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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什么？

 两千年前，在犹太人的一个审判庭上站着一个人，祂宣称自己是

肉身的天主，实际上祂将世界翻了个底朝天。祂的外表质朴无华，但举

止深邃。按理说，祂完全不应该受到那后来的命运。当这人被带入审判

庭的时候，随着各扇大门的开关，人们能听见仇恨的喊叫声。这么多人

都想让祂死，你可能会觉得祂是个最可恶的人。这位被控告的人站在那

里，受到地方官长的询问：“祂是谁？祂犯了什么罪?”违犯罗马人或犹

太人律法的罪行，这人一条也没有做过；然而祂却站在这里，受到不合

法的审判。随着询问的继续，地方官长彼拉多严厉地追问祂是谁，来自

哪里，但这被控告的人只回答说祂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彼拉多自然

问祂是不是一位国王。对此问题，这人只是陈述说：“你说我是王，我

为此降生，我为此到世上来，特为真理作见证。凡从真理的人，必听从

我的话。”大惑不解的地方官长看着那称自己是天主之子的人的眼睛，

然后问到古往今来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真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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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这样一个教育和哲学盛行的世界中，人们对真理的渴望和

寻求仍处于人类思想的重要位置。我们的文化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和

变来变去的哲学。有些人声称正确的宗教是真理，也有些人声称没有真

理，也没有那赐下真理的天主。在这样一个大千世界中，关于绝对真理

的争论直至今日仍在激烈地上演着。然而，这称为耶稣的人却教导说真

理来自天主。祂说，很久以前，天主已将真理赐给了人，但人却因自己

的私欲、邪情和悖逆，拒绝真理，反而选择了虚空的谎言。因为在世界

上众多诱惑下，人们受骗太深了，所以天地的造物主决定，不但要向人

们传播真理，而且差派祂自己的儿子通过肉身，成为真理的缩影。祂的

儿子来到地上，住在人们中间，却被人仇恨、拒绝、轻视。虽然在将祂

钉上十字架之前，他们拒绝了祂的真理，祂却饶恕了所有人。自祂的可

怕的死亡以来，两千年已经过去了，祂的真理依然存在于世界上。许多

人弃绝和拒绝此真理，并且试图改变它，但是它依然存在。这真理是什

么呢？为什么耶稣说这真理很简单，连小孩子也能理解？为什么有如此



真理是什么呢？

多的人想逃离回避此真理？创造人类的天主想要让所有人知道那会释放

他们以获得自由的真理；祂为了带领他们认识此真理，写了一本书叫圣

经。除了吃喝享乐，生命肯定还有更多别的东西。生命肯定不只是挣钱

而已。在注重实用便利快捷的现代文明中，我们必须要问我们是否真的

活着？好消息就是，这真理赐给了所有人，而且通过圣经——所有真理

的源头——此真理一目了然。

 I. 第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宇宙中存在着你所不认识的主宰  

	 –	天主。

	 圣经说：“太初天主创造天地。”	你不认识祂并不是因为天主不

能被人认识，而是人拒绝寻求天主。圣经说：“没有寻求天主的。”

	 虽然世界声称有许多神明，但却无法认识真神天主，因为天主是

藉圣经显明的。你看，宇宙的天主创造了人，将人放置在地球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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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可以与祂有个人的关系。天主只寻求认识祂所创造的。

	 圣经的《以赛亚》1:2说：	

“诸天须听，地须侧耳而听，因主有言说，我养育子民，他们竟悖逆

我。”

