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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糕

的時代。」用十九世紀的英國作家狄更

斯的這句名言，來形容今天我們所生活

的時代，也是非常合適的。我們有最棒

的傳媒系統，有最豐富的知識，有最迅

速的購買方式，有最先進的通訊設備，

但這也是個道德沉淪，真理模糊的時

代，而我們這些神的兒女生於這個時

代，是幸福呢？還是不幸呢？

說到世人對真理無知的問題，也

許自亞當犯罪以來，人類就已不由自

李定武／著

主地落入這個坑裏了，但沒有一個時代

會像今天的社會把無知當有趣。美國

康乃爾大學的心理學教授鄧寧（David 
Dunning）在最近一期的 Pacific Standard
刊物上，寫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分析現代人的心理，他的題目更是有趣

─“We Are All Con� dent Idiots”（〈我
們都是滿有自信的白痴〉）。文中提到

美國的笑匠金摩（Jimmy Kimmel）為了
增加收看率，派了一隊調查員上街訪問

路人，問各種暗藏玄機的問題，然後得

他們的許可，將之放入自己節目中當笑

料。他們問的是哪類問題呢？諸如，調

查員問一位帶著深厚眼鏡樣子怪異的男

士說：「你認為Contact Dermatitis（編者
註：一種皮膚病）有在音樂界出頭的潛

能嗎？」只見這位男士很誠懇且頗有自

信地回答說：「絕對沒有問題！」他們

又問一位女士：「你認為克林頓總統對

結束韓戰是否頗有功勞呢？你覺得他竟

願上美國達人秀（America's Got Talent）
扮演法官，是否有損他的總統尊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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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節



路。」（賽53: 6）耶穌，這位自稱為人 
子的來到世間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 
「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19: 10）在 
神永恆的計畫裏，神讓基督成為人類通

往神惟一的「救恩之路」。讓我們從兩

個角度來看這道路：

一、基督是得救的惟一道路

耶穌說：「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

到父那裏去。」（約14: 6）許多人尋找
永生之路，但真正能找到永生的只有一

條，那就是透過基督自己！

宣稱耶穌是得救的惟一道路，這不

是一條討人喜歡的教條，也不是一般人

都能接受的信仰要義，但卻是真實可信

的，因為聖經這樣說！

自由派神學家告訴我們，有許多條

道路會讓人類到父神那裏去，諸如：人

人可以藉聖禮、敬拜和善行而得救，等

等，因為「條條道路通羅馬」。但神卻

說所有這些藉其他方式想偷進天國的，

全是賊和強盜。因為世上只有一條路可

以領我們到父神那裏去，那就是透過基

督耶穌！祂是神所設立讓世人蒙拯救的

惟一方式。

二、基督是得救的正當道路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約14: 
6）什麼是「路」？所謂「路」就是一個
人可以或用腿、或用不同的交通工具，

