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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真是感謝袮！袮愛我們、拯救我們，而且拯救到底，袮要帶領我們進入基督那測不透
的豐盛裏，享受並經歷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賞賜給我們的一切福氣。袮要帶我們進入那更深的
安息，就是歇下自己的工，因為袮已經做成了，這個安息使我們有能力，能夠爭戰得勝、得到
產業。主，我們感謝袮在我們身上的美意，求袮得著袮當得的。把今天的聚會恭敬仰望在袮的
手中，一切的榮耀、讚美都歸給袮，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複習：
o 希伯來書第 3 章一開始就是個呼召， 我們都是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接下來、我
們要仔細、不斷地思想主的身分與工作，知道“我們的主是使者、大祭司”，然
後、我們與祂聯合、進入祂的裏面。
o 三個重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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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神在這裏能夠得安息、得敬拜與事奉，祂的心也得到滿足。
2. 希伯來書 3:14 節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
了。』主把我們磨成神兒子的形像，使我們身上有基督的性格, 讓我們成為基
督的同伴。
3. 希伯來書 4:11 節 『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
倒了』。“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信從”、“不信從”。
o 經文中多次提到“不可硬著心”，也提醒我們“不要不信”。我們若看自己、或
看環境，不會有信心的，因為信心在主那裏，所以、我們要轉眼仰望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我們若看自己、一定會跌倒。
o 很多人都在學習仰望耶穌，是否有果效，在乎他有沒有看見主。
 摩西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以致他有信心、能夠放下財富，寧可與百姓同受
苦。我們如何能見主呢？要有一顆清潔的心，因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們必
得見神』。
 大衛知道這個功課，他在詩篇 139:23-24 說：『神啊！求袮鑒察我、知道我的
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甚麽惡行（偶像）沒有，引導我
走永生的道路』。
 我們的心不清潔，是因裏面有財寶，『你的財寶在哪裏，你的心也在哪裏』。
財寶不只是錢財，任何奪取我們心的一切人、事、物都是。亞伯拉罕的財寶是
以撒，他因老年得子，整個心都被兒子套牢了，因此、神要亞伯拉罕獻以撒。
事實上、神要得著的是亞伯拉罕，當亞伯拉罕獻了以撒之後，神並沒有拿走以
撒，從此、亞伯拉罕的心便不再停在以撒的身上，他專心仰望主，因為他看見
了那不能看見的主，也看見神所建造、經營的那座城，即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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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跟隨亞伯拉罕走信心道路的人都要走這一條路，故此、神要以色列的男丁
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朝見、敬拜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而且不能空手去，這意味
著每一個生命成熟的百姓，要帶著他的土產獻給神，像當年的亞伯拉罕帶以撒
上摩利亞山（神的殿）一樣。我們走這條信心的道路來到神面前，就像一個一
個的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成為寶石、成為那新耶路撒冷，這就是信心。
 信心的產生：1.從仰望神而來 2.有一顆清潔的心 3.我們的寶貝是主自己、不
是主的祝福。
o 希伯來書 4:11『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
了』。我們來複習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不信從的事件:
 民數記 14:22『這些人雖看見我的榮耀、和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神蹟，仍然試
探我這十次，不聽從我的話』。神領他們過紅海，他們是與世界分別出來的，
他們經歷過神蹟，後來還是失敗了，他們的心中仍然思念埃及的黃瓜、韭菜。
 出埃及記 15:22-25 他們在曠野走了三天、找不著水，後來到了瑪拉，水是苦
的，耶和華指示摩西把一棵樹丟在水裏，水變甜了，這說明他們經過苦難、學
過十字架的功課。後來、他們到了以琳，在那裏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樹，
他們經歷了聖靈的充滿，也失敗了，這功課真是不容易學。
 出埃及記 16 章、他們在曠野沒有食物，神便降下嗎哪給他們。約翰福音第六章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嗎哪就是主自
己，所以說、他們是嚐過主恩滋味的人。
 他們曾經與亞瑪力人爭戰並且得勝，換句話說、他們也曾經勝過肉體，然而、
這些人就是希伯來書提到的那些“不信從”的人，可見、我們的經歷不一定能
帶我們進入那安息。
 他們來到西乃山、認識了神的話，從會幕的生活中學習親近神、住在主裏面，
他們看見神的榮耀、見過神蹟，但是、他們過了西乃山、便不停地埋怨。他們
哭號說：『誰給我們肉吃呢？』結果神降下大批鵪鶉，肉在他們的牙齒之間尚
未嚼爛，神的審判便來到，因為當他們學了神的話、住在主裏、背負約櫃（神
的見證）之後，神就更加嚴厲地對付他們了。
 摩西派遣探子窺探迦南，他們發現那裏真是流奶與蜜之地，可惜、十個探子按
著天然人的眼光、回來報惡信，全會眾聽了都向摩西發怨言說：『巴不得我們
早死在埃及』。
 惟有迦勒和約書亞撕裂衣服說：『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
民…』。耶和華說：『惟獨我的僕人迦勒、另有一個心志（靈），專一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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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迦勒不看環境、不看自己（肉體），另有一個專一向主的靈，他緊
緊地抓住神的應許。（民數記 14 章）
 亞瑪力人與以色列人爭戰，摩西揀選選約書亞來帶領，因他裏面有個爭戰的
靈，他不體貼肉體。約書亞的得勝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摩西拿著神的杖站
在山頂上，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摩西豫表我們的主，祂已經得
勝了。同時、亞倫與戶珥在摩西的左右扶著他的手，使他的手穩住，這是代
禱的果效。（出埃及記 17 章）
 神對摩西說：『耶和華已經起誓說、必世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戰』，意思
說：不是一次的爭戰得勝就夠了，乃是世世代代都要與它（肉體）爭戰。
 約書亞的心中還有一個很寶貴的靈：摩西和他的幫手約書亞上了神的山，摩
西在山頂與神面對面四十晝夜，他不吃不喝，約書亞一個人在山腰等待四十
晝夜、也不吃不喝，因為他有持守的靈，他能持守在神的那一邊。然而、百
姓在山下見摩西遲延不下山，便焦急地求亞倫鑄金牛犢、一起敬拜它，以致
惹耶和華發烈怒。約書亞能夠爭戰、也是他心中有這樣一個持守在神面前的
靈。我們看見、那信從的人就是迦勒和約書亞。（出埃及記 24、32 章）
o 一個進入安息的人所表現的樣子如何？詩篇 131 篇作了很好的說明：
a. 詩篇 131:2 『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心
在我裏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一個真正進入安息的人，他的心平靜安穩，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小孩子斷奶
不容易，但是斷了奶才能吃乾糧，生命才能長大成熟。希伯來書 5:14『惟獨
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世界好像是我們的奶，肉體也是，我們不想離開、卻需要與它們斷開。這裏
指的奶是更深一層的奶，指的是“向著神、也要斷奶”，正如孩子與母親的
奶一樣，孩子喜愛母親的奶、需要奶的滋養，但時候到了必須斷開。作為神
的兒女、我們想要神的恩賜、能力、祝福…，可是不要一味地抓住，這樣才
能進入安息。
 經過了斷奶之痛，這個孩子躺在母親的懷裡，可以瞻仰母親的榮美，與母親
有親密的交通、愛的交流，這是一幅極美的圖畫。
b. 詩篇 131:1 『耶和華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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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狂傲的人、就是心裏柔和謙卑。主耶穌說：『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
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馬太福音
11:29），『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眾人』（民數記 12:3）。大衛的
心也不狂傲，他在仇敵掃羅面前承認自己是個死狗、虼蚤、鷓鴣。



