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課 希伯來書第六章

分段:

6:1-6:3  要竭力進入完全

6:4-6:12 再次警戒不要離棄基督

6:13-6:20 神確切的應許

經文：5:14-6-3

希伯來書 [5:14 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

了。] 6: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

如那懊悔死行、信靠　神、  6:2 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

教訓。 6:3 神若許我們、我們必如此行。 

問題:

A. 基督道理的開端的的例子有那些？

1. 懊悔死行 

參考經  文

馬太福音 3: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約翰一書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

我們一切的不義。

希伯來書 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　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

你們的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　神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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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12:1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

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羅馬書 6:21 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日有甚麼果子呢；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

羅馬書 8:6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2. 信靠　神

參考經  文

使徒行傳 20:20-21 20 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眾人

面前、或在各人家裡、我都教導你們； 21 又對猶太人、和希利尼人、證明當向　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穌基督。

羅馬書 9:33 就如經上所記、『我在錫安放一塊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

不至於羞愧。』 

使徒行傳 13:38-39  38 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  39

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

3. 各樣洗禮

參考經  文

馬太福音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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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馬可福音 1:8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馬可福音 7:3-4 3 原來法利賽人和猶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遺傳、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喫飯；

 4 從市上來、若不洗浴、也不喫飯、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歷代拘守、就是洗杯、罐、

銅器、等物。）

水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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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3: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馬可福音 1:8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施洗約翰的洗禮”，呼召人悔改，預備人心。

使徒行傳 2:38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

領受所賜的聖靈； 

羅馬書 6: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

羅馬書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

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加拉太書 3: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聖靈的洗  :

約翰福音 16:7-8 7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

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8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

己責備自己；  

約翰福音 3:7-8 7 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8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

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火的洗  :

a.神的話

耶利米書 23:29 耶和華說、我的話豈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錘麼。

b. 審判

馬太福音 3:10:12 10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

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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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12 他手裡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

把麥子收在倉裡、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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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聖靈

使徒行傳 2:3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其它洗禮

大祭司供職前: 出埃及記 30

接觸不潔淨之人/死屍：

死屍： 利未 11

大麻瘋： 利未 14

患漏症： 利未 15

潔淨的禮：民數 8,19

意義：自潔，除惡

以賽亞書 1:16 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

馬太福音 15:11 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乃能污穢人。

路加福音 6:45 …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4. 按手之禮

參考經  文   

利未記 1:4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頭上、燔祭便蒙悅納、為他贖罪。

民數記 27:18-23 

18 耶和華對摩西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靈的、你將他領來按手在他頭上；19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囑咐他。 20 又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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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會眾都聽從他。 21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斷、在耶和華

面前為他求問；他和以色列全會眾都要遵以利亞撒的命出入。22 於是摩西照耶和華所吩

咐的、將約書亞領來、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 23 按手在他頭上、囑咐他、

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說的話。

提摩太後書 1:6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　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提摩太前書 5:22 

給人行按手的禮、不可急促；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潔。

按手  的內在意義

1. 聯合: 

按手在燔祭牲的頭上」     (利 1:3-4，8:18)

2. 交通(將我所有的給你)

你…按手在他頭上；…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民 27:18-20)

「為此我題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提後 1:6)

按手  的外在功用

1. 接納(入教會)

「他們…受浸；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徒 19:5-6)

2. 使人受聖靈

「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徒 8:17)

3. 分給恩賜

「為此我題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提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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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立(長老)、委派(執事)

「派他們管理這事。…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徒 6:3-6)

5. 打發(宣教)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徒 13:3)

6. 祝福

「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可 10:16)

7. 醫病

「耶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醫好他們。」 (路 4:40)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 16:18)

5. 死人復活

參考經  文

使徒行傳 24:15 並且靠著　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就是他們自己也有這

個盼望。

約翰福音 5:29 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6. 永遠審判

參考經  文

猶大書 1:6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主用鎖鍊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裡、

等候大日的審判。

啟示錄 20:12-13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

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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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什麼作者要我們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1. 盼望我們在真道上成熟。

希伯來書 5:14 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

了。

以弗所書 4:13-14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

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2. 神要給我們最好的。

以弗所書 3:8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

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

約翰福音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3. 神要我們進入完全

希伯來書 6: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馬太福音 5: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C. 小結:

基督道理的開端,是根基. 