從一個地點走到另一個地點的通道。如

果沒有基督在加略山上的作為，人就沒

有通達天堂之路！

耶穌不但是救恩之路的導向器

（GPS），祂也是那條道路：祂就是那條
祂所邀請我們去經歷的道路─十字架

的道路！所以任何不是基督自己走出來

的路，都不是通往父神之路！

耶穌又說：「在我父的家裏，有許

多住處。」（約14: 2）祂還告訴我們天 
上有足夠的地方，容納所有的人。耶穌

不僅指示我們該走的道路，祂還拉著我

們的手，為我們帶路。祂不但告訴我們

方向，祂本身就是道路。祂不僅帶我們

上路，而且祂還賜我們救恩的確據！

貳、 「我就是真理」 
─耶穌呼召人得確據

耶穌又說：「我就是道路、真

理⋯⋯」耶穌的這個宣告指出有關神本

性的絕對真理，神對人性的觀念，與有

道德的人性和神之間的關聯。藉著耶穌

這句話，祂宣告出真理的兩方面：

一、真理顯明在道成肉身裏

耶穌說：「我就是⋯⋯真理。」（約

14: 6）真理乃是道德的濃縮，惟獨能藉
著一個位格而存在─世間只有一個人

能從頭到尾代表出這項真理，這人就是

基督！

許多人能告訴我們真理是什麼，卻

沒有人能將真理全行出來給我們看！惟

獨耶穌能說：「我就是真理。」因為不

止在於耶穌道德教訓的完美，同時完美

的道德也在祂身上全然實現。

二、真理顯明在被啟示的道中

耶穌說：「我就是⋯⋯真理。」（約 
14: 6）當耶穌論到自己是那「真理」時， 
祂不但引用舊約聖經，同時也應證了新

約的見證。實際上，聖經是將基督呈現

給世人的搖籃！讓我們從新舊約聖經中

舉些例子：

首先，新約聖經見證基督。譬如，

耶穌自己曾說：「你們查考聖經，因你

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

這經。」（約5: 39）祂又說：「但保惠
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

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

14: 26）
其次，舊約聖經也見證基督：當耶

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時，舊約詩人卻早在耶穌降世之前就為

耶穌作過見證，說：「因為你的慈愛常

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詩

26: 3）詩人又說：「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

示我。」（詩16: 11）此外，詩人還說：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

要照你的真理行。」（詩86: 11）
是的，只有耶穌能說：「我就是真

理。」當耶穌被帶到羅馬總督（巡撫）

面前受審時，彼拉多曾問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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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拉多可能只是在取笑：

「真理與這次的審判又有何關？」但

（編者註：其實從來沒有過）」一位打

扮時髦的女士竟然如此回答：「是的，

結束韓戰克林頓的確很有功勞。去上秀

嘛，絕不會有損總統的尊嚴，只會讓他

更受美國老百姓的歡迎！」

這就是今天的美國，人們不再肯承

認自己的無知，對任何問題你我彷彿都

知道答案是什麼，但真的嗎？難怪鄧 
寧會說我們都是一群「滿有自信的白

痴」！這些現象有時很不幸的也發生在

我們華人的教會裏，譬如說，我們會上

網收集一大堆神學觀念不知道正不正確

的查經資料，卻很有權威地在查經班中

分享一樣。

世人也許弄不清真理是什麼，但我

們基督徒就一定知道真理是什麼嗎？我

們真知道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確的嗎？我

們真有與眾不同的生命，或擁有一個這

世界所不能賜的豐盛生命嗎？對這些問

題，其實我們不一定有答案，除非我們

的生命是與耶穌基督連結在一起。

論到該走的道路，不要說許多時候

人們缺乏選擇的智慧，連跟隨耶穌多年

的多馬都會疑惑。耶穌被釘十架的前一

夜，當祂語重心長安慰門徒說：「我去

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

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往哪 
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

道。」多馬卻望著耶穌，問道：「主

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

那條路呢？」（約14: 2-5）
人類靈魂最深處的需要就是想知道

自己未來會往哪裏去，這個答案惟有耶

穌能回答。祂在約翰福音中說了一句不

朽的名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約14: 6）這句話也成為人類從
這位真神，神的兒子所領受的福音與人

