌邪的神。到底邪是什么意思？「邪」我们就是说偏差了，不好了。
圣经里的「邪」呢？常常是和「虚无」放在一起。根本没有这回事，你硬说有。今天
如果在你面前，根本没有一个戴眼镜的人坐在那里，但是旁边另外一个人就形容到这
个戴眼镜的人戴帽子，穿西服，你一定说他疯了，他中邪了，根本没有这个人，你怎
么说有。所以为什么说虚无就是邪呢？神说你们所拜的神，根本是虚无的，根本不存
在的，你硬说它有，那这个就是邪了。所以圣经说神是忌邪的神，所以神非常非常的
恨恶人拜偶像。因为我们这位神是真理的神，样样要真，才是对的，所以如果那样东
西，不是真的，你硬说它是真的，那个就是邪了。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真的有其它的
神吗，除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有吗？他有没有符合上面的条件，他自我宣告，他
是个创造的神，他是一个完美的，就像我们说的，又是真理，又是生命，又是爱，又
是公义，又是圣洁呢，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呢？我们看见，所有中国人拜的偶像也好，
所有的西方的那一些的神仙也好，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所以既然没有，
那么我们可以说，今天这个宣告自己是神的这位神，才是真正的独一的真神。 

 
自我宣告是很重要的，一个医生如果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医生，你敢去看他吗？

有的人骗人，骗人说是医生，没有多久就给人家发现了。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他自己
说，我不是医生，你说你是好人呢，我来拜你呀，我来求你呀，我来求你医我呀。这
个求他的人不是很愚昧吗？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拜了关公啊，这一些的偶像，很多时候，
他拜的不灵，还要去责怪那个关公，把关公的胡须拔下来，真是冤枉了。如果关公有
灵，就会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是神了，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说你来拜我，我要
帮助你呢？他们都没有这个应许，也没有这个呼召，叫人家来拜他。是你们自己心甘
情愿去拜他的，不灵，还要责怪他。所以人拜偶像，实在是很愚昧。 

 
我们今天这位神，他自己宣告，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知道既然天地之间没

有别神，我们就要敬拜这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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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又说，如果我们强调我们的神，是独一真神，我们是不是排斥了别人呢？
我希望我们把这一个改变，我们不是排它，我们是讲一个真理。就像刚才我说了，一
个发明家，他发明了一样东西，他去要求专利权，他不是排他，他不过是告诉我们，
他这个才是真的，才是他创造的。其他都是冒牌的而已。我们去讲一样东西，他是错
的，并不是说排他，不是排他，乃是把一个真理放在人面前。如果今天是有两位神，
他们是同样的有能力，也是创造世界的，那么我们说，我们现在基督教信的才是，你
那个不是，这个就排他的；因为大家是同等，你否定了他。就像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
喻，如果我今天开一个餐馆，是四川菜，隔壁那一家人也开了一个四川馆，你就说那
一家的不如我的好吃，你就排他。如果我开的是一个四川馆子，那个人开的是一个广
东馆子。那么就让那一个人选择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我想吃辣的，你说你到我这
里来，你不要到广东馆子去吃，他的辣，一定没有我那么辣，其实这是个事实，没有
排他。如果那个人说，不是，我要吃海鲜，我要吃活鱼，那么我这里没有供应了，请
你到隔壁去吧。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位神也是一样，我传福音的时候说，你有没有知
道人是个罪人，而且人没有办法救自己，那现在有位耶稣，有位神，我们的真神，他
要救你，没有条件的救你。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可以修，将来成佛，将来成神，那么你
就试试看吧，照着佛教的道理，照着释迦牟尼的那套东西你就修修看嘛。如果你修不
成了，你回来，耶稣接纳你。所以我不太喜欢让人说我们是在排斥别人的宗教，不是，
不是排他，真理就是真理，错误就是错误。我们不需要去排他，不需要去斥责他，只
要我们把真理讲出来了，人家就能够分辨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
是独一的。我们不是说心胸狭窄，不愿意接纳。比如说，今天有个人生病，在我旁边
有医生，有律师，有艺术家，有哲学家，都是好人，那你会叫他找谁呢？你一定说，
你要找医生啊，只有医生能够医你呀，这个是很合理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
一个人需要什么，如果你需要是灵魂得救，那只有耶稣答应你，只有这位真神说，我
为你死了，我可以救你。所以我们只好来到这个真神的面前。如果我今天是有一些事
情要办，有法律上的问题的，那怎么办，我就是去找律师，我不会找医生。我没有排
斥那个医生，但是我的需要是只有这个律师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天地唯一的救主，他是唯一把这个救恩给人类的，所以你今