一個人的心不狂傲，首先要被破碎。大衛殺死巨人歌利亞之後，開始受到許
多逼迫，神為何這麼做？因為這是一條十字架的路。摩西四十年在米甸牧
羊，讓他在埃及四十年所學、所擁有的全部倒空，這是神的手、神的工作。
 神造美麗的天使長，當他只看自己的美麗而不感恩的時候，最後變成魔
鬼、撒旦。自從人墮落之後、第一個從魔鬼那裏得到的罪就是驕傲。
 耶和華曉諭摩西為百姓吩咐磐石發出水來，但是、這樣一個為人極其謙
和的摩西也在此失敗了，他舉手用杖擊打磐石兩次，神說：『你們不信
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以致他不得進迦南地。（民 20 章）
 大衛在仇敵面前承認自己是個死狗、虼蚤，最後因驕傲作祟、數點軍
隊，得罪耶和華。“心不狂傲”實在是一個難學的功課。

 眼不高大：一般人常說“眼睛是靈魂之窗”，人的內心從他的眼睛發表出
來，惟有心不狂傲，眼才不會高大。
 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這是指“心思”，大衛得到許多神的啟
示，但他不妄自行動，完全信靠交託在神的手中, 因此、他不在重大和測不
透的事上操心。我們往往在大小事上操心，以致失去了安息。
c. 詩篇 131:3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我們要繼續不
斷地仰望並倚靠耶和華神。
o 安息帶進能力，爭戰帶來得勝，使得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安息）時，
沒有一個仇敵在他們面前站立得住。


我們的主是那一位真正安息的主，如詩篇 131 篇那個斷過奶的孩子一樣，『從
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 1:18）。



馬可福音 4:35-41 門徒和耶穌遇見巨大的風浪，甚至船要滿了水，他們曾經是
是很有經驗的漁夫，心裏仍然非常害怕，耶穌卻在船尾睡覺，像躺在父的懷裏
一樣，滿了安息。我們若遇到風浪、是否也像門徒一樣，因著環境而懼怕、失
去安息呢？
 主使我們遭遇各樣的環境，為的是要操練我們進入極深的安息，在艱難中、
主與我們同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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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地平靜
了。所有的環境都在主的權柄之下，我們今天遭遇的一切，包括家庭、工
作、教會…等等，風浪再大都在主的權下、主的掌控之中。當然、我們也學
習有時候要把主叫醒，這就是禱告，向主求助。
 耶穌責備他們說：『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因為上船以前，耶
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吧!』（4:35 節）。如果他們聽見、聽懂這
句話，並且抓住這個應許，就不必擔心沉船了。