生的盼望。

讓我們從三個角度來思想主耶穌在

這句不朽的名言真正的意義：

壹、 「我就是道路」 
─耶穌呼召人蒙拯救

首先，耶穌宣告說：「我就是道

路。」（約14: 6）祂為何如此宣告呢？
因始祖亞當的犯罪，所有亞當的後裔都

在罪惡的圈套中迷失了。聖經說得很明

白：「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



報名請早，以免向隅。（更新網站：www.crmnj.org  或傳真報名：732-745-2878）

課程介紹

基督徒如何建立一個合乎《聖經》的認識論？如何建立科學的可能性？本課程從范泰爾的神學—特

別是他的『認識論的形而上學』探索：《聖經》中的上帝是怎樣一位上帝？祂是自存的，自有永有

的，是絕對無限而又是活的位格。惟有一個活旳上帝才有資格，有能力吩咐人類服從祂。上帝是三位

一體，因而解決了一而眾的問題。祂在永恆就計劃好一切，因此宇宙中的一切事實都根據定律運作，

因此人類有從事科學研究的可能。上帝預定了萬事，這是人類真正自由的根據。

 日 期 課 號 課 程 教 師 地 點

 12/26-28/2014 THE 101 系統神學 林慈信牧師 亞特蘭大，GA

時間：(Fri)6:00pm-9:40pm; (Sat)9:00am-5:30pm; (Sun)2:30pm-7:00pm

✽如報名人數不足，將取消課程

【請為北美更新學院事工禱告】

又或許他的態度是嚴肅的，想問的是：

「找尋真理並不容易，它是什麼呢？」

彼拉多當時問了一個人生最重要的問

題，但沒等耶穌回答，他就走開了，多

麼的可惜。（約18: 37-38）
是的，只有耶穌能說：「我就是真

理。」耶穌的奇妙不止於其道德教訓的

完美，同時道德也在祂身上實現的淋漓

盡致。道德真理不能用言語表達，而必

須以身作則地行出來給人看。

參、 「我就是生命」
─耶穌呼喚人入光明

約翰福音14章6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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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這句話，主

耶穌表明出神道成肉身的目的：為要賜

予人類更有意義的生命！

一、惟有祂能賜予豐盛的生命

主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

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 10）
豐盛的生命乃是人始終在尋找的！人們

不是為了知識的緣故而尋找生命的知

識，乃是希望了解生命的價值─使生

命顯得更有意義─愛能帶來生命，而

這正是耶穌所帶來的，惟獨與耶穌同在

的生命才是真生命。

二、惟有祂是世界的光

耶穌基督不但賜人豐盛的生命，祂

也是世界的光。「生命在他裏頭，這生

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卻不

接受光。」（約1: 4-5）耶穌所賜的新生
命有何特色呢？

第一、這生命是基督的賞賜──使我們得

永生

耶穌應許說：「我又賜給他們永

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

把他們奪去。」（約10: 28）永生不僅是基
督的賞賜，「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約3: 15），永生又是一種具有無限崇
高品質的生命：能令我們活潑地與神相

交─從現在就開始，且持續到永遠的

生命！

第二、基督就是「生命」

一切屬靈的光照均來自基督，祂就

是世界的光，為全人類（約8: 2）及整個
受造界（約3: 16）帶來奇妙的盼望！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金碧士（� omas a Kempis）在
《效法基督》中如此講解耶穌的這句

