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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領袖 (II): 忍受凌辱”

(Hebrews 希伯來書 13:7-19)



“末了的話”(13:20-25): 希伯來書性质

22...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书信:“略略写信”: 短短信“150 twit?” (13章!)

讲章: “劝勉的话”

使13:14-15 “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 管会堂
的,..”若有甚麽劝勉众人的话, 请说.” [讲道!]

书信 & 讲章 = 写下的讲章

“望你们听我劝勉…”: FYI? Take it or leave it?

I urge you..receive: listen/obey听从我的讲道!

 7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听从主日讲道/信息?: “神之道” (生死攸关!)



领袖 (彼此相爱 7-9; 17-19) 会众
牧者领袖: 四件事 教会会友: 四件事

CBCOC 牧者领袖 (爱教会): 
1. 讲道: 传讲神的话 7                传神之道…
2. 行道: 顺服神的话 18 良心…正道
3. 监督: 看守神的羊 17b 时刻警醒…
4. 交账: 对神的忠心 17b 将来交账…

CBCOC 教会会友 (爱领袖 ):
1.效法领袖: 信心7 效法他们…
2.顺服领袖: 牧养17a 依从…顺服
3.使领袖喜乐: 真理17c 忧愁…无益
4.为领袖祷告: 忠心18-19 为我们…我



顺服牧者领袖?: Really??? “民主时代 !”
17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要顺服,因他们
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忧愁..于你们无益了!
灵魂得救(10:39):“退后沉沦..信心灵魂得救..”

7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权柄根源: The word of God 神之道
听长老/牧师?:恩赐,学问,口才,地位? NO!
宗教改革 (权柄): 教皇大? 圣经大?

讲道: “神之道”内容? (8-12): 來1-12章
不变耶稣,靠恩坚固,祭坛祭物,帐幕..,营外城外

年青牧师(Ipad, cool);婚礼信息:
多花时间,保持热爱,强化沟通 (秘诀;非讲道!)



讲道=讲“神之道”the word of God内容(8-12):
8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传讲基督(永不改变): 耿牧师,邓牧师,…
9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
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
传讲神的恩典
2:9 惟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
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
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
传讲基督的死
2:14,17借死败坏掌死权...百姓罪献上挽回祭
讲道: 唯独圣经, 基督, 恩典 (拯救/释放福音)



讲道: 唯独圣经, 基督, 恩典 [赦罪福音] (8-12):

传讲神的恩/基督的死:  

(10)“我们有一祭坛, 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
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   基督徒祭坛/祭物

“祭坛/祭物”: 弗5:2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
自己,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

利6:30赎罪祭,若血带进会幕,圣所赎罪,那肉都
不可吃,用火焚烧利16:27牛羊就要搬到营外..

赎罪日(11):不可吃祭物 与基督赎罪祭无分

9..饮食上专心,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 [守律法]

4:2福音.传给他们,..无益,因..没有信心! [唯独]

十架牺牲献祭



传讲神的恩/基督的死: 钉十架的基督!

赎罪日(11-12,cf.利 16)“牲畜血被大祭司带入
圣所作赎罪祭;牲畜身子烧在营外.所以,耶稣
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就在城门外受苦.”

使徒保罗(林前 1-2) “犹太人要神迹, 希利尼
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犹太
人为绊脚石, 外邦人为愚拙;..我定了主意,..
不知道别的,只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CBCOC讲台?: 传钉十架的基督

20-21 赐平安的神…愿荣耀归给他,… [唯独]

五唯独[赦罪福音]:圣经,基督,恩典,信心,荣耀



五唯独[赦罪福音]:圣经,基督,恩典,信心,荣耀

CBCOC讲台: 十架福音: “靠恩得坚固” (9)

诸般怪异的教训:

9“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

21st Century 变形福音:

教会外: Oprah & Dr. Phil

教会内:

成功/道德/律法

心理化, 社会

自我, 感觉, 后现代

“饮食专心,没有益处”:外表实用; 不生真门徒

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五唯独[赦罪福音]:圣经,基督,恩典,信心,荣耀

CBCOC讲台: 十架福音

结果 (13-16):

13-14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
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1) 十架门徒,天路客旅:

11:25-26摩西: 宁可和神百姓同受苦害也不
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他看基督受的凌辱比
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要得的赏赐.

Jim Elliot: “不是傻瓜!”



五唯独[赦罪福音]:圣经,基督,恩典,信心,荣耀
CBCOC讲台: 十架福音 -- 结果 (13-16):

1)十架门徒,天路客旅(13-14)
2)身体献上,当做活祭(15-16) 罗12神慈悲劝…

新约献祭/敬拜:
1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言语: 颂赞门徒, 嘴唇果子 (主日崇拜)

16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 
是神所喜悦的.”
行为: 行善门徒, 讨神喜悦 (日常生活)

提后3 圣经神所默示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五唯独[赦罪福音]:圣经,基督,恩典,信心,荣耀

CBCOC讲台: 十架福音 -- 结果 (13-16):

十架门徒,天路客旅; 颂赞门徒; 行善门徒

中国家庭教会 (讲台:十架福音)

财经大学毕业生 (南方去北方)

师范大学毕业生 (東北去西南)

宗教改革前驱 (John Wycliffe, Jan Hus)

1415 roast this goose(Hus);100 years later, 
a swan will arise..singing..not…to silence!

1517 马丁路德:“95 theses” (天鹅歌声)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