 但人因为拒绝承认天主和祂的存在，就发明了否认天主的各样哲

学，以及将天主的拯救真理变成倚靠善行得救的各式宗教。这些哲学

否认天主的存在，竭力从地上毁掉祂的真理。他们宣称所有的宗教和

信仰都是真理，人自己所需要的就是依靠他自己。然而圣经说天主是

真理的源头，除了祂再也没有真理的源头了。天主在祂的话语中告诉

世人：

	 “我是主、在我以外并无别神、在我以外再无天主。你虽不认识

我、我也坚固你。”	 每个人都承认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但只有圣

经告诉你祂是谁。圣经说天主是独一无二的神，除了祂以外，没有别

的神。很多人只是将天主加到他们之前就存在的关于神的信仰或观念



真理是什么呢？

中，并以为将此新天主包含进他们的信仰中会祝福他们的生活。但是

圣经说只是承认天主和祂的存在不能拯救一个人，就如承认食物的存

在却不去吃，会饿死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位天主是不

够的，“你信天主只有一位，这原是好的。鬼魔也信，却战惧。”	鬼

魔们，即肮脏和罪恶的集中体现，比人类表达了更多的信心，就在于

他们惧怕天主；然而人宣称只知道天主就够了，在每日生活中却没有

对审判的惧怕，没有为自己的罪愆寻找解决方法。天主是惟一的神，

所有其他的神都是假的，是人造的，为了让人逃避对天主的责任。宇

宙的造物主说祂鄙视其他所有受造的神明，“你赞美那不能看见，不

能听见，毫无所知的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

耀归与掌管你生气和你命运的天主。”	有些人语带嘲讽地说，相信这

样的假神早已过时了；然而，今天人们所追求的钱（金、银、铜等）

和房子（盖房子需要钢铁、木材、石头等），与很久以前人们敬拜的

假神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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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按照圣经： 

• 天主是真理	—	有些人声称所有的真理都引向天主，但是天主自己

清楚陈明，今天赐给人的唯一真理就是祂的圣经。约翰福音书说：

 “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

• 天主渴望与人相交，却不能，因为人拒绝祂的真理。你的罪叫你与

天主隔绝。因着你自己的罪，你离开了天主的真理，将自己与天主

分开。天主在《耶利米书》4:22沮丧地说道：

“我民愚拙，不认识我。他们是蒙昧子类，毫无聪明，但巧于

行恶，不知行善。” 

与人类保持隔绝的状态不是天主的愿望，而是人类的自私和骄

傲直接造成的。

“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是你们的愆尤所使。你们的罪恶使主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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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掩面，不俯听你们。	－	《以赛亚书》59:2

• 天主是圣洁的，公义的，不能看你的罪，因此必要审判所有的罪。

圣经说：“主眼目清洁，不肯看妄为，不肯看恶行。”

天主是所有生命的源头，只寻求在个人的层面上认识人。没有一天我

们不呼吸祂所创造的空气，吃祂从地里产出的食物，享受祂所造的地

球的美好，然而没有一天我们不是忘记了那创造这一切的天主。因

此，我们忘记的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真的有一个创造主，我们未尽责

任去认识这位创造主。第二，你必须认识到：

 II. 第二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天主是公义的，有公义的律法（那也	

	 正是你所违背的）。

	 地球的每一天，在每一角落都充满了极度的罪恶与暴力。在社会

中，因为自私的生活方式，药品被滥用，未出生的胎儿被谋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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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欲和不道德之事如水一般被人喝掉。尽管你可能承认你没有参与

这些暴虐之事，但是人自私地寻求自己的利益，不顾一切去追求金钱

和名声。撒谎，饮酒，天天忘记天主。这些都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因

为我们不害怕犯罪的后果。天上的天主看见这些罪恶，说：

“惟愿我在旷野得有旅邸，我便舍弃我民，离他们而去，因他们

都是奸淫的，都是行诡诈的一党。主说：他们鼓舌说妄言，犹如

张弓射箭。他们在国中有势力，非用诚实，更端为恶，不认识

我。你们各当谨防朋友，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彼此欺诈，朋

友互相谗毁，互相欺骗，不肯说真话，舌习说谎，劳碌作恶。你

住在诡诈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主说的。” 

	 	 	 	 	 	 －	《耶利米书》9:2-6

 天上的天主必定审判人，因为： 

 A. 你违背了祂律法中最小的条例

• 祂的律法陈述说“不可奸淫”。虽然有些人声称他们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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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上是清白的，但是天主告诉我们，单是行为完全还是不

够，我们的内心和动机必须是正确的。耶稣在《玛太福音

书》5:27-28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奸

淫了。” 

• 祂的律法还说“不可杀人”，然而耶稣说“人若无缘无故向

兄弟动怒，也必当受审判。－《玛太福音书》5:21,22” 

• 在律法中另有一处说，“不可作假见证”。圣经又进一步

说，	“一切说谎言的必受苦。”