話：「你跟從我吧！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若沒有道路，就沒有進展；

若沒有真理，就沒有認識；若沒有生

命，就沒有生活。我就是你必須跟從的

道路，你必須相信的真理，你必須盼望

的生命。」

要將道路、真理、生命合在一起，

只有一個方法。耶穌說：「若不藉著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惟獨耶穌

是通往上帝之路。只有藉耶穌，人類才

曉得上帝的樣子；也只有信靠祂的人，

能毫無畏懼、毫無羞恥地來到上帝的面

前。

藉著耶穌所顯示出來的上帝，是屢

經奮鬥而得勝的上帝；藉著耶穌我們能

看見這位慈愛的上帝，惟有祂是愛，這

愛使祂願將我們所受的創傷全然承當

起來。

藉著耶穌，我們看見上帝掛在十字

架上，沒有人會想到上帝會選擇十字架

作為我們蒙恩得救的一條道路，但耶穌

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約14: 9）。
耶穌就是上帝全備的啟示，而這個

啟示令人既感困惑又感到稀奇。主，你

真偉大，你以慈愛與誠實完全征服了

我！ 



在你的生活圈中，你有否遇過真正持無神論的人？無神論

者是個徹底否認上帝存在的人，他們不像不可知論者，因為後

者至少還承認上帝有存在的可能。

最近有一位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的年輕人，來參加聚會。

他對我所傳講的耶穌基督提出許多問題，又一再強調自己是

個絕對的無神論者。我對他說，能改稱自己是個不可知論者，

在邏輯辯論上，不是更有自衛性嗎？但他仍堅持自己是個無神

論者，雖然他無法證明自己的觀點，但他還是相信上帝並不存

在。

到底他怎麼會變成一個無神論者的呢？這位年輕人說：

「七年前，我十一歲的時候，問主日學的老師，有關舊約中的

神蹟是否真的可信，老師很不客氣的對我說，這些神蹟是叫人

接受的，不是給我們提出來討論用的。但我還是繼續不斷地發

問，她最後說，我若不能安靜下來相信這些神蹟，就最好離開

教室，所以我就離開了。」

這個年輕人就這樣開始了他無神論者的生涯，他確定教會

既不歡迎、也不接受心中有懷疑的人。他認為你只能在教會門

口審核自己的理性，一旦進入教會，就不該再對哪些已被視為

真理的理論吹毛求疵。換言之，一個人一旦進入教會，就該不

問曲直地接受教會一切教導。

不錯，隨著近代科學的發展，與技術研究風氣的提升，的

確為社會製造了許多懷疑論者。以聖經中的神蹟為例吧，它們

往往是人們邁向基督教信仰之路的一大阻礙。同樣，現代文明

中所存相對論的風氣，也導致許多人對傳統的道德倫理標準提

出質疑。聖經中的許多道德教訓，今日仍有存在的價值嗎？為

什麼男女不能享受婚姻之外的性關係？這一類的問題困擾著今

天許多青年學子。然而等到他們真正去尋找答案時，立刻就會

發覺，教會並不歡迎像他們這種持懷疑態度的人。

但我們為何不願意懷疑者認真思考，為什麼一個成熟的學

生會對神產生懷疑？教會領袖們若不能接受學生否定與拒絕基

督教信仰的態度，那麼要滿足學生靈性上的需要可就難了。

◆基督徒懷疑論者

不可知論者並不是惟一有資格懷疑上帝的人，「懷疑」也

深深困擾著許多基督徒青年。這些年輕人不僅有許多不解的問

題，他們的懷疑之心也使他們產生犯罪感，而這些犯罪感會遮

蔽他們的視線與分析能力。在這方面，教會既沒有顧到「圈外

人」，也沒有顧到「圈內人」。也許傳道人與教會領袖們不知

不覺地向年輕人傳遞一個觀念：對信仰有所懷疑的人，都是有

罪的。即使教會沒有正式這樣教導，有些年輕人也會以為這是

教會的教導。

「懷疑⋯⋯問題⋯⋯遭拒絕」，這是年輕人經常要承受的

壓力，為什麼一個人會懷疑？對基督徒而言，為什麼這種態度

被人視為是錯的？甚至是罪？其實這是有原因的。

當一個年輕人開始進入青年期時，通常會反抗三種他所經

歷過的社會結構：家庭、學校與教會。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家庭

中長大，而每個家庭對生命、價值觀與行為的準則，都有其

獨特的見解。一個人既無法選擇他的父母，也無法重新創造自

己成長的環境。雖然說現代家庭的結構已不像過去的世代那樣

