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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把握进天堂吗？ 

 

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把握在这生

完结后进到天堂？ 你的回答会是甚么呢？ 你真的可

以扶摇直上，去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福乐天堂吗？ 

若你认为有把握，这把握的凭据又是甚么呢？ 

 

 

谁可以引领我们进天堂？ 

 

早在约二千年前，有一个人曾经这样宣告：「我就

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

那里去」（约翰福音 14 章 6 节）。 这里他所指的

“父”，就是创造宇宙万有，使无变有的主宰...... 怎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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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这位创造主那里呢？ 就是藉着他！ 他宣称自己就是

道路，也是真理的所在，是生命的源头和赐予者。 他究

竟是谁？ 这不单是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他究竟是

谁？ 」这曾经是历代历世的宗教家、哲学家、教育学家、

道德伦理学者...... 甚至一般普罗大众要问的问题。 因为

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宣称自己就是道路（way）、真理

（truth）和生命（life）。 

 

惟有这个人物，他就是耶稣基督，竟然这样大胆的宣告。 

 

对于耶稣这样的自称，有人有以下的结论： 

1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说谎者...... 竟然令许多人受蒙骗，直

到今日。 

2 他可能精神出现很大的问题...... 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不

知自己在说甚么）。 

3 他是富有创意的编剧家，能够编撰出这样的故事。 

4 又或者他是全世界最自大的人，竟然大言不惭说出这样

的话来，不仅目中无人，更目中无神！ 

5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耶稣说的是实话。 他向

世人宣告，凡求告他名的人，都要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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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以上五个可能性，你认为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

人物？ 

 

他是“说谎者”？ 但他所讲的，都能够在当时一一实现，

以致跟随他的人都将他的事迹以及言谈记录下来，

其中包括四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

福音、约翰福音），这些书卷的作者包括医生、税

吏长、渔夫等。 他们都力证耶稣所讲的都不是假话。 

 

耶稣预言自己受害，但第三天复活，这些都是信他

的人亲身经历的事实。 还有，如果他是一个骗子，

他又骗了我们甚么？ 动机为何？ 对他又有甚么好处

呢 ？ 

 

他是“精神病患者”？ 假如你细心阅读圣经所记载的耶

稣生平，你不会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人。 相反，" 众

人皆醉他独醒"，他的宣讲满有能力...... 他还会医病、

赶鬼！ 

我从来未遇上一个精神病患者可以医人，而且不是

一次“撞彩”（碰运气），更是带着权柄的和实时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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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甚么、讲甚么、要去哪里、

见哪些人......。 

 

他是“富有创意的编剧家" ？ 但他自导自演也不可能

死后三天复活，也不能做到“升天”这一幕的情景！ 故

事可以讲得很动听，但他不仅说出事实，并且让跟

随他的人亲眼见到神迹。 他将水变酒、平静风浪，

叫瘸腿的可以立时站起来，他不但用五饼二鱼喂饱

五千人，还叫死人复活...... 这些事件怎可能是话剧的

情节呢？ 

 

他是“最自大的人”？ 如果他只是一个人，他真的可算

是自大到极点了，因他称自己是永生神的儿子。 还

有，他曾说除非藉着他，否则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

去。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约翰福音13 章7 

节）。 除了自大狂以外，有谁竟然可以这么大胆的

说：「认识我，你就认识宇宙间万有之上的主宰。 」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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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救主”？ 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这位耶稣确是永

生神的儿子，他说的又是真话，那么，他就一点也

没有自夸、自大，他只是把事实说出来。 不单如此，

他更是谦卑的，因为他到世上来，为人的罪过付上

生命的赎价，就是以无罪的身分（因他是神），代

替我们背负得罪神的应有惩罚。 他被反对他的人处

死，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的就是要以自己

的宝血洗掉世人的罪污。 这样看来，我们怎么可以

说他是自大的呢？ 

 

他一点也不自大，自大的倒是那些以为不需要耶稣

基督拯救的人！ 

 

因此，如果前四个有关耶稣的看法都不成立的话，

他就不会是说谎的人（骗子），也不是精神病患者，

更不是在编故事或自吹自擂。 我们必须慎重认识他

究竟是谁，他跟我们有甚么关系，我们能否不理会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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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看清楚圣经记载耶稣所讲的话。 在约翰福

音14 章6-7 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和门徒吃最

后晚餐时，耶稣安慰门徒不要因祂快将离世而忧愁。 

祂离去是为门徒预备天上永恒的家乡，将来祂要再

来，接一切信祂的人到祂那里去。 耶稣的门徒多马

并不明白祂所说的话，于是问耶稣：「主啊，我们

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约翰

福音14 章5 节）。 

 

这是人之常情啊！ 譬如我对你说：「我要去我爸爸

家，迟些你也要来吧。 」你当然会像多马一样问道：

「我不知道你爸爸的家在哪里，我怎知道该如何去，

走哪条路？ 」 

 

不错，没有指示走哪条路，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真是使人摸不着头脑。 但耶稣的答复也很特别：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我就是那一条路......」耶稣

