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書

第五講

希伯來書 2 章 1-9 節

王諾亞 弟兄

複習第一章：
o 先知和天使在猶太教中佔很重要的地位，當希伯來信徒要脫離傳統的權勢時、必須
要對主有更深的認識，藉著思想我們的主、即神的兒子，就讓我們知道：主耶穌遠
比先知和天使更尊貴、更榮耀，我們因著認識祂、讓我們能夠脫離傳統、宗教和世
界的一切吸引，進入完全的地步、更深的安息、進入至聖所，與主有更深的交通。
第二章講解:
o 第 1 節：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我們若沒有鄭重的態度、就容易輕忽神的話，即使聽見了也會隨流失去。
 我們要將所聽見的道理存在心裏、並且反覆思想。
 讓聖靈光照、提醒我們，帶我們進入一切真理的實際，不是聽聽而已。
 “隨流失去”的意思：
漏掉：神的話這麼豐富、卻漏掉了。
我們可能聽了二十年的道，但是、神的話沒有在我們身上留下痕跡，我們
的生命沒有什麼改變，這就是“漏掉了”。
失去方向：不僅漏掉、而且會隨風飄逝，因世界常常吸引我們，我們隨著世界的
潮流、就飄走了、走偏了。
達不到目的：無法達到神要我們達到的目的，也不能得到神在基督耶穌裏召我們
來得的獎賞。


所聽見的道理：指 2 章 3 節 所講 - 這麼大的救恩 。“這救恩是主親自講的、後來
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o 第 2 節：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天使所傳的話：指 “出埃及記中記載的律法、典章、誡命”。
 確定的：白紙黑字、用血所立的約。當時、百姓都說：凡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
都必遵行。
 干犯悖逆：干犯 - 神不要我們做的、做了。悖逆 - 神要我們做的、不去做。
 都受了該受的報應：干犯悖逆的都受了刑罰。
 利未記 10:1-2 亞倫的兒子、、、在耶和華面前獻上凡火、是耶和華沒有吩咐他
們的，就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把他們燒滅。
 利未記 24:10-16 有一個以色列婦人的兒子、和一個以色列人在營裡爭鬥，這以
色列婦人的兒子褻瀆了聖名、並且咒詛、、、耶和華曉諭摩西說：把那咒詛聖
名的人帶到營外。全會眾就要用石頭打死他、、、
 民數記 15:32-36 一個人在安息日撿柴、、、全會眾將他帶到營外、用石頭打
死他，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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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第 2 節是藉著天使所傳的律法、典章，第 3 節是主親自講的 – 這麼大的救恩。
 我們的主比天使更尊貴，祂所傳的救恩比律法、典章更重要。
 一個人干犯悖逆律法、要接受該受的報應，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麼能逃
罪呢？
 這救恩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這是暗示希伯來書作者是第二代信徒、不是
第一代的使徒們。但我們很難知道希伯來書作者是誰，有許多不同的講法。
o 第 4 節：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
作見證。
 這麼大的救恩乃是父、子、聖靈一同見證，要成就在我們的身上。
 首先是神的旨意 -> 接著是子的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 -> 再是聖靈的恩賜同
他們作見證。
 今天、先知講話我們跑去聽，神兒子講話我們反而不注意。如果、天使講話我
們要聽，神的話我們豈不更要鄭重嗎？
 這麼大的救恩、是關乎我們得榮耀的。希伯來書 2:10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
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這是很不得了的事）
 什麼是榮耀？就是神自己。從來、沒有人見過神，但是、當神的同在臨到人
的時候，神的榮耀就彰顯了。
 當摩西和以色列人按照山上的樣式、會幕完工的時候，雲彩遮蓋會幕、耶和
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出埃及記 40:33-34）
 當所羅門王建殿完成，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彩充滿耶和華的殿，甚
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列王紀上 8:10-11）
 當以色列百姓離棄神、犯罪時，神的榮耀就離開了。（以西結書）
 榮耀離開以色列，因神的約櫃被擄去了。（撒母耳記上 4:22）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翰福音 1:18）
 祂是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希伯來書 1:3）
 這麼大的救恩、乃是要把卑賤如塵土的我們，帶進永遠的榮耀裏。


