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2014 圣诞诗班 (DVD, $5)

一對一門徒造就导师班

 1/19/15, Mon, 7:30pm

恩光父親 (鍾牧師): 1/24, Sat, 追思礼拜

新年聚餐/福音分享 (2/28, Sat, 6pm)

姊妹会 (2/12, Thur, 9:30am)

 家庭健康講座: “愛在我家; 你心知我心”

 陳振威醫生

常青組春節聚會 (2/19, Thur, 9:30am)

醫治禱告: 谷弟兄/Susanna/Alice



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3:1-19

(pp. 1823-1824)



1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
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2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
全家盡忠一樣。 3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
得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
。 4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
物的就是神。 5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
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 6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
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
他的家了。



7 聖靈有話說: “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8 就
不可硬著心, 像在曠野惹他發怒, 試探他的
時候一樣. 9 在那裡, 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
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 10 所以,
我厭煩那世代的人, 說: ‘他們心裡常常迷糊,
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11我就在怒中起誓說: ‘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12 弟兄們,
你們要謹慎, 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
的惡心, 把永生神離棄了. 13 總要趁著還有
今日, 天天彼此相勸, 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
罪迷惑, 心裡就剛硬了. 14 我們若將起初確
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份了。



15經上說: “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
硬著心,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16 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豈
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17
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豈不是那些
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 18 又向誰起
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
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 19 這樣看來，他
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SERMON

信息

1/18/15



“真會友 True Church Members”

(Part 2)

(希伯來書 3:1-19)

邓牧師



圣经的影响力:好莱坞!

“Noah 挪亚”, “Exodus: Gods & Kings” (2014)

3500 年前: 以色列人出埃及 –与我们何关?

希伯来书 3: 息息相关! 生死攸关!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 可以知
兴替; 以人为镜, 可以知得失!” (唐太宗)

3:1-6效仿摩西, 基督的忠心

摩西: 神家之中; 忠心仆人!

基督: 神家之上; 忠心儿子!

3:6b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来 3 以色列人出埃及: 息息相关! 生死攸关!
3:1-6 效仿摩西, 基督的忠心! (正面鼓励)

3:6b “. .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 .是他的家了.”
3:7-19逃避以色列人的不忠心! (负面警告)
vv. 7-11 (诗 95:7-11) 圣灵的警告

vv. 12-13 新约旷野一代的抉择 (See, 不信)
v. 14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v. 15 (诗 95:7-8) 圣经的警告
vv. 16-18 旧约旷野一代的反省
v. 19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
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See, 不信)



3:7-19逃避以色列人的不忠心! (负面警告)

vv. 7-11 (诗 95:7-11): 大卫时代, 反省历史

诗 95:1-6 “来啊, 歌唱, 欢呼, 敬拜” (向神崇拜)

诗 95:7-11 “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听神的话)

主日崇拜: 听神的话!

传神的道: 葛大牧师 or 邓小牧师 (不用自卑)

v. 7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 . .”

“圣灵说” (圣经的神性): 人的话? -孔孟之道?

“今日” (圣经的永恒性):

大卫时代, 罗马教会, CBCOC

“若听他的话” (1/18/2015): 接受 or 拒绝?



来 3:7-11 (诗 95:7-11): 旷野一代拒绝神的话!
vv. 8-9 旷野一代的特点 (出 17)
钢硬的心 (顽固, 死硬派, 不悔改):
不听, 不信, 不服, 神的话

表现 (出 17): “像在旷野 . . . 的时候一样”
 “惹他发怒 (反抗神)” (米利巴) 
 “试探他” (玛撒) 
 “试我探我, . .四十年. .心里常常迷糊, 不晓
得我的作为 (道路)” (浪子迷羊, 偏行己路) 

 vv. 10-11 旷野一代的结局 (民 14)
讨神厌! 惹神气! 被咒诅! 失安息!
旷野一代: 拒绝神的话; 搞神的反革命!



v. 15 (诗 95:7-8) 经上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
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vv. 16-19 旷野一代 (四十年) 的教训
“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 (经历拯救)
“硬着心: 听见他话, 惹他发怒” (反抗神)
“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的 (生气)” (惹神生气)
“那些犯罪, 尸首倒在旷野的人” (被咒诅)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 (不入应许地)
“不信从的人; 不信的一代” (不信靠顺服)

CBCOC 橙县的一代 (四十年):
像不像旷野的一代?

