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CCC 主日學 (下)
警告和劝勉 (10 章～13 章)



希伯來
書的大
纲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1:1～4:13）

1) 基督超越众先知（1:1～3）

2) 基督超越众天使（1:4～2:18）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约书亚（3:1～4:13）

2. 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4:14～10:18）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亚伦（4:14～7:28）

2) 基督超越旧约,更美之約的中保（8）

3) 基督献上的祭超越旧约所有的祭（9:1～10:18）

3. 警告和劝勉（10:19～13:17）

1) 警告信徒不可藐视基督（10:19～39）

2) 用旧约的例子劝勉信徒要有信心（11）

3) 劝勉信徒要在基督里有盼望（12）

4) 鼓励信徒培养基督徒的德行（13:1～17）

5) 结尾的祝福（13:18～25）



耶穌時代的聖殿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忽然，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

震動，磐石也崩裂。(太27:50-51)

要使幔子垂在鉤子下，把法櫃抬進幔子內，這
幔子要將聖所和至聖所隔開。又要把施恩座安
在至聖所內的法櫃上。(出26:33-34)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

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來10:19-20)

耶穌時代的聖殿

主的身體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忽然，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

震動，磐石也崩裂。(太27:50-51)

要使幔子垂在鉤子下，把法櫃抬進幔子內，這
幔子要將聖所和至聖所隔開。又要把施恩座安
在至聖所內的法櫃上。(出26:33-34)

你們從前遠離上帝的人，如今卻在基

督耶穌裡，靠著祂的血，已經得親近

了。（以弗所書2:13)

因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間，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
耶穌。（提摩太前書2:5）



舊約

老路

死路

新約

新路

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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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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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

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

近，就更當如此。 (來10:22-25)

藉基督在十字架

(燔祭壇)所流的血

藉神話語中的

水(洗濯盆)
(至聖所)

留心顧念別人的事
艱難時仍然彼此激

勵愛主愛人的心

彼此勉勵完

成主的旨意

持續與信徒的相交



希伯來書
10:32-39

• 你們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
苦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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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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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
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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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

• 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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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警告和劝勉（10:19～13:17）
1)警告信徒不可藐视基督（10:19～39）

2)用旧约的例子劝勉信徒要有信心（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
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承認神所應
許是信實的



亞伯

該隱

求神悅納

我的成就

求神赦免

我的罪孽

無贖罪

的涵意

有贖罪

的涵意

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

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

因血裏有生命，所以能贖罪。(利17:11)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

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

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

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11:4)

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

有一日，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

物獻給耶和華。

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

脂油獻上。

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創4:2-5)



以諾與神同行
三百年

•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
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以
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創5:21-24)

•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因為神已
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
(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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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
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
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
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
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
了那從信而來的義。(來
11:6-7)

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
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
神同行。(創世記 6 :9)



亞伯 獻羊為祭

信心人物 信心表现 信心缘由

相信神啟示：惟靠羔羊才能遮罪

旧创时期

創世至洪水期 以諾 被神接去 相信神啟示：其子死時災難將至

挪亞 造方舟 相信神啟示：將有大洪水
信
心
名
人
殿
堂



亞伯拉罕離開吾珥
往迦南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
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
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
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
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
福於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亞伯
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得
也和他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
年七十五歲。(創世記 12:1-4)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
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裏去。(來
11:8)



• (創18:9-12)

•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
居住帳篷，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
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
所建造的。

……

•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甚麼暗笑，
說：『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養嗎？』

•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到了日期，明年
這時候，我必回到你這裏，撒拉必生一個兒
子。」

• 撒拉就害怕，不承認，說：「我沒有笑。」

• 那位說：「不然，妳實在笑了。」(創
18:13-15)

他們問亞伯拉罕
說：「你妻子撒
拉在那裏？」

他說：「在
帳棚裏。」

三人中有一位說：
「到明年這時候，我
必要回到你這裏；你
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
兒子。」

