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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希望生命能有所成就，感到自己毕竟不枉此生。倘若有人认为自己知道

如何生活得惬意，甚至有意义，这至少也值得我们去看个究竟。世界上不同的

宗教信仰又如何？我们能否从中找到一些令生命更稳妥及更有价值的东西？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几个世界主流的信仰体系：印度教、新纪元、佛教、伊

斯兰教及基督教。你会看见这些信仰一些概略的描述、彼此不同的特点以及

人们能够从中得到些甚么。 

印度教 

大部分印度教徒信奉多神，这些神祇大概有三十万种之多。他们指向那被称为

「终极现实」或「梵天」的普遍性精神。梵天并非一位神祇，而只是代表那终

极的一体性。 

印度教徒相信他们今生的景况皆由前生的所作所为决定。若他们前生作恶多

端，他们或会于今生经历百般的苦楚。印度教徒的目标是脱离因果报应及不断

的转世投胎。 

终止这因果循环有三个可行的方法： 

1. 钟情地敬奉任何一个印度教的神或女神； 

2. 借着对梵天的冥想增长智慧，认定生命中的各种情况实属虚假，自我也是一

种幻象，只有梵天才是真实； 

3. 投身于各样的宗教仪式及礼仪。 

印度教对个人的好处是，信徒能自由地选择如何迈向完美的灵性。另外一个好

处是，印度教对世上的苦难及罪恶都有解释。印度教认为任何一个人经历苦
                                                 
 这些宗教各自有其不同信念的教派。以下主要谈及该信仰的核心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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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无论是疾病、饥荒或灾难，都是该人前生胡作非为所致。只有灵魂才终有

一日不再轮回而得到安息。 

新纪元 

新纪元主张发展个人本身的力量或神性。当谈及上帝的时候，新纪元的信徒不

是指向一位超越的、个人的及创造宇宙的上帝，而是指向自己内在更高一筹的

意识。新纪元的信徒会视自己为上帝及宇宙。事实上，一个人所看见、听到、

感觉或想象的都可以被视为神圣的。 

在高度的兼容并蓄下，新纪元展示自己为古代宗教传统的汇集。与印度教一

样，它承认很多不同的神及女神。世界被视为所有灵界的来源，有自己的智

慧、情感及神性。然而，驾驭在一切之上的是自我。自我是一切的起源者、控

制者及上帝。在一个人的意志范围以外再没有真实的。 

新纪元教导大量西方的神秘主义，以及精神的、形而上的及通灵的技巧，例如

呼吸运动、吟唱、击鼓及冥想等等，以发展一个转化的意识及个人的神性。 

新纪元的其中一个好处是，一个人任何的负面经历都被视为一种幻象。这些经

历如失败、伤心、愤怒、自私及受伤害。信徒相信他们绝对拥有生命的主权，

因此他们的生命不会有错误、负面及痛苦。这样发展出来的信仰将一个人逐步

抽离客观、外在的现实；他至终成为自己的神，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现实中。 

佛教 

佛教徒不敬奉任何神明或上帝，但很多教外人却以为他们敬奉佛祖。然而，佛

祖(释迦牟尼)从未声称自己是神，佛教徒亦反对任何有关超自然能力的说法。

宇宙靠自然定律运作，生命被视为由痛苦组成：出生之苦、疾病之苦、死亡之

苦、不断哀伤及绝望之苦。大部份佛教徒相信每一个人有数以百计或千计的投

胎转世，全部都带来哀伤。导致投胎转世的原因是人类对愉快的渴求。因此，

佛教徒的目标是净化自己的心灵和放弃所有的欲望。佛教徒必须禁戒一切官能

上的快感，以及一切的邪恶、欢乐及悲伤。 

要达至这境界，佛教徒需跟从一系列的宗教原则及深切的冥想。佛教徒的冥想

并不等同祈祷或专注于一位神明，而是一种自律的行动。透过投入的冥想，人

可能进入涅盘---「熄灭」欲望之火。 

佛教对个人的好处是大部份宗教都有的：佛教为人们提供纪律、价值及生活的

指引。部份佛教的生活指引包括：不可杀生；禁戒所有官能上的快感；除掉所

有邪恶的品格、欢乐和悲伤。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徒相信只有一位全能的上帝，称为亚拉。祂至高无上，且与人保持距

离。亚拉被视为宇宙的创造者，以及所有善与恶的来源。每件发生的事都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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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旨意。祂是一位有能力及严正的审判者，渺小的人们实在无法与祂接近。

