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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感謝袮！我們帶著謙卑的心來到袮面前，求袮用袮的寶血再來潔淨我們，除去我們裏
面一切的污穢，讓我們在袮的恩典與憐憫之下敬拜袮、朝見袮。主！用袮寶貴的話語向著我們
的心來說，請袮改變我們、預備和雕塑我們，使我們成為袮的家、並與基督有分。願一切的榮
耀、尊貴都歸給袮，因為袮配得。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希伯來書第三章，一開始就向著我們有一個屬天的呼召、也是一個聖潔的呼召。
一） 讓我們成為神的家：
希伯來書 3:6 節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祂的家了。
o 這祕訣就是要 “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箴言 23:7 因為他心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思想”是指長期的、安靜地、
不斷地注視、觀察。
我們思想：
a) 耶穌的所是（神的兒子：比天使、先知更尊貴，卻降卑為人。）
b) 耶穌的所作（為使者、大祭司）。
 使者：希伯來書 3 章 1 節 ～ 4 章 13 節
 大祭司：希伯來書 4 章 14 節 ～ 10 章 18 節
o 就地位來說、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所有信主的人都是祂的家。
就實際來說、我們需要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 這是實際的經歷。
o 神的家、指“神能夠在我們身上得着安息、敬拜、滿足”。
o 列王紀上 5 ～ 7 章講到建造所羅門的聖殿（神的家），有兩種材料：
1. 黎巴嫩的香柏木：長得高大、榮耀，但是、它不是光給人看的；它要先被砍倒、
運到耶路撒冷、被剝皮、按照尺寸切割、再包上精金，才能成為聖殿的建築材料，
最後、它消失在聖殿裏面，人看到聖殿、卻看不到香柏木了。我們在主裏、也是
這樣，我們蒙了大恩，有許多屬靈的知識、恩賜與經歷，這些都是很寶貴的，若
不願意降卑、倒空、包容 ，就不能建造神的家。
2. 山裏的石頭：在山裏鑿出又大又寶貴的石頭，需要按照尺寸鑿成，並且裏外都要
鋸整齊。正如彼得前書二章所說、我們都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因為、成為建
殿的材料是需要先被切割琢磨的，神給我們那麼多的恩典不是為了榮耀我們自己，
乃是要成為建殿的材料，所以、我們需要先經過十字架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o 列王紀下第六章 1～7 節：建造神家的原則：
 住的地方過於窄小：以利沙的門徒增多、神的家要擴大。（以利沙豫表主；門徒
豫表我們）
 求你容我們往約旦河去，各人從那裏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建造神的家、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每一個人都要去約旦河取木。（約旦河、指 “我 們每
一個人向著自己與世界死、才能與基督同活” 。建造的材料、不能用舊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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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經過死、並從死裏復活。以色列人出埃及 --> 過紅海 --> 過約旦河，“所有的
舊造都要與基督同死、並與基督同復活”。（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一根木頭）
有一人說：求你與僕人同去：在建造神家時、神不能不在，因為祂是建造者。
有一人砍樹的時候、斧頭掉在水裏，他呼叫說：哀哉！這斧子是借的。
以利沙砍了一根木頭（十字架）拋在水裏，斧頭就漂上來了。
以利沙說：拿起來吧！那人就伸手拿起來。

在神的家的建造過程中、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每一個人都要砍一根樹木。
 砍樹木的事情：馬太福音 3:7-12 節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督該人、也來受
洗（約旦河），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你們
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受洗、不是個儀式，而是要結出果子來、與悔
改的心相稱）。不要自己心裏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
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
子的樹（屬肉體的），就砍下來丟在火裏。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
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祂提鞋也不配，祂要用聖靈與火給
你們施洗。祂手裏拿著簸箕、要揚淨祂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
燒盡了。
 斧子放在樹根上：斧頭原是對付自己肉體的。（不是用來對付別人）
申命記 19:4-10 節 逃城的故事。
 本來、斧頭是要放在樹根上、用來砍樹的，卻飛了，以致不小心殺了別人。
 這樣、誤殺人的、逃到逃城可以存活。
 逃城、原文指“避難所”。我們犯罪、逃到主那裏可蒙保守，因耶和華是
我的避難所。


