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赵牧师 追思礼拜 (6/6, Sat, 2pm, CBCOC)

常青团契 (6/5, Fri, 9:30am)

新任长老甄选: 代祷

浸礼: 曹姊妹 (6/21, Sun, 9:15am)

 2015 毕业生 (6/28)

 “系統神學: 聖道論” (6/1, Mon, 7:30pm)
 Serena Lam surgery (6/1, 6/3)

 Ron & Carmen Tan 宣教士夫妇

 代祷: George, Gu, Alice, Susanna, 软弱肢体

午餐服务



6/12-14: 全教會退修會

分堂信息 (华欣):
•金牛酿祸 – 认识人的罪 （出 32:1-35）
•背影有情 – 进入神的恩 （出 33:1-23）
•石版开口 – 持守主的约 （出 34:1-28）
•人脸发光 – 操练己的信 （出 34:29-35:3)

讲座 (高青林):
1. 当信仰遇到现实 2.网上网下, 撒网补网



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6:13-20

(P.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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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希伯來書 6:9-20)

邓牧師
5/31/2015



赵牧师病危/归主: 会友的伤感

约翰福音 14 你们..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
信我. 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 . .,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
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
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4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生离死别: 不忧伤,不愁苦 (有盼望的人!)

离开: 回父神的家中; 到基督的地方 [盼望]

盼望的基础: 信神; 信基督; 信应许

v. 4 “你们知道回家之路” [得着盼望的把握?!]

盼望的实现: 來 6:9-20



來 5:11-6:20 责备警告; 安慰鼓励 [CBCOC]

靈命懶散的咒詛 (5:11-6:8): 可怕的結局!

不进则退, 打道回府, 失去盼望

靈命殷勤的祝福 (6:9-20): 更美的指望!

听道行道, 坚忍到底, 得着应许 [CBCOC!]

“盼望实现/应许得着” 的確據 (6:9-20):

1) 基於我們的殷勤 (9-12節): 人的责任/交代

殷勤事奉: 信心,爱心 /效法榜样: 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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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若不借着我..”(约 14)



基督徒属天美德 (Theological Virtues): 信,望,爱

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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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应许的人.

1) 殷勤事奉: “显出这样的殷勤” -- (v. 10)

信: “所做的工” (为福音打拼)

爱: “… 所显的爱心:伺候圣徒”(爱神爱教会)

信心,爱心的殷勤 “指望的满足(把握)”

西 1:3-5 “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
圣徒的爱心, 是为那[来自 spring from] 给你
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    (扎根, 结果)

信心,爱心的殷勤 “指望的满足(把握)”



基督徒属天美德 (Theological Virtues): 信,望,爱

西 1:3-5 “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
圣徒的爱心, 是来自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 . . 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信心,爱心的殷勤

“指望的满足(把握)”

福音

上帝的信实 (13-18節) 耶穌的事奉 (19-20節)



上帝的信实 (13-18節):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
.., 因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 就指
着自己起誓, 说:…16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
起誓, 并且以起誓为实据, 了结各样的争论.”

亚伯拉罕信心对象:神的应许,誓言 (话语信实)

神起誓的意义: 如同人的起誓 (v. 16)

“指着比自己大的”:

指着神 (比我大): “I swear to God . .” [婚约]

按着圣经 (比我大): “I solemnly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me God” [法庭]

“为实据”: 话语, 应许的真实可靠



上帝的信实 (13-18節) 人..以起誓为实据, 了结
..争论.17 照样, 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
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就起誓为证.”

神起誓的意义: 1) 如同人的起誓 (v. 16)

“指着自己起誓为证 (实据)”:话语应许的真实

2)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v. 17)

应许: “显明” + 起誓: “格外显明” (Double)

基甸, 摩西, 蒙召传道, 长老甄选

“不更改的旨意?”:承受救恩, 应许 (藉着耶稣)

7:28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但在
律法以后起誓的话, 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乃
是成全到永远的.” (永不更改的大祭司)



神起誓的意义: 不更改的旨意 (vv. 16-17)

目的: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

上帝的信实 (13-18節) 18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
事--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神起誓的意义: 神决不能说谎 (v. 18)

目的:持定指望的人: 大得勉励

“逃往避难所,持定前头指望”: 指望 (救恩应许)
新的旷野一代 (难民):

过去的奴役, 今生的争战, 未来的审判

罗马书 8:24-25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但我们
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更美的), 就必忍耐等候.



上帝的信实 (13-18節) 18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
事--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谁是你的避难所? 你的指望?

Obama? 习主席? 教主? “德先生和賽先生”? 
父母? 儿女? 爱人? 健康? 财富? …. 自己?!

靠得住吗? – 不够好! 会更改!

上帝的信实: “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的 “应许” + “誓言”

神的话语 “不撒谎的神” (神的本性)

我的言语行为 我的人格

圣经无误? (神的话) 神格 (神的本性)



上帝的信实 (13-18節) 18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
事--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的 “应许” + “誓言”

承受应许/持定指望人: 大得勉励 (苦难人生)

来 10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
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 长存的家业.”

“我想, 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
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
天新似一天.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
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 . .”



基督徒盼望的根基:

2)上帝的信实 (13-18節):不更改的“应许/誓言”

3)耶穌的事奉 (19-20節): 我们有这指望, 如同
灵魂的锚, 又坚固又牢靠, 且通入幔内; 20 做
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
的大祭司, 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盼望: “18避难所” (路行); “19灵魂的锚” (海行)

“通入幔内”?

靠耶稣: “为我们进入幔内”

“先锋” (跟随): 第一位抵达,开路者 (十架路)

来 1:3 & 诗篇 110:1, 4

“大祭司” (信靠): “基洗德的等次/永远的”

进入至圣所,来到神面前(约 14)



基督徒盼望:“灵魂的锚, 又坚固又牢靠” (海行)

人生船: 锚坚固牢靠吗?

Titanic 泰坦尼克號 (不沉之船 Unsinkable)

April 14-15, 1912: 处女航, 沉没海底

1514 丧生: 头等舱, 二等舱 , 三等舱

“Saved 生还者” “Lost 遇难者”

锚: 神的福音 锚: 人的智慧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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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59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靈得安寧”



1)

有時享平安, 如江河平又穩，
有時悲傷來, 似浪滾，

不論何環境，我已蒙主引領﹕
“我心靈, 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2)

撒旦雖來侵，眾試煉雖來臨，
我有主保證, 在我心，

基督深知我, 無依靠之苦境，
甘流血, 救贖我, 賜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3)

回想我眾罪, 已全釘十架上，
罪擔得脫下, 心歡暢，

我要常思念, 主慈愛，主恩情，
讚美主，我心靈, 得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4)

求主快再來，使信心成眼見，
雲彩將捲起, 在主前，

號筒聲吹響，从天上, 主降临,
願主來，我心靈必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大海中的船”







主啊你就是大海中的船, 
在你船上是何等平安

離開你的我, 痛苦連綿，好像矌野迷羊一般。
回想往事, 澈夜難眠, 怎能忘記你的恩典？

痛苦中安慰，患難中幫助，軟弱孤單你陪伴。
怎能忘記那一次次的拯救?
怎能忘記那經上的勸勉？

怎能忘記那舉手時的諾言？
怎能忘記那靈魂的呼喚？

主啊你愛直到永遠, 主啊你愛永不改變。
主啊願你拉著我的手, 让我把我的路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