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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十三1‾13

1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

2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3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5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7从前引导你们、传 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8耶稣基督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9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我们有 祭坛 祭物是 些在帐幕中供 可同吃10 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

11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

12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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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希伯来书：十三14‾25

14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15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 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16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 神所喜悦的。16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 神所喜悦的。

17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 不致忧愁 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18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19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20 但愿赐平安的 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神，

21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行 喜 。 直 。

22 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23 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

24 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 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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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

25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从第十章最后一个段落到十二章，作者提醒读者要回顾先前看过那些信心的榜样，
甚至我们自己先前从信主以来 是怎么样走过来的经历 这个会帮助我们甚至我们自己先前从信主以来、是怎么样走过来的经历，这个会帮助我们。

所有的回顾当中，最重要的是注目先前赐与我们、带领我们走生命路的耶稣，

祂怎么样走在前面？祂的榜样是怎么样的？

我们若看得清楚，我们若敏感于耶稣先前的榜样，
在祂的处境当中祂是怎么回应的，会非常关键的帮助我们，

在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怎么样做出信仰的好回应在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怎么样做出信仰的好回应。

讲到十二章为止作者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信徒个人，
换句话来讲，我们信仰的路要怎么走当然是我们自己决定，走在这天路上，换句话来讲，我们信仰的路要怎么走当然是我们自己决定，走在这天路上，

或者就随俗了，别人脱队，我们不经意或者就同样成为被掳掠的一员

若是我们注目那个在前面领路的耶稣，祂是在我们前面站在终点上

向我们挥手，让我们知道祂已经在那里，而且那里就是终点

我们若是注目那在我们前面的耶稣，我们就不会脱队，
在路程当中 我们就不会搁浅 遭遇 些事情我们也不会被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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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程当中、我们就不会搁浅，遭遇一些事情我们也不会被挫败，
因为耶稣在前面。



不过到底信仰不只是个人的事而已，每一个个别的信徒都在他所聚会的群体当中、
和他同走天路的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走和他同走天路的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走，

因此我们所在的信仰群体或者我们所在的地方教会，
她是孕育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处所

她是持续不断鼓舞我们走天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鼓舞我们的榜样，它就不只是在回忆当中、
它就不只是在文字见证当中 甚至不只是只有在圣经当中；它就不只是在文字见证当中、甚至不只是只有在圣经当中；

那个鼓舞我们信仰走天路的人，他就在我们的旁边，他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因此个别的基督徒想到回应主的时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因此个别的基督徒想到回应主的时候，固然是 个重要的层面，
作者在这一卷书最后面，就把他的提醒放在信仰的群体或者教会。

教会若是都拥有一个一起同心走天路的心志，

就个别地鼓舞每一个愿意走天路的天路客

教会本身来讲若是她的见证美，

她已经无形地教育 她已经无形地鼓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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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无形地教育、她已经无形地鼓舞了

每一个个别愿意走天路的人

因此在十三章作者一开始讲到信仰群体或地方教会的时候，他都提到几方面：
一 爱心的事奉：、爱心的事奉：

「爱心」无疑的会是许多的弟兄姐妹用来形容教会特征的第一个选项，
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经验过主爱我们

为着服事的缘故，我们愿意付上时间或者其他什么来服事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亲身经验我们的主为服事我们成就救恩，祂付上生命的代价

作者首先提到爱心的事奉 包括接待远人 特别是初代教会有许多巡回的传道人作者首先提到爱心的事奉，包括接待远人，特别是初代教会有许多巡回的传道人，
他们常常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接纳这些巡回的传道人，

让他们可以持续不断地在不同的地方巡回布道，这些接待他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持续不断地在不同的地方巡回布道，这些接待他们的弟兄姐妹

在传道人事奉的工作上与传道人同工，也与他们在事奉的事上一同有分。

经文也说：「鼓舞教会的弟兄姐妹，记念那些为信仰的缘故，付上沈重代价的人。」
许多人选择了这个信仰，多少就意味着他必须

从他原本那个民间宗教信仰的群体当中出来

他生活的圈子变成不 样了 他生活的方式不 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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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活的圈子变成不一样了，他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了

