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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 更美長存的家業 

• 複習： 

 

o “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句話的出處是在哪裡？新約哪幾個地方引用過

這句話？它的含義是什麼？ 

o 在過去這個星期裡，你是如何進到神面前？如何堅守指望？如何彼

此相顧的呢？ 

 

 

• 經文：希伯來書 10：26-39 

第四次警告（10：19-39） 

o 勸勉（19-25）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20  是藉著

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

體。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22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

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 

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23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

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24  又要彼此相顧，

激發愛心，勉勵行善。25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

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原文作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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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警告（26-31） 

10:26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

了；27  惟有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28  人干犯摩西

的律法，憑兩三個見證人，尚且不得憐恤而死，29  何況人踐踏神的

兒子，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又褻慢施恩的聖靈，你們

想，他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30  因為我們知道誰說：「伸冤在

我，我必報應」；又說：「主要審判他的百姓。」31  落在永生神的

手裡，真是可怕的！  

 

o 鼓勵（32-39）： 

▪ “要追念往日”（32-34） 

▪ 要面對現實：“不可丟棄勇敢的心”並憑信心忍耐到底（35-39） 

32  你們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33  一

面被毀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觀看；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

難的人。 34  因為你們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

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 

35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36  你們

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37  因為還

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38  只是義人（有古卷：我

的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39  我們卻不是

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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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請回憶一下，聖經中提到哪兩種審判？上帝的審判是何等嚴厲呢？ 

 

a. 神的審判有兩種：第一種是對信徒的審判，是在天上基督台前的審判；第二

種是對非信徒的審判，又叫“末日審判”或“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是在千禧

年之後發生的。 

 

b. 關於對末日審判的描述： 

i. 馬太福音 13:49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

分别出来，50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ii. 馬太福音 22:13  於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

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iii. 馬太福音 25: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

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46  这些人要往永

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iv. 馬可福音 9:42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

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43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

下来；44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

的火里去。 

 

v. 馬可福音 9:47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他；你只有一只眼进

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48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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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路加福音 20:17  耶稣看著他们说：「经上记著：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

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麽意思呢？18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

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c. 小結：神的審判是十分嚴厲的，也是完全公正的。如果人輕視上帝的審判，

也就是輕視上帝的救恩，忽略了神的兒子為救贖罪人所付出的代價。 

 

 

2. 作者在 26-31 節中所講的審判是哪一種審判？是因為什麼樣的罪才會招致

如此嚴厲的審判？ 

 

a. 這裡提到因為犯罪而招致的兩個可怕的結果：第一，就是沒有贖罪祭了

（26 節）；第二，是等候火的審判（27 節）。所以，這裡是指對不信之人

的審判。 

i. 以賽亞書 10:17  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

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净尽；18  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

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  

ii. 以賽亞書 26:11  耶和华啊，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

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抱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  

 

b. 這些人所犯的是故意的、持續的罪。並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所犯的罪是背離

並拒絕“真道”的罪。 

i. 他們“踐踏神兒子”（29a） 

ii. 他們明知主耶穌已經成就了救恩，卻還故意不信（29b） 

iii. 他們還“褻瀆施恩的聖靈”（29c） 

 

c. 褻瀆聖靈的罪不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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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馬太福音 12:32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

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ii. 馬可福音 3:29  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iii. 希伯來書 6:4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於圣灵有

分，5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6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

羞辱他。  

iv. 約翰一書 5:16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

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17  凡不义

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罪。18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

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那恶

者也就无法害他。  

 

d. 慕道友不會犯這種罪，而是自稱是“神的百姓”，“基督徒”的人會犯的罪。 

 

e. “兩三個見證人”的經文出自：申命記 17:2  「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

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

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3  去事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

象，是主不曾吩咐的；4  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地探听，果然

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5  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

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6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

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7  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後众民也下

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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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讀者的教會曾經經歷過革老丟年間的逼迫（使徒行傳 18：2）。

請找出他們曾為了信耶穌都付出了哪些代價，受過哪些苦（32-34）？為

什麼他們能夠“甘心忍受”這些苦難？ 

 

a. 他們曾經受過逼迫。使徒行傳 18:2  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

本都；因為革老丟猶太人都離開羅馬，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義大利來。保

羅就投奔了他們。  

 

b. 他們為了信仰所付出的代價（33-34）： 

i. 被毀謗 

ii. 遭患難 

iii. 成了戲景，叫眾人觀看 

iv. 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 

v. 你們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 

vi. 家業被人搶去 

 

c. 他們之所以能甘心忍受這些苦難，是因為他們相信並盼望“自己有更美長存

的家業” 

i. 希伯來書 13:14  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

城。  

ii. 馬太福音 6:19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

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20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

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d. 小結：作者鼓勵這些信徒，預備他們面對即將到來的逼迫時，首先提醒他們

過往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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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對現實中的試煉，他們應當怎樣行？（35-39） 

a. 不可丟棄勇敢的心（35）： 

i. 逼迫會越來越嚴酷。希伯來書 12:4  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

流血的地步。  

ii. 舉例：勇敢的見證人 

1. 彼得約翰面對來自公會的逼迫 

2. 馬丁路德面前德國皇帝 

 

b. 當憑著信心忍耐到底（36-39） 

i. 主耶穌快要再來了（37） 

ii. 義人必因信得生（38） 

1. 雙重含義：因信得重生；因信而生活 

2. 哈巴谷書 3:17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

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

18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c. 小結：憑信心是得勝苦難的關鍵，因此引出第 11 章，偉大的信心篇章。 

 

 

5. 應用：當面對新的難處的時候，回想神過去是如何保守我們渡過難關的，這是非常有

幫助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已經快一年了，我們隔離在家，有許多的難處。

然而，正是在艱難中，我們經歷了上帝豐盛的恩典。請在接下來這個星期回想並記錄

過去這一年裡，你所經歷的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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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希伯來書第十章中所引用的舊約經文 

 

• 10：30  因為我們知道誰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又說：「主要審判他的百

姓。」 

 

• 申命記 32:35  他們失腳的時候，伸冤報應在我；因他們遭災的日子近了；那要臨在他

們身上的必速速來到。36  耶和華見他百姓毫無能力，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沒有剩

下，就必為他們伸冤，為他的僕人後悔。  

• 羅馬書 12:19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

怒）；因为经上记著：「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 10:37-38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 38 只是義人（有古卷：

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 哈巴谷書 2:3-4  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雖然遲延，還要等

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4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