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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唯一的道路嗎？ 

John 《約翰福音》14:1-7 

 

今天的經文是《聖經》中最多被誦讀、最多被引用，最被人喜愛的經文。在

北美的文化中，當我們因親人的離世而悲傷的時候，無論他是否信耶穌，我

們都會說，“他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或者“她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這

個說法就源自《約翰福音》14章。 

 

讓我們停下來思考這句話，“他們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我們會意識到這

句話的意義不同尋常。我們正在談論的話題關乎永恆的命運，事關重大。 

 

今天有很多人認為人們不需要耶穌也能去更好的地方。我們常聽人講：“所

有的宗教都指向上帝。所有的宗教教導的基本上都是同樣的事。” 

 

比如，有人用登山做比喻（山的圖片），認為人們經過不同的路徑，最終都

會抵達山頂。雖然沿途看到的風光景色各不相同，但最終人們都會抵達同一

個目的地：山頂。 

 

這個說法聽起來很好，兼容並包、面面俱到。但是經過仔細推敲，我們發現

它其實是一個“獨家真理宣言”。 

 

首先，這個比喻假設所有的宗教都想爬同一座山。其次，這個說法暗示有一

個人占據著一個絕對的制高點，完全置身於這座山以外，能將整座山盡收眼

底，知道全部的真相。 

 

那麼，這個占據制高點的人是誰呢？這個人又是如何離開並置身於山的上

方，能將一切一覽無餘呢？ 

 

這個爬山的比喻，原意是否定獨一真理的存在，結果卻成為了一個令人震驚

的“獨家真理宣言”。宣稱“所有的宗教都引向同一個目的地”的人，是在

宣告自己占據著制高點。他宣稱自己能正確地看到真相。 

 

那麼，這個立場一點都不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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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比喻還假設，所有的宗教信仰從根本上來看都是相似的，它們都相信那

更好的地方，並且都想到達那裏。這個比喻並沒有認真地看待宗教。讓我們

簡短地聊一下這個話題。 

 

印度教將各種神看作宇宙的某種力量或者“火”——“梵”的體現。印度教

的目的不是接近神，而是超脫於輪回業報以外，達成“梵我合一”， “梵”是

聯合一切的力量。與梵合一後，個體的幻象就消失於梵之中。 

 

佛教是印度教的改良。佛教徒認為，不存在具有位格的神。沒有什麼神讓人

接近。佛教的目的在於終結苦難。為了終結苦難，必須終結欲望。當欲望終

結時，人就不再是人，就進入了涅槃的境界。“涅槃”的意思是“被熄

滅”，或者“被吹滅”。你不存在了！ 

 

伊斯蘭教相信有位格的神存在，他的名字叫安拉。然而，人不能接近安拉。

所有的人死後都要面臨審判。安拉將决定他們的命運。那些得到來世的人將

進入人間樂園，在那裏永享福樂。而這個“人間樂園”並非神所在的地方。

神絕對是遙不可及的。 

 

真相是： 

 

1. 不同的宗教，道路是在本質上迥然不同的。 

 

佛教根本就不相信有這座山存在，就是這樣！印度教想徹底擺脫這座山。伊

斯蘭教則相信人根本登不上山頂。 

 

世上的宗教差異有雲泥之別：有人走了錯誤的路徑；有人上了錯誤的山；還

有人甚至根本就沒在山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奮力登頂。人們的目標根本就

不同！ 

 

有人會反駁說，“不同的宗教看到了部分的屬靈真相，即自己的山路所啟示

的真相。”或者還有人說，“我的宗教對我來說是真理，你的宗教對你是真

理。”這種說法聽起來也不錯，態度恭敬而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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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種看法的人常會提到印度教中“瞎子摸象”的比喻。終於，我們真的遇

見了 “房間裏的大象”。 😊 

 

故事是這樣的。有幾個瞎子遇到了一頭大象。一個人說，“這只獸像蛇，”

因為他摸到了象鼻子。 

 

另一個人摸到了象腿，說，“這只獸像樹幹。” 

 

第三個人說，“不是的，這只獸像一面又大又平的墻，”因為他的手摸到了

象的身體。 

 

第四個人握著大象的尾巴說，它像一根繩子。第五個人握著大象的耳朵，說

它像一把扇子。第六個人握著大象的牙齒，說它像一隻矛。 

 

每個瞎子都只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沒有人嘗試想像整個大象是什麼樣子。

同理，世上的每個宗教都抓到了屬靈真相的一部分，卻沒有一個對真相有全

面的視野。 

 

我要問一個有意思的問題：“這個瞎子摸象的故事裏，哪一個是你自己

呢？”你是那個摸到象鼻子的，還是摸到象腿的？你是否看到了整個大象

呢？ 

 