天要得救的话，那就请你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给人家觉得我们是
在排他，而是我们把这一位，这样的一位真理的神放在人的面前。所以为什么信耶稣
是经过人自己的思想，理性的思考，想清楚了来信，因为是可以分析的，可以了解的。
可以探讨的。并不像拜偶像的人，你真正去问那些拜偶像，为什么拜这个，他讲不出
什么道理的；最多讲他有一些好的品德的啊，什么。你只要问一句，他什么时候成为
神，他就搞不清楚了，他就搞不清楚。所以为什么说迷信，迷信就是说，搞不清楚你
就信了，就叫迷信。所以为什么说，拜菩萨的人是迷信，因为他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
他就去信了。这个叫迷信。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神为了叫我们不要迷信，所以他把
自己清清楚楚的启示给我们，有条有理。没有一个宗教比我们今天信耶稣更合理，更
讲道理，更理性。因为神不要我们迷信，有很多人信耶稣不清楚，糊里糊涂信，也是
迷信。所以我们希望藉着神自己启示的话语，我们的信仰要有根有基。 

 
四、沒有名字的神 

所以第一我们这神很强调他是独一的真神，在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神。我们这位
神不单单是独一的神，怎么看见他独一性呢？下面这一点也是很奇妙的，原来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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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没有名字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从来不用耶和华这个字的，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耶和华」不是神所启示的名字，我们不要以为「耶和华」这个三个字，是圣经
的启示，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就是当摩西被神呼召出来，要去，要他去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起先摩西推三推四，後來不能推了，好了，我就去了。但是他问神
一个话，神啊，你叫我到百姓那里去，告诉他你是谁呢？为什么摩西要讲这句话？因
为犹太人已经在埃及四百多年了，已经受了那个埃及人的影响了，埃及是满天神佛的。
所以他去到他们中间，怕那些人说他，你要给我们介绍什么神呢？这位神是叫什么名
字啊？那我怎么回答他们呢？神怎么回答，神没有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
耶和华，请你打开圣经看看，很清楚。神回答摩西说，「我就是我」，「我是自有的」，
就是在新约里，耶稣常常说，「我是」，我是「我就是」，这个启示非常奇妙啊，非常
的妥当。换一句话，无论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当你讲神的时候，就是他，没有第二
个。就像我们说，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中国，你叫它中华也好，你叫它是什么党也
好，总之它就是中国，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所以呢，我们这位神，也是，你讲神，
其实就是在讲他，因为只有一位神嘛。有个小孩子，他有一次写信，给他在外地的爸
爸，他就写了某某地方，爸爸收。你看这封信那个人收得到吗？收不到，但是这孩子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他心目中，只有一个爸嘛，他没有想到说，别人也有爸，很
多人是爸。所以他这封信没有办法传到。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今天写一封给要给总
理，你说某某国家总理，收得到吗？当然收得到，因为不要名字，都收得到，因为只
有一位总理。 

