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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十二15~29
15 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
又要謹慎 恐怕有人失了 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
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 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
16 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
17 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求，
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 意 轉 這是你們知道的
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道的。
18 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雲、黑暗、暴風、
19 角聲與說話的聲音。那些聽見這聲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20 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說：「靠近這山的，即便是走獸，也要用石頭打死。」
為
當
命
「靠
21 所見的極其可怕，甚至摩西說：「我甚是恐懼戰兢。」
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 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 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25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
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
26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
27 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
29 因為我們的 神乃是烈火。

1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
忍受 十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
3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4 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5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6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7 你們所忍受的，是 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
8 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
9 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他得生嗎？
10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
11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12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
13 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腳，反得痊癒。
14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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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從 第十章後面、第十一章 希伯來書的作者要讓讀者們
先從回顧他們自己信仰是怎麼樣 路走過來的…
先從回顧他們自己信仰是怎麼樣一路走過來的
一個人若是走天路到一個階段，
或者是因為外面大環境的逼迫，或者自己內在安逸得太久，
以致於走天路的靈程那個動機慢慢的不像起初那麼火熱了，
我們所有的人都需要聽作者給讀者的雙重建議：
第一 回顧你自己先前是怎麼樣一路走過來的
第一、
回顧你自己先前是怎麼樣 路走過來的
第二、看一看在你之前或者是在你周邊那些屬靈的前輩，
他們都是各自在他們自己的處境當中，他們都是怎麼樣回應主的
因此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作者
他是怎麼樣從 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
完整把他的這個勸勉說清楚。
十26~31 作者回顧先前 第六章 差不多平行嚴厲的勸勉，
再說一次：
不要棄絕神兒子所賜下那唯一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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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的抉擇

十32~39 他鼓舞他的弟兄姐妹要堅守信仰。
十一1~40
十
1 40 他鼓勵他的讀者們，

若是堅持走在我們前面，甚至已經到達終點在那裏等我們、
領我們走天路的元帥耶穌，祂堅持到達終點進到神的面前，坐在父神的寶座右邊；
那我們這個跟隨祂的人 得著祂的應許 得著神的揀選 作為神的兒子
那我們這個跟隨祂的人，得著祂的應許、得著神的揀選、作為神的兒子，
就是要進到神榮耀裏去。
我們既然已經走在這條路上 我們看清楚我們的目標
我們既然已經走在這條路上，我們看清楚我們的目標，
看清楚那個前面領路的、耶穌可以走到，我們也可以走到。

 要注目在我們之前那些屬靈先輩他們信心的榜樣
 羅列了許多的聖經人物，讓讀者們回想、讓讀者們看—

這麼許多的人在各自不一樣的出生、處境、面對的難處，
他們都憑藉著向神的信心，各自作出了對應的回應。
十
十二1~3
作者對他的讀者們 個新的提醒
作者對他的讀者們一個新的提醒：

「注目！注目耶穌的榜樣！」
先前那些屬靈的前輩我們效法，可是耶穌基督榜樣我們跟隨。
先前那些屬靈的前輩我們效法
可是耶穌基督榜樣我們跟隨
作者很仔細地描述既然這一條走天路不是只有我們自己這個人走，
是許多的人一起走、好像跑馬拉松，都從同一個起點一起往前跑，
有一些人他們在中途就離隊了，有一些人可能跑到半途就放棄了。
除非我們有一個堅持，除非有一個清楚的目標，除非有一個必要達成的終點，
那些離隊的 我們大概也會隨他們去
那些離隊的，我們大概也會隨他們去，
那些走到半途就放棄的，我們難免也可能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個。

希十二2‐3 祂因為那擺在面前的喜樂，就忍受了十字架，輕看了羞辱，
現在就坐在神寶座的右邊。這位忍受罪人那樣頂撞的耶穌，
你們要仔細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作者要讀者學、看耶穌的榜樣，讓走天路的天路客、遭遇和耶穌在地上所面對的試探、
作者要讀者學
看耶穌的榜樣 讓走天路的天路客 遭遇和耶穌在地上所面對的試探
挑戰的話，我們若是學祂的樣，我們就得以免得疲倦灰心。耶穌的榜樣是什麼呢？
經文說：「祂因為那擺在面前的喜樂」，耶穌在地上與神親密合一的喜樂，
經文說：
祂因為那擺在面前的喜樂」 耶穌在地上與神親密合 的喜樂
是一個獎賞。這個對於學主榜樣的人，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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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4~24 作者鼓舞讀者要回想自己先前接受神的管教、接受前人失敗的鑑戒、