神永遠的心意：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
被召的人。（羅馬書 8:28）
 我們以為：如果我們愛神、萬事就為我們效力，使我們可以讀很好的學校、
有很好的成績、找到很好的工作、有好的婚姻、孩子也很爭氣。（其實不是
這個意思。）
 萬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是要把我們磨成神兒子的樣式。因為、祂預先所知道
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 8
章 2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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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
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馬書 8:30）
 神預知 -> 預定-> 召來-> 稱義-> 得榮耀
 不論是眾先知、或天使們所說的話，最終的目的就是把我們引到神兒子給我
們所預備的大救恩裏面。如果、我們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o 這麼大的救恩：分成三個階段：曾經、現在、將來。哥林多後書 1:10
1. 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靈的救恩
當我們一信主、祂的寶血就洗淨我們的罪、使我們脫離罪的刑罰，我們的靈便重
生了。聖靈在我們裏面成為我們的生命，我們就有永遠的生命，不再下火湖受永
遠的刑罰，這是救恩的第一步。
2. 現在仍要救我們：魂的救恩
聖靈天天作工在我們身上，要變化我們，把我們磨成神兒子的樣子，讓我們有基
督的性格、能夠像祂。這工作尚未完成、萬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做這個魂的工作。
3. 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體的救恩
我們的身體會漸漸衰殘、玷污、有皺紋，當主回來的時候，我們的身體要得贖、
與祂榮耀的身體相似，就有復活的身體，不再衰殘、玷污、不再有皺紋。


今天、所強調的救恩是“魂的救恩”，與我們進國度、得榮耀以及作王掌握，有
極大的關係。可惜、有很多神的兒女不認識這“魂的救恩”。中文聖經、常把靈
魂放在一起，中文翻譯也是一樣，下面經文所提的“靈魂”，原文指的是“魂”
 希伯來書 10:39 我們卻不是退後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
人。（“靈魂得救”指“魂得救”，因希伯來信徒已經是信主的人，他們的
靈已得救。）
 雅各書 1:21 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
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是對已經信主的人說的、救你們的魂）
 彼得前書 1:9 並且、得着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魂的救恩）
 聖靈藉著十字架在我們身上工作，一方面在我們裏面引導我們、約束我們，
不然、聖靈就興起環境來對付我們，為的是讓我們的魂得着救恩。
 魂分成三部分，即心思、意志和情感，這就代表我們這個人。若我們的魂沒
有得到救贖，那麼、魂就只是發表我們的敗壞與墮落而已。為什麼基督徒還
是老自己？因為我們的魂沒有受對付、還是天然的發表。魂若被對付了，所
發表的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魂的救恩很重要，我們需要十字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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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我們的心思被更新，要從“奉獻”開始。
 我們奉獻得越多、心思就被更新得越多。我們願不願完全地奉獻，與
心思有沒有被更新有極大的關係。羅馬書 12:1-2 當作活祭、奉獻給神
-> 心意更新變化 -> 察驗、明白神的旨意。
 就能明暸“萬事互相效力叫我們得益處”。從前、我們認為對我們不
好的事，原來是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這是心意更新變化）
 就能夠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原文指“心思”)（腓立比書 2:5）
 基督耶穌的心就是倒空自己：祂本有神的形像、、、反倒虛己、取了
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我們若有基督的心，會願意倒空自己、
願意降卑、並體貼聖靈（有聖靈的心思、而不是肉體的心思）。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
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不再受罪的轄制)（彼得前書 4:1）
 意志：因為我們的驕傲、使得我們的意志非常剛強，常常堅持自己的意
見，這也就是“己”的發表。
 意志的降服，是魂的救恩一個很重要的點。不再照自己的意思、乃是
照主的意思。
 若是我們錯了、還容易降服。若是我們覺得自己對的事情、就不願意
降服，因為我們喜歡爭是非、講道理（尤其是人家誤會我們的時候）
 曉得對錯、善惡，至終仍帶來死亡，因那是知識善惡樹的果子。
 主常興起環境讓我們降服，其中若是合理的、是訓練；若不合理的、
是磨練。這是主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我們的主沒有錯，錯的是我們，然而祂卻上了十字架。祂說：不要照
我的意思、只要照袮的意思。
 情感：我們的情感經常氾濫，變成溺愛或亂愛，有時是選擇性地愛（只愛
那可愛的，不愛那不可愛的），這樣的情感都要被對付煉淨。
 人、容易發展為“自義”，即自以為義，一看見人家不對、就插手。
 天父、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主說：你們愛我，若不勝過愛父母、妻子、兒女、、、和自己的性
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 14:26)（要把主擺在第一位）
 我們的主喜愛公義、恨惡罪惡。
 很多時候、我們一直給自己找理由，
 常說：“我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
人家看見我們從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幾十年前愛發脾氣、現在還是
愛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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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忽略了這麼大的救恩，怎麼逃罪呢？（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因
為、神已經呼召我們了。）（這逃罪、不是基督台前的逃罪，而是逃脫罪
的轄制和捆綁，因罪在我們身上還有地位。）
 主耶穌要把我們磨成神兒子的樣式、帶領我們進入榮耀裏。
 我們蒙受的恩典很多、我們的責任也很重，如果失去這麼大的救恩，不但失
去國度和榮耀，還要受報應。不只是國度要受虧損（哀哭切齒），今生也沒
有辦法脫離“罪和己的捆綁與轄制”。希伯來書第一個勸勉就是要我們“鄭
重所聽見的道理”、“不要隨流失去”，要竭力追求神要我們所追求的。
o 第 5 節：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將來的世界：指“要來的國度”與“國度之後的永世”。
 約翰一書 5:19 全世界（現今的世界）都握在那惡者手下。
結局就是焚燒。這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首先要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羅馬書 12 章）
 約翰壹書 2: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
存。（這說明：將來的世界、神沒有交給天使來管理，神要交給那些承受救恩
的人（也就是我們）來管轄。
o 第 6-8 節：6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
竟眷顧他。7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暫時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將
8
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詩篇 8:4-6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大衛寫這詩的時候，他想到人是塵土做的、死後也要歸於塵土。人被造、是這
麼脆弱、卑賤，實在不值得神這麼顧念與眷顧。
 天使是靈、是不死的、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但神卻賜給人榮耀尊貴為冠
冕，雖然、人從外表、能力來看、比不上天使；神卻叫萬物都服在人的腳下。
 大衛默想神的話：
 創世記 1:26-28 神說：我們（三一神）要照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
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蟲。（海、陸、空都掌管）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
他（主耶穌）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神的心意：把世界交給人來管轄）
 從詩篇 27 篇看出： 大衛是家中最小的，並未受父母疼愛、反而被棄絕，
但大衛心裏沒有苦毒、怨恨。他說：我的父母離棄我，但耶和華必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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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他在牧養羊群時、把心轉向神，他得着神、神也得着他。）（後來、
撒母耳來膏他、膏為以色列的王，他受膏後、仍然回去牧羊。 ）
 大衛在野地牧羊時、他從宇宙萬物中看見神的創造，他不僅認識神的話、
並且經歷了神的話，他想到：他這麼軟弱的人、卻蒙神看重、藉撒母耳膏
他。他的心中禁不住讚歎神，就寫了詩篇第八篇。