刻板，但是一個家庭的想法與影響所帶來的壓力，始終是一個

年輕人所無法逃避的。有些父母十分專制，有個父親曾這樣

說：「他們既然生在我們家裏，就必須學著適應我們的做事方

式！」有些父母則又過分縱容，孩子在這樣的家庭總是為所欲

為。當然，以上兩者都是極端的例子，其實大部分作父母的總

想藉著自己的榜樣與訓誡，來塑造孩子的觀點與行為，讓他們

從使用零用錢，到與鄰居的孩子們相處，都能作得合乎中道。

論到學校的影響，至少一直到高中，所有的公立學校都有

規定好的課程，學生並無選擇的餘地。而對基督教家庭的孩子

來說，教會也對他們或多或少產生一些影響。這三種影響力，

均趨向於權威式的獨裁主義。對於以背負「從前一次交付聖徒

的真道」（猶3）為己任的福音派教會，這種態度尤為明顯。
家庭、學校與教會都一致在教導青年人，何為可行之事，何為

不可行之事。

等到十八歲，那偉大光明的日子─從此成為大學的「新

鮮人」─終於來到！一個年輕人在一夜之間就可以享受到各

樣的自由！再沒有家長在一旁嘮嘮叨叨，何時該上床，何時該

起床，也沒有校長替他訂好每學期該讀的科目，更沒有任何壓

力禁止他不要像其他人一樣在星期天早晨睡懶覺。反權威的心

理，加上想過自己生活的決心，大學的生活立刻成了表現自我

的最佳導管，只是如此而來的潮流必定是激盪不定的。再說，

一般西方的大學教育，總是鼓勵學生用發問、探索與懷疑的態

度來探討學問，這種激盪力很快的就變得愈來愈強。談天與吹

牛的場合，往往為一個年輕人的信仰帶來極大的挑戰，教室成

了考驗他們信仰的最佳場所，任何隱祕的思想，都逃不過自己

心靈的搜索與質問。更不幸的，在這種質詢下所得來的答案往

往也是令自己沮喪的。

但我們當中有誰願意選擇另外一種教育方式呢？若沒有敞

開的心靈，哪裏會有一個敞開的社會呢？

有個古老的格言說：「若一個人在二十歲，還不知道悖

逆，他是一個沒有心的人；若到了三十歲還在悖逆，他顯然是

一個沒有頭腦的人。」記得我剛進耶魯大學，第一年回家過聖

誕時，發現父親正與叔叔展開極熱烈的政治爭論。在我看來，

那實在不是一場真正的辯論，因為他們兩個人都是站在問題的

同一邊講話，並不在辯論問題的本身，不過是在強調自己的偏

見而已。為了要有人來維護反面的意見，我就提出我的看法。

我永遠不能忘記父親那驚愕的表情：「大學究竟是怎樣教育我

的兒子啊？我辛苦賺來的錢都花到哪裏去了？」

我的叔叔卻哈哈大笑，大慨因為我既不是他的兒子，花的

也不是他的錢。他說：「別擔心了，查理正到了必須把問題兩

面都看個清楚的這個年齡。」

當一個年輕學子回到家中，問起一些有關自己幼年的信仰

問題時，會有什麼結果呢？很可能在他的父母及教會的朋友看

來，這種詢問的態度似乎都成了反對基督教的表現。

再說，當先知宣講神的話時，他期望看到的不外是信心與

順服的態度，不會是一堆問題與討論。何況聖經中的啟示不原

歡迎懷疑者
Charles E. Hummel  文／陳騮  譯



就帶有權威性的嗎？聖經不也常重複地說：「這是主說的。」

這樣一來，似乎就等於完全否定了今天我們求學該有的批判與

歸納精神。

這種明顯的衝突往往使年輕人在心智上產生不少苦悶的現

象。一個在基督教環境中長大的年輕人，也往往會為自己的問

題與懷疑深感內疚。他若敢將這種問題向家人表明，恐怕立刻

就被判定是已經喪失信仰，甚至是犯罪違背神的人。

儘管許多基督徒反對這種探討信仰的態度，其實對那些喜

歡思考的學生來說，他們所提的許多問題，早都已經有答案

了。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歷史事實上，絕對能經得起世人批

評、懷疑及嚴格的考驗。

◆面對事實

耶穌的十二個門徒中的多馬，就曾對「復活」心存懷疑，

但耶穌對他所表現的態度卻是十分開朗的接受。

當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事實完全粉碎了門徒三年來的希望和

美夢後，一個自殺身亡，其他大部分人則回去重操舊業。但耶

穌死後第三天，卻出現在門徒當中，這真叫他們驚訝難信。事

後，門徒們歡歡喜喜地告訴當時不在場的多馬這個好消息時，

「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約20: 25）
對多馬的懷疑耶穌如何反應呢？當祂再次向門徒顯現時，

