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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9-25】弟兄們，我們既因          ，得以                 ，是借著祂給我

們開了一條          的路，從      經過，這幔子就是          (19-20)。我們心

中      的虧欠已經      ，身體用清水      了，就當存著      和充足的      ，
來到神面前(22)。又要彼此      ，激發      ，勉勵      。你們不可停止      ，
好像那些停止      的人(24-25)。 

警
戒 

慎防故意犯罪【十 26-31】因為我們得知      以後，若      犯罪，          
就再沒有了(26)，何況人      神的兒子，將那使他      之約的    當作      ，
又      施恩的      ，你們想，他要受的      該怎樣加重呢(29)？ 

信
心
的
把
握 

【十 32-39】你們必須      ，使你們行完了          ，就可以得著          (36)。
只是      必因信      。他若      ，我心裏就不喜歡他。我們卻不是退後入      
的那等人，乃是有      以致          的人(38-39)。 

信
心
的
典
範 

信心的定義【十一1-3】信就是          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      (1)。我們因著   ，
就知道         是藉      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      之物造出來的(3)。 
信心是得神喜悅的【十一 4-16】      的典範(4)，      的典範(5)，人非有     ，
就不能得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        ，且信祂賞賜那       的人

(6)。        的典範(7)，          的典範(8-12)，這些人都是存著         死的，

並      得著所應許的(13)。 
信心與人生的競賽【十一17-十二2】      的典範(20)，      的典範(21)，      的典

範(22)，      的典範(23-28)…等等，他們本是           的人(38)。這些人都是因

信得了           ，卻仍未得著所      的；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            
(39-40)。【十二】我們既有這許多的      人，如同      圍著我們，就當      各樣

的      ，脫去容易      我們的     ，存心      ，      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為我們信心         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      ，就輕看      ，忍受了 
              ，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1-2)。 

信
心
的
忍
耐 

【十二 3-24】那      罪人這樣      的，你們要      ，免得          。你們與

罪惡       ，還沒有       到      的地步(3-4)。主所愛的，祂必      …你們所 
      的，是        你們，待你們如同待      (6-7)。          管教我們，是要

我們得      ，使我們在          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      ，反覺

得      ；後來卻為那      過的人，結出      的果子，就是    (10-11)。你們要

追求與眾人      ，並要追求      ；非      沒有人能      。又要      ，恐怕

有人失了       ；恐怕有      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          (14-15)。你

們乃是來到      山永生神的      ，就是天上的            ；那裏有千萬的     
 ，有名錄在天上         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    ，和被成全之     
        ，並新約的      耶穌，以及所灑的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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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戒 

慎防違抗基督【十二 25-29】你們總要      ，不可      那向你們說話的(25)，
所以我們既得了                ，就當      ，照神所喜悅的，用      、    
   的心      神；因為我們的神，乃是      (28-29)。 

信
心
的
工
作 

【十三 1-17】你們務要常存          的心。不可忘記用愛心          (1-2)；耶穌

基督      、今日，一直到      是一樣的(8)。所以耶穌要用           叫百姓    
  ，也就在城門外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      ，就了祂去，      祂所受的

淩辱(12-13)。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      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

人            (15)。你們要依從那些       你們的，且要      ；因他們為你們的

靈魂          ，好像那將來      的人(17)。 

結
語 

【十三 18-25】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          ，使群羊的       我主耶穌從死裏復

活的神，在各樣      上成全你們，叫你們                ；又借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

行          的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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