因此，人们不可能个别地与亚拉建立关系，亦谈不上对祂有甚么认识。 

尽管伊斯兰教徒尊崇数字先知，穆罕默德被视为 后的一位，其说话及生活模

式是信徒的权威。成为伊斯兰教徒需履行以下五个宗教责任： 

1. 重读有关亚拉及穆罕默德的信条； 

2. 每日以亚拉伯文背诵一些祷词五次； 

3. 向有需要的人施予援手； 

4. 每年有一个月需从日出至日落不吃、不喝、不烟及不作性行为。 

5. 一生人中有一次到麦加的圣殿朝圣。到死亡的时候 - 根据一个人对这些责任

的忠诚度 - 一个伊斯兰教徒可望进入天堂，一个感官快慰的地方。否则，他

们将永远在地狱受刑。 

作为伊斯兰教徒的好处是，伊斯兰教符合很多人对宗教及神明的期望。伊斯兰

教主张这世界只有一位至高上帝，人们能透过履行严谨的宗教责任敬拜祂。祂

被视为一位按己意行作万事，人类无法企及的大能上帝。一个人死后则按其对

宗教的投入程度得到赏罚。 

基督教 

基督徒相信一位慈爱的上帝，祂已向世人展示自己，人们亦能从生命中个别认

识祂。基督徒的重点不在宗教仪式或好行为，而在享受与上帝的关系及更认识

祂。 

对耶稣基督本身而不单是对其教导的信心，成为基督徒经历喜乐及有意义人生

的途径。耶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说自己是上帝的先知或是启蒙老师。反之，祂

声称自己是道成内身的上帝。祂行神迹、赦免人的罪及宣称凡信祂的必享永

生。祂曾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

光。」(约翰福音 8 章 12 节) 

基督徒视圣经为上帝给人留下的文字信息。圣经除了是耶稣在世时的生活及行

神迹的记录外，它也显明上帝的性情、祂的爱和真理，以及人们可以如何跟祂

建立关系。 

基督教的好处是，信徒无论经历生命中的任何景况，都能肯定地向那位真正爱

他们，有智慧及能力的上帝寻求帮助。基督徒相信上帝会响应祷告，生命亦因

他们活着荣耀上帝而变得有意义。 

有没有分别？ 

探讨过这些主流宗教信仰，以及它们对神的看法后，我们找到很大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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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教徒相信 300,000 位神。 
 佛教徒说没有神。 
 新纪元的信徒相信他们便是上帝。 
 伊斯兰教相信有一位有能力但远离他们的上帝。 
 基督徒相信一位慈爱且能接近的上帝。 

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敬奉同一位上帝？显然不是！新纪元希望每一个人能逐步

集中于宇宙性的意识，但它会要求伊斯兰教放弃它们那独一的上帝、印度教放

弃它们所有的神，以及要求佛教认同有一位上帝。 

世界主流宗教(印度教、新纪元、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各有其独特之

处。但他们中间只有一个肯定有一位个人的、慈爱的上帝，而这位上帝是人可

以在今生认识的。只有基督教指出有一位上帝欢迎我们与祂建立关系，一位爱

我们，愿意陪伴我们的安慰者、辅导者及大能者。 

在印度教，一个人必须尝试凭己力从因果报应中得到释放。新纪元的信徒需要

在自己的神性上努力。在佛教，各人必须各自摆脱欲望。伊斯兰教徒则因希望

死后进入天堂而履行宗教责任。只有从基督教中能看见人与上帝的关系。 

人能在今生与上帝结连吗？ 

答案是能够的。你不但可以与上帝结连，也可以知道你是完全被祂所爱及接受

的。上帝可不是天真的，祂知道你的罪(即你所做的坏事，和没有做的好事)。
然而，上帝仍愿意按祂的慈爱与你建立关系，而不是只有审判。没有其他宗教

会告诉你人类能够跟宇宙的创造者建立这样的关系。 

印度教、新纪元、佛教及伊斯兰教皆使信众各自为政，争取灵性的完美。佛祖

从没宣称自己无罪、穆罕默德也承认他需要被宽恕。「不论其他先知、宗教领

袖及教师有多聪明、有天份及有影响力，他们仍知道自己其实与我们一样的不

完美。」(Erwin W. Lutzer, Christ Among Other Gods (Chicago: Moody Press, 
1994), p.63) 

然而，耶稣基督从未曾暗示自己有罪。反之，祂宽恕人的罪，亦希望宽恕你的

罪。我们都知道自己有错、一些会令别人看不起我们的生活习惯、一些我们自

己也不想它存在的生活范畴……或许这些是癖好、坏脾气、不洁或令人讨厌的

事。上帝爱我们但憎恶罪恶，祂亦已说明罪的结果就是死亡---与祂永远的分

开。然而，上帝给我们得宽恕的机会，祂借着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

来到世间，钉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死。圣经说：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约翰一书 3 章 16 节) 