因此教会爱心事奉其中一个重要的提醒，是帮助这样的人、跟他们站在一起。

二、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婚姻的关系。
男女的婚姻混乱必然遭致教会传福音动力的削弱男女的婚姻混乱必然遭致教会传福音动力的削弱，

见证愈来愈不能够影响人。

三、对钱的观念。当然我们日子都要过，
钱无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上，

吸引了我们相当多的时间跟经验，
我们非得关注它不可 作者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非得关注它不可。作者提醒弟兄姐妹：

你们为人不要贪爱钱财，维持住一个合乎圣经的钱财观

我们在地上有产业，若是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不过是客旅，

我们是在天上有家的人，就应当有一个合宜的态度看我们在地上的钱财

讲完了这一切之后，作者把他对话的主题从我们转到他们，
是因为前面作者论到信仰的时候，

的确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信徒个人跟他所跟随的主，

他的确不多论到他当代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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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确不多论到他当代的其他人。

作者到最后一章讲到基督徒，我们看我们当代的其他人、也就是他们…

我们是怎么样看他们呢？
十三10~13我们有一座祭坛 坛上的祭物 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吃的十三10 13我们有 座祭坛，坛上的祭物，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吃的。

那些祭牲的血，由大祭司带进圣所作赎罪祭，祭牲的身体却要在营外焚烧。
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在城门外受苦，为的是要借着自己的血使人民成圣。

那么，让我们也出到营外到祂那里去，担当祂的凌辱。(新译本)

在这段圣经当中提到一个他们—
「我们有 座祭坛 坛上的祭物 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吃的 」「我们有一座祭坛，坛上的祭物，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吃的。」

短短的一节经文中提到我们跟他们，
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在我们的祭坛上是有那个曾经献己为祭的耶稣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在我们的祭坛上是有那个曾经献己为祭的耶稣
献己为祭的耶稣祂所构成的祭物，是先前在旧约当中他们没有分享受的

既然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这样子的恩，而连祂自己都是在以色列的营外受苦。
「营」这个字在旧约历史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用字，

以色列人是神所选召的民，住的这一块区域就被称为是营，
凡是营外进入营内的 若是他们当中有不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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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营外进入营内的，若是他们当中有不洁的，

他不可以带着不洁的、或不洁的人进入营内。



事实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取代了旧约，若是耶稣基督自己
尚且在城门外受苦 好叫百姓成圣 那我们这借着耶稣成圣的人尚且在城门外受苦，好叫百姓成圣，那我们这借着耶稣成圣的人，

我们岂不也当靠近祂，我们岂不也当出到营外去靠近祂吗？
这段经文有一段旧约背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得罪耶和华，

摩西就在以色列人的营外与耶和华会面

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会幕都是建在以色列的营中的，

但是唯有在那 次的记录当中 耶和华与人 与摩西会面但是唯有在那一次的记录当中，耶和华与人、与摩西会面，

是在以色列的营外，因为以色列人犯罪

若是耶稣成就救恩，尚且是在以色列人的营外，若是耶稣成就救恩，尚且是在以色列人的营外，
那我们这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岂不也当像耶稣一样

「出到营外，就了祂去。」
耶稣成就救恩并不在以色列的营中
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并不在以色列传统摩西律法的架构下

既然耶稣成就救恩不在营内 而在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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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耶稣成就救恩不在营内，而在营外，
那所有寻求祂的人就当在营外、就了祂去。

在这一卷书的读者当中或许有一些人，的确是有犹太教背景的人，
他们已经熟悉于过去旧约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体系他们已经熟悉于过去旧约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体系，

这样的人，他们尽管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在受逼迫的情况之下，
他们多少就有这样子的试探：想要回到先前耶路撒冷仪式敬拜的犹太教，

他心中可能这样想—敬拜耶稣基督获得神的救恩，得以亲近神，

当然是好的，不过既然逼迫如此的大，

我回到先前犹太教的敬拜体系当中我回到先前犹太教的敬拜体系当中，

在那里我还是敬拜独一的真神，有什么不可以呢？

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清楚地区分我们跟他们，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清楚地区分我们跟他们，
我们这个既已经经验过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有的祭坛、

