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一對一門徒造就导师班

 1/12/15, Mon, 7:30pm

姊妹会 (2/12, Thur, 9:30am)

 家庭健康講座: “愛在我家; 你心知我心”

 陳振威醫生

常青組春節聚會 (2/19, Thur, 9:30am)

恩光父親 (鍾牧師): 1/10,安息主懷

女儿滑雪意外

醫治禱告: 谷弟兄/Susanna/Alice



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3:1-19

(pp. 1823-1824)



1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
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2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
全家盡忠一樣。 3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
得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
。 4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
物的就是神。 5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
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 6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
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
他的家了。



7 聖靈有話說: “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8 就
不可硬著心, 像在曠野惹他發怒, 試探他的
時候一樣. 9 在那裡, 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
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 10 所以,
我厭煩那世代的人, 說: ‘他們心裡常常迷糊,
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11我就在怒中起誓說: ‘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12 弟兄們,
你們要謹慎, 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
的惡心, 把永生神離棄了. 13 總要趁著還有
今日, 天天彼此相勸, 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
罪迷惑, 心裡就剛硬了. 14 我們若將起初確
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份了。



15經上說: “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
硬著心,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16 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豈
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17
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豈不是那些
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 18 又向誰起
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
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 19 這樣看來，他
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SERMON

信息

1/11/15



“真會友 True Church Members”

(希伯來書 3:1-19)

邓牧師



真信徒与真会员?
到台前? 受浸入会? 服事奉献? 长执牧师?

两位同时受浸 (1981): 不久消失; 失恋离异
撒种比喻: 路旁, 石头, 荆棘, 好土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
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 . .”

希伯来书 3:6, 14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
量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 . 我们若将起初
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分了.”

真信徒: 圣徒坚忍的教义
你疲倦吗? --如何坚忍到底? (希伯来书 3:1)
认识自己 (二称呼) & 认识耶稣 (二称呼) 



3:1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我
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认识自己 (二称呼):
CBCOC: “圣洁的弟兄姊妹” (分别, 属神家庭)

2:11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
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彼前 1)
 Like Father; like children (虎父无犬子)
 2015新年立志: 更像神/耶稣?!
长执会: 斗争大会! (It’s Mine!)
 “只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
腓 2): 求其他二堂的益处!



3:1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我
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认识自己 (二称呼):
CBCOC: “圣洁的弟兄姊妹” (分别, 属神家庭)
CBCOC: “同蒙天召的伙伴” (天路客旅, 寄居)

“将来的世界, 更美的, 在天上的家乡, 名录
在天上, 将来的城, 天上的耶路撒冷”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腓立比书 3)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2015 新年立志: “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 . .”

独身是咒诅? (“众人像我一样”)
讨老婆好过年? (“要嫁在主里面的人”)



3:1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我
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认识耶稣 (二称呼) 
“所认为/宣告” (Confession 信仰中心内容)

受浸? -CBCOC 像天使!!! --像“魔鬼”会员?!
“我们所认为 . . . 的耶稣”

“为使者 (使徒)”: 奉差遣者
“儿子晓谕我们: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
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你认识耶稣吗 (救他们的元帅 2:10)?



3:1 . . 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认识耶稣 (二称呼) :“为使者 (使徒)” (1:1-2:4)
“为大祭司” (2:5-18) “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
了死味. . .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
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
人 . . 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 . 为要在神的事
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
挽回祭, . .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你的 “大祭司” 是谁/什么?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

,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
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3:1-2 “你们应当思想 . . . 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
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思想耶稣对神的忠心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 (教会) 尽忠一样”
民 12:7-8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
我全家尽忠的, 8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
是明说, 不用谜语,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米利暗, 亚伦造反! 以色列人造反!
受魔鬼的试探!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 .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思想耶稣对神的忠心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
3:1-2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的尽忠
3:3-6a 比摩西更荣耀的忠心
3-4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 好像建造房
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4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
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建筑师比建筑物更荣耀
被造物比创造主更荣耀? (浪子: 本末倒置)
摩西: 被建造的房屋
神/耶稣:建筑师 (“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的”
“我要把我的教会 cbcoc建造在这磐石上, ..”



思想耶稣对神的忠心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
3:3-6a 比摩西更荣耀的忠心

3-4 建筑师比建筑物更荣耀 (身份)
5-6a “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为要
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6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
神的家.” (事奉)

摩西: 神家之中; 忠心仆人! (“面对面说话”)
“为要证明 (witness)” (使 1:8)
“将来必传说 (晓谕)的事”
神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 (1:2)

摩西律法为基督福音作见证!
(旧约与新约的关系)

摩西律法



思想耶稣对神的忠心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
5-6a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为要
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6但基督为儿子, . .

摩西: 神家之中; 忠心仆人! (“面对面说话”)

摩西律法为基督福音作见证! (耶稣教导)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
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
里来得生命. . .”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 有一位告你们
的, 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你们如果信摩西
, 也必信我, 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你
们若不信他的书, 怎能信我的话呢?”



神家之人 (真信徒/真会员)?  YES!
CBCOC: “圣洁的弟兄姊妹” (分别, 属神家庭)

2015 新年立志: 更像耶稣!
CBCOC: “同蒙天召的伙伴” (天路客旅, 寄居)

2015 新年立志: “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 . .”
CBCOC: 效法忠心基督 “坚持 . . 盼望和胆量”

2015 新年立志: 分享福音
面对试探, 试炼: 坚忍到底?!

印尼空难: 41 会友, 宣教士一家 (牧师回答)
耿牧师突然离别? 女儿滑雪意外 . . .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 . .主给他的结局” 
十架的牺牲 (儿子): 非失去; 乃给予



思想耶稣对神的忠心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
3:3-6a 比摩西更荣耀的忠心

3-4 建筑师比建筑物更荣耀 (身份)
5-6a ”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为要
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6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
神的家.” (事奉)

摩西: 神家之中; 忠心仆人!
基督: 神家之上; 忠心儿子!

v. 6b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House (家屋)          Household (家室/庭) 撒下 7
神家之人: 效法基督 (摩西) 的忠心见证



神家之人: 效法基督 (摩西) 的忠心见证 (v. 6b)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是
他的家了.”

“胆量 courage/confidence”: 公开见证, 传讲

2015新年立志: 分享福音 (最怕的人)

秘密浸礼?

“可夸的盼望”: 神的荣耀 (罗 5)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今生的指望 only; 永生没精打采? (林前 15)

可夸的: “孙子孙女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