 
所以，我们看到天地之间，万代以来，只有一位神。所以你在讲神的时候，就是

他，就算你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他，或者以为别的什么偶像是神，其实你提到这个神的
时候就是他。所以因为他是独一的，他不需要名字。对不对？为什么中国的菩萨那么
多名字呢，因为太多的菩萨了，你不分出来，根本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一个菩萨。如果
你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你不给他名字，都没有关系啊，你说孩子，他就知道你叫他，
他就来了。但是你家里有两个孩子，你一定要给名字啊，不给名字，只找老大，老二，
不然，你叫的时候，孩子啊，两个人都不知道你在叫谁。所以在这个启示里面，上帝
是叫摩西说，我就是我，你在讲神就是我啊，没有第二个神的，所以叫「自有永有的
神」，一直在那里的就是那位神。在那个吕振中牧师所翻译的圣经；「自有的永恒的神」，
就是说他是永恒的，他不需要名字。那么「耶和华」是怎么来的呢？耶和华是犹太人，
为了避免犯那个律法的十条诫命说，「你们不可妄称神的名字」，所以他们怕万一妄称
了怎么样，可以称神，但是不可以乱叫。所以他们怕乱叫，不如给神来一个名字，所
以「耶和华」是犹太人发明的一个名字。就是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圣经有
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叫「神」版，一个版本叫「上帝」版。神版这个是最正确的，「上
帝」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叫的。你到别的地方，英文没有，甚至任何名字都没有「上帝」
这个名字，这个「上帝」是中国人来称呼神的。所以大家记得，「耶和华」是犹太人
称呼神，并不是圣经的启示。就像「上帝」这个字，不是圣经的启示。圣经就有神，
就是神。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只在旧约有「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到新约就没有了？

你新约里面有没有找到耶和华这个名了？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犹
太人不接受新约，他们只接受旧约。所以在旧约里面，他们就把神称为「耶和华」。
但是在新约，因为犹太人没有唸新约，所以他们不会说去把新约的神改成「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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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呢，有一个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自己改了。所以「耶和华见证人」
这一个异端呢，连那个名字都有问题。他们不知道不了解那「耶和华」是犹太人称呼
神的。就像回教称這位神，「真主」，或者「阿拉」。天主教称他为「天主」，那么最正
确的就是神，就够了。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你在称呼神的时候，不会跑出第二个神
来的，就是他。所以我们看见，光是神没有名字这个就看到他的独特性，他真是惟一
的神。所以他说，我就是我啊，你在问我名字，我就是我，我是独一的，不需要有名
字。所以这个实在是很好的一个福音的信息，我们所认识的这神不需要名字，因为他
是天地唯一的主宰。 

 
五、世界宗教與神 

除了这位神没有名字以外，是能够看到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还是要来
探讨一下，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宗教在讲神的，我们可以大概分两大类。一大类呢，就
是有神；一大类没有神的宗教； 

1. 無神的宗教 
那个释迦牟尼的佛教是没有神的，你自己修炼成佛，但是这个也是很虚的。什么

叫「佛」？「佛」就是「无」。真正的释迦牟尼佛教，他对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世界
痛苦是因为有罪；当然罪就是人犯的。所以呢，要除去这个世界的痛苦呢，人就不要
犯罪。那不要犯罪的方法就是什么？「修」啦！ 
 

所以在印度有一个艺术品，是三个猴子，其中有一个猴子呢，是把两个眼睛遮起
来；有一个猴子是把耳朵遮起来；有一个猴子呢？是把嘴巴封起来。什么意思呢？「非
礼莫视，非礼莫闻，非礼莫言」。你说这样，这个人还活得下去吗？还能够活吗？ 
 

所以释迦牟尼他最后还是要离开世界，跑到深山野嶺去修道，希望呢，就能够避
开犯罪这个环境。事实上如果你看佛教的历史，释迦牟尼后来还是回到城市了，还是
回到世界上来，还是化缘。最后呢，因为吃了一块坏掉的猪肉就死了，这个是他们的
自己的经典讲的。可见他自己也知道，要走这个修的路是不可能的。那什么时候再到
「无我」呢，其实这个也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到了境界，是无我的话，
当然没有罪了，当然是没有罪，「无我」了，还有什么呢？那到底上西天的是谁呢？
其实西天这个讲法还是道教的，成佛的那个是谁呢？已经没有我的了，才是真正的佛，
就等于没有了。空的了，所以佛教讲「空」，最后呢，就是「空」。但是我们感谢主，
我们信的信仰是非常的实际的，非常的有内容的，非常的合理的，所以我们看见，世
界宗教有一种是没有神的，佛教是其中之一。 