如果你說，“每個宗教所看到的是部分的屬靈真相，但是沒人能看到真相的

全部。”那麼，你在聲明自己並不是瞎子。你同時還聲明，關於屬靈的真

相，你掌握的知識優越而全面。 

 

某種程度上，當你做出這個“獨家真理宣言”的時候，你讓自己看起來像

神。認為所謂真理只不過是視角問題的主張，看似謙恭，實則驕傲。 

 

2. 世上的宗教，道路並不都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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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子摸象”的比喻還暗示：心誠則靈。如果我們全心全意地相信某事，那就

足够了。 

 

如果我女兒看著一頭大象，說，“爸爸，那是一根繩，”我該如何回應？ 

 

我會說，“不是的，甜心，它是一頭大象。”我不會說，“你離真相就差一

點點，甜心。” 

 

瞎子摸象的比喻表明，這六個瞎子全部大錯特錯！大象根本就不是一個樹

枝、一根繩子、一把扇子、一面墻、一條蛇，也不是一隻矛。根本就是風馬

牛不相及。雖然你很誠心，但你還是錯了。 

 

世上的宗教實則都相互矛盾。基本的邏輯規則告訴我們，如果幾種說法相互

矛盾，那麼它們不可能同時成立。 

 

比如，神不可能同時存在，又不存在。終極的真相不可能既是一種不具人格

的力量同時又是一位有人格的神。 

 

當我們談到信仰和宗教的話題時，我們談論的是生與死的問題。事關重大。

我們必須傳講真理。 

 

如果有人得了絕症，他一定不會去找真誠的鄰居或親戚幫忙。他一定會找明

白真理的人幫忙。 

 

讓我們讀《約翰福音》14章。那麼耶穌是怎麼說的呢？ 

 

《約翰福音》14:1-4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

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

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

裏，叫你們也在哪裏。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有

古卷作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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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這裏用了一個比喻，“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住處”在拉

丁語裏是“mansiones”。它有“臨時居所”的意思，《聖經拉丁通俗譯本》

和《欽定版聖經》都采用了這個意思。 

 

有人認為天國之路是漸進式的，從一個臨時居所到另一個臨時居所，從一個

屬靈平台到另一個屬靈平台，每人都要靠自己努力得到通往天國的路，希望

通過漫長的輪回轉世達到完全的境界。他們只能希望如此，因為過程中總有

搞砸了或者倒退的情况。 

 

這種說法是對耶穌這段話的赤裸裸的歪曲。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是耶穌

的意思。這裏的“住處”在原文中是“永恆居所”的意思。 

 

為了說明這些“住處”是永恆的，耶穌用了新郎-新娘的說法。在耶穌的時

代，定了婚的兒子要在自己的父家加建房間。在訂婚之後、婚宴之前的這段

時間，定了婚的兒子要準備婚房，使自己和新娘可以永久地住在自己的父親

家。 

 

在這段經文中，耶穌談到了去他父家 1。他要比門徒們先走一步，去預備

“住處”。耶穌去的目的是將他們的房間預備好。所以他叫門徒們不要憂

愁。 

 

3. 耶穌為門徒們（他的新娘）預備了更美好的地方（天國）。 

 

《約翰福音》14章裏，耶穌意識到來自宗教的敵對日益加劇。宗教領袖們計

劃殺害他。耶穌知道自己與門徒們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他告訴他們自己就

要離開，而他要去的地方，他們還不能去。 

 

耶穌知道他就要上十字架受苦。在這章裏，耶穌說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他

了；他還預言彼得三次不認他。房間裏充滿了不確定和迷茫的氛圍。門徒們

感到自己身處懸崖，再跨一步就會墜落！ 

 

真理的啟示，往往發生在憂愁、不確定和迷茫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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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用話安慰他們，而這段話在今天仍然在全世界被人們廣為傳誦。本質

上，耶穌的意思是：“你們要信靠神；也要信靠我。我要把你們帶到天父的

家。” 

 

天國將是一個好得無比的“聚會”地，新郎耶穌和他的新娘將在那裏團聚。

門徒們聽到“我父的家”這個說法時，腦海裏必浮現出一個大宅子，中間有

一個共用的大院子。這是一個大家庭的畫面，家庭成員們相親相愛，其樂融

融！ 

 

在天父的家裏，有許多的房間，凡信靠耶穌的必有安身之處，住房根本不是

問題。 

 

但是多馬有個疑問。《約翰福音》14:5 多馬對他說，主阿，我們不知道你往

那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不懂就問，多馬不知道是否有路，多馬的“憂

愁”引出了更多真理的啟示。 

 