撒拉在那人後邊的帳棚門口也聽見了這話。
亞伯拉罕和撒拉年紀老邁，撒拉的月經已
斷絕了。撒拉心裏暗笑，說：「我既已衰
敗，我主也老邁，豈能有這喜事呢？」
(創18:9-12)

• 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
數，還能懷孕，因她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
信的。

• 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
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來11:11-12)



•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
在那裡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
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

•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創世記 22:9-10)

•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
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
的，將自己的獨生的兒子獻上。

• 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
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 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也
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來
11:17-19)



•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
在那裡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
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

•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創世記 22:9-10)

•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
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
的，將自己的獨生的兒子獻上。

• 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
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 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也
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來
11:17-19)



•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
在那裡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
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

•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創世記 22:9-10)

•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
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
的，將自己的獨生的兒子獻上。

• 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
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 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也
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來
11:17-19)



以撒因著信，就
指著將來的事給
雅各、以掃祝福。
(來11:20)



…他父親一聞他衣服上

的香氣，就給他祝福，

說：

我兒的香氣如同耶和華

賜福之田地的香氣一樣。

願神賜你天上的甘露，

地上的肥土，並許多五

穀新酒。

願多民事奉你，多國跪

拜你。願你作你弟兄的

主；你母親的兒子向你

跪拜。

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

詛；為你祝福的，願他

蒙福。(創27:27-29)

以撒回答以掃說：「我已立他為

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給他做僕

人，並賜他五穀、新酒可以養生。

我兒，現在我還能為你做什麼

呢？」

以掃對他父親說：「父啊，你只

有一樣可祝的福嗎？我父啊，求

你也為我祝福！」以掃就放聲而

哭。

他父親以撒說：「地上的肥土必

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為你所

得。

你必倚靠刀劍度日，又必侍奉你

的兄弟。到你強盛的時候，必從

你頸項上掙開他的軛。」(創

27:30-34)

以撒給以掃祝福以撒給雅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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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11:21)

他就給約瑟祝福說：「願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

事奉的神，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贖我脫

離一切患難的那使者，賜福與這兩個童子。

願他們歸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亞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

下。又願他們在世界中生養眾多。」(創48:15-16)
瑪拿西

以法蓮

約瑟

雅各

以色列的死期臨近了，他就叫了他兒子約瑟來，說：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請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用慈愛和誠實待我，請你不要將我葬在埃及。我與

我祖我父同睡的時候，你要將我帶出埃及，葬在他

們所葬的地方。」

約瑟說：「我必遵著你的命而行。」

雅各說：「你要向我起誓。」

約瑟就向他起了誓，於是以色列扶著杖頭敬拜神。

(創47:29-31)



• 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要死了，但神必定
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
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 約瑟叫以色列的子孫起誓說：「神必定看顧
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裏搬上去。」

• 約瑟死了，正一百一十歲。人用香料將他薰
了，把他收殮在棺材裏，停在埃及。(創
50:24-26) 

• ……約360年後……

• …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帶著兵器上去。摩
西把約瑟的骸骨一同帶去；因為約瑟曾叫以
色列人嚴嚴地起誓，對他們說：「神必眷顧
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裏一同帶上
去。」(出1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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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11:21)



亞伯 獻羊為祭

信心人物 信心表现 信心缘由

相信神啟示：惟靠羔羊才能遮罪

旧创时期

創世至洪水期 以諾 被神接去 相信神啟示：其子死時災難將至

挪亞 造方舟 相信神啟示：將有大洪水

亞伯拉罕 蒙召出去

撒拉 懷孕生子

亞伯拉罕 獻以撒

以撒 為子祝福

雅各 祝福孫，敬拜神

相信神的話，也信神必引導

相信神的應許

相信神的應許，也信神能使死人復活

信神應許，因信祝福，信事必成

約瑟 為骸骨留遺命

相信神應許：後裔必昌大，得迦南地

相信神應許：以色列人必得迦南地

先祖至埃及

信
心
名
人
殿
堂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
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
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
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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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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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11:24-27)