 
2. 有神的宗教 
那么呢，这边是有神的，神里面呢，又分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多神的，满

天神佛的，就像中国的佛教，像以前希腊这些的神话里面的这些神。另外一个呢，就
是只有一位神， 

1) 多神 
我们先来想一想，到底这个世界有很多神合理呢？还是只有一位神比较合理呢？

研究宗教的人说，神呢，是人类在需要的时候，自然产生出来的。所谓宗教的发展就
是自然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自然发展。这个讲得满有道理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
个人，如果他做生意，他很难周转他的钱，他就希望有个财神，出来帮他。所以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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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人呢，都拜财神。这个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产生一个神明，他知道自己的力量不
够了，希望一个超然的力量来帮助他，所以他就希望有一个财神。 

 
一个农夫耕种田地，最要紧，就是有雨水，如果很久没有雨水，啊，这个农夫就

希望快点打雷，有了雷呢，就带来雨水，所以呢他自然的就会想超自然的能力，就希
望有个雷公呢。我曾经在台湾短宣的时候，就看见报纸登，台湾造了一个很高很高的
雷公，几百公尺之上，很高，结果雷公的头顶上，还有一个避雷针，可见得这个雷公
可不可以帮助人呢？他自己都胜不过雷的打击。所有的偶像都是人在有需要的时候，
产生出来的。而产生出来这些偶像呢，我说都是专家啊。有的是管经济的；有的是管
天空的，好像有的是管海的，都是专家。而且这些专家就是人在很需要的时候，想出
来的。但是我们这位神，不是。我们这位神是创造人的神，在没有人之先，他已经存
在了。他不是人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多神呢，是不合理的，多神一定是人造出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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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神是忌邪的神，在舊約中的「邪」是指「虛無」；你認為拜偶像，不相信有神，與
佛教的「空」三者之間是否有相似之處？是否一樣是虛無？ 
 
2. 有人認為舊約的神名字叫「耶和華」，所以新約神兒子的名字叫「耶穌」，你是否
也曾經有過這種錯誤的看法？你同不同意老師所說，我們所敬拜的神不需要名字這個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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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宗教與神（繼續） 
2. 有神的宗教（繼續） 
我们再看看好了，一神比多神更合理，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的话，他是无所不能，

那他还要需要帮手吗？他还需要多两位神来帮他忙吗？那这一位神就不是无所不能
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单单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呢，他不需要帮
手，他是全能的。如果神不是那么完美者，他有所缺欠的话，他就不是神，他一定是
毫无缺欠的。所以只有他一个就够了。 

 
2) 一神的宗教 
我们看看现在世界上，一神论的宗教，有哪几个呢？主要的有四个，基督教，天

主教，犹太教和回教。那么这四个宗教呢，都是相信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神的。我们感
谢主，这四个宗教的一个神，一神论，不是各个不同的神，不是四位不同的神，原来
是同一位神。所以从这点就可以看到说，当人在寻找神的时候，最后你找到的，一定
是那位天地的主宰。无论你是用什么教，用什么方式，结果有的就是这一位神。当然
啦，这四个宗教的源头，都是一个。 

 
有一次，世界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有一篇文章讲到，亚伯拉罕是世

界三个伟大宗教的爸爸，哪三个呢？回教、犹太教，他把天主教和基督教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世界都知道，这三个教，是同一个源头。我们知道现在回教他们所遵
的他们的祖先，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與夏甲所生的儿子。那个犹太教
就是亚伯拉罕與撒拉所生的儿子，叫以撒。但是呢？在神的应许里面，计划里面，以
实玛利是多出来的，因为神所应许的是从他的妻子撒拉生的，结果因为撒拉到八十几
岁了，还不能生孩子，看自己大概没有盼望了，所以就把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了丈夫，
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 
 