这里所讲的，是祂来到世上，不仅把这一条通往天

父（永生）的路指示给我们，祂本身就是到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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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那里去的道路。 而且这里强调「这是唯一

的道路。 」今日，你会选择如何去到“天父”（天堂）

那里呢？ 

 

有些人以为每个宗教都是神启示的一部分，信哪个

都不要紧。 这是哪个宗教说的？ 还是某些人拿来作

不信耶稣的借口？ 不错，「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

谁说：「每一个宗教都是对的，都可以让人得救和

享永生」呢？ 事实上，要与天父和好，进入祂为我

们预备的天堂，必须藉着祂儿子耶稣基督。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

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 章12 

节）。 

 

有不少人以为靠着行善积德，可以免去将来地狱的

苦楚；也有些人甚么都不信，只信自己...... 我佩服这

些人有这样的勇气，但连自己怎样来到这个世界，

在这一生为甚么活着也不清楚，生命何时完结也不

知道，生命完结以后会怎么样也说不清的，还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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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靠自己做甚么做甚么...... 岂不像不知天高地

厚、口出狂言的井底之蛙吗？ 也有些人迷信一个宗

教，却不知道那个宗教的起源，所信奉的是否合理！ 

例如有人拜齐天大圣孙悟空（其实只是小说《西游

记》的虚构人物而已）；也有人拜孔子（孔教），

但谁都知道他只是一个人，并不是神！ 

 

今日，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只可惜有些路是" 倔头

路"（死胡同），也有人会走冤枉路、歧路，或者遇

到十字路口而不知走哪条路。 不少人回望一生，发

觉原来自己是在走回旋路，大半生也像绕圈子，依

然故我，仍然未明一生为的是甚么。 

 

曾经听过一句励志的说话：「路是人走出来的。 」

这句话很有意思，但如果没有方向，又应何去何从

呢？ 我是个不大喜欢看地图的人，特别在开车时要

看地图就更难。 所以有时只凭直觉、依开车的方向

感走，谁不知总是不争气，不是转入「倔头路」

（No Through Road），就是转到小街中而找不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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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有时愈走愈远，要用双倍以上的时间才到达目

的地！ 

 

圣经提到自从人类违背神的吩咐，罪就入了世界，

叫我们心眼看不清，不知道需要敬拜真神......「因为

他们（人类）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

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

了......」（罗马书1 章21 节）。 这里描述了人的无

知，本来是神创造人，人却说自己是从人猿进化而

来，是禽兽而不是神的杰作。 「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简单来说就是「蒙茶茶」

( 胡涂) 做人，在黑暗中摸索。 

 

然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祂不单告诉我们，

人离开这个世界，便要进到永恒。 祂更宣称自己是

通往永生的道路，祂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

开路。 

 

耶稣又说：「我就是真理。 」一些主张后现代主义

的人，大声疾呼地说：「真理就是这个世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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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relative），所以没有

一个宗教信仰拥有绝对真理。 」听起来确是无懈可

击，他们并不相信有“绝对”的存在，尤其是日新月异

的时代，这些说话听来很有说服力。 不过，究竟他

们所说的又是不是绝对正确的呢？ 「世界根本没有

真理」这句话又是不是真理呢？ 

 

从来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自称，「我就是真理」。 这

正正表明耶稣就是神，神就是真理，祂不单拥有真

理，祂实在是一切真理的基础。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

音1 章9 节）。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 章14 

节）。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

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约翰福音1章17-1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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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真理”来形容耶稣，是指耶稣充分地反映出神

的本性。 真理（Truth）的相反是虚假（False），

所以任何否定耶稣是神的讲论都是错谬的。 今天我

们不单要认识真理，也必须归向真理。 如果你不是

站 

在真理的那一方，恐怕你所信的是枉然了。 

 

耶稣再说：「我就是生命。 」…… 嗨，慢着我不是

从妈妈生出来的吗？ 是母亲给我这个生命，对不对？ 

对！ 那么你妈妈又是谁生出来的？ 是妈妈的妈妈...... 

三岁小朋友也晓得。 如果我们一直数上去，我们只

能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是创造主造男造女，然后人

类不断繁衍。 所以，神就是生命的赋予者。 耶稣里

说：「我就是生命。 」祂很清楚地宣告自己就是生

命的赋予者。 不单是将肉身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而且祂更将永恒的生命赐给每一个到祂面前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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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

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约翰壹书 5 章 11-12 节）。 

凡愿意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就能够得着生

命，这当然是指到永恒的生命。 

 

你现在是否愿意相信祂呢？ 

请记着，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罪得赦免，又能够承受

永生，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劳，祂舍身流

血，用生命的代价来替我们背负得罪神应有的惩罚

（就是永远的灭亡／沉沦，与神隔绝）。 祂实在不

是一个普通的人...... 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 章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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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机可以将你送到三楼、五楼、十楼、五十...... 但

你是否已经找到上天堂 /得永生的途径呢？ 假若今天

你要离开世界，你可以扶摇直上天堂吗？ 

 

盼望你把握机会，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踏

上这条天国路，祂确是道路、真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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