你看，律法受造是要教导人明白，在天主的面前，不论多么善良

的人，他仍然是个罪人。你可能会觉得天主的律法太严格了，但

正是此律法教导我们，惟独天主是完全的。罗马书3:19说律法能

够“塞住各人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 

 B. 你拒绝承认祂的存在和祂的圣洁，你就犯了罪。

• 你看，宇宙肯定有一个设计者，肯定有创造我们复杂的身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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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大脑的更高的存在者。因此，人每天为自己活，忽略他的

罪恶，不降服在天主面前，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他们虽然知

道有天主，却不按着天主尊敬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

为虚假，愚鲁的心更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蠢笨。”－	

《罗马书》1:21-22	

• 因此，人不愿意承认天主的圣洁和自己的罪恶，应该怪人自

己。因为天主是宇宙的管理者，所以祂肯定要审判罪恶。天主

说，“世人都是属我的，惟犯罪的人必要死。”  

再来看看天主为何必定审判和惩罚罪恶。“他们既不把天主存在

心里，天主也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装足了各样

不义、奸淫、邪恶、贪婪、凶狠，充满了妒忌、凶杀、争斗、诡

诈、刻薄、谗害的、毁谤的、恨天主的、傲慢的、骄纵的、自夸

的、机心作恶的、不孝父母的、愚顽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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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怨的、不慈悲的。他们虽知道天主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

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喜欢别人去行。” 你看，人想要自

由，好让自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而且没有审判。然而在天

主的眼中，不论我们的罪是多么严重或是多么轻微，都应得死。

• “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	《罗马书》3:10

无论你自认为所犯的罪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与天主的圣洁相比，

你都不能企及天主。

• “因为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罗马书》3:23

• 你的罪是有代价的。“因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

书》6:23

 C. 你自己的良善和好行为不够偿付你对天主犯下的罪恶。 

• 有些人想要贿赂天主，或用他们的好行为打动天主，但圣经清

楚陈明，我们的义不能与圣洁的天主相比。圣经说，“我们都

如不洁的人，我们所以为义的都如污秽衣服，我们衰枯犹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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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我们罪愆如风吹逐我们。”－	《以赛亚书》64:6

• 我们真的以为我们会打动一位圣洁的天主么？的确，人有时会

做善事，但是他仍不能改变他要受永恒审判并为己罪而死的命

运。圣经在《约伯记》	35:7-8说	“你若行善，于天主何益，

能使天主从你手里有何所得？你的恶只可损你的同类，你的善

只可有益世人。”

• 有些人以为，只要我们承认祂的存在，天主就会按照祂的怜悯

原谅我们，然而我们不可忘记：

• 天主不能忽略你的罪。你可能期望天主审判希特勒、杨志新

等人的罪，而轻恕你的罪，因为你不认为自己的罪是邪恶

的。但是你必须问问自己，是什么让希特勒成为那样的人

呢？他自己？还是他母亲对他的虐待？

• 为了让天主继续作公义的天主，人就必须为其罪恶偿还代

价	-	“耶和华是施报的天主，必定报应。”	－	《耶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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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51:56

• 因为律法要求人犯罪就死，只有流血才能免除他的刑罚。圣

经说，“按律法，若没有流血，就不能赦罪了。”	－	《希

伯来书》9:22

D.	 祂是公义的天主，必须要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人到了生

命的尽头，都必须站在天主面前，因自己的行为接受天主的审判。

注意天主的警告：“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受审判。”

因为天主是公平的，所以祂审判我们，只会根据我们的行为和所做

的事。圣经在最后一卷书描写了所有人的最后审判。我们在此看见

了天主的公平：“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

的死人。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	《默示录》20:13   

 III. 人类忘记的第三个最重要真理是，要审判我们的律法不是 

  别的，正是记载于圣经的律法。圣经教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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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所有罪，不论大的小的，都会受到审判。我们声称我们的罪是

很轻微的，别人的罪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天主不做这样的区别。祂只

是说，罪人，不论大的还是小的，都要按照祂的圣经受审判。

“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天地都从祂面前隐遁，

不再见了。我又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卷

展开，又另有一卷书展开，就是生命书。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

所记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默示录》20:11-12

 B. 你的罪要被审判，因为你犯的罪是得罪天主的罪。虽然政府有

执法人员执行公义，但天主不属于这个世界。祂肯定会在地球时代的

末日审判罪恶。圣经提醒我们：“人若得罪人，士师可以审判他。人

若得罪主，谁能为他哀求呢（《撒母耳上》2:25）？”如果你干犯了

人的法律，你会受到人的法律的惩罚；但如果你干犯了天主，谁将审

判你呢？天主自己会执行公义。祂是宇宙的公义的审判者。 

 C. 天主自己不会违背祂自己的律法，因此死亡是你的罪恶的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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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天主告诉祂的先知们：	“惟犯罪的人必要死亡”，请记住所有