41

他們就大大地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有
時、主也允許我們經歷失敗，讓我們看見神的掌權與大能。

 另外一個神蹟：馬可福音 6:45-52
 耶穌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的神蹟之後，眾人要擁祂作王，門徒也樂得在其
中分享榮耀，但是、主催促他們趕快上船，叫眾人散開，祂自己卻往山上去
禱告，就像摩西在山上禱告一樣。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穌獨自在岸上，看見門徒因風不順，搖櫓甚苦。這
船代表教會，我們都在船上，要渡到那邊去。這世界就像海一樣，我們會遇
到風不順、搖櫓甚苦的情況。
 耶穌在海面上走，往他們那裏去，門徒看見祂在海面上走，以為是鬼怪。我
們在艱難中，往往只看環境，不知道主就在我們的船上，其實、祂要幫助我
們。耶穌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於是、到他們那裏上了船，風就住了，他們心裏十分驚奇。因為他們不明白
那分餅的事，心裏還是愚頑。主耶穌使門徒藉著這些經歷學習仰望主、不害
怕，並且進入安息，我們所經歷的環境也都在主的安排中。
經文解釋：
四章 11 節“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之後，12、13 節是用來解釋“如何”竭力進入
那安息，因為希伯來人瞭解舊約的背景：
4: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
能刺人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神的道是活潑的：活的，不是死的，是有功效的：有力的。因此，我們要讀神的
話，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
 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這一句話是要把我們引到 4 章 14-16 節所講的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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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燔祭時、祭司先將祭牲剖開切塊，臟腑與腿洗淨，然後拼成祭牲原來的樣
子、擺在祭壇上焚燒獻給神。
 祭司需要用一把兩刃的劍刺進祭牲、再剖開來，但神的道比它還快（鋒
利）。
 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人剖開:
 一個人最深之處是魂，我們的魂與靈時常攙雜，有時候心中有個想法、也不
知道這想法是屬於魂還是屬於靈；有時候、心裏有個感動，以為是聖靈的感
動，其實是自己（肉體）的感動，而神的道能把魂與靈剖開，出於人的和出
於神的都能分開。
 骨節與骨節是上下連接的，骨髓是在骨節的裏面，兩刃的劍（神的道）能夠
把骨節的上下、裏外都分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思念”是心思的部分；“主意”是意志的部分，都屬於魂。換句話說、神
的話不僅能夠把魂與靈分開，連魂裏的心思與意志都能分開（辨明）。
 我們的魂常常很攙雜，例如我們愛主、為主做許多的事，可是、當我們的服
事沒有果效，或者弟兄姊妹不聽，我們就生氣了，請問你是為主做工嗎？為
甚麼要生氣呢？顯然生氣是魂的表現，當我們有這種反應的時候，神要用這
把兩刃的劍（神的道）、把我們的思念和主意分開，使我們能夠辨明。
 獻燔祭是祭司的工作，當神聞到這馨香的火祭便滿意了。那麼、如何“竭力”
進入安息呢？
 就是把自己放在祭壇上，讓主操刀，不是我們自己去做，乃是聖靈的工作。
“竭力”就是“聖靈做、我們順服”，因為主是那大祭司，好像童子以撒讓
父親亞伯拉罕捆綁，毫不掙脫地躺在祭壇上。
 聖靈用神的話把我們的心思與意志分開，當我們的魂被曝露以後，我們就願
意把自己交在十字架上，讓主在我們的魂生命上做工, 如果我們不逃避、完
全讓主做，便能進入那安息。
4:13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祂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
是赤露敞開的。
o 這樣、我們的魂與靈分開、心思與意志辨明，我們慢慢地就有主的眼光、即屬靈的
分辨力，因為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萬物（受造之物）都顯明在主的眼前。
o 與我們有關係的主：原文指“有一天、我們要向他交賬的那一位主”。我們將來都
要在主前接受審判，到時一切都在主的眼前赤露敞開。今天、如果我們把自己擺在
祭壇上讓主來做、今天能夠在主的眼前理清，將來在基督台前就已經對付乾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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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
的道。4: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
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
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o 主耶穌、是使者，又是大祭司。
 我們已經有了一位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




當我們想要成為神的家、與基督有分、進入安息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失敗、心
中會軟弱，但是、我們要常常思想耶穌，祂是我們的大祭司，我們只管坦然無
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因為我們實在需要祂的憐憫與恩典。
隨時的幫助，即“應時的幫助”，當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神就是我們的幫
助。

禱告：
主，我們再次感謝袮！ 請袮幫助我們、開啟我們的眼睛，袮知道我們要走的這條路。
袮是那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袮知道我們的軟弱，袮也明白我們所受的試
探。袮鼓勵我們要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寶座前，又賜憐憫與恩惠給我們，作為我們隨
時的幫助，我們向袮感恩、敬拜，把所有的榮耀與頌讚都歸給袮，我們奉基督耶穌的
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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