不像! – “尸首没有倒在 Anaheim!”



旷野一代 (四十年) 反抗神的表现 (民 14):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 亚伦发怨言, 全会众对
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
在这旷野! . . 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 . 耶
和华说: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 我忍耐他们
要到几时呢? 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 我
都听见了. . .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我必要照
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你们的尸首必
倒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凡 . . 向我发怨言
的, 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 . . 的那地, . . .”

CBCOC 橙县的一代 (四十年):
像不像旷野的一代? --发怨言? 回 “埃及”?



vv. 16-19 旷野一代 (四十年) 的教训 (民 14)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 亚伦发怨言, . .我们回
埃及去岂不好吗? . . . 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
怨言, 我都听见了.”

CBCOC 橙县的一代 (四十年): 像旷野的一代? 
回 “埃及”: “Good old days! 想当年, . . .” 

“Be Transformed! – why?”
发怨言: 教会问题; 同工提名; 怨声载道

“If the Senior Pastor . . .”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
可指摘, 诚实无伪, 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
无瑕疵的儿女.”



CBCOC (像旷野的一代): 发怨言, 起争论
3:7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 . .” (悔改机会)

vv. 12-14 新约 “旷野一代” 的劝勉:
“弟兄们, 谨慎!”: 离弃永生神 (背道 Apostasy)
保守己心 (vv. 12-13) “不信恶心, 心里刚硬”
箴言 4:23
诗 51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结 36 “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将新灵放在你们
里面,又从你们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使 2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来 4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两刃
的剑更快,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vv. 12-14 新约 “旷野一代” 的劝勉:
“弟兄们, 谨慎!”: 离弃永生神 (背道 Apostasy)
保守己心 (vv. 12-13) “不信恶心, 心里刚硬”
罪的迷惑 (v. 13): “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
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
所存纯一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
娃一样.”

So Stupid!



vv. 12-14 新约 “旷野一代” 的劝勉:
“弟兄们, 谨慎!”: 离弃永生神 (背道 Apostasy)
保守己心 (vv. 12-13) “不信恶心, 心里刚硬”
罪的迷惑 (v. 13): “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彼此相劝 (v. 13): “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教会的责任: “人子啊, 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
望的人, 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

天天劝勉, 谁的责任? –牧师? 老师? 组长?
 “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一對一門徒造就导师班

劝勉: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
元首基督.”  (诚实话: “你不爱我?!”)



vv. 12-14 新约 “旷野一代” 的劝勉:
“弟兄们, 谨慎!”: 离弃永生神 (背道 Apostasy)
保守己心 (vv. 12-13) “不信恶心, 心里刚硬”
罪的迷惑 (v. 13): “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彼此相劝 (v. 13): “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坚忍到底 (v. 14):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起初确实的信心” (受浸宣告)
v. 6 “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英国牧师: 同性恋罪的迷惑
美国军牧: 战争丑恶的打击
中国同工: 起初信心的夸口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29 

“Trust and Obey” 

“信靠順服”



#329 Trust and Obey 1/4

當我與主同行, 在祂話的光中, 

何等榮耀照亮我路程

當我肯聽主命, 祂就充滿我心, 

信靠順服者主肯同行

信靠順服,  因為除此之外, 

不能得耶穌喜樂,  惟有信靠順服.



#329 Trust and Obey 2/4

沒有一點黑影, 沒有一片烏雲, 

能迷漫當祂笑容顯露

沒有疑惑畏懼, 沒有眼淚憂慮, 

能逗留若我信靠順服

信靠順服,  因為除此之外, 

不能得耶穌喜樂,  惟有信靠順服.



#329 Trust and Obey 3/4

沒有一個重擔, 沒有一點為難, 

祂是不顧, 讓我們痛苦

所有傷心損失, 所有厭棄羞耻, 

都成祝福若信靠顺服

信靠順服,  因為除此之外, 

不能得耶穌喜樂,  惟有信靠順服.



#329 Trust and Obey 4/4

然後我才會在, 祂的脚前敬拜, 

我就傍祂而同行前路;

祂要求, 我就許; 祂差遣, 我就去; 

不要怕只要信靠順服

信靠順服,  因為除此之外, 

不能得耶穌喜樂,  惟有信靠順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