谁知道，过了十四年，神照着他的应许，让撒拉在九十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百
岁，就生了神所应许的以撒，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好像是个家庭问题，怎么办？这个
大儿子以实玛利，在时间上来讲，他是长子。但是呢以神的应许来讲，以撒才是神所
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因为神讲的很清楚，以后要承继亚伯拉罕的产业的，是神所应
许的那个儿子。那现在糟糕了，两个人都要来抢，要来说，我是亚伯拉罕的长子，要
得长子的福份。虽然亚伯拉罕在生的时候，就把以实玛利打发走了。但是他的后代，
就是今天的亚拉伯人，不肯承认，是被亚伯拉罕赶走的。所以现在中东问题，就是这
两兄弟的后裔，吵到现在，这个也是很大的属灵的教训，如果我们不按着神的旨意，
所做的事情，结果带给我们的就是烦恼，就是痛苦，就是不能解决的难处。 

 
(1) 回教 
不过呢，回教的人，虽然遵以实玛利是他们的祖宗，事实上，我们知道现在的亚

拉伯人，很多都不是他的血统。不过他们信了回教以后，他们就认定自己是以实玛利
的后裔了。所以我们看见回教，为什么会信的神－「阿拉」，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呢？因为他们也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他们所敬拜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虽然那个回教，信得乱七八糟，把这个神描述的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
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硬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所信的，就是他们祖宗亚伯
拉罕所信的神，说是同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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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猶太教 
我们再看犹太人，他们也是信只有一位神，可惜他们没有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

他们只有旧约，没有新约。他们还在那里等弥赛亚，他们知道神有一个应许，要有一
个弥赛亚来，但是他们认为耶稣不太像弥赛亚。因为他们看旧约的启示的时候，他们
只看到耶稣来时候应该是个荣耀的王。他們没有想到耶稣到世界上来，是分两次的。
他要来做荣耀的王之先，他要来成为一位救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卑卑微微的站
在人的地位上，来承担人的罪，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那个生在马槽里面的神的儿子。
他们在等候的，是那个从天降下来的，很威风的，能够叫以色列人从苦难里面走出来
的，为他们打最后一场胜仗的那个弥赛亚。所以非常可惜，虽然圣经里面，满了对这
位弥赛亚的预言，特别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明明讲到耶稣这位神的义仆，第一次来，
是非常可怜的，没有佳形美容的。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到如今，他们还是在等候
他们的救主来到。他们不知道救主已经来了，所以他们虽然是相信这位神，但是因为
没有借着耶稣，对这一位神，就是一种宗教上的认识，没有生命上的认识。 

 
耶稣讲得很清楚，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一定要藉着

他，不然就不能去。所以现在犹太人有点是像我们中国人拜菩萨，糊里糊涂在那里信
这位神，对神根本没有真正的认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藉着这条路，没有藉着耶
稣这条路，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他们还是落在一个宗教的一个形式里面，教规的里面，
而没有得着生命，非常的可惜。 