1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袮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袮將袮的榮耀彰顯於天。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
的閉口無言。（人、像嬰孩和吃奶的那樣脆弱，但神給他能力，使仇
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3
我觀看袮指頭所造的天、並袮所陳設的月亮和星宿，
4
便說：人算什麼、袮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袮竟眷顧他。
5
袮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6
袮叫他管理袮手所造的、7 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
的鳥、海裏的魚，8 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9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袮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禁不住發出讚美之聲）
2

o 第 8 節下半：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
物都服他。（可惜、人因犯罪的緣故、與神隔絕）馬太福音 6 章，主耶穌禱告
說：、、、願人都尊袮的名為聖，願袮的國降臨，願袮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這是神永遠的旨意）
o 第 9 節：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
冕，叫祂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嚐了死味。
 惟獨：所有的人因悖逆神、都失敗了，只有主耶穌成功了。
 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希伯來書第一章 1-4 節告訴我們：主、遠超過天
使。祂本有神的形像，但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腓立比書 2 章）。而
希伯來書 2:7 說：人比天使暫時微小一點，就是指“道成肉身的耶穌”。
 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這是指耶穌以人的身分（人子）所得的尊貴榮耀冠冕。
 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嚐了死味：這裏的人人、指萬有。
 歌羅西書 1:20 既然、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祂叫
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神）和好了。（這萬有、包括
“人”、都與神和好了。）
 我們的主為人人嚐了死味、是因著神的恩典。主說：『子憑著自己、不能
作什麼。』那我們若要嚐苦味、怎能不靠神的恩典呢？
 今天、一切的環境就是要我們學習：倚靠主、倚靠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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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希伯來書 2 章 1-9 節

王諾亞 弟兄

主耶穌是第一個得着尊貴榮耀冠冕的人，就像是“初熟的果子”，這意味著、其
餘的麥田都要陸續成熟。這給了我們信心和確據，有一天、我們也要得尊貴榮耀
為冠冕，因為祂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
這麼大的救恩，我們豈能忽略？願神恩待我們。

o 主啊！每當我們思想袮的話、我們不得不向袮感謝。袮給我們的恩典是我們眼睛未
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過的。願我們聽了袮的話、都能鄭重所聽見的
道理、而不隨流失去，幫助我們不要忽略這麼大的救恩、能夠走前面的道路，將榮
耀尊貴都歸給袮。祝福所有聽袮話語的兒女，我們 禱告乃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
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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