斧頭是借來的：斧頭豫表權柄，屬於神，這斧頭是借來的。我們常常誤用權柄、
把人家砍死。記住、斧頭是借來的、需要還的，到那一天、我們要面對神的審判。



以利沙砍了一根木頭、斧頭就漂上來了：木頭代表十字架，十字架能夠拯救我們、
雕塑我們，成為合神所用的材料、成為神的家。
 我們的剛強、特點與長處，時常成為我們與別人合起來成為神家的攔阻，我
們太強了、使別人受不了。因此、我們需要被修剪、被磨平、才能與人配搭。
 這時、我們需要十字架來拯救我們，正如哥林多後書 4 章 7-10 節『我們有這
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神為了讓瓦器裏的寶貝能彰顯出來、就興起環境來製作我們『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
致死亡。身上常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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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在我們身上做工：十字架讓我們向著自己死，就是除掉我們的“己”，
不是照我們的意思、乃是照主的意思；換句話說、是以主耶穌向祂自己死的
那個死、來治死我們的己生命。
 聖靈在我們裏面光照、啟示我們；也在外面興起環境來管制、破碎我們：
 我們若按照聖靈來做、就能討神喜悅。
 很多時候我們不明白聖靈，或是很遲鈍；或是心裏剛硬、不願意順服。
 這時、聖靈就興起環境來，可惜、我們不懂；於是、聖靈又興起另一個環
境來製作我們，這樣、聖靈一次又一次地來做。
 真巴不得我們能夠明白神的心意，在祂的啟示、光照、管制、約束之下，
被祂破碎、倒空，然後、我們被建造成為神的家，這是聖靈在我們身上每
天要做的工作。


神呼召我們成為祂的家，祂在我們身上有許多的工作要做。我們都像一塊一塊的
活石，每一個人原來都有好多的的菱角，主在我們身上做“變化”的工作，祂要
把活石變成“寶石”，配搭在一起，成為祂可以居住的家。
 神的家不是一個人能夠建立的，乃是所有神的兒女配搭起來、才能使神的心得
到滿足。
 希伯來書 3:6 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
底，便是祂的家了。
 若將：指“可以要、可以不要”。你願不願意？“如果你願意、神能成就；
如果你不願意、神不勉強我們”。按著地位來說、我們都是祂的家；按著屬
靈的實際來說、我們必須有個揀選，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
便是祂的家了。
 可誇的盼望：基督在我們裏面成為榮耀的盼望。我們都有一個盼望、就是成
為神的家，祂在我們身上能夠滿足、得到敬拜、與安息。
 膽量：這可誇的盼望、需要膽量。因為、我們都怕十字架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要怎樣才能不怕、而有膽量呢？就是要思想那“為使者和大祭司的耶穌”。
這麼榮耀尊貴的主為著我們降卑、順服、且死在十字架上，這個愛激勵我們，
使我們有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我們就能成為祂的家了。

