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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唯⼀的道路吗？

为什么⼀定要信耶穌？



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人也说：信宗教使我们精神上有寄托 

宗教是否本质上都一样？ 

信同样一位神 

条条大路通罗马！ 

要登山，前山後山都无妨！



这麽多的宗教⾥，我们应该选那⼀个 ？



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加⼊⼀个宗教组织 

不是找⼀个精神寄托

不是使我们能⾏善，做⼀个好⼈ 

乃是在追求⼀个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命；若不藉著
我，没有⼈能到⽗那里
去。(约14:6 )



⼀般⼈对基督教的批评

基督教也许适合你，却并不适合我  

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 

太狭窄，太霸道了 

若只能信基督教，这麽多虔诚的宗教徒，

都错了吗？ 



宗教的事，你信则有不信则⽆
⼼诚则灵



真理的探讨
 虔诚的宗教徒都错了吗？  

真理与虔诚的问题
 信则有，不信则⽆

真理与信⼼的问题
 我情愿信某某的宗教

真理与喜好的问题
 基督教太狭窄了

真理与狭窄的问题



真理与虔诚

Jim 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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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Jones

David 
Koresh



真理与虔诚

人可以很虔诚的错！



真理与信⼼



冰湖

客栈

可省⼀⼩时

真理与信⼼



真理与信⼼



冰湖

客栈

真理与信⼼



真理与信⼼





真理与信⼼

真理若存在與你信不信它無關！



真理与喜好



真理与喜好



真理与喜好

1 + 1 = 2?
1 + 1 = 3?
1 + 1 = 4?



真理與喜好

真理若存在與你喜不喜欢也無關！



真理与狭窄



真理与狭窄

包容与多元化乃是美德 





真理与狭窄

•真理都是狭窄的！
•对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



什麼是真理？

所论述的与事实和实在相⼀致



绝对真理或相对真理
现今世界的潮流是偏向相对真理

“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Absolute Truth!”
“绝对真理不存在！”
“你是否绝对的相信绝对真理不存在?”



绝对真理或相对真理

你是否相信：今天有一些人
所作的一些事，不论他们自
己觉得如何，都是应该被禁
止的！



今天早上好冷！



今天早上好冷?



绝对的真理 
绝对是存在的！



宗教都是⼀样的吗？ 

很多⼈说：所有宗教都是劝⼈为善的 

宗教的确有很多地⽅都很相似

但本质上有很⼤的差别



宗教所探讨叁个大问题 

神是怎样一个神，神的属性是什麽？  

神与人之间，什麽是人最终的归宿？  

人如何才能达到人最终的归宿？ 

从这个角度所有宗教都是狭窄，并且
是彼此矛盾的！



基督教所信的

三位⼀体的真神

与神同在

只靠信



佛教所信的

無神或多神

涅盤的境界

靠修⾏



伊斯蘭教所信的

一神 

天堂的境界 

守清規、麥加朝聖或殉道



不可⽭盾律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 ( A ∧ ¬ A)

若在某件事上有许多彼此⽭盾的说法，

则 多只能有⼀种说法是对的！





宗教不可能都是對的

最多只有⼀個宗教是對的 

千萬不要信錯了！ 

你所信的對象可靠嗎？



正确的态度

不是看信的⼈都很虔诚 
不是看信的⼈很多

不是在乎适不适合你的味⼝ 
不是你赞不赞同它的说法  



正确的态度

它是否是真的， 
它是否是真理 ?



宗教的主张
 宗教都讲求理论与实践
 提供⼀套道德的规範和⼀个得道的⽅法



宗教的主张

⾒仁⾒智，要就同意，很難推翻

很難判斷那個是真是假 



基督教是真理吗？ 

基督教的理论根据 

耶稣就是神 

耶稣从死里复活 

都是超自然的 

也是可以验证的



基督教是真理吗？

若耶穌是神，且從死裡復活

基督教就是真的！

你就沒有其他的選擇！



耶稣是神吗？

耶稣是位历史的⼈物

耶稣被罗⻢⼈钉⼗字架

耶稣是有史以来 好的好⼈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 
 (约翰福音8:46a)  

๏耶穌見他們的信⼼、就對癱⼦說、你的
罪赦了。 ⽂⼠和法利賽⼈就議論說、這
說僭妄話的是誰．除了　神以外、誰能
赦罪呢。(路加福音5:20-21)

耶稣怎麽说他⾃⼰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
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约
翰福音 8:24)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
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於是他们拿石头
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约 8:58-59) 

๏“I tell you the truth,” Jesus answered,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耶稣怎麽说他⾃⼰



๏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
来要打他。(约翰福音 10:30-31)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
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
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麽
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约翰福音14:9）

耶稣怎麽说他⾃⼰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
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
做的事信我。(约翰福音14:11) 

耶稣怎麽说他⾃⼰



耶穌明顯的說他就是神！



门徒们也认为祂是神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
伸出你的⼿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
要信！”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　神！” 
(约翰福⾳ 20:27-28)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体说，基督也是从
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
的　神。阿们！ (罗马书9:5)



耶稣的仇敌也知祂自称是神 

耶稣却不⾔语。⼤祭司对他说：“我指著永⽣　神
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　神的⼉⼦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我告诉你们：後
来你们要看见⼈⼦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著天
上的云降临。” ⼤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
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證⼈呢？这僭妄的
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
回答说：“他是该死的。(马太福音26:63-66)



一个大问题

耶稣明明是个⼈，竟自称是神 
只有叁种可能： 
祂就是祂所宣称的：祂是神！ 
他不是神 

是个骗⼦！ 
是个疯⼦！



⽢地：耶稣是有史以来 好的⼈！



耶稣是骗⼦？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證我有罪呢？ 
(约8:46a) 

