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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I. 要知道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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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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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3 在神—我们的父面
前，不住地记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
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帖前1:2-3）

“1. 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章）
2. 因盼望而生的忍耐（12章）
3.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13章）”——杜圣

信心所做的工夫：（your work of faith）
透过生命中可见的行为表现出来看不见的信心。
在11章中信心（πίστις）以各种形式出现了24次。
“哦！正是信心中所包含的活力、忙碌、积极主动及澎湃的能力使有信心

的人不可能不产生勤勉不停的善行，也不可能发出我是否需要做善工这样
的问题；在发出这样的问题之前，信心早已经锻造他成为了一个勤勉为主
做工的人。”——马丁路德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I. 因信称义及信心的两个特点（11:1-3）

II.“洪前圣贤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4-7）

III.以色列列祖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8-22）

IV.摩西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23-28）

V. 古代以色列民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29-31）

VI.士师时期和王国时期的信心榜样因信心所做
的工夫（11:32-38）

VII.因信称义因信承受应许（11:39-40）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I. 信神之人的荣耀及其信心的特点（11:1-3）
“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2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
好的证据。3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
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得了美好的证据”（被神表彰被神称赞）：人唯有因信称义，唯有因
信被神称赞！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
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11:6）

信心的两个特点：
① 因信看见
② 因信知道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II. “洪前圣贤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4-7）
• 用被真道更新的生命影响生命

• 用植堂的方式来拓展神的国度

• 福音预工广撒网

• 全备真道来喂养

• 12月19号慕道班最后一讲《认识洗礼》；12月24日圣诞夜福音聚会

• 12月26日圣诞节福音聚会+洗礼盛典

• 12月27日洗礼盛典+年底感恩与主立约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III. 以色列列祖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8-22）
1.亚伯拉罕因信不问“何时何地”在等候中顺服神作客旅
“8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9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
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10 因为他等候那
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兰在米所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
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徒7:2-3）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

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
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121-3）



III. 以色列列祖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8-22）
2.亚伯拉罕因信不问“如何”生以撒等候神应许的实现
“11 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她以为那
应许她的是可信的。12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
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By faith, even though Sarah herself was barren and he was too old, he received 
the ability to procreate, because he regarded the one who had given the 
promise to be trustworthy. ——NET（来11:11）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11 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
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12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
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III. 以色列列祖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8-22）
3.亚伯拉罕因信不问“为何”献以撒胜过试验
“17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
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18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19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
得回他的儿子来。”
“1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
在这里。」2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
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9 他们到了神所指

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10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11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
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12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
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创22:9-12）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III. 以色列列祖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8-22）
4.以撒、雅各、约瑟因信盼望神应许实现
“20 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21 雅各因着信，临
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22 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19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地起誓，对

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
（出13:19）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创50:22-26;书24:32创47-50创27



III. 以色列列祖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8-22）
5. 对以色列列祖信心的总结性评述
“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
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4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
自己要找一个家乡。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IV.  摩西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23-28）
“23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
个月，并不怕王命。24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25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26 他看为基督受
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27 他因着信，就离
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28 他因
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IV.  摩西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23-28）
“23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
个月，并不怕王命。”
“1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2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
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3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
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 边的芦荻中。 4孩子的姊姊远远站着，要
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5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
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 来。 6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
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7孩子的姊姊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
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 以？」 8法老的女
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9法老的
女儿对她说：「你把这 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
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10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
到法 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她的儿子。她给孩子起名叫摩
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出2:1-10）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IV.  摩西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23-28）
“24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25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26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
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27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11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
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12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
藏在沙土里。 13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

说：「你为甚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14

那人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
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
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
人知道 了。」 15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
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
住。”（出2:11-15）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IV.  摩西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23-28）
“24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25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26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
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27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11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
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12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
藏在沙土里。 13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

说：「你为甚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14

那人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
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
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
人知道 了。」 15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
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
住。”（出2:11-15）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1.]摩西逃走是明智之举，是出于保护自己。倘若这就是使徒所说的：他因着信就
离开埃及（希伯来书 11：27），那么这件事教导我们，倘若任何时候因为尽本份而身
陷困境或险境，就应当因着信，设法自我保护。不过使徒还说他不怕王命，这里却说
摩西便惧怕（第 14 节）。他的惧怕并非由于信心软弱，由于惊恐，那样的惧怕只会
折磨人。他的惧怕是积极的，催促他奔上神给他开的路，存留自己的性命。[2.]摩西
逃走是神的安排，出于智慧圣洁的目的。以色列蒙拯救的时机尚未成熟，埃及人的罪
恶尚未满盈，希伯来人尚未完全谦卑下来，人数也还未增长到神预期的地步。摩西需
要经受更多的磨练，所以神指示他暂时隐退，直到眷顾以色列的日子来到，直到所命
定的日子来到。神引导摩西往米甸去，因为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仍保持着敬拜
真神的传统，摩西住在他们中间既安全又得安慰。日后他要率领以色列人路过米甸，
现在有机会先熟悉那地，日后可以做得更好。 他来到那里，坐在井旁，身体疲倦，心
中迷茫，想知道神要领他前往何方。这实在是巨大的变化，因为前不久他还在法老的
宫中享福。神由此试炼摩西的信心，摩西就得着称赞和荣耀。” （马太亨利）



IV.  摩西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23-28）
“28 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
人。”
“21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
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22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
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23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

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
击杀你们。24 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
的定例。25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
地，就要守这礼。26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
意思？』27 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
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
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28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出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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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古代以色列民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29-31）
“29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30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31 妓女喇合因着信，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出14章 书6章 书2章、6章



VI. 士师时期和王国时期的信心榜样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32-38）
1. 信心楷模无以枚举
“32 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
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

犯罪

受苦

哀求

蒙救 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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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士师时期和王国时期的信心榜样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32-38）
2. 经历救赎、刚强与得胜
“33 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34 灭
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
的全军。

3. 忍受试炼胜过死亡
35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
着更美的复活。36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37

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
穷乏、患难、苦害，38 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
不配有的人。”

认识信心活出信心——希伯来书11章



VII. 因信称义因信承受应许（11:39-40）
“39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40 因为神给我
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
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4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
己要找一个家乡。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 神，
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11:13-16）
“15 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9:15）
“1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2 仰望为
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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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因信称义及其信心的两个特点（11:1-3）
II.“洪前圣贤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4-7）
III.以色列列祖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8-22）
IV.摩西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23-28）
V. 古代以色列民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29-31）
VI.士师时期和王国时期的信心榜样因信心所做

的工夫（11:32-38）
VII.因信称义因信承受应许（11:39-40）
“1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
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2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
的耶稣。”（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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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洪前圣贤因信心所做的工夫”（11:4-7）
• 用被真道更新的生命影响生命

• 用植堂的方式来拓展神的国度

• 福音预工广撒网

• 全备真道来喂养

• 12月19号慕道班最后一讲《认识洗礼》；12月24日圣诞夜福音聚会

• 12月26日圣诞节福音聚会+洗礼盛典

• 12月27日洗礼盛典+年底感恩与主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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