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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安息的呼召

他回顧說：他們先前的失敗是因為他們不信！
不過對我們這些已經相信的人，我們是已經得以進入那個所應許的安息。
希伯來書的作者要引用詩篇的經文講一個他已經經驗過的祝福，
然後要跟他的讀者說：跟我一起來！

事實上原本經文的分段，第三章所提出來的新主題，
事實上原本經文的分段
第 章所提出來的新主題 三7~四13。
 上一次我們思想 三7~19，聖經回顧
以色列人先前在曠野當中失敗的行程
以色列人先前在曠野當中失敗的行程，
他們持續不斷地有埋怨、試探耶和華，惹耶和華發怒。
專注以色列在曠野的失敗，這個並不是作者最主要的論述
 作者最主要的論述是 四1~13，也就是說先前以色列人的失敗，
的確是一個現今的信徒可能打擾我們的分岔，
我們若是被同樣不信的因素打擾的話，
以色列人的失敗，至終從應許他們的美地當中他們被剪除，
以致於不能夠進去那樣子的遺憾，也同樣會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四1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作者講完了警告、或勸勉的話之後，
他後面是有歡愉的訊息要說的：
「我們 蒙留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祂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
有進 祂安息的應許 就當 懼
作者從哪裡知道，我們有那可以進入神安息的應許呢？

1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我們既蒙留下 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 就當畏懼 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2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
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
3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 那安息
如 神所說：
神所說
「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
4 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 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
5 又有一處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有 處
「
進 我 安息
6 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因為不信從，不得進去。
7 所以過了多年，就在大衛的書上，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
8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 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
9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 神的子民存留。
10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 神歇了他的工一樣。
1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13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2

他怎麼從詩篇的經文當中看到他所要傳講的信息、
經驗到那個就是他下面要傳講的話呢？
作者在 三7~11 所引用詩篇的經文，
詩人回溯以色列人先前的失敗已經經過一千年了，
詩人經過 千年之後，再跟他當代的會眾講述以色列人先前的失敗，
詩人經過一千年之後，再跟他當代的會眾講述以色列人先前的失敗，
然後他加上了這句話，「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不可硬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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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色列人他們先前在曠野硬著心的結果，
就是耶和華在怒中起誓對他們說：「他們斷不可進入神的安息！」。
換句話來講，詩人這樣子跟他當代的以色列人說：
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 就可 進入神所應許的那個安息
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可以進入神所應許的那個安息，
那個安息－神的應許，沒有收回也沒有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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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的作者，從耶穌基督的救恩裡就看到，先前那個神所應許的安息，
不但是隔了 千年以後的以色列人可以在地上經驗 些神所應許的安息，
不但是隔了一千年以後的以色列人可以在地上經驗一些神所應許的安息，
並且在耶穌基督的救恩裡，才是神起初應許人在地上有安息終末性的應驗。
因此你就不會覺得奇怪，作者在這一卷書到 第四章，
先講完警告之後，然後他要講一個興奮、神應許仍然有效的信息。

四4 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

你記得剛才我們在說，「安息 這個字原本的意思是停下來，
你記得剛才我們在說，「安息」這個字原本的意思是停下來，
神的安息最明顯的表現，在祂為人預備、創造了這個世界六天之後，
神就歇了祂自己的工，安息是神預備給人的祝福！
神願意讓人進入安息的應許，在以色列人歷史中沒有停止過，
當約書亞他帶著以色列的百姓跨過約旦河，
進到後來稱為迦南的流奶與蜜之地，
為
書廿一 耶和華就使那進到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
在那地享了安息 神預備給他們的祝福是什麼呢？是神 使他們四境平安」
在那地享了安息。神預備給他們的祝福是什麼呢？是神「使他們四境平安」，
沒有受到仇敵的攪擾，這是神為人預備祝福的一個面相而已。

四1~11 他怎麼說呢？他說：神所應許的安息，

先前以色列人在曠野當中行程當中的失敗，使他們不能夠進去，
先前
色列人在曠野當中行程當中的失敗 使他們 能夠進去
而他們不能夠進去的理由是什麼呢？是因為他們不信。
事實上神的應許並沒有因為以色列人的失敗， 神就收回祂的應許
事實上神的應許並沒有因為以色列人的失敗
神就收回祂的應許。
神所應許的安息是什麼呢？「安息」這個字，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停住，
 所論到的是物、事件，可以指的是讓在運動當中、在移動當中的東西停下來，
或者讓一個正在施行的職權，讓那個職權失效
 用在人的時候，是指這個人停下來，讓他的身心得著好的休歇
不過在舊約當中 安息最吸引人注意到的是當那個主詞是神的時候
不過在舊約當中，安息最吸引人注意到的是當那個主詞是神的時候，
神施作安息的祝福，是什麼意思呢？ …

四8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
 若是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進了迦南地，就是應許全部兌現應驗的話
 那怎麼會在以色列人在曠野失敗了一千年以後，詩人還對他當代的以色列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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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作者就要把他前面給以色列人的警告，

8b 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
可見得神起初為以色列人所預備的安息，
 的確不是只有約書亞跟他當代進入迦南地的人，所享有
「不被四圍的仇敵侵擾的安息」一句話就能夠描述的
 神在創世六日所顯現出來，那個為人預備祝福的全貌，
約書亞只不過經歷其中的一個面向、一個層面而已

