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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課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20-40 信心的生活（2） 
分段: 

11:20-11:22 族長的信心 

11:23-11:28 摩西的父母和摩西的信心 

11:29-11:38 其它以色列人的信心 

11:39-11:40 結論 

 
經文 1：族長的信心 11:20-11:22 

希伯來書 11:20 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11:21 雅各因著信、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扶

著杖頭敬拜 神。11:22 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

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 

 
以撒信什麼？ 

 

相關經文: 

a. 以撒對雅各的第一次祝福: 創世記 27:27-29 

b.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創世記 12:3, 創世記 13:15-17 

c. 神對以撒兩個兒子的應許: 創世記 25:21-23 

d. 以撒對以掃的祝福: 創世記 27:30-40; 

創世記 27:39  新譯本: 39 他父親以撒回答他，說：“你住的地

方必遠離地上的沃土，遠離天上的甘露。 

e. 以撒第二次給雅各祝福: 創世記 28:1-4 

 
綜合上面經文，可以看出 

1. 以撒信神給亞伯拉罕尚未應驗的應許。 

2. 開始,以撒信(知道)神對以撒兩個兒子的應許,但不願順從。 

3. 希伯來書作者強調，以撒信神所啓示的“將來的事”。 

4. 後來,以撒學了順服，而按著神的應許來 “祝福”以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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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沒有應許的，以撒不敢隨己意祝福。 

6. 最後,以撒按著神的心意祝福雅各。 

 
雅各信什麼？ 

 

相關經文: 

a. 雅各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的過程: 創世記 48:12-20 

b. 扶著杖頭敬拜 神的過程: 創世記 47:29-31 

 
綜合上面經文，可以看出 

1. 雅各信神所給他關乎約瑟的兩個兒子的啓示。立以法蓮在瑪拿

西之上。 

2. 信神必將迦南地賜給他的後代。(雅各臨終前，想起神的應

許，相信神的應許，要將迦南美地賜給他的後裔，所以要求約

瑟將他葬在迦南地，扶著杖頭敬拜神。) 

 
約瑟信什麼？ 

相關經文: 

約瑟留下遺命: 創世記 50:24-26 

 
約瑟信神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尚未應驗的應許. 

 
小結 (11:20-11:22) 

• 信心是 “知道” 加上 “順從” 

• 以撒、雅各、約瑟三人都有臨終的信心. 

• 一個人的信心如何，並不在於開始時的信心，乃在於結束時的

信心。 

• 以撒、雅各、約瑟三人都相信神的應許，神的啓示, 因信祝

福，因信留下遺命, 信事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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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2：11:23-11:28 摩西的父母和摩西的信心 

11:23 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就因著信把他

藏了三個月、並不怕王命。11:24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

法老女兒之子； 25 他寧可和 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

受罪中之樂； 26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

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27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

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摩西的父母信什麼？ 

相關經文: 

a. 使徒行傳 7:20 (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裡

撫養了三個月。) 

b. 出埃及記 1:22-2:6 

c. 希伯來書 11:6 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 

 
上面經文中可以看出: 

1. 摩西的父母信神給他們的看見。 

2. 摩西的父母信那與他們立割禮之約的神。 

3. 摩西的父母信神會保守這個孩子。 

 
摩西信什麼？ 

相關經文: 

a. 出埃及記 2:11-15,  

b. 出埃及記 12 

 

上面經文中可以看出: 

1. 摩西信希伯來人是神的百姓。 

2. 摩西信作神的百姓，比作埃及王子更好。 

3. 摩西信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比享受短暫的罪中之樂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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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摩西信為基督(神的百姓)受凌辱，必得神的賞賜。 

5. 摩西信那用信心的眼，才能看見的主。 

 
小結 (11:23-11:27)  

a. 神若沒有對我們說話, 我們可以 

1. 信有神. 

2. 信神的所是(He is).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

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And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For the one 
coming-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b. 神若對我們說話 

1. 信神的話 

 
經文 3：11:29-38 其它以色列人的信心 

希伯來書 11:29 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著要過

去、就被吞滅了。30 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

倒塌了。31 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

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 32 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一一細說、基

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時候就

不夠了。 33 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

了獅子的口。 34 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

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 35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

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釋放原文作贖〕為要得

著更美的復活； 36 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

磨煉、 37 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著綿羊山

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 38 在曠野、山嶺、山

洞、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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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紅海: 百姓信神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話. 以色列人有神的應

許。信，就得著。埃及人沒有神的應許，試著要過去、就被吞

滅了。 

• 耶利哥城牆倒塌: 百姓信神藉約書亞咐以色列人的話，不憑自

己的聰明。(約書亞記 6.) 

• 妓女喇合: 信神的真實, 且願意順從。(約書亞記 2:9) 

• 其它許多的例子: 基甸, 士師記:6-7; 巴拉, 士師記: 4;參孫, 士師

記:13-16;耶弗他, 士師記 11-12 

• 堵了獅子的口: 但以理 (伯提沙撒). 但以理書: 6 

• 滅了烈火的猛勢: 但以理的三個朋友, 哈拿尼雅 (沙得拉)、米沙

利(米煞)、亞撒利雅(亞伯尼歌)。但以理書:3.  