亞伯 獻羊為祭

信心人物 信心表现 信心缘由

相信神啟示：惟靠羔羊才能遮罪

旧创时期

創世至洪水期 以諾 被神接去 相信神啟示：其子死時災難將至

挪亞 造方舟 相信神啟示：將有大洪水

亞伯拉罕 蒙召出去

撒拉 懷孕生子

亞伯拉罕 獻以撒

以撒 為子祝福

雅各 祝福孫，敬拜神

相信神的話，也信神必引導

相信神的應許

相信神的應許，也信神能使死人復活

信神應許，因信祝福，信事必成

約瑟 為骸骨留遺命

相信神應許：後裔必昌大，得迦南地

相信神應許：以色列人必得迦南地

先祖至埃及

摩西的父母 隱藏摩西

摩西 放棄埃及榮華 相信立約的神，與永恆的榮耀

相信立(割禮之)約的神
出埃及至
進入迦南

信
心
名
人
殿
堂



他因著信，就守逾越節，行灑血的禮，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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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11:28-29)



以色列人因著信，
圍繞耶利哥城七日，
城牆就倒塌了。
(來11:30)

妓女喇合因著信，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
探子，就不與那些
不順從的人一同滅
亡。(來11:31)



信心人物 信心表现 信心缘由旧创时期

出埃及至
進入迦南

摩西 守逾越節

以色列人 過紅海

以色列人 圍繞耶利哥

妓女喇合 接待探子

信神的話與應許

信神的話與保護

信神的話，不憑自己的聰明

信神的真實、能力與話語

信
心
名
人
殿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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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
子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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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11:32-34)



信心人物 信心表现 信心缘由旧创时期

出埃及至
進入迦南

摩西 守逾越節

以色列人 過紅海

以色列人 圍繞耶利哥

妓女喇合 接待探子

信神的話與應許

信神的話與保護

信神的話，不憑自己的聰明

信神的真實、能力與話語

基甸 以寡敵眾

巴拉 擊敗西西拉

參孫 擊殺非利士人

耶弗他 殺敗亞捫人

大衛 殺歌利亞

信神的話與應許，制伏敵國

信神的話與應許，制伏敵國

信神的話與應許，制伏敵國

信立約的神與以色列人同在

信神的慈愛，失敗到極點仍仰望神

撒母耳 攻擊非利士人 信神的話，制伏敵國

不同时代之
信心人物

但以理

以斯帖

行了神的公義

擊殺哈曼

信神的話，制伏敵國

顺服神的信心，拯救猶大人免於滅族

信
心
名
人
殿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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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得
著更美的復活。

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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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漂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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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11:35-40)

以利沙使書念

婦人之子復活

以色列王亞哈監禁、虐待
先知米該雅。(王上22)

猶大首領將耶利米綑綁，
投入淤泥坑中，欲置他
於死地。(耶38)

眾民同心謀害撒迦利亞，
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華
殿的院內用石頭打死他。
(代下24:21)



3.警告和劝勉（10:19～13:17）
1)警告信徒不可藐视基督（10:19～39）

2)用旧约的例子劝勉信徒要有信心（11）

3)劝勉信徒要在基督里有盼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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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
成終的耶穌。 (來12:1)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

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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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
成終的耶穌。 (來12:1)

在我們一生中，仰望耶穌，靠
著聖靈得能力，永遠是我們向
前的動力，也是引導我們走向
寶座，得著榮耀的途徑。



種甚麼，收甚麼

苦難的原因

自己的罪或愚昧

神的主宰

為義受苦

苦難的意義

彰顯神的作為

與主同苦同榮

別人的罪 受牽連

神的試驗 光照和煉淨

神的約束 保護不犯罪

神的管教 與神的聖潔有分

例子

大衛犯罪

生來瞎眼者(約9)

