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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 善始善终 Finish Well”

(希伯來書 10:1-39)

邓牧師



知恩图报 ? or 忘恩负义?
来5:1-10:18 神的恩典 (基督救赎): 10:19-22a

1:3(神儿子)洗净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
知恩图报(22-25): “恩典相称” 弗4:1; 腓1:27

22b就当..诚心/充足信心来到神面前(对神)
23也要坚守..承认指望,不致摇动,…(对福音)
24-5.爱心,行善,不停止聚会,彼此劝勉(对教会)
26“因为我们..”(不:信,望,爱): 忘恩负义(26-31)
基督徒生活中, 最坏/不幸/倒霉之事?

天灾人祸 (Situational Evil)?: 眼泪, 伤痛
犯罪跌倒 (Moral Evil)?: 羞耻, 罪疚
背道之罪 (The Sin of Apostasy): 来10:26-31



背道之罪 (The Sin of Apostasy): 来10:26-31
2:1-3a “所以, 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若忽略这麽大的救
恩, 怎能逃罪呢?”
3:12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
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4:1,11 “我们既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
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竭力进
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样子跌倒了.”
12:25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
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
逃罪,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背道之罪 (The Sin of Apostasy): 来10:26-31
可怕: 不得赦免 [No remedy 无法挽回]

6:4-6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若是离弃道理
, 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因为…”
10:26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後,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可悲: 不得好死 [No finish-well 善始无善终]

重大损失:大的救恩,我的安息,永远得救,满足
指望,承受应许,更美指望,我的子民,永远赎罪
永远产业,良心洁净,得以成圣,永远完全,长存
家业,更美家乡,神的城邑,将来不能震动的国,..

“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逃避背道之罪 (来10:26-31)? 
知恩图报(19-25):信,对神,望,对福音,愛,对教会

Finish well 善终(不忘恩负义):
1) Fear 敬畏 (26-31)
敬畏永生真神; 不要故意犯罪!
背道的定义 (v. 29)
背道的结局 (vv. 26-28, 30)
背道的实质 (v. 31)

2) Remember 纪念 (32-35)
思念起初胆量 ;忍受各样苦难!

3) Persevere 坚忍 (36-39)
因信忍耐到底; 行完神的旨意!



Fear 敬畏 (26-31): 敬畏永生真神
背道定义(29): 26..得知真道后,若故意犯罪,.
民15:30-31若有人误犯了罪,要献…母山羊做赎
罪祭..但那擅敢行事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
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
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践踏神儿子”1:1-3末世晓喻,新约中保,大祭司
胯下之辱:荆棘冕,紫皇袍,打儿光:“钉十字架!”
“成圣之约血..平常/不洁”9:11-10:18十架之死

“你若是神的儿子,…”
“亵慢施恩的圣灵”2:1-4; 10:15-18圣灵的见证
硬着颈项,心,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



背道定义(29): 26..得知真道后,若故意犯罪,.
“践踏神儿子,成圣之约血平常,亵慢施恩圣灵”
可3:28-29 世人一切罪.亵渎话都可得赦免;凡
亵渎圣灵,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停止聚会,加入会堂: 惧怕逼迫; 登记挂牌
离开教会,回到江湖:“身不由己; 不搞迷信了”

犹大, 底马, 撒种比喻,…
彼后2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脱离
世上污秽,后来又..被缠住,制伏,他们末后的景
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传给
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俗语..狗所吐的,它
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背道结局 (26-28, 30):
26“赎罪祭就再没有了”: 不得赦免
28人干犯摩西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
得怜恤而死;;申13:8; 17:2-7 旧约: 死刑
29何况人践踏神子,..约的血当做平常,亵慢施
恩圣灵,..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新约: 更重刑罚?

烈火审判 (27, 30):
27 “惟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赛26:11 & 30“因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 我
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申 32:35-36
背道实质:31落在永生神手里,真是可怕的!
朋友 敌人 逃避神面 落在神手



结局可怕?:不得赦免; 烈火审判; 落在神手
敬畏永生神吗?: 铁面无私包青天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牧师 (July 8, 1741)
“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 (申 32:35-36)
地狱恐怖: 为何你我现在不在地狱中煎熬?
会众: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痛哭哀号; 地上打滚; 无法讲完; 复兴临到!
Dec 4th, 2016: 同篇信息; 听从回应?

打哈欠!  Why?
1) 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神!太10:28 “那杀身体
,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惟有能把身体和
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牧师 (July 8, 1741)
“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 (申 32:35-36)
地狱恐怖: 为何你我现在不在地狱中煎熬?
会众: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痛哭哀号; 地上打滚; 无法讲完; 复兴临到!
他们相信圣经: 地狱的真实存在!

18世纪: 没去过中国; 相信中国真实存在
Dec 4th, 2016: 同篇信息; 听从: 打哈欠!  Why? 

1)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上帝!
2)什么都信, 就是不信圣经!

赛 66:2 “但我所看顾/看重的, 就是虚心, 痛悔, 
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可怕结局(26-31): 背道基督徒 & 不悔改罪人

27 “惟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如何逃避将来上帝的忿怒与审判?

基督徒(得知真道后): 善始善终!不作 “以扫”

敬畏永生神: “神是轻慢不得的”

不放弃信仰: “希伯来书的勸勉”

慕道友: 落入永生神的手中?! 效法 “大卫”

忧伤, 破碎, 痛悔的心 (撒下 24:14)

永生神的手 (可怕) = 血迹般般钉痕手 (慈悲)

赛53:5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
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
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主桌前; 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