• 脫了刀劍的鋒刃: 以斯帖，末底改. 以斯帖記. 

•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 書念的婦人. 王下：4 

• 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先知米該雅(王上:22) 

耶利米(耶:38) 

• 被石頭打死: 撒迦利亞 (代下: 24) 

• 被鋸鋸死: 以賽亞 (傳說) 

 
更美的復活 

1. “有婦人的復活得自己的死人復活”, 這樣的復活為什麼不完美？ 

因為還會再經歷肉體的死 

 
2. 什麼是更美的復活? 

不是靈性上的復活。(藉著信而順服的態度在主觀中來經歷它) 

 
3. 更美的復活是: 不朽壞的，榮耀的，強壯的，靈性的，出於天

的，屬天的，不死的。(林前十五 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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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基督再次降臨的時候，祂乃是帶領已死的聖徒們先降臨在空

中。這時，所有已經在主裡安息的聖徒都要復活，與還活著的聖徒

先後被提到天上與主相會，接受基督台前的審判，之後再與主一同

降臨到地上，經過爭戰，進入千年國度。 (于宏潔基礎神學第十二

講, 復活與得榮) 

 
5. 

• 我們若不明白復活的真理，就會被異端引誘，偏離真道，失去

信心（提後 2：18）。 

• 我們若不明白復活的真理，面臨親人的死亡，就會憂傷過度，

像沒有盼望的人（帖前 4：13）。 

• 我們若明白復活的真理，必能使我們對上帝有信心、有盼望

（彼前 1：21）。 

• 我們若明白「更美的復活」真理，必能使我們不怕死，剛強壯

膽，勇敢見證、事奉主（來 11：35）。   (陳蘭年牧師追思禮

拜／蕭偉光牧師 

https://hsiaowk7.pixnet.net/blog/post/6197266) 
 
“世界不配有的人” 是什麼樣的人？ 

1. 有著高貴的生命的人 

2. “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6:12) 

3. “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11:10) 的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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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的人 

5. “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1:13 ) 的人 

6. “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11:16) 的人  

7. “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11:26) 的人 

8. 能夠 “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11:27) 的人 

9. 想 “得著更美的復活” (11:35)的人 

10. “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 的人(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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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得了不能震動的國”(12:28) 的人 

12. “尋求那將來的城”(13:14) 的人 

 
經文 4：11:39-40 結論 

希伯來書 11:39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

許的；40 因為 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

得、就不能完全。  

 
得了美好的證據 = 信得了贊許的証言 

 
這些人為什麼仍未得著所應許的? 

➔ 因為 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 

➔ 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這更美的事是: 

 
a. 同得基業 

使徒行傳 20:32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 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

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歌羅西書 1:12 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b. 同得榮耀 

希伯來書 2:10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

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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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心意是得著羔羊的新婦，是教會整體，而不僅是一個個的“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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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個人，要彼此造就，建立基督的身體，使基督的身體得以完

全，教會得以完全，眾聖徒一起得那更美的復活，一同進入榮耀之

中,完成神永遠的旨意。 

 
希伯來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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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性的教會」(The Universal Church)或稱「看不見的教會」 

(The Invisible Church) 就是歷世歷代以來所有重生得救的聖徒們所構

成的那一個聖潔、合一、屬天、又屬靈的教會，因為全宇宙中，基

督只有一個身體（林前 12:13） 

---------------------------------------(于宏潔基礎神學第十三講，認識教會)  

 
參考資料  

于宏潔基礎神學第十二講，全備的救恩(2)，復活與得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FFuA29eAU&list=PLX0ghq1-
7lSjX985_R-
7gsgVQ0NMeUxOB&index=16&ab_channel=SVCA%E7%9F%BD%E8%B0
%B7%E5%9F%BA%E7%9D%A3%E5%BE%92%E8%81%9A%E6%9C%8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FFuA29eAU&list=PLX0ghq1-7lSjX985_R-7gsgVQ0NMeUxOB&index=16&ab_channel=SVCA%E7%9F%BD%E8%B0%B7%E5%9F%BA%E7%9D%A3%E5%BE%92%E8%81%9A%E6%9C%8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FFuA29eAU&list=PLX0ghq1-7lSjX985_R-7gsgVQ0NMeUxOB&index=16&ab_channel=SVCA%E7%9F%BD%E8%B0%B7%E5%9F%BA%E7%9D%A3%E5%BE%92%E8%81%9A%E6%9C%8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FFuA29eAU&list=PLX0ghq1-7lSjX985_R-7gsgVQ0NMeUxOB&index=16&ab_channel=SVCA%E7%9F%BD%E8%B0%B7%E5%9F%BA%E7%9D%A3%E5%BE%92%E8%81%9A%E6%9C%8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FFuA29eAU&list=PLX0ghq1-7lSjX985_R-7gsgVQ0NMeUxOB&index=16&ab_channel=SVCA%E7%9F%BD%E8%B0%B7%E5%9F%BA%E7%9D%A3%E5%BE%92%E8%81%9A%E6%9C%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