接下來的話是基督教信仰的基要真理。通往神的道路並不是由耶穌的門徒憑

著自己開闢的。我們並不認為自己的知識優於他人。我們不是靠著自己找到

神的。 

 

耶穌的門徒們並不認為自己置身在一個制高點，在整座山或整頭大象的上

方，使我們可以俯瞰眾生。我們承認自己生來就是瞎眼的，看不到真理。我

們只是相信，神已經自己啟示了自己。 

 

英國的釋經學者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寫道：我們需要的不是宗教，

而是啟示……與其它聖書不同，《聖經》裏所記載的，不是人類尋求上帝，

而是上帝一直在尋找人類。（邁克爾·格林，《所有的宗教都會將人引向神

嗎？多重信仰迷宮指南》（But Don’t All Religions Lead to God:  Navigating 

the Multi-Faith Maze）, 第 10 頁） 

 

耶穌的門徒們只是簡單地相信，神憑著他的恩典和憐憫，藉著耶穌基督，主

動地向我們伸出臂膀。神已經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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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1:14  “道（耶穌）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

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福音》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

來。” 

 

耶穌的整個生命，是天父的心腸和性情的反射，他啟示了神。 

 

唯有基督教認為有神，神是有位格的，而且神主動接近人類，人類藉著耶穌

基督可以進入天父的家。唯有基督教有如此主張！我們相信，神在歷史上啟

示了通往他的道路。 

 

耶穌的所作所為，不是為人指明一條通往神的道路。這是瞎眼人的做法。相

反，他這樣回答多馬的疑問：“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14:6）” 

 

耶穌的話回應了人類終極的盼望：人類盼望著知道那條道路，知道那個真

理，現在就得著生命，擺脫那墳墓！這就是“獨家真理宣言”，不容置疑。

請注意，發出此宣言的是耶穌，而不是他的門徒。 

 

4. 耶穌宣告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耶穌所做的，遠超過指示一條道路。他所做的，遠超過開闢一條路，使我們

可以奮力跟隨他前行。不是的！他說他自己就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在現今

主張包容的多元世界，耶穌的這句宣言尤其地驚世駭俗。 

 

耶穌說，人們借助宗教、儀式、信條、努力以及善行，都不能走近天父，無

論他們自認多麼地屬靈、多麼地真誠。 

 

為了理解耶穌這個獨家宣言，我們需要停下來認真思考一下，耶穌是如何預

備通往那條“許多住處”的道路。他為此捨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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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藉著他的死預備了那條道路。如果通往父神還有其它的道路，那麼就絕

對沒有理由讓耶穌降生、死亡、復活和升天。那樣，耶穌的好消息就成了傷

心的消息，變得毫無價值。2 

 

耶穌不是什麼“部分真理”，也不是“許多真理中的一個”。他讓我們別無

選擇。他就是“神的真理”。他就是神的終極啟示。他是啟示給人類的神。

耶穌就是那終極的真相。 

 

耶穌在羅馬巡撫面前受審的時候，做了以下的告白：《約翰福音》18:37-

38a 彼拉多就對他說，這樣，你是王麼。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

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

話。彼拉多說，“真理是什麼呢”3。在我們今天的文化裏，許多人也有著

與彼拉多同樣的疑問。  

《牛津的詞典》2016年年度詞匯是“後真理”，意思是“真理”屬於另一個

時代，“真理”的話題與現今的時代沒有相關性。今天的人們在交談時，倚

賴的是自己的感覺和自己所信的，可以完全不顧客觀事實。 

 

在這個模糊不清的世界，一切都不必經過證實，人們忙於收發各種信息，完

全不考慮其真實性。假消息充斥在我們中間，我們能信誰呢？人們所有的只

有感覺、影響力和權力。 

 

耶穌在彼拉多面前宣告，他來到世間，特為啟示“真理”。我們耶穌的跟隨

者相信的是真理，絕對的真理，而不是人造的真理。 

 

客觀真理的確存在。我這周聽到一個屬世的哲學家講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話：

“真理內嵌於神，你不能把真理和神分開來。”的確如此。神是真理的神。

神的真理是排他的，神的真理排斥一切謬。 

 

對彼拉多和我們所有人的疑問：“真理是什麼呢？”耶穌給出了終極的回答

——他的死、復活和升天。這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件。如果我們學習人類

歷史，就知道印證耶穌的證據，比其他任何歷史人物都要多。耶穌復活的證

據是非常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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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用了七個“我是”來啟示耶穌的身份，前四個“我是”都表

明，耶穌是賜下生命的。耶穌說： 

-  “我是生命的糧” （6:35） 

-  “我是世上的光，生命的光”（8:12） 

-  “我就是門”，通往生命的門（10:9） 

-  “我是好牧人”我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10:10） 

 