跟他在這段經文當中看到神給人祝福全部的面向，他要作一個總結。
跟他在這段經文當中看到神給人祝福全部的面向，他要作
個總結。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一個人若是不要走進岔路，他就要抓住那個神賜給人祝福，祝福的面相是全貌的，
你抓住你就不會離開，你就不會失去那個祝福。
12、13 作者插進短短的兩節聖經，這兩節聖經單獨看的話，

你會覺得這兩節聖經在這裡有 點突兀
你會覺得這兩節聖經在這裡有一點突兀，

10 作者結論：「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作者結論 「 為 進 安息的
歇 自 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甚至是鑒察刺入人的心，

9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

連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夠辨明。
連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夠辨明
13a 被造的沒有一樣在祂面前不顯然的。

意思就是說，當然有一個比約書亞所經驗到的祝福更全面的祝福，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當然有 個比約書亞所經驗到的祝福更全面的祝福 是什麼呢？
用 9 的經文說：就是所謂「安息日的安息」，
原來祝福不是只有人在地上，原來祝福還有永世的面向。
人在地上，人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多少經驗一些耶和華的賜福。
但是事實上，只有進入神所預備那永世的祝福裡，
他才真正地知道 原來神為人預備不是只有在地上的
他才真正地知道，原來神為人預備不是只有在地上的、
不是只有他還活著的時候，還包括那個永世的面向。

「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可以享有先前以色列人在曠野當中，
「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
就可 享有先前 色列人在曠野當中
沒有享有神所應許安息的那樣子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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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作者前面已經給了他讀者警告，然後又給了他們神興奮的應許，
到最後附上這兩節的聖經關於神的道？
 神的道是這麼樣的有效，叫一個人內心深處的動機都不能夠隱藏
 並且神的話也讓這個人有一個清楚地察覺：
並且神的話也讓這個人有 個清楚地察覺：
原來我們是要向神負責任的，我們是要交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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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節的聖經放在這裡做什麼呢？原來在上文 三 7 一直到現在為止，
有好幾節的聖經講到人的心，以色列人在曠野當中他們的失敗，
三8 他們硬著心；10 他們是心裏常常迷糊；
三12 講到他讀者：「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

走主的路，我們常常聽聖靈向我們說話，
聖靈怎麼向我們說話呢？聖靈透過神的話向我們說話：
 當我們低沉的時候，神的靈透過神的話就問我們：我們為什麼低沉？
 當我們心中作主意要這樣行、要那樣行的時候，
聖靈就透過聖經上的話問我們，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一個人他內裡存著不信的惡心，他硬著心、他心裡迷糊，
會不會、能不能對於他內裡屬靈的景況，心中有察覺呢？
作者說是可以的 神的話幫助我們看得清楚我們內在屬靈的景況是怎麼樣子
作者說是可以的，神的話幫助我們看得清楚我們內在屬靈的景況是怎麼樣子，
神的話幫助我們辨明我們心中到底在想什麼？為什麼會這樣想？

有時候那個不察覺的動機，不察覺內心不管是自私的、或是我們不經意，
當
當別人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時候，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時
我們不經意我們也說了，我們不經意我們也做了。
但是聖靈藉著神的話 就不讓我們過去
但是聖靈藉著神的話，就不讓我們過去，
聖靈辨別人內心深處最隱藏的意念跟動機。

四12b 描述神的話，用的字是非常地精準的：「神的話鑒察人的心，

是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一個人常常將主的話放在心裡，聖靈就叫那放在心裡主的話辨明我們心中的思念
 甚至有的時候，我們不經意都不察覺的動機，
神的話幫助我們看清楚我們自己屬靈的景況
所以舊約詩篇詩人在禱告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子的跟主說
所以舊約詩篇詩人在禱告的時候，他就會這樣子的跟主說：
「我的心啊，你為何在我裡面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13 被造的沒有一樣在神面前不顯然的，

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聖靈藉著神的話，叫我們心中的意念察覺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夠隱藏的
 聖靈要提醒我們，我們這個人說話是要向主負責任的；
聖靈要提醒我們 我們這個人說話是要向主負責任的；
9

以色列人的失敗，同樣為人，同樣有人的軟弱，
他們的失敗也可能會是我們的失敗。
但是我們跟他們不一樣，有聖靈住在我們的裡面，
叫我們常常想起經上的話，叫我們常常想起主的話，
我們就可以辨明我們心中那個最隱藏的思念跟動機。
聖靈就在我們裡面常常提醒我們，我們這個人是要跟主交帳的。
因此作者跟他的讀者講到這裡，主的話鼓舞我們，
棄掉像以色列人先前的失敗那樣子的惡行，
仔細照著經上給我們的應許，既然經上的話說：
「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可以進入神所應許的安息。」
弟兄姐妹，讓我們也像讀者們一樣被鼓舞，
 我們走在主的路上聽祂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入神為祂自己的百姓子民所預備、
那可 進 神安息的應許
那可以進入神安息的應許
我們都這樣子被鼓舞，願耶和華賜福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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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人作決定，有一天我們在主的面前要交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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