上帝因着耶稣的死给你完全的宽恕，意思是宽恕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及将

来的罪。耶稣已替我们还清了这些罪债。你曾否得到人的宽恕，然后那人却避

开你？这不是上帝的宽恕，祂创造了宇宙，爱你且愿与你建立关系。「上帝差

祂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祂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了。」(约
翰一书 4 章 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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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么其他宗教能真正使我们从罪咎中得释放？所有别的宗教都让人去承担自

己的错失，希望明天会变得较好。在人类所知道的宗教中，你只能从基督教中

看到上帝来到人间，提供一条让我们认识祂的途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

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 

上帝期望我们认识祂 

上帝创造我们，使我们能与祂建立关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

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 6 章

35 节)耶稣不单呼召人跟从祂的教导，也跟从祂自己。祂说：「我是道路、真

理、生命。」(约翰福音 14 章 6 节) 「在声称自己就是真理的时候，基督不像

其他先知一样，只说他们所讲论的是真理。」 (Lutzer, p.106) 

耶稣说自己与上帝同等，并加以明证。耶稣说祂会被挂在十字架上，并于死后

三日从死里复活。祂没有说自己会在将来投胎转世。( 又有谁知道他有没有转

世？ )祂却说被埋葬后三日，会活生生地向目睹祂被钉十字架的人显现。就在

死后第三日，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很多人明说他们看见活生生的耶稣。他现在

应许我们永生。 

双向的关系 

很多宗教都强调一个人灵性上的付出，基督教却是一个你与上帝彼此互动的关

系。祂欢迎我们到祂那里。「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祂的，耶和华便

与他们相近。」(诗篇 145 篇 18 节)你可以与上帝沟通，祂会答复你的祈祷、

给你更大的平安及喜乐、为你指示方向、向你表达爱及改变你的生命。耶稣

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 10 章 10 节)
这并不表示生命会变得完美或全无困难，而是在生命中，你能与上帝建立关

系，祂亦愿意介入你的生命，忠于对你的爱。 

这亦不是委身于自我改善的方法，如 Eight Fold Path、Five Pillars、冥想、好

行为或甚至十诫。这些似乎都是对灵性一条清楚、仔细介定且容易跟从的路。

然而，这些路艰辛地企图迈向完美，与上帝的结连却仍有距离。我们的盼望并

不在于跟从律法或标准，而是知道有一位救主，祂因着我们的信心及自己的牺

牲，完全的接纳我们。 

你是否也希望得到完全的宽恕，个人地了解上帝对你的爱？ 

开始与神的关系 

你可以现在便开始与上帝的关系。这很简单，只需求上帝宽恕你的罪，并邀请

祂进入你的生命中。耶稣说：「看哪，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

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启示录 3 章 20 节)你是否也希望与创

造你、深爱你的主开始建立关系？你现在便可以了，只需告诉祂你内心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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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主啊，我求你宽恕我的罪，且如今便进入我的心。感谢耶稣基督为我的

罪死，亦感谢你按你所说的一样进入我的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祂(耶稣)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

神的儿女。」(约翰福音 1 章 12 节) 倘若你求耶稣现在便进入你的内心，你便

已和祂开始了个人的关系。这就像你刚遇见上帝，祂希望帮助你成长，以认识

祂更多、明白祂对你的爱及以智慧引导你作生命中遇到的抉择。圣经中的约翰

一书是一卷让你更了解与上帝关系的书卷。或许你想告诉其他人你邀请耶稣进

入你内心的决定。 

在其他的宗教中，人与该宗教的教导、思想、路向及仪式有所关连。在基督教

中，人可以与大能及慈爱的上帝建立关系。你可以与祂倾谈，祂会从现在开始

便在生活中指引你。祂不会只指示你向一条路、或是一种哲学思想走去。反

之，祂欢迎你认识祂、经历喜乐及在生命的挑战中对慈爱的上帝有信心。「你

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祂的儿

女。 」(约翰一书 3 章 1 节) 

 
 
 
 
基督教在线中文资源中心(OCCR)版权所有©2003 
OCCR 鸣谢 Leadership University 及文章原作者允许翻译并在网上发表本文。 
读者可免费下载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唯必须全文下载，包括本版权声明，并在引

用时声明出处。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introduction/citationandcopyrights.htm。 
本文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022.htm 
OCCR 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 
 
 
 

繁体 PDF 档下载｜简体 PDF 档下载｜观看简体 html 檔｜英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