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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課 最後的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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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5 

三件不可缺少的事（13：1-3） 

Heb 13:1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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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

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 

 

三件要竭力遠離的惡事（13：4-6） 

4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

判。5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我

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6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

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信心的榜樣和信心的根基（13：7-14） 

7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

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8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

一樣的。 

9  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才是好

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著益處。10  我們有一

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吃的。11  原來牲畜的

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12  所以，耶穌

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13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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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14  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

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蒙神悅納的兩種屬靈的祭物：讚美和行善（13：15-16） 

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

嘴唇的果子。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

喜悅的。 

 

當順從屬靈領袖並為他們禱告（13：17-19） 

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

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若

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18  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因我們自覺良心無虧，願

意凡事按正道而行。19  我更求你們為我禱告，使我快些回到你們那裡

去。  

 

最後的祝福和問候 (13:20-25) 

Heb 13:20  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

穌從死裡復活的神，21  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

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他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

遠。阿們！  

Heb 13:22  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23  你們

該知道，我們的兄弟提摩太已經釋放了；他若快來，我必同他去見你們。

24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安。從義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

25  願恩惠常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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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前一章裡，作者提醒我們兩方面的真理：一方面，我們的神是西奈山上

的烈火，公義和聖潔；另一方面，祂又是在錫安山上彰顯慈愛和恩典的

神。所以，我們當如何彼此相待呢？我們與主的關係當如何改變我們對待

別人的態度呢？活在主的面前，我們基督徒有三件不可缺少的事（13：1-

3）： 

a. 第一，要愛主內的弟兄姐妹。 

i. 彼此相愛是主給門徒的“新命令”，也是主耶穌的門徒的記號。 

1. 約翰福音 13: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

是我的門徒了。 

2. 約翰一書 3:14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3. 詩篇 133:1  （大衛上行之詩。）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

善，何等的美！  

4. 主耶穌的禱告（約翰福音 17 章） 

ii. 然而，當教會面臨逼迫的時候，信徒彼此相愛的關係也受到了考驗。 

iii. 應用：當意見不同時，我們依然要彼此相愛！ 

iv. 舉例：George Whitefield and John Wesley did this even though they 

disagreed in matters of theology. Whitefield: 

My honored friend and brother ... hearken to a child who is willing to 

wash your feet. I beseech you, by the mercies of God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if you would have my love confirmed toward you... Why should we 

dispute,  when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convincing? Will it not, in the end, 

destroy brotherly love, and insensibly take from us that cordial union and 

sweetness of soul, which I pray God may always subsist between us? How 

glad would the enemies of our Lord be to see us divided... Honored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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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us offer salvation freely To all by the blood of Jesus, and whatever 

light God has communicated to us, let us freely communicate to others. 

The will to let brotherly love remain - this is a divine duty. 

 

b. 第二，要用愛心接待客旅 

i. 聖經中的榜樣： 

1. 亞伯拉罕（創世記 18 章） 

2. 基甸（士師記 6：11） 

3. 參孫的父母（士師記 13 章） 

ii. 聖經中的教導： 

1. 羅馬書 12:13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的款待。  

2. 彼得前書 4: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3. 提摩太前書 3:2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

夫，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4. 提多書 1:8  樂意接待遠人，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 

iii. 應用：我們當如何在疫情的背景之下實踐“互相款待”呢？ 

  

c. 第三，要記念為主坐監的人和遭受苦害的人 

i. 希伯來書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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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應用：你知道哪些人是為主坐監的？ 

 

 

 

2. 活在主的面前，我們基督徒還有三件要竭力遠離的惡事（13：4-6） 

a. 淫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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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貪財 

c. 懼怕人 

 

3. 當今的時代，在婚姻上的試探主要是哪一類? 

a. 關於婚姻的兩種錯誤：一是禁慾，另一個是放縱。當今的時代，在婚姻上的

試探主要是哪一類? 