二）在基督裏有分：希伯來書 3 章 7-14 節
7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8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祂發怒、試探
祂的時候一樣，9 在那裏、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
10
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的心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11 我就
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
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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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
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經文解釋：
o 7 節：所以，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
 三章 7 節前面應該加個“所以”。因為 7-14 節與 1-6 節有關。我們蒙天召不僅
要“成為神的家”也要“在基督裏有分”。
 希伯來書三章 7-11 節的經文是引用詩篇 95 篇 7-11 節：
7
因為祂是我們的神；我們是祂草場的羊、是祂手下的民。惟願你們今天聽祂的
話。8 你們不可硬著心，像當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曠野的瑪撒。9 那時、你們的祖
10
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 四十年之久，我厭煩那世代、說：這是心裏
迷糊的百姓，竟不曉得我的作為。11 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
安息。
 聖靈有話說:
 詩篇 95 篇的這段話，距離寫希伯來書的時候已經很多年。聖經裏的話、希臘
文叫 Logos，指神以前所說過的話；當聖靈現在對著我們再說的時候，就成
了活的話、並帶著能力，希臘文叫 Rhema。
 我們讀神的話、這是 Logos，它存在我們的心裏面。有一天碰到環境，聖靈把
這句話再對我們說一次，這話就成了 Rhema、會帶給我們能力，以應付當時
的需要。
 詩篇 95 篇的話在希伯來書裏，再說一次，因此、這些話就成了“活的”話。
 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你們、指希伯來的信徒，也是指我們。今天、聖靈正在對
你我說話。若聽：聖靈已經說了，你自己決定聽或不聽，自己要負責。我們若要
明白神的心意、就要以柔和順服的心、仔細來聽。
o 8 節：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祂發怒、試探祂的時候一樣
 我們能不能聽、和我們的心很有關係。心硬的時候、聽不進神的話；只有心柔軟
的時候才能聽進去。
 希伯來書這裏的曠野就是指詩篇 95 篇的“米利巴“和“瑪撒”。當時、以色列
人在曠野沒有水喝，神藉著摩西給他們水喝。出埃及記 17:7 他給那地方起名叫
瑪撒（試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爭鬧的意思）。詩篇講“瑪撒、米利巴”；
希伯來書講“試探、惹祂發怒”，都是一樣。


馬太福音 13 章撒種的比喻：
 那撒種在路旁的、飛鳥來吃盡了。正如、許多人聽了幾十年的道，生命仍不
改變、靈命沒有甚麽長進，就是心硬，“聽而不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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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只因心裏沒有根，及至遭
患難、受逼迫，就立刻跌倒了。（也是心硬）。
 撒在荊棘裏的，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
（這世上的思慮、和錢財的迷惑，就是荊棘）
 撒在好土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
三十倍的。 （心柔軟）。
我們不可“硬著心、不聽祂的話”，以致試探祂、惹祂發怒。這是許多信徒的光
景，聖靈提醒我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不可硬著心。

o 9 節：在那裏（指瑪撒、米利巴曠野）、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
有四十年之久。
 四十年：是一個世代的年數、指“一生”。他們一生都在試探神、觀看祂的作為。
今天、神的兒女也是這樣，聖靈提醒我們不可這樣。
o 10 節：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的心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我厭煩那世代的人：神厭煩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因為、我們的心裏常常迷糊。
 以弗所書 5:17『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5:16『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要愛惜光陰、不要作糊塗人）
 今生、神給我們一定的時間（limited time），若是沒有好好抓住這段時間
來愛主，到了永世、雖然我們也得救，卻在國度裏無分了。(僅僅得救而已)
 愛惜光陰使我們在國度裏有分、並且與祂一同作王掌權，不僅僅是神的旨
意成就而已，要讓主的心意滿足。因此、要明白神的旨意、也要行在神的
旨意當中，這就是“愛惜光陰”。
 十個童女都要得救、這是神的旨意，但是、只有五個聰明的童女愛惜光陰，
見主面的時候要被稱讚，因她們在今生、也就是神給她們的時間裏、準備了
油；另外五個愚拙的童女卻不愛惜光陰，器皿裏沒有油，以致與國度無分。


第 7 節的“今日”就是指“愛惜光陰”；第 10 節的“心裏迷糊”、就是“不愛
惜光陰”



