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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課 不可失了神的恩 

 通知： 

o 下一季的查經將於 4 月 7 日開始，查考《雅各書》。 

 

 

 經文：希伯來書 12：14-29 

奔跑到底 (12:12-17) 

12:12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13  也要為自己的

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腳（或作：差路），反得痊愈。14  你

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15  又要謹

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

污穢；16  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

子的名分賣了。17  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

求，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道的。  

 

兩座山的對比 (12:18-24) 

12:18  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雲、黑暗、暴風、

19  角聲與說話的聲音。那些聽見這聲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20  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說：『靠近這山的，即便是走獸，也

要用石頭打死。』21  所見的極其可怕，甚至摩西說：『我甚是恐懼戰

兢。』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裡有千萬的天使，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

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

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不能震動的國 (12: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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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

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26  當時

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

動天。』27  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29  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  

 

思考問題： 

 

1. 這段經文（12：12-17）是延續了從 12 章第 1 節開始的“奔跑”的主題。

信息的重點是提醒我們當如何完成在地上的路程。一段路程的開始很重

要，然而更重要的是結束。對於基督徒來講，怎樣才能把地上的路程完成

得好呢？ 

a. 第一，要剛強（12） 

i. 約書亞記 1:6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

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  

ii. 提摩太後書 1:7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

謹守的心。  

 

b. 第二，要與人同跑（13） 

i. 在這節經文中提到哪幾種人？ 

1. 軟弱的 

2. 瘸子 

3. 歪腳的 

ii. 在奔跑天路的時候，除了我們自己要堅持跑下去，不放棄之外，我們

大家還要互相幫助，彼此相顧。這是希伯來書裡貫徹始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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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

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  

2. 4:1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

們（原文作你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3. 4:11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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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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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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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應用：你看到哪些人需要鼓勵？本週找個時間打個電話給他/她。 

 

c. 第三，要追求和睦和聖潔（14） 

i. “追求”這個詞是竭力，務必，盡力的意思；就像追趕敵人，或者追

求情人一樣。 

1. 以弗所書 4: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3  用

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2. 羅馬書 12:18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3. 羅馬書 14:19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

事。 

4. 馬太福音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

子。  

ii. 怎麼做？ 

1. 要原諒 

2. 要主動 

3. 要有恩慈 

4. 要用心 

5. 要為仇敵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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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應用：請想想看，你需要跟哪些人恢復和睦的關係。請在下次守聖餐

之前，主動找對方和好。 

 

d. 第四，不可失去神的恩（15a） 

i. 神的恩典是豐富的 

1. 施恩的寶座。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

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2. 羅馬書 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那裡顯

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ii. 人怎麼會失去神的恩呢？ 

1. 沒有支取神赦罪的恩 

2. 沒有好好讀神的話 

3. 沒有留在教會裡 

 

e. 第五，要除去毒根（15b） 

i. 在教會中，都有哪些可能的毒根？ 

1. 拜假神。申命記 29:18  惟恐你們中間，或男或女，或族長或支

派長，今日心裡偏離耶和華我們的神，去事奉那些國的神；又

怕你們中間有惡根生出苦菜和茵蔯來，  

2. 錯誤的教導 

3. 有偏差的行為 

4. 人際關係上的破裂 

5. 人心中的苦毒 

ii. 應用：請檢查我們自己心中有沒有毒根？我們當中有沒有？該怎樣除

去？ 

 

f. 第六，不要像以掃那樣，淫亂並貪戀世俗（16-17） 

i. 以掃的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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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淫亂的 

2. 貪戀世俗的 

 

2. 接下來，作者把錫安山與西奈山相對比（18-24）。 

 

a. 西奈山代表什麼？ 

出埃及記 19:9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在密雲中臨到你那裡，叫百姓在我

與你說話的時候可以聽見，也可以永遠信你了。」於是，摩西將百姓的話奏

告耶和華。10  耶和華又對摩西說：「你往百姓那裡去，叫他們今天明天自

潔，又叫他們洗衣服。11  到第三天要預備好了，因為第三天耶和華要在眾

百姓眼前降臨在西乃山上。12  你要在山的四圍給百姓定界限，說：『你們

當謹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邊界；凡摸這山的，必要治死他。

13  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頭打死，或用箭射透；無論是人是牲畜，都不得

活。到角聲拖長的時候，他們才可到山根來。』」14  摩西下山往百姓那裡

去，叫他們自潔，他們就洗衣服。15  他對百姓說：「到第三天要預備好

了。不可親近女人。」16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

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17  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接神，

都站在山下。18  西乃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山的煙氣上

騰，如燒窯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動。19  角聲漸漸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說

話，神有聲音答應他。20  耶和華降臨在西乃山頂上，耶和華召摩西上山

頂，摩西就上去。21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下去囑咐百姓，不可闖過來到

我面前觀看，恐怕他們有多人死亡；22  又叫親近我的祭司自潔，恐怕我忽

然出來擊殺他們。」23  摩西對耶和華說：「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為你已

經囑咐我們說：『要在山的四圍定界限，叫山成聖。』」  

 

b. 錫安山又代表什麼？“來到錫安山”是什麼意思？都有哪些人在那裡？ 

i. 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ii. 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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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 

iv. 有審判眾人的神 

v. 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vi. 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 

vii. 以及所灑的血； 

 

c. 作者為什麼要做這個比較呢？ 

i. 為了引出 25-29 節的勸勉 

 

3. “再一次”（26）指什麼時候？什麼是“被震動的”？什麼是“不被震動

的”？ 

a. 彼得後書 3: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

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b. 現今我們所在的世界是被震動的。 

c. 不被震動的是指神的國度，將來的新天新地，以及所有得救的人。 

 

4. 當知道我們已經得到了這個“不能震動的國”之後，我們正確的回應應該

是什麼？ 

a. 感謝神 

b. 順從神 

c. 事奉神 

附錄：希伯來書第十二章中所引用的舊約經文 

 12:12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13  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

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腳（或作：差路），反得痊愈。 

 以賽亞書 35:3  你們要使軟弱的手堅壯，無力的膝穩固。4  對膽怯的人說：你們要剛

強，不要懼怕。看哪，你們的神必來報仇，必來施行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們。 



7 
 

  

 12:20  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說：『靠近這山的，即便是走獸，也要用石頭

打死。』 

 出埃及記 19:12  你要在山的四圍給百姓定界限，說：『你們當謹慎，不可上山去，也

不可摸山的邊界；凡摸這山的，必要治死他。13  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頭打死，或用

箭射透；無論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角聲拖長的時候，他們才可到山根來。』」  

 

 12:21  所見的極其可怕，甚至摩西說：『我甚是恐懼戰兢。』 

 申命記 9:19  我因耶和華向你們大發烈怒，要滅絕你們，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華又應

允了我。  

 

 12:26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

動天。』 

 哈該書 2: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與旱

地。  

 

 12:29  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  

 申命記 4:23  你們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們神與你們所立的約，為自己雕刻偶像，

就是耶和華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24  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