 
 (3) 基督徒和天主教 
我们也看到基督徒和天主教，很多人说基督徒是从天主教里面出来的，所以叫新

教，这个也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解。根本圣经里面也没有天主教，也没有基督教，这个
名字。「教」是人为的，所以我不太喜欢用基督教。我们信的是耶稣，不是信個「教」，
我们信基督，不是信基督教，「教」有很多人为的，所以有很多的败坏。你看教会历
史里面就有很多的，不合真理的事情，教会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
降临了，这班门徒就开始聚在一起，这有形的教会就开始了。地上有形的教会。事实
上我们知道，「教会」，真正的真理就是，宇宙性的教会才是真的教会。什么叫宇宙性
的，就中外古今所有信耶稣的人，有神生命的人，都在教会里的一分子。你的名字，
最要紧在生命册上，而不是在教会的名册上。所以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就是说，无论是
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什么人种，只要是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
一分子。地上有形的教会，是在五旬节之后。这班门徒最初，那个十一个门徒在的时
候，他们还可以照着当时的那个合乎圣经的模式，那样来治理教会。但是当教会越来
越大，而且福音广传出去，去到罗马、非洲，各个地方，尤其当教会人多了，就开始
有组织，一有组织呢，就会有层次出来了，有的人做长老，有的人做监督。后来天主
教是发展到有人做主教，慢慢的教皇也出来了。就变了一个世俗的一个组织了，这个
是和圣经完全不合的，所以慢慢呢，就变呢；教会就变成一个教庭了，不是真正的一
个教会了。所以可以说，当初初期教会，这一幫的信徒后来过了几个世纪以后，就慢
慢偏走了，离开了圣经的教训，成为一个人的组织了。所以呢？在马丁路德之前呢，
已经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因为读圣经发现那个天主教，那个时候不叫天主教，就
是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已经有偏差了。所以有很多人已经出来说，我们要回到圣经。
如果你看到呢，在马丁路德之前，就好多人为了这样的一个呼唤，为了上教皇一个建
议，给杀了，给杀了。甚至于连翻译圣经都有罪，只可以圣经保留在原文，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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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拉丁文，拉丁文其实也是翻译，其实不过就是说，他们认定拉丁文最准的，你其他
的都不可用。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天主教徒才有每一个国家用的那个不同的语言，在

弥撒的时候，他们聚会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崇拜，以前都不可以的。所以你
在天主堂里，你去了，半天都不知道在听什么，他们都是用拉丁文来讲圣经的。他们
已经走歪了，所以到马丁路德呢，其实马丁路德的时候，完全没有改教的这个心意的。
他是希望他把教会的难处，教会的问题提出来，希望教庭能够改的。 
所以他第一个写大字报的就是马丁路德，他把教会那些错误的，就钉在眾聖堡教堂（All 
Saints Castle Church）上面。尤其是那个时候，教会卖赎罪券，就是你犯了罪，你
可以买赎罪券，因为他们要建这个教堂，钱不够，就用买赎罪券来籌钱。九十五条那
个条例挂在教会的门口上，结果呢？教皇恼羞成怒，不单单不接受他的建议，还要抓
他，所以他就逃亡了。可以说马丁路德并不是改教，他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那么
很多人同情他，而且同意他这个讲法。所以后来呢，这个所谓的，现在这个基督教这
一个支就出来了。 

 
(4) 基督教與前面的三者之間最大的區別，是在「得救」這一課題上 
所以我们并不是新教，很多人说我们是「新教」，天主教是「旧教」，不是，我们

是回到圣经；這是最正确的讲法。所以教会要小心，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圣经，我们也
是要改革啊，要回到圣经。所以我们最重要的，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回到圣经里
面去。凡是异端的，一定有在圣经以外，再有一本他们权威的书。像天主教，知道他
的教义，在圣经里面没有办法找到支持，所以他要有玫瑰经，其他的经。那个回教也
是，他没有以圣经為唯一的启示，他自己用了一本可兰经。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圣经
以外的，不是邪教，就是异端了。我们看到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问题，所以我们看见
这四个都以神为独一的真神的宗教，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不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根据
圣经，或者把圣经当唯一的权威的；在圣经以外，他们有另外一套东西。那个犹太教
就是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所以才会分成四个这样不同的宗教出来。 

 
我们也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说信了主了，我是不是很单纯的照着圣经的话来

做。好像就算基督教里面都有很多宗教，其实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不过这个不是很
严重。因为宗派與異端不同的地方就是基本的真理上还是正确的。不过在治理教会的
方式上，各有不同。这个是其次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大家可以彼此接纳。只要
合乎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讲到那七个「一」。都在那七个「一」里面呢，那么这个
信仰是纯正的。 
 