使徒

伯利恆的嬰孩

約伯

保羅的刺

雅各

消
極

有
積
極
之
目
的

榮
耀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

心。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來12:3-4)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

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

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

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來12:5-7)

為義受苦

被神管教

兩
種
受
苦
的
原
因

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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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11:37)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

心。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來12:3-4)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

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

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

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來12:5-7)

為義受苦

被神管教

兩
種
受
苦
的
原
因



神藉由挫折，改變我們的道路、方向、觀念、態度、習慣、作法、

喜好、抉擇，使之與神的旨意一致。簡言之，就是藉由挫折，使

我們改變像祂。

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

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分 。(來12:10)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

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來12:11)

與神有對的關係。

與神相和。

何謂神的管教？

神管教的目的?



神藉由挫折，改變我們的道路、方向、觀念、態度、習慣、作法、

喜好、抉擇，使之與神的旨意一致。簡言之，就是藉由挫折，使

我們改變像祂。

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

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分 。(來12:10)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

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來12:11)

與神有對的關係。

與神相和。

何謂神的管教？

神的的目的



來1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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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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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根：異端假道。



來1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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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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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便因淫亂而喪失長子的名分。

以色列的長子原是流便，因他汙穢了父

親的床，他長子的名分就歸了約瑟；只

是按家譜他不算長子。(代上5:1)

以掃因貪戀世俗而喪失

長子的名分。



成語「剜肉醫瘡」

詠田家一作傷田家

聶夷中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
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
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紅豆湯 眼前的物質利益

永恆、屬靈的使命與福分

1. 可獲雙倍遺產

2. 得作一家之主（代表全家向神獻祭—作祭司）

3. 承受神對亞伯拉罕、以撒的應許

（後裔繁多，得著迦南，成為大國，作神選民，祝福萬國）

長子的名分
雅各

以掃



3.警告和劝勉（10:19～13:17）
1)警告信徒不可藐视基督（10:19～39）

2)用旧约的例子劝勉信徒要有信心（11）

3)劝勉信徒要在基督里有盼望（12）

4)鼓励信徒培养基督徒的德行（13:1～17）

5)结尾的祝福（13: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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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汙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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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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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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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nbible.com/hebrews/13-1.htm
https://cnbible.com/hebrews/13-2.htm
https://cnbible.com/hebrews/13-3.htm
https://cnbible.com/hebrews/13-4.htm
https://cnbible.com/hebrews/13-5.htm
https://cnbible.com/hebrews/13-7.htm
https://cnbible.com/hebrews/13-12.htm
https://cnbible.com/hebrews/13-13.htm
https://cnbible.com/hebrews/13-14.htm


3.警告和劝勉（10:19～13:17）

1)警告信徒不可藐视基督（10:19～39）

2)用旧约的例子劝勉信徒要有信心（11）

3)劝勉信徒要在基督里有盼望（12）

4)鼓励信徒培养基督徒的德行（13:1～17）

5)结尾的祝福（13:18～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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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更求你們為我禱告，使我快些回
到你們那裡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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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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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
們聽我勸勉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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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
安。從意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

• 願恩惠常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來13: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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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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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
書的大
纲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1:1～4:13）

1) 基督超越众先知（1:1～3）

2) 基督超越众天使（1:4～2:18）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约书亚（3:1～4:13）

2. 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4:14～10:18）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亚伦（4:14～7:28）

2) 基督超越旧约,更美之約的中保（8）

3) 基督献上的祭超越旧约所有的祭（9:1～10:18）

3. 警告和劝勉（10:19～13:17）

1) 警告信徒不可藐视基督（10:19～39）

2) 用旧约的例子劝勉信徒要有信心（11）

3) 劝勉信徒要在基督里有盼望（12）

4) 鼓励信徒培养基督徒的德行（13:1～17）

5) 结尾的祝福（13:1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