若是耶穌作為我們的榜樣，
 因為那個擺在前面的喜樂，祂就忍受了十字架這樣子的痛苦
因為那個擺在前面的喜樂 祂就忍受了十字架這樣子的痛苦
 還不必說那一生走到十字架，沿路許多的委屈、羞辱、嘲謾
那對我們來講，一個清楚的目標，清楚的異象，
達到終點就確定是一個不可或缺的。

接受主為我們所安排所有培訓的內容、主所要教導我們的事。
4~11 提到「管教」這個詞，多少比較是負面的：
一個孩子不乖，做了父親、老師不允許他做的事，
父親、老師就管教他，好讓下一次碰到相同處境，
要做類似動作的時候，可以三思而行。
不過原來「管教 這個意思不完全都是這麼負面
不過原來「管教」這個意思不完全都是這麼負面，
有一點像是老師、父親，在孩子成長的過程當中，
為 所安排所有
為他所安排所有他可以學到新的、好東西的那些培訓的計畫。
學到新
東
那 培訓 計畫

「要看耶穌的榜樣」，是我們每一天靈修最重要的部分。
每一天我們來到神的面前，思想耶穌基督的教訓，
對我們這跟隨祂的人，每一天的提醒來親近主；
更不必說耶穌基督今天是我們在天上聖所的大祭司。
因此每一天為今天一整天，我們有足夠的理由
每一天經驗每一天新的恩典，每一次來到主的面前親近主，
都是一次新的機會，更新經驗、離開挫敗。
十二1~3 作者跟他的讀者們說：注視我們信心的榜樣耶穌，

事實
事實上祂已經在我們前面的路上，祂已經到達終點。
在我 前
到達
7

若是這樣的話，那我們豈不是更要接受天父為我們所安排的所有學習的學程嗎？
不管在我們學程的過程當中，大環境給我們的是逼迫，
 我們在其中學習順服
 我們在其中學習用信心回應我們的信仰
所有我們所面對的處境，我們所在的這個生活的空間，
它本身就是一個主為我們所安排學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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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6~31 先前已經說過：「不要棄絕神兒子所賜下這唯一的救恩。」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這裏舉了以掃跟雅各的例子…
以掃是長子，擁有雙倍長子名分的祝福，
可是就在一天打獵回來，雅各煮了一碗紅豆湯，
以掃就這樣不經意的用一碗紅豆湯
就把他的長子的名分就賣了、就換了，他也許沒有意識到
這個動作是這麼嚴重，但是聖經是用很清楚的話記述他那個輕率的舉動。

十二25~29
十二25
29 又再說
又再說一次：「不要拒絕那個在天上向你們說話的那一位。」
次： 不要拒絕那個在天上向你們說話的那 位 」
天上向我們說話的那一位什麼時候向我們說呢？
當神差祂的獨生子來到我們當中的時候，
當祂開始在地上事工時候，當祂受洗的時候，
天上有聲音對祂說： 「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祂。」
那從天上向我們說話的那一位親自證實耶穌基督的身分。
因此作者在 第十二章 再重複：「不要拒絕從天上向你們說話的那一位。」

主為我們所安排的環境，焉知那個環境不是有意義的呢？
主為我們所安排的環境
焉知那個環境不是有意義的呢？
對以掃來講他或許不過覺得反正先換到紅豆湯再說，至於交換的話不過是戲言。
當事後在聖經當中看到的 耶和華神並不把那 件事情當作是戲言
當事後在聖經當中看到的，耶和華神並不把那一件事情當作是戲言—
聖經上說：「他輕看他自己長子的名分」，他輕看神應許要給他的祝福。
環境是神讓我們學習順服、回應祂的學校，
 若是我們從小成長在父母、老師所安排著所有的學程，
事實上我們不見得都瞭解那個學程詳細的內容，
但是既然安排給我們 我們在其中都學了我們要學的東西
但是既然安排給我們，我們在其中都學了我們要學的東西
 那在靈程的路上豈不更當是如此嗎！

弟兄姐妹，事實上走在我們靈程的每一個階段，
弟兄姐妹
事實上走在我們靈程的每 個階段
持續不斷地回想我們自己是怎麼樣從信主直到如今一路走過來的，
回溯這些我們所走過生命的歷程，每一段每一段都成為屬靈生命的提醒—
「不要拒絕從天上向我說話的那一位。」
這位向我們說話的，透過聖經的記述、透過歷史的人物、透過我們周邊的同伴、
祂透過擺在我們面前、持續不斷、看了又再看、聽過又再聽過這些屬靈的見證，
祂透過擺在我們面前
持續不斷 看了又再看 聽過又再聽過這些屬靈的見證，
鼓舞我們就在我們自己現今的生活當中回應我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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