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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I. 要知道耶稣比人珍视宝贝的任何对象都更超卓（1-10章）

II. 要知道拒绝耶稣基督走回头路必进入永死的结局

III. 要坚定跟随超卓荣美救主活出信望爱的得胜生命（11-13章）

比天使更超卓
（1-2章）

比摩西更超卓
（3:1-4:13）

比任何祭物更超卓
（9:1-10:39）

比亚伦更超卓
（4:14-8:13）

随流失去的危险
（2:1-4）

不信的危险
（3:7-4:13）

停滞不前的危险
（5:11-6:20）

轻忽基督宝血的危险
（10:19-39）

超卓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综览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 宣告耶稣是比天使超卓的神子（1:1-4）

II. 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5-14）

IV. 劝勉与警戒：随流失去的危险 （2:1-4）

III.用神学论证耶稣比天使更超卓（2:5-18）

诗2:7 申32:43撒下7:14 诗104:4 诗45:6-7 诗102:25–27 诗110:1

（2:5-9） （2:10-13） （2:14-18）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劝勉与警戒：随流失去的危险（2:1-4）
1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2 那借着天使

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3 我们若忽略这

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
我们证实了。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
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郑重真道的必要性建基于报应的确实性。”——Westcott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劝勉与警戒：随流失去的危险（2:1-4）

1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2 那借着天使

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3 我们若忽略这

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
我们证实了。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
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
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
是永生。”（约17:3）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信心寻求理解。”——安瑟伦



耶稣比摩西超卓（ 3:1-4:13 ）
I. 论述耶稣比摩西超卓（3:1-6）

“1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
的耶稣。2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3 他
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4 因为房屋
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5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
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6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
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 思想耶稣！
II. 劝勉与警戒：不信的危险（3:7-4:13）

“19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
的缘故了。”（3:19）
“11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
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4:11）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I. 警惕不信恶心 （3:7-19） II.竭力进入安息（4:1-13）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I. 警惕不信恶心 （3:7-19）
1. 回顾历史教训（3:7-11）

“7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8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9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10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11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引用诗篇95:7-11



I. 警惕不信恶心 （3:7-19）
1. 回顾历史教训（3:7-11）

“ 1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2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3因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4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5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6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7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
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8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
就是在旷野的玛撒。

9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10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11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诗篇95篇）来4:7 称诗篇95篇为大卫的书



I. 警惕不信恶心 （3:7-19）
1. 回顾历史教训（3:7-11）

• 带着充分理由的敬拜邀请
（诗95:1-5）

• 带着严重警戒的敬拜邀请
（诗95:6-11）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 1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2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3因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4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5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它仿佛是教堂敲响的既神圣庄
严又欢呼雀跃的钟声，首先响起
的是欢快的邀请，然后坠入葬礼
的丧钟，为那一代倒毙旷野的以
色列民敲响。”——司布真



I. 警惕不信恶心 （3:7-19）
1. 回顾历史教训（3:7-11）

• 带着充分理由的敬拜邀请
（诗95:1-5）

• 带着严重警戒的敬拜邀请
（诗95:6-11）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它仿佛是教堂敲响的既神圣庄
严又欢呼雀跃的钟声，首先响起
的是欢快的邀请，然后坠入葬礼
的丧钟，为那一代倒毙旷野的以
色列民敲响。”——司布真

“6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7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
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8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
就是在旷野的玛撒。

9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10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11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诗篇95篇）



在救赎的行动中认识耶和华——出埃及记12-18章

I. 逾越节和出埃及12:1-13:16） II. 经旷野到西奈山（13:17-18:27）

13:17-

20



在救赎的行动中认识耶和华——出埃及记12-18章

II. 经旷野到西奈山（13:17-18:27） ——信心的训练
1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汛的
旷野往前行，在利非订安营。百姓没有水喝，2 所以

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3

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
女并牲畜都渴死呢？」4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
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5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6 我必

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
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
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7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

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
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17:1-7）



I. 警惕不信恶心 （3:7-19）
1. 回顾历史教训（3:7-11）
“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8 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
旷野的玛撒。9 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10 四十
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11 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95:7-11）

• 利非订（安息的地方）；米利巴（争闹）；玛撒（试探）
“7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8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
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9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
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10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 : 他们心里常常
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11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
息。”（3:7-11）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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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解战斗力的不信中悔改——民数记10:11-20:13

I. 在他备拉发怨言被焚烧（11:1-3）
II.在基博罗.哈他瓦的贪欲（11:4-35）
III.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12章）

IV.在加低斯拒绝进攻迦南（13:1-14:38）
V. 在加低斯拒绝承担犯罪后果（14:39-45）
VI.可拉一党的反叛（16-17章）
VII.再回加低斯攻击摩西引发摩西犯罪（20:1-13）



I. 警惕不信恶心 （3:7-19）
2.警戒今日信徒（3:12-14）
“12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
神离弃了。13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
迷惑，心里就刚硬了。14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
有份了。”
• 两项命令（两个“要”）

✓ 要谨慎：谨慎自己的生命状态，随时治死和倒毙旷野的以色列人本
性一样的老我。

“5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
（林后13:5）
✓ 要天天彼此相劝
“7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8 就
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
候一样。”（3:7-8）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I. 警惕不信恶心 （3:7-19）
2.警戒今日信徒（3:12-14）
“12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
神离弃了。13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
迷惑，心里就刚硬了。14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
有份了。”
• 两个原因（两个“免得”）
• 一个有条件的应许
• “22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
底的必然得救。”（太10:22）

“26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
制伏列国；27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
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启2:26-27）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I. 警惕不信恶心 （3:7-19）
3.除掉假安全感（3:15-19）
“15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
一样。」16 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
来的众人吗？17 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尸首倒在
旷野的人吗？18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
信从的人吗？19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1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
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2 都在云里、海里
受洗归了摩西；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4 也都
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
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5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
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毙。”（林前10:1-5）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I. 警惕不信恶心 （3:7-19）
1. 回顾历史教训 （3:7-11）
2. 警戒今日信徒 （3:12-14）
3. 除掉假安全感（3:15-19）

II.竭力进入安息（4:1-13）
1. 要以畏惧的心信从真道进入应许
的安息（4:1-2）
2. 更深认识神应许的安息 （4:3-10）
3. 要竭力信从真道进入应许的安息
（4:11-13）

警惕不信恶心.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3:1-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