以弗所書四章 4－6 節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 
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在這七个「一」以外呢，那这个就是有问题。所以我们看着这四个宗教，虽然大

家都相信有一位神，但是大家路都不同。去到神的面前这条路都不同，那主要最大不
同是什么呢？就是在「救恩」的上面。我们可以说其他三个教，甚至包括天主教，都
是要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他们很注重念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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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一天要祷告五次，都是很注重自己的行为，想靠自己的行为到神的面前。

唉！只有我们今天所信的基督的真道，是靠神的救恩。人的行为一点作用都没有。不
过，我们要小心，基督徒是靠救恩得救，不靠行为。但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一定
有行为的表现。这个其实在讲救恩的时候，很重要。 

 
其他的宗教是想修了来成为一个圣人，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先在耶稣里面，得着

一个新的生命，有了这个新生命才去行道，才有好的行为表现出来。一个是从外面进
来的，一个是从里面出去的，你想哪一个更合理呢？哪一个更合理？如果我的生命没
有改变，就有大道理叫我「修」，我也「修」不到，因为我没有那个行义的生命。没
有那个神的生命，就行不出那个那合乎神心意的那种的行为来。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先要得救，得救以后呢，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得救以后就像以弗所书也
是那么讲，得救以后，我们不是靠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靠主的救恩。但是你有主
的生命在里面，就要预备行各样神定了，要我们行的善事，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行为非
常重要。不是用行为来得救，但是用行为来证明你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
其他三个教，都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补」的。你看犹太教，一定要守律法才能得救。
回教也是有很多的诫命，很多的要做的事情。那么天主教也是有很多的，而且天主教
当然最糟糕了，就是还要捧出马利亚这些来敬拜，那个就更离谱了。好了，我们就是
看到这一些，四个宗教虽然都是相信一位神，可惜到神的那到路有很大的区别，尤其
其他的三个都是要靠人自己的行为加上去的。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救
恩，就是愿意我们万人得救，不愿一个沉沦，所以没有任何的条件加在上面。 

 
六、不信神的原因 
 1. 用錯方法 

最后，我们来看，既然神是那么的好，为什么还有人不信呢？第一就是人用错了
方法了。我们知道有的人想用科学的方法来找神。圣经讲得很清楚，很简单，我们今
天信神，最要紧讲心灵和诚实，因为神说，他是个灵。所以你要用心灵来寻找他，才
能够寻见。绝对不是科学，甚至于不是我们的头脑，我们能认识神。当我们肯谦卑在
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就进到我们心中来。虽然这个是得救的条件，但是在寻求这
个神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用一颗诚实的心，寻求真理的心。我常说一个人有求真理的
心，一定会认识神的，因为神就是真理。这条路就对了，有個谦卑的心，不以自我为
中心，诚诚实实的用心灵来找神，不要想用其他的方法，不可能找到神的。所以很多
人用错了方法，就在信仰的路上，走了很多冤枉的路。 

 
2) 被魔鬼蒙蔽 
第二点呢，人所以不能够信神，是因为给魔鬼蒙蔽了。其实一个不信神的人，他

没有这个认识，他是在撒但的权势底下。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不是在撒但的权势底下，
就是在神的权势底下。所以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他就属于魔鬼了。那么魔鬼不轻
易放过一个人的，他蒙蔽我们的眼睛，用什么来蒙蔽呢？世界上的好处啦，名誉地位
啦，就像说爱世界就是今生的骄傲啦，眼目的情欲啦，那个肉体的情欲，用这一些来
蒙蔽一个人的眼睛。所以一个人不能认识神，主要就是给魔鬼欺骗了，我们要认识这
一点。我们要拒绝魔鬼，我们才有可能到神的面前来，尤其魔鬼是那么的狡猾，狡猾
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来叫人失去了对真理的认识。所以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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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什么异端出来，都是受魔鬼的蒙蔽。所以今天你如果能夠有机会听到有关真神的
这个信息，你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不是完全的在撒但的蒙蔽的底下的了，我们要真
的胜过撒但的一些的权势。耶稣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靠耶稣，一定可以胜过。 