 

b. 就你所觀察到的，不尊重婚姻都有哪些表現？ 

 

c. 聖經中對淫亂的警告： 

i. 哥林多前書 6:9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自欺！

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10  偷竊

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ii. 以弗所書  5:5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

有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

一樣。6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

之子。  

iii. 帖撒羅尼迦前書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4  要

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5  不放縱私慾的邪

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6  不要一個人在這事上越分，欺負他的

弟兄；因為這一類的事，主必報應，正如我預先對你們說過，又切切

囑咐你們的。7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

聖潔。 

iv. 啟示錄  21:8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

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

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v. 啟示錄 22:15  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

的，並一切喜好說謊言、編造虛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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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淫亂都帶來哪些後果？ 

i. 哥林多前書 6:18  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什麼罪，都在身

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ii. 除此之外，還會帶來家庭虐待、離婚、私生子、單親家庭、墮胎等等

的惡果。 

iii. 婚姻上不聖潔的罪，是怎樣破壞一間教會的呢？ 

 

e. 應用：在這個淫亂盛行的世代裡，我們當如何保守自己的聖潔？ 

 

 

4. 貪財是萬惡之根（5 節） 

a. 貪財會帶來許多的愁苦，是主耶穌撒種比喻中的第三種土，荊棘土，的主要

表現。 

i. 提摩太前書 6:10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

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ii. 提摩太前書 3:2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

節制，自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3  不因酒滋事，不打

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  

 

b. 人心裡真正的滿足是來自上帝 

i. 提摩太前書 6:7  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去。

8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ii. 腓立比書 4: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

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  

5. 不要懼怕人（6 節） 

a.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b. 詩篇 118:6  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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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賽亞書 51:7  知道公義、將我訓誨存在心中的民，要聽我言！不要怕人的

辱罵，也不要因人的毀謗驚惶。8  因為蛀蟲必咬他們，好像咬衣服；蟲子必

咬他們，如同咬羊絨。惟有我的公義永遠長存，我的救恩直到萬代。  

d. 馬太福音 10: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

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 

 

6. 當效法信心的榜樣（7 節） 

a.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

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 

b. 應用：在我們的信心成長的過程中都有哪些榜樣我們當記念的？ 

i. 孫教授：謙卑服事 

ii. Randy 弟兄：愛心陪伴 

iii. 高榮德牧師：專心完成主的託付 

c. 主耶穌是我們永遠不會改變的榜樣 

 

7. 什麼是使我們信心成長的屬靈食物？（9-14 節） 

a. 是藉著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所釋放的神的恩典！唯有主耶穌基督的生命，才

是我們生命的糧食。這種恩典超越舊約獻祭的體制，因為新約的恩典是隨時

可以靠著信心支取的。只要人願意出到城外來就近耶穌，就可以得到。 

b. 神賜恩給謙卑的人 

i. 箴言 3:34  他譏誚那好譏誚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ii. 彼得前書 5:5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

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iii. 雅各書 4:6  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

給謙卑的人。  

 

8. 兩種屬靈的祭物（15-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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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敬拜 

i. 瑪利亞的榜樣 

ii. 應用：疫情對基督徒的敬拜都帶來哪些影響？ 

b. 行善 

i. 馬大的榜樣 

ii. 應用：我們當如何用時間和金錢來獻祭給神？ 

 

9. 為什麼要順從屬靈領袖？ 

a. 第一，因為神設立屬靈領袖是為要引導屬神的百姓。 

i.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

醒，（17a） 

b. 第二，因為屬靈領袖要在神面前交賬。 

i. 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人。（17b） 

c. 第三，因為大家同得益處 

i. 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

（17c） 

 

 

10. 最後的祝福和問候 (13:20-25) 

 
a. 祝福。 13:20  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

穌從死裡復活的神，21  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又

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他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b. 問候。13:22  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23  你們

該知道，我們的兄弟提摩太已經釋放了；他若快來，我必同他去見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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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安。從義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

25  願恩惠常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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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希伯來書第十三章中所引用的舊約經文 

 13:5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

也不丟棄你。』  

 創世記 28:15  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那裡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

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 

 申命記 31:6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和你同

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約書亞記 1:5  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

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歷代志上 28:20  大衛又對他兒子所羅門說：「你當剛強壯膽去行！不要懼怕，也不要

驚惶。因為耶和華 神就是我的神，與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直到耶和

華殿的工作都完畢了。  

 

 13:6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詩篇 118:6  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馬太福音 10: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

地獄裡的，正要怕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