我们祭坛上所有的祭物，不是他们能够吃的

既然耶稣基督成就救恩，连耶稣基督自己这样背景的人，尚且在营外成就救恩，

那我们这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岂不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呢？

我们已经从耶稣基督经验救恩的人 如今得以亲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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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从耶稣基督经验救恩的人，如今得以亲近神，

我们以为回到耶路撒冷仪式敬拜，还可以敬拜独一的真神吗？

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对有这样在信心摇摆的信徒说：
你离开耶稣基督 回到先前那个圣殿为中心的敬拜 你不可能在那里敬拜真神你离开耶稣基督，回到先前那个圣殿为中心的敬拜，你不可能在那里敬拜真神，

你若弃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重新回去寻求那个仪式性的敬拜，

你以为是敬拜，但事实上背离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没有救恩可以另外寻求。

他一开始很仔细地说：这个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在中间一个大段落，这个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但是 稣基督借着所成就的救恩自 作大祭司不但是耶稣基督借着所成就的救恩自己作大祭司，

并且祂所成就的救恩成就了一个新约，人凭着这个约，

他可以相信他跟神有一个永恒缔结的关系，他可以相信他跟神有 个永恒缔结的关系，

相信他凭着信心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更重要的是人怎么样可以凭着这大祭司所成就的约，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

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本身「献己为祭」，是一个相较于旧约更美的祭物，

使得不但是约有效，而且这个约是一个一次作成就永远有效的新约

人若是离开这个神借着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你就没有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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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是离开这个神借着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你就没有别的机会，
你就没有别的管道—神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

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人一生的灵程当中，
祂是「元帅 向导」一样 祂就是在我们前面伴着我们一起跑祂是「元帅、向导」 样，祂就是在我们前面伴着我们一起跑

祂是「先锋」，祂是一个在我们的前面跑并且事实上祂已经到达终点，

在那里祂彷佛是向我们挥手这样子的鼓励我们跑到终点

耶稣是「中保」，祂不但是立下了新约，祂保证若是你愿意跟着祂，

祂保证所有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不会迷失、必然都会到达终点

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终结者」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终结者」，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既然开动了善工，鼓舞我们在这条人生的路上开始往前跑，

继续不断地信心给我们肯定，祂必然要帮助我们跑到终点祂

作者频繁地使用赛跑这个流程，回顾以色列人先前在旷野当中流浪的那一群，
他们同样在旷野当中行走、没有目标，绝大部分的人走到一半就倒毙在旷野，

他们不信从，彷佛也信不来似的，因此需要一个新约。

这新约在跟随主的人心中继续不断地鼓舞他们，看耶稣的榜样；
继续不断地鼓舞他们 在人生的当中持续不断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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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不断地鼓舞他们，在人生的当中持续不断地思想：
我这个蒙恩的人怎么样在每一天的经验当中，回应那救我生命的主。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向他的读者说话，
因为他关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走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因为他关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走在生命的历程当中，

或许被诱惑、或许遭大环境的逼迫，有一些人灵程搁浅了，

因此作者要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它是有效的。

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历程当中，是不是你也有这种灵程暂时被搁浅的景况呢？
注目先前成就救恩的耶稣，看那些走在我们前面、在我们旁侧属灵的榜样，

就鼓励我们每一天都是一次新的机会重新委身，

每一个遭遇都是一次机会重新寻求、原来耶和华今天仍然作工，

原来这些看为是不顺的 会说是倒楣的 其实都是管教 都是培训的机会原来这些看为是不顺的、会说是倒楣的，其实都是管教、都是培训的机会，
我们若得胜了，这些都是我们的实务。

弟兄姐妹，让我们听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的鼓舞，， ，
每一个机会都挑战我们、鼓舞我们，生命要成长、生命要成熟

我们若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可以顺着那在我们前面的榜样

进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可以从祂那里得到随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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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从祂那里得到随时的帮助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样的信息常常地鼓舞我们。吴存仁老师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