立根基的目的,是為了向上建造, 進入完全。

神不以我們得救為滿足。神要我們得著衪一切的豐富。

哥林多前書 2:9 如經上所記、『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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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12 再次警戒不要離棄基督

經文：6:4-6-12

6:4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 6:5 並嘗過　神善道的滋

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 6:6 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　

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6:7 就如一塊田地、喫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

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　神得福； 6:8 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

是焚燒。6:9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雖是這樣說、卻深信你們的行為強過這些、而且近乎得

救。 6:10 因為　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作的工、和你們為他名所顯的愛心、就是

先前伺候聖徒、如今還是伺候。6:11 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有滿足

的指望、一直到底。6:12 並且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6:4-6:8 的四種可能解釋

1. 救恩可失論: 

一個真正的信徒，仍有失去救恩的可能。

2. 假定論: 

僅是一個假設的情況，而這種情況又永遠不可能發生，故毋需杞人憂天。

3. 不信論: 

他們的變節叛道證明他們的信仰不是真實的。

4. 失去獎賞論: 

真正的基督徒都要永遠得救，但在基督審判台前將會有不同的報應，其差別乃在將來國

度的賞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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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論的論點

6:4-5 不等於重生得救; 

6:7 田地人心; 

雨水6:4-5 的經歷; 

6:8 長荊棘和蒺藜6:6 離棄道理

參考例子： 掃羅王，加略人猶大。

撒母耳記上 10:9 掃羅轉身離別撒母耳、　神就賜他一個新心；當日這一切兆頭都應驗了。

  10:10 掃羅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見他、　神的靈大大感動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說

話。 

相關問題：

人有沒有可能拒絕救恩？

人有沒有可能“自以為”得救,卻沒有得救？ (參考馬太七：21-23)

人怎麼確信、知道自己是真正得救的？

A. 行為近乎得救是什麼意思?

[NIV]Hebrews 6:9 Even though we speak like this, dear friends, we are confident of better things in your 

case--things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深信你們的行為是隨著救恩而有的行為

真實的信心=(產生) 救恩 + 行為。

B. 作者為什麼深信他們的行為是隨著救恩而有的行為?

1. 因著 “你們所作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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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著 “你們為他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伺候 (have ministered, have helped) 聖徒、

如今還是伺候 (do minister, continue to help, in still ministering to).”

C. “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有滿足的指望、一直到

底。”是什麼意思?

[KJV]Hebrews 6:11 And we desire that every one of you do show the same diligence to the 

full assurance of hope unto the end: 

[NIV]Hebrews 6:11 We want each of you to show this same diligence to the very end, in 

order to make your hope sure. 

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的指望有確據 。

D. 人怎麼確信、知道自己是真正得救的？

是否持續地顯出愛神、愛人的殷勤。

E. 小結:

6:12 並且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3:6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3: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 

4:1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

6: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12:1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

程、

13:1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

13:2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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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6:20 神確切的應許

13 當初　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著起誓的、就指著自己起

誓、說、 14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15 這樣、

亞伯拉罕既恆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 16 人都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並且以起誓為

實據、了結各樣的爭論。 17 照樣、　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他的旨意是不

更改的、就起誓為證；18 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　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

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19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

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20 作先鋒的耶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

就為我們進入幔內。 

A. 亞伯拉罕什麼時候得著了所應許的?

耶穌道成肉身之後。

創世記 22:16-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

著自己起誓說、17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

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18 地上萬國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

聽從了我的話。

希伯來書 11: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

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B. 兩件不更改的事指的是什麽？

神的應許及起誓

C. 神為何要起誓 ？

好叫我們知道我們的指望、盼望是真實的，是會成就的, 所以我們可以持定擺在我們前

頭的指望。(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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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擺在我們前頭的指望有那些？

神的應許就是我們的指望.

例如: 靈魂體全得救, 主在來時被提, 承受天上基業, 與主永遠同在.

E. 我們的指望，通入幔內是什麼意思？

基督徒所有的盼望是在乎耶穌基督。如同錨是拋在耶穌基督身上。

耶穌基督如今已升上高天，坐在至聖者的右邊。

參考經  文   

哥林多後書 1:20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實在原文作阿們〕叫　神因我們得榮耀。 

加拉太書 3: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以弗所書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

屬靈的福氣； 

新生的盼望在乎耶穌基督

羅馬書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

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羅馬書 8: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得勝  /  成聖的盼望在乎耶穌基督

哥林多前書 15:57 感謝　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哥林多前書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　神、　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

義、聖潔、救贖；  

永生的盼望在乎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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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羅馬書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　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得榮耀的盼望在乎耶穌基督

羅馬書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　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

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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