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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十三1~13

1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

2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3 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們要 念 像與 們同受 要 念遭苦害 想到自 在肉身之內

4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 神必要審判。

5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6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6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7 從前引導你們、傳 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

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

8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 直到永遠，是 樣的。8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9 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才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

那在飲食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著益處。

我們有 祭壇 上 的祭物是 些在帳幕中供職的 可 吃的10 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吃的。

11 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

12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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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希伯來書：十三14~25

14 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 神所喜悅的。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 因為這樣的祭是 神所喜悅的

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

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好像那將來交帳的人。

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 不致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致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

18 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因我們自覺良心無虧，願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19 我更求你們為我禱告，使我快些回到你們那裡去。

20 但願賜平安的 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神，

21 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

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他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 裡行他所喜悅的事 願榮耀歸給他 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22 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

23 你們該知道，我們的兄弟提摩太已經釋放了；他若快來，我必同他去見你們。

24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安。從意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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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安。從意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

25 願恩惠常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從第十章最後一個段落到十二章，作者提醒讀者要回顧先前看過那些信心的榜樣，

甚至我們自己先前從信主以來、是怎麼樣走過來的經歷，這個會幫助我們。甚至我們自己先前從信主以來、是怎麼樣走過來的經歷，這個會幫助我們。

所有的回顧當中，最重要的是注目先前賜與我們、帶領我們走生命路的耶穌，

祂怎麼樣走在前面？祂的榜樣是怎麼樣的？

我們若看得清楚，我們若敏感於耶穌先前的榜樣，

在祂的處境當中祂是怎麼回應的，會非常關鍵的幫助我們，

在我們自己的處境當中怎麼樣做出信仰的好回應在我們自己的處境當中怎麼樣做出信仰的好回應。

講到十二章為止作者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信徒個人，

換句話來講，我們信仰的路要怎麼走當然是我們自己決定，走在這天路上，換句話來講 我們信仰的路要怎麼走當然是我們自己決定 走在這天路上

或者就隨俗了，別人脫隊，我們不經意或者就同樣成為被擄掠的一員

若是我們注目那個在前面領路的耶穌，祂是在我們前面站在終點上

向我們揮手，讓我們知道祂已經在那裏，而且那裏就是終點

我們若是注目那在我們前面的耶穌，我們就不會脫隊，

在路程當中 我們就不會擱淺 遭遇 些事情我們也不會被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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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程當中、我們就不會擱淺，遭遇一些事情我們也不會被挫敗，

因為耶穌在前面。



不過到底信仰不只是個人的事而已，每一個個別的信徒都在他所聚會的群體當中、

和他同走天路的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走，和他同走天路的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走，

因此我們所在的信仰群體或者我們所在的地方教會，

她是孕育我們信仰一個很重要的處所

她是持續不斷鼓舞我們走天路一個很重要的支持

鼓舞我們的榜樣，它就不只是在回憶當中、

它就不只是在文字見證當中 甚至不只是只有在聖經當中；它就不只是在文字見證當中、甚至不只是只有在聖經當中；

那個鼓舞我們信仰走天路的人，他就在我們的旁邊，他就在我們的教會裏面。

因此個別的基督徒想到回應主的時候，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層面，因此個別的基督徒想到回應主的時候 固然是 個重要的層面

作者在這一卷書最後面，就把他的提醒放在信仰的群體或者教會。

教會若是都擁有一個一起同心走天路的心志，

就個別地鼓舞每一個願意走天路的天路客

教會本身來講若是她的見證美，

她已經無形地教育、她已經無形地鼓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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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經無形地教育、她已經無形地鼓舞了

每一個個別願意走天路的人

因此在十三章作者一開始講到信仰群體或地方教會的時候，他都提到幾方面：

一、愛心的事奉：、愛心的事奉：

「愛心」無疑的會是許多的弟兄姐妹用來形容教會特徵的第一個選項，

我們彼此相愛，因為我們經驗過主愛我們

為著服事的緣故，我們願意付上時間或者其他什麼來服事弟兄姐妹，

因為我們親身經驗我們的主為服事我們成就救恩，祂付上生命的代價

作者首先提到愛心的事奉 包括接待遠人 特別是初代教會有許多巡迴的傳道人作者首先提到愛心的事奉，包括接待遠人，特別是初代教會有許多巡迴的傳道人，

他們常常來到一個新的地方，是教會的弟兄姐妹接納這些巡迴的傳道人，

讓他們可以持續不斷地在不同的地方巡迴佈道，這些接待他們的弟兄姐妹讓他們可以持續不斷地在不同的地方巡迴佈道 這些接待他們的弟兄姐妹

在傳道人事奉的工作上與傳道人同工，也與他們在事奉的事上一同有分。

經文也說：「鼓舞教會的弟兄姐妹，記念那些為信仰的緣故，付上沈重代價的人。」

許多人選擇了這個信仰，多少就意味著他必須

從他原本那個民間宗教信仰的群體當中出來

他生活的圈子變成不 樣了 他生活的方式不 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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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活的圈子變成不一樣了，他生活的方式不一樣了