卻邀請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摸」原文作 
「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

總要信。」沒有責備，只向多馬顯示證據，以致多馬說出一句

名言︰「我的主！我的　神！」（約20: 28）多馬這句對耶穌神
性的宣告，其重要性實在不下於彼得的宣告︰「你是基督，是

永生　神的兒子。」（太16: 16）
另一位著名的新約人物，也曾對所確信的事產生過懷疑，

馬太在其福音書第11章中，記載了耶穌如何處理施洗約翰的問
題。在此之前兩年，施洗約翰在曠野出現，他所宣告罪與悔改

的信息震撼了整個猶太社區。群眾擁擠著要聽他的道，許多人

悔改並受了洗，也有許多人忠心跟隨他。終於有一天，約翰有

幸為耶穌施洗，並向世人宣布祂就是神的羔羊。約翰完全相信

耶穌就是那位長期被猶太人等待的彌賽亞。

但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約翰之星開始衰微，朝陽昇至高

空，許多約翰的門徒轉去跟隨了耶穌，而其他跟隨約翰的人也

逐漸消散離去。最後，約翰因指責希律王犯淫亂的緣故，被下

在監裏。他那先知般響亮的呼聲從此被封鎖在重重的監獄牆

後。在地牢中，他受到疑惑的攻擊，開始懷疑自己的信仰，於

是差派門徒去問耶穌說：「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

別人呢？」

聽見約翰門徒的問題，耶穌也沒有責備約翰的疑惑，反而

預備了約翰所要尋找的證據，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受災患

的、被惡鬼附著的，又開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見。然後告訴約翰

的門徒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

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

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太11: 
4-6）
在此我們看見主是如何仁慈的關懷祂受苦的僕人，祂不僅

藉著行神蹟作為證明自己身分的證據，祂又藉舊約先知的口吻

來敘述彌賽亞的工作與服事。這些經文正是施洗約翰早已銘記

在心，且毫不疑惑地多次向人宣講過的（賽35: 5-6）。
約翰的門徒離開後，耶穌還特地轉過身來對眾人稱讚約

翰，說：「你們從前出去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你們出去究

竟是要看什麼？要看先知麼？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

多了⋯⋯我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

然而神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路7: 24-28）
耶穌這段高度的稱讚是在約翰靈裏最低潮時臨到他的。主

能接納約翰的軟弱，同時也慈愛的預備了約翰所需要的答案，

為的是要他重新恢復對神的信心。

現代的尋道者對福音書的記載，都抱著懷疑的態度，到底

這些是真的？還是傳說呢？正如多馬一樣，他們發現自己很難

相信這一切：神蹟式的醫治能力；讓死人復活；耶穌本人的復

活等等。可喜的是許多著名的學者已經找到證據，證明新約聖

經的歷史性。

譬如，第一世紀的新約手抄本，曾奇妙地被保存了 
下來。已逝的英國聞名的聖經學者布魯斯（F. F. Bruce, 1910-
1990）─曼徹斯特大學的新約教授，就曾將之與其他古典作

品詳細比較，發現凱撒的《高盧之戰》（Gallic War, 寫於西元
前50年），只有9本或10本較好的手抄本存在，而最早的抄本
是在凱撒死後900年才抄成的，但新約聖經至少有3000本完整
或部分的希臘文抄本。最早的完整抄本約在西元350年完成，
同時，有部分的抄本距原著尚不到50年！布魯斯教授因此斷言
說：「新約著作的證據較其他古典作品的證據更為確實，其真

