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母亲节: 为母亲们感谢神

 我母亲 90岁生日 (5/15-5/17): 崇拜

 贺长老讲道 (5/17)

 “系統神學: 聖道論” (5/11, Mon, 7:30pm)

 6/12-14: 全教會退修會 (报名)

代祷: P. Chiu (O+), George, Gu, Alice, 
Susanna, … 身体心灵软弱 (Oliver 母亲)

午餐服务



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6:4-12

(P. 1826)



4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
滋味，又於聖靈有份， 5 並嘗過神善道
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 6 若是離
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重新懊悔了。因
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地
羞辱他。 7 就如一塊田地，吃過屢次下
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
就從神得福； 8 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
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9 親愛的弟兄們, 我們雖是這樣說, 卻深
信你們的行為強過這些, 而且近乎得救
。10 因為神並非不公義, 竟忘記你們所
做的工和你們為他名所顯的愛心, 就是:
先前伺候聖徒, 如今還是伺候。11 我們
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 使你們
有滿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12 並且不懈
怠, 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
許的人。





“不进则退 Either Growing or Rotting” (II)

(希伯來書 5:11-6:20)

邓牧師
5/10/2015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去不复返” . . .再无法 “卷土重来!”

背道 (Apostasy)之罪的可怕: “亵渎圣灵之罪”

6:6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离弃道理 Fall away”: 脱队,逃兵,放弃,回府

病因: 5:11 “听不进去”: 听觉“懈怠/罢工”

不想, 不愿听神的话: 严重后果

產生“老宝贝”(5:12-6:3): 灵命侏儒/不知好歹

回去犹太教? : 换宗派?! 条条大路通罗马?!

不能分辨! ---放弃信仰, 离弃耶稣!!!

警告: 背道的危險 (6:4-8)



警告: 背道的危險 (6:4-6)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于圣灵有份, 5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
来世权能的人, 6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
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
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争议:基督徒失去救恩? 得救的确据Assurance

阿米念: 可能! See … 加尔文: 不可能!

约 10:27-29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又赐给他
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
他们夺去. 29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
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警告: 背道的危險 (6:4-6)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于圣灵有份, 5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
来世权能的人, 6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
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
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争议:基督徒失去救恩? 得救的确拒 Assurance

阿米念: 可能! See … 加尔文: 不可能!

失去 “事奉”, 非 “救恩”? (林前 3)

v. 9 却深信你们..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

夸张口气; 至终不会发生 --失去救恩!

警告失效! 干吗警告?



警告: 背道的危險 (6:4-6)

“论到那些1)已经蒙了光照, 2)尝过天恩的滋
味, 3)又于圣灵有份, 4)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5)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 . . ”

救恩稳固: 基督徒有得救的确拒 Assurance

五句片语

基督徒: 信主蒙恩经历

基督徒: 新 “旷野一代”

约书亚: 迦南美地 耶稣: 新天新地

旷野一代 (来 3-4 章): 出了埃及, 未进美地

倒毙旷野 (虎头蛇尾): 背道 (离弃道理)的预表
半途而废, 打道回府: 重蹈覆辙, 倒毙 “CA”



五句片语: 信主蒙恩经历

1)已经蒙了光照

旷野一代 (“出了埃及”):

出 13:21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 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行走.”

尼 9:12 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 黑夜用火
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基督徒/新“旷野一代”: 重生得救

来 10:32 ..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

弗 5:8-9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
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 . .



1)已经蒙了光照 (重生得救)

2)尝过天恩的滋味

旷野一代 (“出了埃及”):

出 16:4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
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分,…

尼 9:13-15 你也降临在西奈山, 从天上与他们
说话, 赐给..15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

基督徒/新“旷野一代”:救恩經歷

来 3:1“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 . . .”

来 8:1 ..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右边

来 11:16; 12:22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 
. . 天上的耶路撒冷, . . .



蒙了光照 (重生得救)/天恩的滋味 (救恩經歷)

3)又于圣灵有份

旷野一代 (“出了埃及”):

賽 63:10-14“他们竟悖逆, 使主的圣灵担忧….
那时, 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 ..将他的圣灵降在
他们中间...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

尼 9:20 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 …

基督徒/新“旷野一代”: 圣灵同在

来 2:4 “. .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作见证”

来 10:1 ..又亵慢施恩的圣灵, …

加 3:1-5 . . .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
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 …



4)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5)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旷野一代 (“出了埃及”):

出 4:28-31 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
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 … 亚伦
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 
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 百姓就信了。
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 . . .