 
3) 人的骄傲 
第三点呢？是因为人的骄傲啦。中国人有句话说，「目中无人」是一个很可怕的

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干。但是如果一个人「目中无神」了，就更可怕了。我们
中国人虽然是迷信，拜错了偶像，但是他还有一个忌諱。因为知道有一位神，天地之
间有公义，他怕有报应，所以呢？他就怕犯罪；有一个辖制在那里。但是当一个人「目
中无神」了，真是就像俄羅斯的一个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干，
他们没有一个道德的规范。没有一个神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权威在那里叫他怕。 
 

所以我们中国人以前的皇帝，无法无天。因为他把自己当天子了嘛，所以他什么
都可以做。所以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我们可以说百分之一百
的人成为基督徒，都是有一天他谦卑下来了，承认人的有限；承认人的罪；这样他才
能够有这样机会，有这一个的可能来相信神。所以常常因为人的骄傲的缘故呢，所以
人就没有办法认识神。 

 
4) 罪使人與神隔絕 
还有呢，就是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圣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这位神既然圣洁的，

当人有罪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和人在一起，人就没有办法认识神，甚至于耶稣在十字
架上，最痛苦的一霎那，就是神也离弃他了，为什么神会离弃自己的爱子呢？因为那
个时候耶稣承担了全世界人的罪，都在他身上，神因为他的圣洁，就掩面不看耶稣。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罪，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要愿意与罪一刀两断，
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神。所以这个罪会蒙蔽人的眼睛；罪也会叫人与神隔绝。现在有
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就是因为他还想过罪中的生活，还想享受罪中之乐，所以他就
没有办法来信主了。 

 
5) 逃避的心態 
最后一点呢？人为什么不能信上帝呢？就是一个逃避的心理，这个逃避的心里他

很清楚知道，面对这个完美的神，真理的神，他也要调整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甚
至于整个生活的形态，都要改变。很多人就是逃避，不愿意就像刚才说的，有的人还
在想享受罪中之乐。那有一些人因为他以前所执着的，他的哲学理论呢，或者他以为
人生成功的那一套东西呀，要叫他完全的放下来，所谓放下他的身段，完全否定掉他
以前所有的，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很多人拖拖拉拉，就是不愿意放下这一些，这些都
是他信耶稣的一些包袱。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位完美的神的面前，为什么还有那
么多人猶疑，不愿意来接受，是因为他那个逃避的心理。他明明知道好，但是他不愿
意面对这个要把自己的人生观，做一百八十度的调整，完全的否定掉过去，来接受这
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拦阻，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一个人能够信主，
实在是一件神蹟。如果不是神、圣灵的工作，一个人很难放下自己的，放下自我的。
尤其放下以前以为是人生的目标的人生，以为他自己找到一个可以持守的东西，今天
要叫他完全的放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有一次主耶稣和一个少年的官，
那个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问永生之道，结果主耶稣和他讲了一番道理之后，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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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跟随他，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门徒看了以后，因为耶稣说「财主进
天国是难的」。所以门徒听了这句话说，那怎么办呢？那没有财主可以进天国吗？耶
稣还形容好像骆驼穿那个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那门徒就觉得，啊，糟糕了，
有钱人都没有办法信耶稣了，但是耶稣又加上一句；在人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所
以我们看见有很多人，本来很固执，几乎不可能信主了，竟然有一天他信了；因为在
神无所不能。在人看起来很为难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思考問題 

1. 比較這四個一神論的宗教，老師認為我們基督徒的信仰與其他三大宗教最大的
不同點是什麼？老師又說基督徒所認為異端的教派都有哪些特點？你同意
嗎？ 

 
2. 對你而言，你信耶穌最大的攔阻，最難越過的障礙是什麼？為什麼人不能通過

頭腦來信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