人在死后都会受到审判。律法所提到的死亡不是身体的死亡，而是永

恒的死亡。圣经称这样的死亡是第二次死亡。 

 D. 这第二次死亡是在火湖里的永恒的死。圣经为我们列出了要入

到此痛苦之地的几种人：“惟有畏怯的、不信的、可恶的、杀人的、

行奸淫的、有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言的，他们都必在硫磺的

火坑里受苦。这是第二次的死亡。”－《默示录》21:8

• 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审判之地，其中有永不灭的

火，“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	《玛可福

音书》9:44

• 此火湖充满了黑暗和无法形容的痛苦	 -	 “在那里昼夜痛

苦，永世无穷。”－	《默示录》20:10 

• 因为你拒绝耶稣为你作的牺牲（赎罪祭），在永恒中，你

将是你自己的牺牲（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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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此知识将我们带到第四个真理面前，即天主喜爱怜悯，祂已经为

你的罪提供了一个代替者。读了以上三个真理后，人很容易感觉到天主

是严厉的，应当受人敬畏。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天主事实上喜爱饶恕

罪恶。天主的百姓论到祂的怜悯时说，“有何神能比主。主的遗民有愆

尤，主便宽宥；有罪恶，主便赦免。主喜爱施恩，不永远怀怒。主必再

怜悯我们，除灭我们的愆尤，将民的一切罪恶投在深渊。”－	 弥迦书

7:18，19

	与罪人相反，天主不喜爱惩罚罪人。天主说：“我断不愿恶人死亡，惟

愿恶人悔改恶行，得以存活（《以西结书》	33:11）。”	因为天主乐意

饶恕罪人，因此提供了一个计划，可以洗净人的罪。

 A. 第一，天主成为肉身，住在地上，所以祂能代替你死。作为天

主的耶稣，就是圣经所说的与天主同在的那一位。

“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这道太初与天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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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

理。我们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的独生子的荣光。”－《约

翰福音书》1:1，2，14

耶稣在交出祂的生命，为你、我的罪承受天主的震怒和审判之前，祂

祷告祂的父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叫你的儿子

也荣耀你。因为你曾将管理万民的权柄赐给祂，叫祂也将永生赐给你

所赐给我的人。认识你是独一真天主，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

督，这就是永生。”

 B. 第二，天主的儿子耶稣为你承受了地狱的刑罚和审判，在十

字架上背负你所有的罪，好叫你可以存活。律法要求罪恶必须付出代

价；耶稣忍受了死亡和地狱，好叫你能得自由。“祂被钉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因祂受鞭打，你

们就得痊愈。”-	《彼得前书》2:24

• 耶稣，天主的完美之子，选择在祂的肉身上背负你的罪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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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叫那无罪的替我们作了罪人，使我们靠祂，在天主面前称为义

人。”－《哥林多后书》5:21

• 犯罪就应该死，但是耶稣的牺牲偿还了我们的债，赐给我们赦罪的

免费礼物。你记得犯罪须有代价，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天主的礼

物，通过我们的主基督，就是永生。因此我们能看见那赐给你赦罪

的免费礼物的天主之良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

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所赐的，也不是靠着功劳，这样才免得有人

自夸。”天主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洗净我们自己的罪，就要求祂儿子

以义遮盖我们的罪。“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有行善的功劳，

乃是因主施怜悯，使我们受洗重生，赐我们圣灵复新，我们就得救

了。”-《提多书》3:5

 C. 第三，天主为你的罪提供了一个代替者，就允许我们藉着耶稣

自己的公义被称为公义。朋友，请听圣经的好消息：“这样说来，因一



真理是什么呢？

人的罪，众人都被定罪；因一人的义，众人都称义得永生了。”－	《罗

马书》5:18

• 因为你违背了天主的律法，所以你是有罪的，应得到审判；但是耶

稣，天主无瑕疵的羔羊，代替你受了你应得的惩罚，所以你就能获得

祂的公义。请仔细阅读下列解释耶稣为你罪牺牲的经文：

“我们晓得凡律法上的话，是对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住各人

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所以，靠着遵行律

法，无一人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如今

天主之义在律法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作见证，就是天主

因人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无分别。因

为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如今蒙天主的恩典，白白

地得称为义，都因基督耶稣赎了人的罪。天主设立耶稣作挽回

的祭物，使人信祂流血之功，可得赦免，正为显明天主之义，

在先时用容忍的心宽恕人罪。”-《罗马书》3: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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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你想用洗礼、善行、宗教作为你犯罪的代替者，你这些微

