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2014 圣诞诗班 (DVD, $5)

一對一門徒造就 (1/26, Mon, 7:30pm)

 2/12, Thur: 姊妹会 (9:30am)

 家庭健康講座: “愛在我家; 你心知我心”

 陳振威醫生

 2/19, Thur:常青組春節聚會 (9:30am)

 2/28, Sat: 新年聚餐/福音分享 (6pm)

醫治禱告: 谷弟兄/Susanna/Alice

月会 (Today, 1:30pm)



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4:1-16

(pp. 1824-1825)



1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
畏懼, 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
了. 2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 像傳給他們一
樣. 只是所聽見的道於他們無益, 因為他們
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 3但我們已經
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說：
「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
的安息。』」其實造物之工, 從創世以來
已經成全了。 4 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
「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 5 又
有一處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6 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
因為不信從，不得進去， 7 所以過了多
年，就在大衛的書上又限定一日，如以
上所引的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 8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
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
了。 9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
息為神的子民存留. 10因為那進入安息的
, 乃是歇了自己的工, 正如神歇了他的工
一樣. 11 所以, 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
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
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 13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
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 原來萬物在那與我
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14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
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
所承認的道。 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
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
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
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做隨時
的幫助。





SERMON

信息

1/25/15



“有效期 Expiration Date”

(希伯來書 4:1-16)

邓牧師



TGIF?

“Thank God It’s Friday!” –假日; 休息 (Rest)

退休 (一生的盼望): 劳苦的成果 (天天: TGIF)

最美的 “Friday”/“Happy Hour”: 几许愁怅!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Expiration date”)

曲终人散; 人去楼空! -- “The End”

“Golf-gospel” (影子)

“Forever-Golfing” (实体)!

不散的筵席 (Happiness-“No Expiration date”)?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马太 25)

希伯來書 4: “進入神的安息”



來 4:1-11 “進入神的安息” (不散的筵席)

4:1应用: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
许, 就当畏惧, 免得你们 . .有人是赶不上了.”

4:2-10解释: 神的安息? –诗 95 & 创 2

4:11应用: “所以, 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來 3:7-4:13 [诗 95:7-11 解经讲道]

3:7-11引用经文

3:12-19严厉的警告 (负面): 不要重蹈覆辙

4:1-13 全心的鼓励 (正面): 進入神的安息

一对一守望: 合乎圣经,出于爱心, 正负劝勉



來 4:2-10解释: 神的安息? –诗 95 & 创 2

神的安息與神的創造 (3-5節)

2b-3a福音: “他們沒有信心…但我們..相信的
人得以[将要]進入那安息 (?), 正如神所說 . . .

3b “.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诗 95:11) 

 3c-4其實造物之工, . . . 論到第七日, 有一處
說: 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 (创 2:2)

5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诗 95:11)

1.以经解经: 创 2:2 诗 95:11

2.神安息的开始: 第一个圣安息日 (创 2:2)

3.神的安息结束?:不散的筵席 (启 21 都成了)



神的安息與神的創造 (3-5節)

不信的代价 (倾家荡产): 应许之地+神的安息

v. 5 我的安息 (诗 95:11): 进入應許地的安息!

(民 14:30; 申 3:20; 12:9-10; 25:19; 书 11:23)

神的安息與 “應許地的安息” (6-8 節)

vv. 6-7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 不得
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 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
一日, . .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
着心’ (诗 95:7).”

神的安息: 旷野一代 (民 14); 大卫一代 (诗 95)

旷野一代不信从: 没有废除神的应许



神的安息與 “應許地的安息” (6-8 節)

vv. 6-7 “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 说: ‘你们
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诗 95:7).”

神的安息: 旷野一代 (民 14); 大卫一代 (诗 95)

旷野一代不信从: 没有废除神的应许

v. 8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神
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约书亚一代信从: 也没有废除神的应许

享受了应许地的安息 进入神的安息

约书亚 (1400 B.C.) 大卫 (1000 B.C., “今日”)

应许地的安息:神安息应许的预表



神的安息與 “安息日的安息” (9-10 節)

“這樣看來, 必另有一 “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
子民存留.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 乃是歇了自己
的工, 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 (启 14:13)

有福人: 進入神的安息/享受 “安息日的安息”

进入神安息的应许: 历世历代“神的子民”

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罗马教会/CBCOC

神的安息 (Rest)        “安息日的安息” (Sabbath)

律法: 安息日/安息年/禧年/节期 (庆典,活动)

不作: “歇了自己的工”/“息了自己的劳苦”

作: 崇拜, 欢喜, 快乐, 庆祝, 筵席, 羔羊婚娶



Song: “Happily Ever After” (We: A story to tell)

“How it ends?”/ “Do I end up happy?”

神的安息 (Rest)        “安息日的安息” (Sabbath)

童话故事的结尾: “快快乐乐, 永永远远”

球迷: 搬到球场 // 爱吃嘴馋: 万国佳肴!

C.S. Lewis: 花香, 回音, 福音

“信神, 信我, .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 and our hearts 
are restless, until they can find rest in you.”



“Do I end up happy? –快快乐乐, 永永远远?!”
地上的老板 (魔鬼): No, but misery!

愁眉苦脸, 汗流浃背, 鼻涕眼泪, 

棺木黄土, 恐惧惊慌, 死亡审判.
天上的老板 (上帝): Yes. HAPPIER!!!
不散的筵席 (不会过期的快乐)!
神的安息 “安息日的安息”

2015 有福人: “进入神安息”的应许? – How?
v. 3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v. 6 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必须忍耐, 行完了神的旨意, 得着所应许的”



相信福音? --神的話(福音)要審判 (12-13 節)!

v. 7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vv. 1, 11 “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 . . 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 . .”

我们的倾向: 不怕神, 不信神的话 (儿子晓谕)!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怒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神的話-審判的厉害: 法 (話) 网恢恢,疏而不漏

v. 12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 .心. .思念和主意

v. 13 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刺入人心; 无法躲藏



神的話-審判的厉害: 法 (話) 网恢恢,疏而不漏

v. 12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 .心. .思念和主意

v. 13 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刺入人心; 无法躲藏

谋杀: “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从起初是杀人的”

ISIS 谋杀者 (戴面具): 为 “阿拉真神”杀人?!

堕胎合法化: 奉大法官之名杀胎儿?!

你我: “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 .凡杀人
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约一 3:15)

“凡骂弟兄是魔利的, 难免地狱的火”

非神的安息, 乃地狱火湖!



神的話-審判的厉害: 法 (話) 网恢恢,疏而不漏

刺入人心; 无法躲藏: 神的安息, 乃地狱火湖!

大祭司的幫助 (14-16 節): “升入高天” (安息)

2:17 “与他的弟兄相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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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 持定所承认的道 (4:14): 进入神的安息

4:15-16 因…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
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
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
座前, 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金恩牧师 (I Have a Dream): 黑人民权 (Selma)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427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親愛主, 牽我手”



#427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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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ad me on, help me stand;

I am tired, I am weak, I am worn;

Thru the storm, thru the night,

Lead me on to the light,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



#427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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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引導
When my way grows drear, 

Precious Lord, linger near;

When my life is almost gone,

Hear my cry, hear my call,

Hold my hand lest I fall;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



#427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4/4

聽我求, 聽我禱, 攙我手, 防跌倒

親愛主, 牽我手, 常引導
Hear my cry, hear my call,

Hold my hand lest I fall;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

崇拜完畢, 請維持肅靜, 默禱後離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