基督徒/新“旷野一代”:福音/救恩大能

来 2:3-4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
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4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作见证.”



五句片语 (6:4-5): 信主蒙恩经历

1)已经蒙了光照 (重生得救), 2) 尝过天恩的滋
味 (救恩經歷), 3)又于圣灵有份 (圣灵同在), 
4)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5)觉悟来世权能的
人 (福音/救恩大能) ---何等浩大的恩惠!

6:6 “[却]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背道: 恩将仇报, 卖主卖友

旷野一代: “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因为..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背道: 与彼拉多, 犹大, 百姓: “钉他十字架!”

太 26 “吐唾沫在他脸上, 用拳头打他, ..用手掌
打他的, “基督啊! 你是先知, ..打你的是谁?”



已经蒙了光照 ,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于圣灵有
份 (圣灵同在),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
世权能的人 ---何等浩大的恩惠!

6:6 “[却]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可 8:38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
的道当做可耻的,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
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做可耻的.”

我强多了?!

路 13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帖前 1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
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五句片语 (6:4-5): 信主蒙恩经历

6:6 “[却]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背道的 “基督徒”: 真是基督徒嗎?

旷野一代: “出了埃及, 未进美地” (半途而废)

撒種的比喻: 石头地, 荆棘地

路加 11:24-26 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凡称呼我 ‘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卖耶稣的犹大; 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

来 3:6, 14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
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
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警告: 背道的可怕 (6:4-8)

1)不能懊悔, 倒毙旷野 “CA” (vv. 4-6)

2) 近于咒诅, 焚烧结局 (vv. 7-8) “就如一块田
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蔬, 合乎耕种
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8若长荆棘和蒺藜, 必
被废弃, 近于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

蒙福之地 (v. 7)          咒詛之地 (v. 8)

申 32:1-2 “诸天哪, 侧耳, 我要说话; 愿地也听
我口中的言语. 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 我的言
语要滴落如露, 如细雨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
在菜蔬中.”



警告: 背道的可怕 (6:4-8)

不能懊悔, 倒毙旷野 “CA” (vv. 4-6)

近于咒诅, 焚烧结局 (vv. 7-8)

听见这话, ..扎心,..“我们当怎样行?” (三件事)

 1) 神恩浩大: 不失起初爱心

蒙了光照 /天恩滋味/圣灵有份/善道滋味/
来世权能 ---何等浩大的恩惠!

 2) 长大成熟: 竭力听道行道

听不进去, 不进则退, ..赶不上了, … 跌倒了

不再立根基, 熟练仁义道理, 分辨好歹



警告: 背道的可怕 (6:4-8)

 1) 神恩浩大: 不失起初爱心

 2) 长大成熟: 竭力听道行道

 3) 殷勤事奉: 成为蒙福田地 (6:9-12)

…行为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 (的表現):

“[信心]所做的工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 
…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使你
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12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CBCOC 每一位:

不是: 忘恩负义, 半途而废, 倒毙旷野的人

乃是: 恩典相称, 信心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39

“向高處行”

“Higher Ground”



1我今直往高處而行, 靈性地位日日高昇
我行天路有時軟弱, 求主扶助進入樂境

求主扶助使我堅立, 因信站在屬靈高地
使我逐日所處地位, 較之往日有進無退



2世上時有疑慮恐怖, 非我安然久居之處
別人或願宮室久住, 我惟注目更高之處

求主扶助使我堅立, 因信站在屬靈高地
使我逐日所處地位, 較之往日有進無退



3我願跳出世界範圍, 魔鬼利劍非我所畏
我今因信常聞天歌, 妙音佳樂使我快樂

求主扶助使我堅立, 因信站在屬靈高地
使我逐日所處地位, 較之往日有進無退



4我必上升穹蒼極境, 進入天堂榮華美景
如今我靈祈禱不停, 求主同行直到天庭

求主扶助使我堅立, 因信站在屬靈高地
使我逐日所處地位, 較之往日有進無退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

崇拜完畢, 請維持肅靜, 默禱後離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