因此教會愛心事奉其中一個重要的提醒，是幫助這樣的人、跟他們站在一起。

二、在教會當中弟兄姐妹婚姻的關係。

男女的婚姻混亂必然遭致教會傳福音動力的削弱，男女的婚姻混亂必然遭致教會傳福音動力的削弱，

見證愈來愈不能夠影響人。

三、對錢的觀念。當然我們日子都要過，

錢無疑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所有的事上，

吸引了我們相當多的時間跟經驗，

我們非得關注它不可。作者提醒弟兄姐妹：我們非得關注它不可。作者提醒弟兄姐妹：

你們為人不要貪愛錢財，維持住一個合乎聖經的錢財觀

我們在地上有產業，若是知道我們在地上不過是寄居的、不過是客旅，

我們是在天上有家的人，就應當有一個合宜的態度看我們在地上的錢財

講完了這一切之後，作者把他對話的主題從我們轉到他們，

是因為前面作者論到信仰的時候，

的確花比較多的時間在信徒個人跟他所跟隨的主，

他的確不多論到他當代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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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確不多論到他當代的其他人。

作者到最後一章講到基督徒，我們看我們當代的其他人、也就是他們…

我們是怎麼樣看他們呢？

十三10~13我們有一座祭壇，壇上的祭物，是那些在會幕中供職的人沒有權利吃的。十三10 13我們有 座祭壇 壇上的祭物 是那些在會幕中供職的人沒有權利吃的。

那些祭牲的血，由大祭司帶進聖所作贖罪祭，祭牲的身體卻要在營外焚燒。

所以耶穌也是這樣在城門外受苦，為的是要藉著自己的血使人民成聖。

那麼，讓我們也出到營外到祂那裏去，擔當祂的凌辱。(新譯本)

在這段聖經當中提到一個他們—
「我們有 座祭壇 壇上的祭物 是那些在會幕中供職的人沒有權利吃的「我們有一座祭壇，壇上的祭物，是那些在會幕中供職的人沒有權利吃的。」

短短的一節經文中提到我們跟他們，

我們這些跟隨主的人，在我們的祭壇上是有那個曾經獻己為祭的耶穌我們這些跟隨主的人 在我們的祭壇上是有那個曾經獻己為祭的耶穌

獻己為祭的耶穌祂所構成的祭物，是先前在舊約當中他們沒有分享受的

既然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是這樣子的恩，而連祂自己都是在以色列的營外受苦。

「營」這個字在舊約歷史當中是一個很特殊的用字，

以色列人是神所選召的民，住的這一塊區域就被稱為是營，

凡是營外進入營內的 若是他們當中有不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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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營外進入營內的，若是他們當中有不潔的，

他不可以帶著不潔的、或不潔的人進入營內。



事實上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取代了舊約，若是耶穌基督自己

尚且在城門外受苦，好叫百姓成聖，那我們這藉著耶穌成聖的人，尚且在城門外受苦，好叫百姓成聖，那我們這藉著耶穌成聖的人，

我們豈不也當靠近祂，我們豈不也當出到營外去靠近祂嗎？

這段經文有一段舊約背景：當以色列人在曠野拜金牛犢得罪耶和華，

摩西就在以色列人的營外與耶和華會面

在以色列後來的歷史，會幕都是建在以色列的營中的，

但是唯有在那 次的記錄當中 耶和華與人 與摩西會面但是唯有在那一次的記錄當中，耶和華與人、與摩西會面，

是在以色列的營外，因為以色列人犯罪

若是耶穌成就救恩，尚且是在以色列人的營外，若是耶穌成就救恩 尚且是在以色列人的營外

那我們這跟隨耶穌的人，我們豈不也當像耶穌一樣

「出到營外，就了祂去。」

耶穌成就救恩並不在以色列的營中

耶穌基督成就救恩並不在以色列傳統摩西律法的架構下

既然耶穌成就救恩不在營內，而在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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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耶穌成就救恩不在營內，而在營外，