第 9 節和第 10 節的“作為”，意義不同：
第 9 節：“觀看我的作為”，指神的“工作”
第 10 節：“不曉得我的作為”，指神的“法則、道路”
以色列民四十年都在觀看神的“工作”，卻常常迷糊，因為不明白神的“法則”。
 詩篇 103:7 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祂的作為。
 以色列人曉得神的作為；而摩西知道神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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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常常作見證、述說神的作為；卻常常不知道神的法則，不知道神為什
麼這麼做？為什麼不那麼做？這是神說：『你們試我、探我、惹我發怒』的
原因。
 摩西知道神的法則：因為摩西有尋求神的心、祂曾與神面對面，祂也知道神
的法則和道路。出埃及記 33 章 12-23 節 摩西對耶和華說：袮吩咐我說：將
這百姓領上去，卻沒有叫我知道你要打發誰與我同去…。
 這是摩西在山上與神面對面四十晝夜之後發生的事，從這段經文中看見、
摩西有了與神面對面的經歷之後，還想要更深地認識神。他說：我如今若
在袮眼前蒙恩，求袮將袮的道（法則、道路）指示我。
 摩西說：袮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裏領上去。
於是神喜悅他、答應了他。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
 摩西說：求袮顯出袮的榮耀給我看。
神又答應了他：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
遮蓋你、等我過去；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見我的背、卻不得
見我的面。（舊約時代、摩西只能看見神的背、不能看見祂的面）
 今天在新約時代、神的面顯在基督身上，我們可以敞著臉看見主的榮光，這
是何等地寶貴！神已經把這樣的福分賜給我們，可惜、我們的心沒有轉向主，
沒有抓住這機會。
 馬太福音 5 章 8 節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見神。
 哥林多後書 3:16 我們的心幾時歸向神，帕子就幾時挪去。
我們的心轉向神多少、帕子就挪去多少。
o 11 節：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進入我的安息：指進入迦南地。神的旨意不僅要他們出埃及，更要他們進迦南。
出埃及不是目的，進迦南才是目的地。
 迦南地是流奶與蜜之地、是最豐富的地方。動物最精華的部分是奶、植物最
精華的部分是蜜，迦南是流奶與蜜之地，那麼、地上最豐富的地方自然就是
迦南地。
 在以弗所書中講到“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基督是我們的迦南。希伯來書
提到“安息”是我們的迦南，因為在曠野漂流的時候不能安息，惟有“進入
迦南才是我們的安息”。
o 12 節: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
 要謹慎：為了工作、兒女、以及其他思慮…，常常使我們不能安息，導致我們像
先祖一樣倒斃在曠野。
 我們若心硬、不信，不知不覺地就把永生神離棄了，這是很可怕的。
 永生神：永遠活著的神、祂每一天都陪伴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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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第三章 7-14 節

王諾亞老師

13 節：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
 趁著還有今日：我們都不知道是否還有明天，因此，必須把握今天、愛惜光陰。
 天天彼此相勸：每一天都要彼此相勸。
 被“罪”迷惑：這罪、是單數的，在希伯來書、指“不信”的罪。（因不信、心
就剛硬了）。

o 14 節：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在基督裏有分：指“成為基督的同伴”。
 這裏的“有分”與希伯來書 1:9 節的“同伴”是同一個字。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換句話說，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成為基督的同伴了。
 同伴：指配偶。
 創世記 2 章 18 節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創世記第一章，神在每一天的創造之後說：『好！』，第六天造人之後說
『甚好！』。但是、當祂看見那人獨居的時候，祂說：『不好！我要為他
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亞當豫表基督（首先的亞當是豫表末後的亞當）。神看基督獨居不好、為
祂預備配偶。
 今天我們蒙召，不僅要成為祂的家；也要成為祂的同伴。因此、我們要有
與基督同樣的性格：謙卑、柔和、公義、聖潔。阿摩司書 3:3 二人若不同
心、豈能同行？
 我們這麼卑微、污穢的人，神竟然揀選我們成為祂的同伴、與祂時時刻刻
同在，這是何等榮耀的呼召、何等的福分！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我們跟隨主之後，發現自己不像樣、對自己失望，主告訴我們不要看自己。
 “信心”不在我們身上，信心、乃是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我們的指望不在我們的身上，神讓我們看見自己的軟弱、乃是要我們倚靠祂。
因神的恩典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我們看見自己不行的時候，當“轉眼仰
望耶穌”。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能成為神的同伴、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禱告：
主我們感謝袮！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謝謝袮給我們這麼寶貴的呼召，成為袮的家、
也成為袮的同伴。袮讓我們這麼卑賤的人與基督有分，並在我們的身上得到滿足、得到
敬拜、得着安息，這一切都是袮的恩典。把所有的榮耀和讚美都歸給袮，願袮的旨意今
天成就在我們身上，使我們明白袮的旨意、與聖靈配合、愛惜光陰，願我們心存柔軟、
讓袮作工，奉基督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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