實性令人無可推諉。」（參《新約文件與其可靠性》﹝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Are They Reliable?﹞）
另一位對確定聖經可信性極有貢獻的，是已逝美國考古學

家及舊約學者奧伯萊（William Albright, 1891-1971），曾任教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多年，除挖掘出多處重要聖經地理古跡外，

他擁有大批因精細研查而得來的證據，又因精通閃族語言，對

日後發現的死海古卷確認其真實性頗有貢獻，成為第一個非猶

太人蒙耶路撒冷城頒發「耶路撒冷名人獎」（"Worthy One of 
Jerusalem"）。他說：「新約聖經被證明是真實的，一如從前
被人所相信、所接受的一樣。耶穌的教訓與那些跟隨祂的人，

大約生存在西元25至80年間。」（參《由石器時代到基督教》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基督教歡迎大家的質詢與考察，因為它是建立在時空之內

的史實上，這些史實都被精確地保存及記載下來。它們正向尋

道者發出挑戰，鼓勵他們思考耶穌的生平、教訓、受死與復活

這些事蹟。若是現代人有多馬的懷疑精神，他就該效法多馬的

榜樣，去尋找適當的證據。

無論是多馬，是施洗約翰，他們都曾經誠誠實實地將自己

心中的疑問帶到耶穌面前，他們沒有為自己的疑問裝飾漂亮的

外貌，也不願意將它們隱藏在假虔誠的地毯下。耶穌完全接受

這兩個人的疑問，又賜給他們所需要的證據，我相信今天祂也

必定願為這世代所有的懷疑者作同樣的事。

◆如何處理我們的疑惑

一個人在幼年時就開始有發問的衝動，孩子的好奇心往往

是他生命中最榮耀的一部分，遺憾的是，它往往很快就枯萎下

去，被埋沒在傳統的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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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孩子在四、五歲時，就會發出許多難解的問題，