骗子的特徵是见利就贪，遇难就躲 



陳橋兵變 ⿈袍加⾝











耶稣是骗子？
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
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
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著的人，分鱼也是
这样，都随著他们所要的。…… 众人看见耶稣
所行的神蹟，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
先知。”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
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约6:10-11,14-15) 



耶稣是骗子？
从此，耶稣才指示⻔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祭司⻓、⽂⼠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

叁⽇复活。 彼得就拉著他，劝他说：“主啊，万不
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
彼得说：“撒但，退我後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的意思。” 
(太16:21-23)



耶稣是骗子？

你们听⻅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

祷告。(太5:43-44)



耶稣是骗⼦？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
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
捨命作多人的赎价。” 
(可10:45)



当下耶稣说：“⽗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
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服。 
(路23:34)



耶穌不可能是个骗⼦！
他的话是可以信赖的！



耶稣是疯子？

耶稣却不⾔语。⼤祭司对他说：“我指著永
⽣　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　神的⼉
⼦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
然⽽，我告诉你们：後来你们要看⻅⼈⼦
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著天上的云降
临。”(太26:63-64)



The Hall of the Gods



耶稣是疯⼦？ 

• 疯⼦的特徵

• 头脑不清，不能很逻辑、有条理的应对，
稍微⼀问就被问倒了。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
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頭打他．



耶穌說、這樣、凯撒的物當歸給凯撒、
神的物當歸給　神。



⼤偉 彌賽亞後裔

彌賽亞：我主

稱



耶稣是疯⼦？

耶稣应对如何处理⾏淫被捉妇⼈的事件 
耶稣处理⼈问他该不该向罗⻢⼈纳税 
回答撒都该⼈问复活的事 
耶稣反问犹太⼈为什麽弥赛亚是⼤卫的⼦孙
却称他为主，从此没有⼈敢再问他

耶稣乃是智慧之⼦！



耶穌不可能是个疯⼦！ 
他的话是可以信赖的！



耶穌就是神！

耶稣是⼈中的完⼈，他绝不是骗⼦

耶稣智慧超⼈，他绝不是疯⼦！

祂就必须是祂所宣称的神 ！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命；若不藉著
我，没有⼈能到⽗那里
去。(约14:6 )



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

从圣经，犹太与罗⻢的历史考证





从⼀些傍证看复活

在复活之前门徒惊恐害怕，但复活之後
奋不顾身，大多数为所见证的复活殉道 

起初的教会在极力的迫害下还能壮大 

基督教完全不理会耶稣的坟墓 

基督教将礼拜从週六改为週日 

耶稣的弟弟雅各与保罗的改变 

十字架变成仁爱的象徵





信基督乃是追求真理

耶穌就是神，且從死裡復活

基督教就是真的！

信的根基是堅固的！





⾼雄前鎮南海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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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家僅有5家是合法的，
%95.6是違章建築







蔣經國後台灣的總統

李登輝
陳⽔扁
⾺英九
蔡英⽂

12年

8年

8年

6年



亞洲四⼩⿓
台灣

⾹港
新加坡
韓國



亞洲四⼩⿓

台灣

⾹港
新加坡
韓國 36%

25%
42%
6.5%





2017年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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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的國家





信錯了宗教的結果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
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
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
的名號。（詩篇16:4）



我來美國已近50年

從各⽅⾯都是每況愈下

基督徒變成了少數



健康进取的⼼理

⾃信
谦虚



⼀般宗教

所有宗教都是以⾏为称义

我若作得好，我就有⾃信⽽不能谦卑

会骄傲看不起作不到的⼈

我若没作好，就⾃卑没有⾃信



唯独基督教认为

⼈是罪⼈，耶稣必须来替⼈死
不是我有多好，所以没有骄傲的理由
没有歧视不信者的理由
神爱⼈，耶稣竟愿意替⼈死
神如此爱我，完全接纳我，我就不⾃
卑，有把握！
有深度的⾃信與謙虛



还有⼀个问题

救恩使我感动 
道理我也明白 
但我若信了就不自由了 
我不愿意被限制



真理与自由





被限制就不⾃由了吗？

学钢琴 
要苦练多年，要受许多的限制



多⾃由啊！



限制不⻅的就不好

⼈常刻意失去自由去从事⼀些锻练，
使他达到更⾼度的自由，去成就更有
意义的事  

限制与锻练要与你的天性和能⼒配合









限制不见的就不好

• 所以要找对的限制
• 许多⼈送孩⼦去学钢琴、声乐、画画、
芭蕾、体操等

• 但却忘了让他们在⼼灵和道德上接受操
练，可惜！ 



什麽是适合我们限制？ 

爱! 

爱时是极受限制的! 

彼此牺牲的爱最宝贵



基督教与其宗教的差别

所有宗教都是你将就你所信

的那⼀位

基督教的神先来将就⼈



钉⼗字架的真象



























人需要对福音有反应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
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
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
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
子的名。(约 3:16-18)



耶稣说：所以天⽗的
⼉⼦若叫你们⾃由，
你们就真⾃由了。



决志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主，我承认
自己是个罪人，我感谢你却这样爱我，
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叁天以
後复活。主，我愿意悔改，我要你做我
的救主，也要你做我生命，生活的主。
主耶稣，我现在就要你住我的心里。 赦
免我一切的过犯， 赐福我的家人。我这
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收看！

愿神祝福你！ 
www.youtube.com/user/belcantog 
www.tudou.com/home/belcantog 
若有任何指教，请寄 
belcantog@gmail.com	

http://www.youtube.com/user/belcantog
http://www.youtube.com/user/belcant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