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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其他的宗教呢? 
 
好了,大家请注意, 

让我再一次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让我们聚在一起， 

我将要试着回答本周为大家选定的大问题, 

也就是: 如何看待其他的宗教呢? 

在我看来， 

当人们谈论宗教时, 

许多人只是简单地说: 

“关键是你够不够真诚， 

相信什么并不重要。 

只要真诚就可以。” 

大家都这么说,不是吗? 

“最要紧的就是真诚。” 

但在我看来, 

我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 

只有真诚是不够的。 

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一点。 

让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如果我想去 

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观光… 

我会想去哪里? 

苏格兰,怎么样?很美。 

如果我想把自己晒成棕褐色, 

那里就正是我要去的地方。 

于是我决定去苏格兰, 

结果，我到了英格兰的东北部， 

我要到苏格兰去,  

于是我开始向中部行进, 

上了高速公路之后 

我面临一个选择。 

我可以向南走,也可以向北走。 

所以我决定开车向南, 

此时我车上的乘客可能说, 

“等等!你在干什么?”, 

然后我说,“不,不。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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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充满激情地、真诚地相信,  

如果我加速向南开, 

我们就能到苏格兰了。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们会对我说什么呢? 

没错,真诚是不够的。 

我可以错得很真诚。 

或者,如果你回想一下 

你曾经参加过的任何考试, 

或者任何你正在期待中的考试, 

假设其中一个你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 

“苏格兰的首都在哪里?” 

你想, 

“天啊!这么难!” 

你把答案写下来，你写“卡迪夫”。 

是的,这就是你所写下来的答案。 

然后你等着试卷发下来, 

你看到试卷上有一个大红差。 

错了。你非常生气, 

你会怎么做? 

你去找到批卷的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说,“答案错了,不是吗?” 

你说, “没错。 

我很真诚地认为 

答案就是卡迪夫。” 

他们会对你说些什么呢? 

仍就是错的,不是吗? 

你真诚的信念不会让你通过考试,是吧? 

不可能。 

否则我们就都得100分了。 

不,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只有真诚是不够的。 

因为你可以错得很真诚。 

那么宗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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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拥有虔诚就足够了吗？ 

还是说，完全不是这样的？ 

让我来提醒大家 

我们今晚已经学到的,耶稣的话语。 

耶稣的这些话语 

很有争议性,然而又是非常美好的消息。 

耶稣的这些话语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 

我们已经听过了, 

但还是让我再读一遍。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8节，耶稣说： 

“信他（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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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觉得我太过沉迷 

船舶和海洋,但让我告诉你 

他的意思不是什么。 

他的意思不是说，生活就像 

一艘游船,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驶向一个美丽的地方, 

在这个航程中你所要做的 

只是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甲板就可以了。 

你要知道,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不是说，“如果你喜欢基督教， 

你可以待在这个甲板上, 

如果你喜欢别的宗教，待在那个甲板上… 

事实上,如果你想编造一个 

适合你自己的“DIY”宗教, 

那么，没关系, 

你自己开心就好, 

只要对你来说行得通就行。” 

他的意思是，这不是“游轮”, 

而是“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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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语现在这么有争议性, 

就是因为他说， 

只有唯一一艘救生艇 

能救我们。 

他说，有其他的救生艇 

宣称可以救你， 

但根据耶稣的这些话语， 

他说，“信我的人, 

而且是只信我的人，才不被定罪。” 

他说你所看到的其它那些救生艇， 

它们根本经不起风浪。 

它们根本救不了你。 

所以,耶稣的意思不是说: 

“我来，是要告诉你 

如何建造你自己的救生艇。” 

他没有说:“我来，是给你们下指示的, 

如果你们遵循这些指示, 

你们就可以建造自己的救生艇,然后 

你们就可以从游船上下来。”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耶稣来，是为了告诉我们真理， 

他才是我们的救生艇。他是我们的拯救。 

他说，只有唯一一艘 

经得起风浪的救生艇 

能救我们脱离那艘游船, 

而这艘救生艇就是他。 

像我们前面看到过的一样， 

我们必须得进入到里面。 

在我们的文化中， 

耶稣提出这样一个‘排它的’观点是很有争议性的， 

不是吗？ 

关键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是耶稣本人做出了上面的宣称。 

因此,如果我们对这一点有疑问, 

而且有些人确实会对此提出疑问, 

那我们是在对谁产生疑问呢? 

是耶稣自己。是他的话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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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得救赎的道路。” 

但我认为这真的是好消息。 

难道你不喜欢 

对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有把握吗? 

我喜欢这种有把握的感觉。 

每次当我乘坐飞机时, 

如果飞行员在起飞之前 

非常有信心, 

他对如何起飞、  

飞往何处都非常有把握， 

也满有把握的知道如何着陆， 

我不会去想： 

“真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 

真不敢相信我们的飞行员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在一架飞机上， 

听到起飞前的内部广播里 

有一个紧张的声音响起，说： 

“你好！我不太确定 

怎么把这东西飞起来， 

我也不确定我都该做些什么， 

不过我会试着让它降落。”此时你会有何反应? 

什么？不!不! 

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喜欢有把握。 

那么神呢? 

和神的关系呢?我们永恒的目的地呢? 

好吧，这些都是极重要的事情。 

因此,虽然有争议, 

但好在耶稣把这些问题解释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呢?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呢? 

有两点。 

首先，耶稣的身份。 

记住他是谁。 

记住启示: 

耶稣宣称他是 

站在一个知识的至高点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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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讲述真理。 

他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此他不是猜测, 

也不是编造。 

他确实清楚他在说什么。 

因此,我们应该聆听他所讲的。 

尽管它可能不是很受欢迎, 

但受欢迎的东西 

并不一定就是对的。 

它可能不受欢迎, 

但耶稣是站在一个知识的至高点说话的。 

其次，要记住耶稣所做过的事。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前来完成最伟大的营救任务， 

一次为所有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耶稣一定要这么做了, 

你不觉得形势很严重, 

严重到这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吗? 

如果永生神的儿子 

必须以这种方式死去， 

那怎么可能还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呢？ 

并且要记住这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可以与创造我们的神 

建立起关系。那么要如何看待其他的宗教呢?  

按照耶稣的话, 

他宣称自己是唯一的救世主。 

但这是好消息, 

因为有你和我这样的人想要知道, 

“我怎么才能与创造我的神重新联系起来?” 

耶稣说: 

“以你本来的样子到我这里来的, 

让我掌权, 

你就可以与神重新联系起来, 

再次与创造我们的神聚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桌边 

讨论一下， 

看看你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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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 Who is God? Who a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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