當我的大女兒才上二年級時，她就知道問許多我們高中生與大

學生才會問的基本問題，譬如，到底有沒有神？我們怎麼知道

祂存在？今天我沒有見過神蹟，為何還要相信神蹟呢？假如神

是真正的良善，祂為何容許地震吞滅許多人的性命？那些未曾

聽過耶穌的人，死後都到哪裏去？

多數的人都曾在這類問題中掙扎過，但我們也要同時明白

懷疑與不信的區別。不信是罪，但疑惑僅是心智受試探的一種

現象。就像對付所有的試探一樣，我們要能將它與實際的罪區

別出來。耶穌基督「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

他沒有犯罪。」（來4: 15）在道德領域中適當地處理試探，能
給信徒帶來正直的行為；在知識的領域裏，對懷疑持正確的態

度，能使人產生信心。

是的，疑惑可導致信心，但也有許多時候，疑問與疑惑之

心，只是自我意識的屏風，是不肯信神的藉口，好使自己依然

我行我素。當耶穌與人談道時，祂也看清這件事實。祂知道，

疑惑正表達出一個人智力與靈性上的饑渴，但不信則是拒絕喝

水！對不信的人來說，就算水已經擺在他面前，他還是可以拒

絕的。

所以讓我們坦誠察驗自己懷疑的動機。若我們發現自己的

疑惑是誠懇的，我們的確在尋找問題的答案，那麼我們就不必

覺得內疚。來到耶穌面前，祂不會責備我們的不信，反會供給

我們所需要的證據。針對施洗約翰的疑惑，和多馬無法接受復

活的事實，耶穌分別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證據，祂也能為我們

做同樣的事。

在大學時代，我覺得能保留一份問題的清單對我很有幫

助。當同學在課堂中或聊天或討論時所提出有關信仰的問題，

我會一一把它們記下。然後每隔幾個月，就將這些問題帶到我

所信任的一位神學生那裏，與他一同研究。我的這位朋友不能

回答我所有的問題，但他常常告訴我一些他的心得，幫助我仔

細思考問題的癥結，最後找到我自己所需要的答案。

我們都唱過一首聖詩，「先賢之信」（Faith of Our Fathers），
但除非我們的信心在我們身上生根，否則還都是很表面化的信

心。對許多基督徒而言，信心往往是因經過一段疑惑的考驗與

掙扎才產生的。堅強不變的信心往往是因受疑惑圍攻之後才出

現的，正如聖潔的品德是藉著試煉之火鍛鍊出來的一樣。一旦

明白此理，基督徒就不需要再抑制自己的疑惑，或對它感到內

疚。他甚至可以將自己的疑惑坦誠佈公的說出來，並且鼓勵其

他人也這樣做，因為他知道，耶穌歡迎所有心中有疑惑的人。

◆歡迎懷疑者

面對許多對基督教信仰懷疑的朋友，你該怎樣幫助他們

呢？你是否會像前文中那位主日學老師，用著令人沉悶無智的

對話，逼著你的朋友往無神論的道路奔去？你可以承認自己也

有過這種掙扎的經歷，鼓勵他不要灰心，繼續以研討學術問題

的真誠精神來面對自己的疑難，與他全面性的討論，不要怕

說：「我也不知道。」我們要確知自己不是傳統信仰之廉價答

案下的犧牲品。有的時候，我們之所以不會懷疑，是因為我們

還沒有真正想過這些問題。

幫助別人相信並非是叫我們將真理的某一部分拋棄。基督

徒的責任是證實聖經所教導的真理，對於那些拒絕或懷疑真理

的人，我們切不可用不合聖經原則的態度對待他們，結果反因

自己的態度不對而否定了聖經中的真理。

在過去你曾否因有人將一段聖經道理告訴你，但經過很長

一段時間，你還是不能了解或「相信」它─但這個道理最後

終於在你心中變得清楚起來，成為你信仰的一部分？要切記你

那個有疑惑的朋友也需要一段這樣的時間，來讓真理在他心中

成形。不要一味提出膚淺與廉價的答案讓人吞服，要允許懷疑

的人有咀嚼的時間。

你的團契情況如何？懷疑者真受歡迎嗎？你們能接受他與

他所發的問題嗎？或是當他最需要愛與了解的時候，卻被人視

為是問題人物？基督徒應該像主耶穌一樣地去接觸群眾，在他

們懷疑時仍接納他們，誠懇地讓他們知道懷疑並不是罪，鼓勵

他們多有思考的機會。

一個人在處理他人的疑惑時，自己對聖靈傳遞真理的方

式，要有更高一層的領會。你真相信聖靈有自我表明的能力

嗎？你相信聖靈在人心中有作見證的能力嗎？你若是相信，就

不必與有懷疑的朋友一再辯論瓶外的標籤，倒要鼓勵他嚐嚐瓶

內的好酒。鼓勵他自己去思想基督的身分與聖經中的教訓。如

果你肯給藥物一段時間，那麼神的真理必然會產生醫治的功

能。

已逝的普林斯頓神學院的神學教授希德來（ S e w a r d 
Hiltner）從事教牧輔導多年，他曾說過這樣一段令人深思的
話，他說：「如果我們自認是擁有一切答案與信心的輔導員，

卻從未懷疑過，未曾遇見任何問題，也未曾在黑森林中迷失

過，我們就還沒有資格幫助人。若想逃避低谷，我們勢必失去

高峰。若只知一味作表面工作，那麼我們與那些我們想幫助的

人，一定都無法體會生命中更有深度的一面。」

讓我們按懷疑者原本的面目接受他，你若肯陪伴他走過懷

疑的黑森林，憑著神的恩典，你們一定可以一同出現在信仰的

明光之中，最後幫助他走到你先前朝聖旅途所抵達過的目的

地。 
（本文節譯自更新傳道會出版的《歡迎懷疑者》。歡迎轉載，

但請務必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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