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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信: 信心與应许”

(希伯來書 11:8-22)

邓牧師



信心的重要: 人生归宿
约3:16…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相信: 永生 不信: 灭亡

“那有这回事?白吃午餐?! Too easy to be true!”
Too easy?: 信心生活 (“因着信” 来11)
相信(信心): 一次的决定? 一辈子跟随!

11:1-2信是所望之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信心/盼望生活: 神称赞; 真信心; 真会员
来11:1-7 (cf.创 1-11): 创造; 亚伯; 以诺; 挪亚

11:8-22 (cf.创 12-50):
亚伯拉罕/撒拉, 以撒, 雅各, 约瑟



“因著信: 從亞伯拉罕到先祖時代”(來11:8-22)

 vv. 8-12 信心的表现

 vv. 13-16 信心的解释

 vv. 17-22 信心的表现

信心生活: 10:36“忍耐,行完神旨意,得着应许.”

 (v. 8): 信心是順服神的呼召.

 (vv. 9-10): 信心是认定客旅身份.

 (vv. 11-12, 17-19): 信心是通过神的考驗.

 (vv. 20-22): 信心是胜过死亡威胁.

 (vv. 13-16): 信心是羡慕更美家乡;天上神城.



亚伯拉罕 (v. 8): 順服神的呼召.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
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
里去. (cf. 创12)
离弃偶象 (吾珥月神);归向真神
离开家园 (吾珥舒适);走向未知
吾珥废墟四幅照: “还不知往哪里去”

你我蒙召: “遵命出去?”
悔改信靠; 得人得鱼; 圣洁器皿;合乎主用
CBCOC 健康宣教: 未得之民 (侗族): 工人??
费城同学: Hamilton, Canada (20-30 people)
Abraham was 75; 175! “Here I am; Send me!”



(vv. 9-10): 信心是认定客旅身份.
9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
居住帐篷,与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应许地作客,住帐篷,像异地”:不定居生根?
13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Why?
10因为他等候有根基(永恒防震)的上帝之城!
12:22来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

应许之地/迦南美地 (预表/影子)
“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容纳不下
“多国之父,国度,君王”创17:  一国一王
罗4:13神应许亚伯拉罕和后裔必得承受世界.
太5: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vv. 9-10): 信心是认定客旅身份.
13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你我身份 (亚伯拉罕后代):
约17 他们却在世上,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
属世界一样
腓3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
彼前2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
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
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
子归荣耀给神.
世界,肉体,魔鬼: 争战成圣? Or 舒适快乐?



信:順服神的呼召,认定客旅身份 (vv. 8-10)
(11-12, 17-19) 信心是通过神的考驗

生以撒,入学考11-12..撒拉..过生育岁数,还能
怀孕,因她..那应许..是可信的.从一个仿佛已死
的人就生子孙,如天上星..海边沙… (羅4:18-21)
献以撒,毕业考17-19亚伯拉罕..,被试验..,就
把以撒献上;..,将独生儿子献上…这儿子,..“从
以撒生的才称为你后裔.”他..神能叫人从死里
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儿子.(耶稣复活)

因信得胜: 应许可信; 死人复活
林前10:13 “..神是信实,..一条出路…”

试验中 (母亲,三姊)?:  约伯? 妻子?



信:順服呼召,认定身份,通过考驗(8-12,17-19)
(20-22) 信心是胜过死亡威胁 (死不回头)

神的应许: 将来祝福
20以撒因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21雅各因着信,临死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
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 (寄居过客).
22约瑟因着信,临终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
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埃及宰相,心在迦南!“出埃及”:以色列 & 自己
临终前,你的关怀?: 神的事? 人的事My way?
11:6人非有信 . .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因着信”: 至死忠信 神的赏赐?



信:順服呼召, 认定身份, 通过考驗, 死不回头
神的赏赐: (13-16) 信心是羡慕更美家乡

13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
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
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
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
乡,有可以回去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
以为耻,因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神的预备:信仰不落空,永恒防震,上帝之城

神的抬举: “不以为耻;” 列祖之神!
Zion之神,Evergreen,East,West,South,Central,…



信心/盼望生活: 神称赞; 真信心; 真会员(8-22)

“因着信”:

 1) 順服神的呼召. & 2) 认定客旅身份.

 3) 通过神的考驗. &  4) 胜过死亡威胁.

 5) 羡慕更美家乡

信心伟人; 望尘莫及?!

列祖: 问题多多(dysfunctional, soap-opera)

神的恩典, 非人的成就!

金恩牧师: 信心生活考验 (种族仇恨歧视)

“親愛主, 牽我手”



信心/盼望生活: 神称赞; 真信心; 真会员(8-22)

金恩牧师: 信心生活考验 (种族仇恨歧视)

親愛主, 牽我手, 建立我, 領我走

 我疲倦, 我軟弱, 我苦愁

 經風暴, 過黑夜 , 求領我, 進光明

 親愛主, 牽我手, 到天庭

我道路, 雖凄涼, 主臨近, 慰憂傷

 我在世, 快打完, 美好仗

 聽我求, 聽我禱, 攙我手, 防跌倒

 親愛主, 牽我手, 到天庭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