不足道的努力只会拦阻你得到天主免费的礼物－救恩。你看，礼物是

免费的，与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圣经谈到恩典时说：“若是出于

恩，就不在乎功，不然，恩就不是恩了。若是出于功，就算不得恩，

不然，功也就不是功了。（《罗》11:6）”圣经总结说，“所以，我

们看准了人是因信称义，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3:28

• 耶稣作为你的中保，没有努力让审判者相信你的良善，而是让审判

者相信祂的良善以及祂乐意承受你的惩罚。感谢主耶稣作我们的中

保。“只有一位天主。在天主世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

人的基督耶稣。”－《提摩太前书》2:5

记住：

• 虽然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我们能蒙戴基督的公义，可以得救。人

不能通过他自己所谓的公义，使自己解脱罪的重担。

• 这罪的饶恕是最终性的，也就是说，耶稣的宝血为我们的救赎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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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印，不再要求更多的偿还了，因此你的罪不能使天主的恩典

无效。“又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迁移到祂爱子的

国里去。我们因爱子得蒙救赎，赦免罪恶，这都是靠祂流血之

功。”-	《哥罗西书》1:13，14

 V. 最后的一个真理，可能是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你只有相信耶稣并

向天主悔改，才能得到饶恕。很多宗教加上善行，或要求你加入某个教

会。有些人甚至宣称天主选择了你得救，然而圣经没有改变。

“（使徒们）劝勉犹太人、希腊人悔改，归向天主，信服我主耶稣

基督。”－（《使徒行转》20:21）

你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使之很简单。

 A. 什么是悔改？悔改是心意或方向的改变。虽然它常常包含行为

的改变，但悔改来源于一个更新的心意，一个要改变的选择，源于

人相信圣经对人和人的罪的记录。你既然听见有一位天主，祂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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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就面临着一个决定：是否通过信心

接受的耶稣基督作为你的公义。圣经这样描述人：	 “你们从前不晓

得天主，所事奉的神原不是天主。现在你们认识天主，却是蒙天主

认识。你们为何还要从那软弱无用的小学，再被他管束作奴仆呢（

《迦拉太书》4:8,9）。”	 你以前不认识天主，现在你认识了祂；

如果你相信祂，你就能被祂所认识。

 B. 什么是信心？信心是盼望，即你对基督作为你的挽回祭的信

靠将会拯救你脱离罪愆。“祂是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的祭，不但为

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约一》2:2）；我们没有爱天主，

天主却爱我们，差遣祂的儿子为我们赎罪。这就是爱了（《约一》 

4:10）。”

圣经是很简单的。“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呼求天主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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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你可怜的灵魂，单单信靠基督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 

“求天主怜悯我这有罪的人。”

 那么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天生的罪人可以认识一位公义

的天主。你，一位被定罪的罪人，可以获得饶恕。天主自己正在呼唤你

认识真理，寻求祂对你的罪愆的赦免。“主说，你们都来，我们彼此辩

白。你们的罪虽显如朱红，我必使变如雪白，虽红如丹颜，我必使白如

羊绒。”	 真理不是宗教，不是宗派，不是科学假说，也不是信条体系，

真理是一个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

人能到我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6）。”	 圣经说，惟有天主是真

的，人都是假的。当彼拉多站在全世界的救主面前问“真理是什么”

时，他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真理在肉身的显现。真理在地上时，彼

拉多从真理那里听到的最后的话是	 “我为此降生，我为此到世上来，特

为真理作见证。凡从真理的人，必听我的话（《约翰福音书》	 18:37）



真理是什么呢？

。”	 今日你已经被告知了真理。现在你要选择，是拒绝天主赦罪的真

理，还是接受真理耶稣为你的救主。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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