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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歷程: 我们的战兢”

(希伯來書 12:14-29)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
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
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
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

信的凭据” (使 17:30-31)

复活节 审判主的日子

“我最怕 . . .?”:

神的公义审判?



圣经: 说话/启示/晓喻的神 (“Silence?”)
圣经: 不听话的人!

一般启示(诗19): 诸天..神的荣耀,穹苍..手段
创造 (罗1):借所造之物..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良知 (罗2):律法..他们心里,是非之心..见证
知道神,却不荣耀,感谢他,..神的真实变为虚谎,
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特殊启示(诗19):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
古时先知(来1):旧约应许 (西乃山可怕)
末世儿子(来1):新约实现 (锡安山可爱)
听见他话惹他发怒..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
撒种所撒就是道:..路旁,石头地,荆棘里,好土?



特殊启示(诗19):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
古时先知(来1): 旧约应许 (西乃山可怕)
末世儿子(来1): 新约实现 (锡安山可爱)
来12:22-24你们已经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
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千万天使,名录在天上诸
长子之会所共聚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
全义人灵魂,并新约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比亚伯血所说更美. [新约福音]
25-29你们要谨慎, 不可弃绝向你们说话的[神]

25       说话神 (过去审判): 要信靠,顺服

26-27 震动神 (将来审判): 要感恩,坚忍

28-29烈火神 (现在审判): 要敬畏,敬拜



来12:25 说话的神 (God is not silent!)
1)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2)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
罪,3)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2:1-4 12:25-29 (“inclusio”)
1)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
们随流失去.2)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
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3)我们若

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地上警戒他们…天上警戒我们”

来1:1-2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
谕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来12:25 说话的神 (God is not silent!)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
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地上警戒他们: 西乃山 (摩西律法)

•弃绝,不能逃罪:倒毙旷野,被掳放逐,下放劳改
天上警戒我们”:锡安山,天上..坐天上 8:1

•弃绝/违背[福音救恩]:倒毙Anaheim? “..灭亡”
路12:47-48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
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
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
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
以赛亚书 66:2 “..我所看重的就是虚心,痛悔,

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
Protestant Reformation (500th): 10/31/1517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 (個人/教会)

4/18/1520: Trial:Worms沃木斯:  殉道?!
“沃木斯充满鬼魔…为了神的真理,我必须去”

“My life/teaching is bound by the Scriptures;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聖經約束我一切; 良知是神話語的俘虜.”
“Here I Stand; may God help me.”

“這是我的立場, 求神幫助我.”



25说话神(过去审判)  26-27 震动神 (将来审判)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
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
•“当时..声音震动了地”:出19:18西奈全山冒
烟,因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遍山大大震动!
•“但如今他应许”:该2:6,21..耶和华说:过不多
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旱地.我必震动
万国,万国的珍宝..使这殿满了荣耀…21 “我必
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宝座,除灭列邦势力,…

“再一次震动天地:” 末世审判/震动万国,
被掳归回/重建圣殿/二次机会: 9 这殿后来荣
耀必大过先前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25说话神(过去审判)  26-27震动神(将来审判)
“他应许: ‘再一次我不单震动地,还要震动天.’

“再一次震动天地:”末世审判/震动万国,
马太24:29-31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黑,月
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
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
哭.他们要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
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大声,将他的选
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哀哭? or 欢呼?
“淫乱罪恶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做可耻,人子
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时,也把那人当做可耻.”



“再一次震动天地:”末世审判/震动万国,
27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

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
但2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于是
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打碎这像的
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当那列王在位
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永不败坏,.., 却
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这国必存到永远.”
•地上万国: 震动;挪去
•Make America/China Great Again?!
•上帝国度: 不被震动/常存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27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
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

来1:8,10-12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
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又说:主啊,你起初
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
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
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启11世上国成了主基督的国,做王..永永远远.
•今世(地上万国: 震动;挪去): 約一2:17 這世界
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 (人去楼空,花谢草干)
•来世(上帝国):惟獨遵行神旨意,是永遠常存.



25       说话神 (过去审判): 要信靠,顺服

26-27 震动神 (将来审判): 要感恩,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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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
们的神乃是烈火”-忌邪的神 (出24:17;申4:24).

28-29烈火神 (现在审判): 要敬畏,敬拜(侍奉)

•路12:4-5,32那殺身體..不能再作甚麼,不要怕
他們.當怕那殺了以後,有權柄丟在地獄裡的…

•小群, 不要懼怕,你們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感恩, 神喜悦, 虔诚, 敬畏侍奉神: 来13 (24/7)



28-29烈火神 (现在审判): 要敬畏,敬拜(侍奉)

感恩,神喜悦,虔诚,敬畏, 侍奉神

C. T. Studd(1860-1931):“The Cambridge Seven”

15 yrs China; 7yrs India; 21 yrs Sudan/Congo

•年青财主,奉献遗产: 宣教事工 (29,000英镑)

•Some..live within the sound of church bell; I 
want ..run a rescue shop within a yard of hell.

"If Christ is God & died for me, then no sacrifice 
can be too great for me to make for Him."

Only one life 'twill soon be past.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