那所有尋求祂的人就當在營外、就了祂去。

在這一卷書的讀者當中或許有一些人，的確是有猶太教背景的人，

他們已經熟悉於過去舊約以聖殿為中心的敬拜體系，他們已經熟悉於過去舊約以聖殿為中心的敬拜體系，

這樣的人，他們儘管經歷了耶穌基督的救恩，可是在受逼迫的情況之下，

他們多少就有這樣子的試探：想要回到先前耶路撒冷儀式敬拜的猶太教，

他心中可能這樣想—敬拜耶穌基督獲得神的救恩，得以親近神，

當然是好的，不過既然逼迫如此的大，

我回到先前猶太教的敬拜體系當中我回到先前猶太教的敬拜體系當中，

在那裏我還是敬拜獨一的真神，有什麼不可以呢？

希伯來書的作者要清楚地區分我們跟他們，希伯來書的作者要清楚地區分我們跟他們

我們這個既已經經驗過耶穌基督救恩的人，我們有的祭壇、

我們祭壇上所有的祭物，不是他們能夠吃的

既然耶穌基督成就救恩，連耶穌基督自己這樣背景的人，尚且在營外成就救恩，

那我們這跟隨耶穌基督的人，豈不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呢？

我們已經從耶穌基督經驗救恩的人，如今得以親近神，

10

我們已經從耶穌基督經驗救恩的人，如今得以親近神，

我們以為回到耶路撒冷儀式敬拜，還可以敬拜獨一的真神嗎？

希伯來書的作者要對有這樣在信心搖擺的信徒說：

你離開耶穌基督，回到先前那個聖殿為中心的敬拜，你不可能在那裏敬拜真神，你離開耶穌基督，回到先前那個聖殿為中心的敬拜，你不可能在那裏敬拜真神，

你若棄掉神的兒子耶穌基督，重新回去尋求那個儀式性的敬拜，

你以為是敬拜，但事實上背離了耶穌基督的救恩，你沒有救恩可以另外尋求。

他一開始很仔細地說：這個救恩是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

在中間一個大段落，這個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基 藉 大祭不但是耶穌基督藉著所成就的救恩自己作大祭司，

並且祂所成就的救恩成就了一個新約，人憑著這個約，

他可以相信他跟神有一個永恆締結的關係，他可以相信他跟神有 個永恆締結的關係

相信他憑著信心他就可以來到神的面前

更重要的是人怎麼樣可以憑著這大祭司所成就的約，就可以來到神的面前呢？

是因為耶穌基督自己本身「獻己為祭」，是一個相較於舊約更美的祭物，

使得不但是約有效，而且這個約是一個一次作成就永遠有效的新約

人若是離開這個神藉著祂的兒子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你就沒有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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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是離開這個神藉著祂的兒子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你就沒有別的機會，

你就沒有別的管道—神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可以靠著得救。

耶穌基督在我們這個人一生的靈程當中，

祂是「元帥、嚮導」一樣，祂就是在我們前面伴著我們一起跑祂是 元帥、嚮導」 樣，祂就是在我們前面伴著我們一起跑

祂是「先鋒」，祂是一個在我們的前面跑並且事實上祂已經到達終點，

在那裏祂彷彿是向我們揮手這樣子的鼓勵我們跑到終點

耶穌是「中保」，祂不但是立下了新約，祂保證若是你願意跟著祂，

祂保證所有走在這條路上的人，不會迷失、必然都會到達終點

耶穌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 與「終結者耶穌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終結者」，

神在我們生命當中既然開動了善工，鼓舞我們在這條人生的路上開始往前跑，

繼續不斷地信心給我們肯定，祂必然要幫助我們跑到終點續 肯 幫

作者頻繁地使用賽跑這個流程，回顧以色列人先前在曠野當中流浪的那一群，

他們同樣在曠野當中行走、沒有目標，絕大部分的人走到一半就倒斃在曠野，

他們不信從，彷彿也信不來似的，因此需要一個新約。

這新約在跟隨主的人心中繼續不斷地鼓舞他們，看耶穌的榜樣；

繼續不斷地鼓舞他們，在人生的當中持續不斷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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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不斷地鼓舞他們，在人生的當中持續不斷地思想：

我這個蒙恩的人怎麼樣在每一天的經驗當中，回應那救我生命的主。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向他的讀者說話，

因為他關注他們當中有一些人走在生命的歷程當中，因為他關注他們當中有一些人走在生命的歷程當中，

或許被誘惑、或許遭大環境的逼迫，有一些人靈程擱淺了，

因此作者要用耶穌基督已經成就的救恩，它是有效的。

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歷程當中，是不是你也有這種靈程暫時被擱淺的景況呢？

注目先前成就救恩的耶穌，看那些走在我們前面、在我們旁側屬靈的榜樣，

就鼓勵我們每一天都是一次新的機會重新委身，

每一個遭遇都是一次機會重新尋求、原來耶和華今天仍然作工，

原來這些看為是不順的、會說是倒楣的，其實都是管教、都是培訓的機會，原來這些看為是不順的、會說是倒楣的，其實都是管教、都是培訓的機會，

我們若得勝了，這些都是我們的實務。

弟兄姐妹，讓我們聽希伯來書的作者給我們的鼓舞，弟兄姐妹 讓我們聽希伯來書的作者給我們的鼓舞

每一個機會都挑戰我們、鼓舞我們，生命要成長、生命要成熟

我們若是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就可以順著那在我們前面的榜樣

進到神的 前來 我們 祂那裏得到隨時的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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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神的面前來，我們可以從祂那裏得到隨時的幫助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這樣的信息常常地鼓舞我們。吳存仁老師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