第五個“我是”——“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11:25）。耶穌宣告，他

不僅賜下生命，他“就是生命”（1:4）。然後，他讓拉撒路從死裏復活。 

 

終極的神迹是耶穌自己的復活。因為耶穌就是神的生命，所以死亡不能把他

拘禁。耶穌藉著自己的死亡和復活，在罪人和神之間的鴻溝上搭了一座橋。 

 

如果我們借用爬山的比喻，耶穌已經開闢了上山的路，抵達了父的家，他現

在正在那裏等著我們。他為所有信靠他的人打開了通往天父家的大門，而且

他還將忠心地引導我們登頂！沒有耶穌，我們進不了房間。他是唯一的道

路。 

 

耶穌來，是為了拯救在山裏迷路的人，他們已經患了低溫症，在懸崖上命懸

一綫。正如他的門徒彼得說，《使徒行傳》4:12“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

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多年前我參加了一場 10公里賽跑，樂隊在路旁奏樂，觀眾們呐喊助威。在

開始之前，有很多選手聚集到一個據說是全城最美麗的教堂參加敬拜，不是

因為他們很屬靈，而是因為外面太寒冷了，而教會裏面有暖氣。😊 

 

在那個多霧的清晨，牧師在朗讀耶穌的第六個“我是”：“ 耶穌說，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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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然後引用了一名佛教僧人的話，他們是在一次宗教聚會上認識的，佛教

導師認為耶穌的這句話很正確，因為所有真實的宗教都主張捨己。耶穌是道

路，因為他向我們表明如何活。神聖的道路就是捨己。 

 

我的跑伴兒曾是錫克教教徒，新近成為耶穌的跟隨者，他脫口而出，“講得

太遜了！”他很是憂慮。哪裏出了問題？牧師講得很差勁嗎？這位佛教導師

對耶穌的話的詮釋是否準確呢？ 

 

我的這位錫克族跑伴兒是在監獄裏遇見耶穌的。他曾是癮君子。他需要的耶

穌不只是捨己，而且是活的。他需要認識通往天父的道路、讓他得釋放的真

理、能轉換人心和思想並能賜下永生的生命。他需要認識的不是一條道路，

而是一個人——耶穌。 

 

耶穌來，不是幫助人們看得更清楚一點。他來，是要打開瞎子的眼睛。耶穌

宣告他能看見真相——全部的真相，他看到的是清晰、正確和全然的真相。 

 

耶穌所宣告的，並不是他已經找到了通往神的道路；他宣告自己就是道路。

他所宣告的，並不是已經掌握了關於神的真理；他宣告自己就是真理。他所

宣告的，並不是已經找到了生命；他宣告自己就是生命。他來，是叫死人復

活！ 

 

5. 道路是一個人，他名叫耶穌。 

 

事實上，天國的本質就是與神同在，認識神。耶穌向他的父神禱告。《約翰

福音》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

生。認識神，始於我們將自己的生命給耶穌，並且走他的道路。 

 

如果你現在在另一條路上，真誠地、努力地想找到自己的路，耶穌對你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要信靠我。” 

 

得救禱告 

 

耶穌，謝謝你邀請我們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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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原諒我們偏行己路，與你分離。 

  

謝謝你，因你就是道路。 

 

謝謝你死在十字架上，為我的罪付了贖價。我今天轉向你，求你赦免我的

罪，並賜下新的生命。 

  

耶穌，從今天開始請你引領我。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你。請將你的靈充滿

我。讓我成為你造我的原本的樣式。 

  

天父，感謝你讓我成為你的兒女。奉耶穌的名，阿門。 

 

聖餐儀式 

 

當我們來到聖餐桌前，我們記念耶穌為拯救我們付了贖價。他替我們死，承

擔了我們叛逆神的後果，他恢復了我們，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們身上，使我

們能為了神的榮耀而活。 

 

當我們將信心單單放在他身上時，我們就被稱義，通往天父的家的門就為我

們打開了。因著耶穌，我們與神有了正確的關係。因為耶穌，我們得享生

命，今生和永恆的生命。因為耶穌，我們有了天國的確據。因此，我們來到

我主耶穌的聖餐桌前，對他說，“謝謝你。” 

 

默禱 

 

在耶穌被賣的那晚，他拿起餅來，祝謝了。 

 

感恩禱告 

 

他就擘開餅，說， 

 

《哥林多前書》11:24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

是記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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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吃餅。飯後，他舉起杯來，說： 

 

25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

念我。” 

 

當我們參加聖餐儀式時，我們宣告我主耶穌的死，我們將繼續做此宣告，只

到他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