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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6:9-20

(P.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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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當初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 因為沒有
比自己更大可以指著起誓的, 就指著自己
起誓, 說: 14 “論福, 我必賜大福給你; 論子
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15這樣,亞伯
拉罕既恆久忍耐, 就得了所應許的. 16 人
都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 並且以起誓為
實據, 了結各樣的爭論. 17 照樣, 神願意為
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他的旨意是不更
改的,就起誓為證. 18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
-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持
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



19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
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 20 做先鋒的耶
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
司，就為我們進入幔內。





“更美的指望A Better Hope” (I)

(希伯來書 6:9-20)

邓牧師
5/24/2015



 Dr. Armand Nicholi Jr. (Harvard Med School)

忧虑症, 自杀率增加? (世俗化: 搞无神论)

无目标! 无意义! 无归宿!

进化而来, 有啥意思? --黄土, 棺木

“为谁辛苦为谁忙?!”

Viktor Frankl (集中营): 人生有意义, 有盼望!

帖前 1:3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但丁 (Dante), “Inferno”: 地狱之门

“Abandon all hope, ye who enter here!”

人生真盼望, 意义?

American Dream? Chinese Dream?



人生真盼望, 意义: 中国梦, 美国梦?

传道书 1 “虛空的虛空, 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
虛空.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虛空
, 都是捕風. 人一切的勞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
下的勞碌, 有甚麼益處呢?”

林前 15:19 “我們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今生的指望”: 不够好! 短暂, 虚空, 死亡吞灭

來 3:6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福音: 更好, 更美的盼望 (可誇的盼望)



福音: 更好, 更美的盼望 (可誇的盼望)

提前 1:1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
稣之命, …”神 = 救主 & 基督耶稣 = 盼望

耶稣更好: 比一切今生的指望, 梦想都更美!

基督里的盼望: 超越今生, 扎根来世

神的榮耀, 神的應許, 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

不能朽壞, 玷污, 衰殘, 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

信心的果效, 靈魂的救恩, 身體的得贖, 

更美的復活, 天上, 更美的家鄉, 神的一座城 , 
不能震動的國, 

新天新地, 聖城新耶路撒冷!



福音: 更好, 更美的盼望 (可誇的盼望)

提前 1:1 基督耶稣 = 盼望

林前 2:9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
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

林后 1:20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
是的, 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神..得荣耀.

盼望实现 = 得到神的一切应许 (在基督里)

退修会 “努力面前?”: 今生梦想?!

腓 3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的, 向着标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
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盼望实现 = 得到应许)



我只有一件事: 退修会 “努力面前”:

盼望实现 = 得着基督 = 得到神的应许

应许真实? 把握得着?: 確據 (Assurance)

EE: 今天离开世界: 1) 有永生? 2) 凭什么?

靈命懶散的咒詛 (5:11-6:8): 可怕的結局!

靈命殷勤的祝福 (6:9-20): 更美的指望!

“盼望实现/得到神的应许” 的確據 (6:9-20):

1) 基於我們的殷勤 (9-12節): 人的责任

2) 基於上帝的信实 (13-18節): 神的主权/恩典

3) 基於耶穌的事奉 (19-20節): 神的主权/恩典

人的责任 (交帐) & 神的主权 (恩典)



“盼望实现/得到神的应许” 的確據 (6:9-20):

经文结构:

vv. 11-12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凭信心
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vv. 13-15 “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 就得了所
应许的….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vv. 18-19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大
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 如同灵魂的锚…”

劝勉目标: CBCOC

1) 基督徒的盼望: 十足的把握!

2) 盼望得以实现; 承受应许的人



盼望有把握? / 盼望得实现?

6: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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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不懈怠
, 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1) 殷勤事奉 (v. 10) &   2) 效法榜样 (vv. 13-15)

“所做的工” (为福音打拼)

“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伺候圣徒”(爱神爱教会)

过去 (v. 9 “近乎得救”): 救恩果实, 重生表现

未来 (v. 11 “满足指望”): 努力面前, 天上奖赏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又恶又懒的仆人?



盼望有把握?-1. 殷勤事奉 (v. 11)

盼望得实现? --6:12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
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2.效法榜样)

榜样 (vv. 13-15)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 就指
着自己起誓, 说: 14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 亚伯
拉罕既恒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亚伯拉罕之约 (创 12; 15; 17; 22)

离开吾珥, 晚年得子, 最大考验 (创 22)

v. 14 (创 22:17): 神的第一个誓言



摩利亚山的试验 (创 22)

v. 2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
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
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燔祭.”

最黑暗日子: (神的话): “听不进去”/ “懈怠”

起初 (离开吾珥): 放弃过去!

现在 (献上以撒): 放弃未来!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

“我儿, 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同行.

“取了那只公羊来, 献为燔祭, 代替他的儿子
…“耶和华以勒”: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摩利亚山的试验 (创 22)

亚伯拉罕: 信靠顺服神的话!

vv. 16-17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
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起
誓说: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
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来 6:14)

来 6:15“这样, 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 就得了所
应许的” (得回以撒, 应许之子)

来 6:12 “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
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三姊的独生的女儿 (1980s): 留下或弃绝?!



1) 盼望有把握? --殷勤事奉
v. 11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2) 盼望得实现? --效法榜样
v. 12 “..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你的“摩利亚山/献上以撒”的试验: 黑暗日子
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忍耐: 信靠顺服神的话!
“耶和华以勒”: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体恤软弱,..受过试探,.没有犯罪! 所以, 坦然
无惧,施恩座前,得怜恤,蒙恩惠, 随时帮助!”
“历经艰险, 劳苦奔走, 我今来到主前; 
全靠主恩, 扶持保佑, 恩典带进永久.”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60

“安樂無休”

“Like a River Glorious”



主所賜的平安, 仿佛江河流
使我心覺歡欣, 永無盡無休
主的恩典完全, 越受越豐滿
主的安樂長存, 永世不間斷
我依靠耶和華, 滿心得安樂
照著主的應許, 句句都不錯



藏主膀臂之下, 災禍不能臨
仇敵我不懼怕, 因它不能侵
實在一無掛慮, 心中甚隱固
沒有一點煩惱, 因有主保護
我依靠耶和華, 滿心得安樂
照著主的應許, 句句都不錯



各樣歡樂憂傷, 皆是主安排
就是遇見災難, 主也不離開
我要依靠救主, 萬事交托主
只要信心堅固, 主必定幫助
我依靠耶和華, 滿心得安樂
照著主的應許, 句句都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