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 11-13 章

12/19/2021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使⽤權限 Attribution 本教會網站所提供的教育事⼯內容主
要是主⽇學，主⽇講道，特別聚會，和 查經材料，包括講
義和⾳像。歡迎本會弟兄姐妹及各地基督徒免費使⽤。使
⽤時請提及出處（本教會及其作者）。

本讀經班教材乃根據王⽂堂牧師的原著編修



卓越的靈命生活 (10:19-40)

靈命生活的“因為”（10:19-22A）
1.因為到神面前的路通了：我們因耶穌的血，得以進入至聖所
（到神面前）
➢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
子就是祂的身體，10:19-20

2.因為基督當家了：因有一位大祭司，治理神的家，10:21

3.因為我們被潔净了：因我們心中天良的虧欠已經被灑去，10：
22A



靈命生活的“所以”（10:22B-25）
1.所以要來到神的面前：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來到
神的面前。10:22B

2.所以要堅守在基督裡的盼望：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
不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10:23

3.所以要彼此相愛：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勵行善。
10:24

4.所以要恆心聚會：你們不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了的
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子臨近，就更當如此。
10:25



背道與恆忍：再次的警告(10:26-31)
a) 背道的是誰？(10:26)

➢ 6:4-8所說的他們，是那些聽過福⾳而幾乎信主（長期的慕道友），似乎信主
（掛名的基督徒），但卻從未真心信主的人

b) 背道的做了甚麼？ (10:29)

➢踐踏神的兒子

➢將基督立約的血當作平常

➢褻慢施恩的聖靈

c) 為何不可背道？

➢因為背道之後罪就不得赦免：贖罪的祭就再也沒有了 10:26

➢因為背道之後將面臨可怕的刑罰（落在永生神的手裡真是可怕）10:31



背道與恆忍：信徒當恆忍(10:32-39)
甚麼是恆忍（perseverance）？

➢恆忍就是信主信到底，將所信的道持守到底，即使遇到很大的逼迫，很大的打
擊，也永不變心，永遠對主忠誠。

信徒當恆忍：你們必須忍耐，10:32~39

1. 因為你們過去一直在忍耐：

 你們要追念往⽇，蒙了光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 10:32

2.  所以你們不要害怕：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10:35

3. 你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10:36

4.  因為我們是有信心的人：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10:39



卓越的信心生活(11章)

信心的定義：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11:1)

➢這是一個“功能性的定義＂：信心就是給盼望做實底（紮實的
根底），給未見之事做確據（確實的證據）的那個東西。

➢因為有信心，所以我們對所盼望的（如：神的應許）有把握。

➢因為有信心，所以我們對看不見的（如：神）能肯定。



憑信心生活的人們

•我們因著信

➢ 就知道諸世界是藉著神話語造成的。11:3

•他們因著信

1. 亞伯因著信 11:4

➢ 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

2. 以諾因著信 11:5

➢ 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

3. 挪亞因著信 11:7

➢ （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
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憑信心生活的人們
4. 亞伯拉罕因著信 11:8

➢ 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裏去。（順服）

➢ 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順服）

➢ 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順服）

5. 撒拉因著信 11:11

➢ 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因她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相信）

6. 以撒因著信 11:20

➢ 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7. 雅各因著信 11:21

➢ 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扶著杖頭敬拜神。

8. 約瑟因著信 11:22
➢ 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



憑信心生活的人們
9.  摩西的父母因著信 11:23
➢把他藏了三個月，並不怕王命。

10. 摩西因著信 11:24
➢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
➢就守逾越節，行灑血的禮。

11. 以色列人因著信 11:30
➢過紅海如行乾地。
➢圍繞耶利哥城七⽇，城牆就倒塌了。

12. 喇和因著信 11:31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



不必细说的凭信心生活的人。

有名的人和不提名的众先知。32-38

第3个结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
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
的人必須 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11:6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
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
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
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

的。所以 神被称为他们的 神，并不以为耻，因

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11:13-16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
许的。11:39

三个结论



12:1-3：總結十一章

奔那前頭的路程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
當：

1. 放下各樣的重擔（攔阻你奔跑的事物）

2.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罪容易纏人，但可以脫去）

3. 存心忍耐（以恆忍的心）

4.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12:1-3：總結十一章

仰望耶穌

1. 他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 信心從耶穌開始，在耶穌裡成全）

2.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
的苦難（為了完成神的旨意而積極地恆忍）

3. 他坐在神寶座的右邊（掌權者，代求者）

4.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opposition, NIV. hostility, NASB. 
contradiction, KJV.）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1. 受管教的態度：

不可輕看：

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

不可灰心：

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神的管教（12:4-13）



2.  受管教的特權：
有神管教是極大的特權：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
12:7

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
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他得生嗎？12:9

只有兒子才受管教，沒有管教因為不是兒子：

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
不是兒子了。12:8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12:6



3. 受管教的目的：

成為聖潔（像神）：

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
聖潔上有分。12:10

結出平安的義果：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
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12:11



结论

勇敢向前：

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也要為自己
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腳，反得痊癒。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第3次劝勉与警告（12:14-29）

劝勉

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要追求圣洁。

警告

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



地上和天上的对比

地上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

天上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

对比的目的是要谨慎。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结论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虔诚，敬

畏的心侍奉神。



4. 卓越的日常生活

1. 要有愛心：

• 彼此相愛：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

• 接待客旅：不可忘記⽤愛心接待客旅。

• 紀念受苦者：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纪念遭苦害的人。

2. 要保持婚姻的聖潔：

• 尊重婚姻：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 不可行淫：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
審判。



4. 不可貪財：

• 要知足：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

• 要相信主：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5. 想念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 效法他们的信心。

•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6. 不可旁鶩：

• 要專心正道：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

• 要倚靠主恩：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纔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

7. 不可忘記行善：

•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1. 要常常頌讚神：

• 靠主頌讚：我們應當靠著那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

• 嘴唇的果子：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4. 不可忘記行善：

•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
所喜悅的。

5. 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

• 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



信徒與引導者的關係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
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
們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人。你們要使
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
益了。



信徒與引導者的關係

他們

1. 引導（lead, rule over）你們

2. 傳神的道給你們

你們

1. 要效法他們的信心

2. 要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結果 outcome, result）

3. 要依從（obey）他們、順服（submit to）他們

因他們為你們時刻警醒，要向主交帳；你們要使他們在交帳的時
候有快樂，不要憂愁，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



牧師與會眾

一間教會的牧師退休了，聘牧很久，終於請到一位牧師。
一開始大家都很興奮，漸漸地，會眾感到牧師太沉悶，抱
怨不滿的聲量逐漸增大，迫使牧師辭職。

又聘牧很久、很久，終於請到一位牧師。一開始家大家都
很興奮，漸漸地，會眾感到牧師的話太多，抱怨不滿的聲
量逐漸增大，又迫使牧師辭職。

逐漸有人離開，聚會的人數不斷減少，也無人信主受浸。
剩下的會眾仍在禱告，求神賜給他們一位既不沉悶、話又
不多、合神心意的僕人…



牧師與會眾

牧師的職責有三：引導，
宣講，牧養（to lead, to 
proclaim, to shepherd）

1. 牧師必須引導，帶領教會
走神的道路。

2. 牧師必須宣講，傳神的道，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

3. 牧師必須牧養，愛護神的
羊群。

ShepherdProclaim

Lead

牧師的職責



希伯来书总结

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13：22

劝勉的话: 10:19-25。承上启下。

为什么？1-10章，耶稣所成就的救恩。

11章在信上得了美好证据的见证人。

12:14,  25,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