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書》系列講道第五講
重溫：
好的講道不是講得完，而是記得住，用得出，所以要重溫：
第一講：一章 1-14 節
無比的基督：要聽從，自己的生活不迷失
要傳揚，別人的生活要關心
顧己顧人
神的兒子：2 節---“他兒子”
5 節---“你是我的兒子”
6 節---“神使長子到世上來”
8 節---“論到子”
無比：與先知與天使
1-3 節 1-2 節上，神子的曉諭
2 節下-3，神子的身份
因此要聽從
4-14 節 七處經文，五個重點
身份，王權，神性，可信性，可靠性
因此要傳揚
應用：不要讓主傷心，不要令主擔心
要對主忠心，要為主用心
好的事情不能不說，好的基督不能不傳
神的兒子：要有改變，要去分享
第二講：二章 1-18 節
救恩的元帥：要鄭重，改進我們聽道的習慣
道要好好聽，人要好好做
要珍惜：改進我們行道的習慣
對己有信心，對神有信靠
聽道行道
10 節：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
15 節：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18 節：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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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人嘗了死味 ：9 節
藉著死：14 節
被試探而受苦：18 節
主受死受苦為了救我們將來可得救：進榮耀
如今可得勝：勝試探
1 節：越發鄭重所聽見
3 節：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
應用：好好聽，好好做
要記要想要講要用
人可以，神會幫，人要試，人要醒
You are richer than you think
不求天長地久，只求曾經擁有
因為曾經擁有，是會天長地久
救恩元帥：要聽得入，要用得出
第三講：三章 1 節至五章 10 節
大祭司基督：靠主竭力，進入安息
要堅持，要竭力，要依靠
信靠順服
大祭司：三章 1 節，四章 14 節，五章 1，
5，10 節)
堅持與剛硬，進入與安息
(三章 1 節-四章 14 節)
堅持：堅持到底 (三章 6，14 節)
持定所承認的道 (四章 14 節)
剛硬：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 (三章 7，
15 節，四章 7 節)
進入安息：得勝，成功
竭工 (四章 4，10 節)
竭力 (四章 11 節)
有竭力，可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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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與幫助 (四章 14 節-五章 10 節)
四章 14-16 節：人有軟弱，神有恩典
五章 1-10 節： 人是不行，神是可以
不信從與順從：三章 18 節，四章 6，11 節，
四章 9 節
大祭司，人有救 (五章 9 節)
應用：
要為神做甚麼? 馬上做甚麼?
大祭司：不再剛硬，馬上行動
第四講：五章 11 節-六章 20 節
先鋒的耶穌：進到完全，持定指望
要動：要有目標，要有行動
要定：要有分享，要有學習
要進要守
第三堂：先竭力，後竭工
第四堂：先持定，後行動
方向不變，位置要變
應用：有個人目標，要齊齊行動
第一講：

有神的兒子，人要聽而改變，人要知而傳揚

加第二講：有神的兒子為元帥，人要改變，人要傳揚，聽的要行出來
加第三講：有神的兒子為元帥，為大祭司，人要改變，人要傳揚，把聽的馬上行出來
加第四講：有神的兒子為元帥，為大祭司，為先鋒，人要改變，人要傳揚，持定將來
指望，對準個人目標，馬上齊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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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另一位祭司，成全到永遠
希伯來書七章 1 節-八章 5 節
引言：一條路不通，便試另一條，東家唔打打西家，天無絕人之路。
（一）唔掂，所以有另外 （七章 1-19 節）
麥基洗德(創世記十四章)：亞伯拉罕向他獻十分之一，他為亞伯拉罕祝福。
(希伯來書七章 2-3 節)：名字是仁義王，撒冷王，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
始，無命之終，與神的兒子相似。
17 節：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21 節：起了誓決不後悔，你是永遠為祭
司， 來自詩篇一百一十篇 4 節
詩篇一百一十篇 1 節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 44 節被引用，指的是基督。
11 節：倘若藉這職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興起一位祭司，照麥基洗德的等次，不要亞
倫的等次呢?
18 節：先前的條例因軟弱無益，所以廢掉了，就引進了更美的指望，靠這指望我們便可
以進到神面前。
創世記十四章 20 節：是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他手裏。
16 節：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乃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
基督是元帥，是先鋒，是大祭司，信徒要靠他可以到神面前 (19，25 節)。
信徒不單得救還可以得勝，不單可以面對罪的審判，也可以勝過罪的權勢。
明白：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因此要感恩，要謙卑
1. 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要感恩
哥林多前書四章 7 節：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麽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
為何自誇，彷佛不是領受的呢？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10 節：然而的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人才成的。
2. 不要倚靠自己的聰明：要謙卑
4

箴言書三章 5 節：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不要再靠自己的聰明，要謙卑依靠神。
感恩要說，謙卑要靜。在人前要見證，在神前要安靜。
要感恩有見證，要謙卑有安靜。
(二) 好掂，一定無意外 (七章 20-28 節)
起誓在 20-22 節中講了五次。起誓的重點不單是內容，更是誰起的誓。
19 節更美的指望，22 節更美的約。
七章 19 節是可以到神面前，五章 16 節可以到施恩座前得憐恤蒙恩惠，是現在有希望。
七章 22 節，有中保，担保人，一定滿足神的要求，將來有希望。
基督是另外的大祭司，神會滿足我們的需要，我們可以滿足神的要求。
結果：25 節的拯救到底，28 節的成全到永遠。
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耶穌是元帥，是先鋒，是大祭司，他來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人的問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不知道自己需要知道的。
六個問題：人有問題，不知自己有問題，知有問題，不知點解有問題，
知點解有，唔知點解決問題，知點解決，無能力解決問題，
可以解決，唔願意解決問題，願意解決，唔需要解決問題。
1. 救恩的確據：有喜樂
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不是靠律法，也不是靠行為，不可以靠律法，也不可以靠行
為。
人信之後要有好行為，馬太福音七章提到憑果子可以認出他們來。是果不是因，先有生命
才有果子，不是相反。
羅馬書六章 15 節：這卻怎麼說呢? 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麼? 斷
乎不可。
會有神的管教，會有罪的後果。
保羅哥林多前書五章 4-5 節中說要交給撒旦，是奉主的名，用主耶穌的權能交的。
教會要管教，神也會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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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喜樂：
箴言十七章 22 節：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希伯來書十二章 2 節：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便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喜樂是最好的心藥，是最好的心力。
看聖經中的內容，過去預言的應驗，耶穌復活的事實，再來預言的應驗。
要喜樂，便多看
2. 成全到永遠：要精靈
可以拯救到底，可以成全到永遠，是現在開始，是因為有了新的生命。
二章 11-16 節提及神的話語，十章 23-24 節提及神的子民
不怕有聖經，因為唔好讀，唔怕你去讀，因為唔識讀，
唔怕你識讀，因為唔會用，唔怕你會用，因為唔會耐。
我們將來唔會有意外，我們現在唔好出意外。
要精靈，便多用。
結語：
唔掂，所以有另外，要感恩有見證，要謙卑有安靜。
好掂，唔會有意外，要喜樂便多看，要精靈便多用。
地是天的影子，天是地的實體。
有神的兒子為元帥，為大祭司，為先鋒，
人要改變，人要傳揚，持定將來指望，對準個人目標，馬上齊齊行動。信徒要感恩有見
證，要謙卑有安靜，要喜樂便多看，要精靈便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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