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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這麼難? -- 天父管教”

(希伯來書 12:1-13)

邓牧師



“live long; you will suffer 长寿, 必定受苦!”:

失业,守寡,离婚,丧子,癌症,出卖,忧虑残障车祸

苦海人生? “The Gospel Project”: 圣经世界观

苦难源头 (创 1-3):堕落世界

辛苦人生 (创 4 - 启 20): 福音安慰/引导

苦难终止 (启 21-22):新天新地

更大损失: 信心动摇, 灰心丧志, 打道回府

基督徒生活 (来12:1-13): 辛苦原因 (三幅画)

長程賽跑 (vv.1-2): 忍耐

天父管教 (vv. 5-11): 顺服

血腥爭戰 (vv. 3-4, 12-13): 信靠



行完神旨/長程賽跑 (12:1-2):如何跑?得应许!

1) 过来人鼓励: 信福音 2)参赛者预备: 对付罪

3)终点线注目:仰望主 1“忍耐,奔..前头路程”

天父管教 (5-11)

5-6你们又忘了那劝[鼓勵]你们如同劝儿子的
话, 说:  “我兒, 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 被他責
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 因為主所愛的 , 他必管
教 , 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cf. 箴 3:11-12) 

“忘了”:苦难/管教(神家规矩)           “愛, 收納”

使14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提后3 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要受逼迫.



“管教” ( 5, 6, 7(x2), 8, 9, 10, 11)

7 “你们所忍受的[苦难], 是神管教你们.”

天父管教 “地父”管教 (7-11)

管教與身份 (vv. 5-8): 神的儿女; 必受管教

7“待你們如同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

8“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 你們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野孩子], 不是兒子[真孩子]了.”

6主所愛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所收納的兒子

管教(苦难):(疼痛/tough)愛: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愛的教会: 纪律与管教

不管不教: “私子”教会!!!



天父管教 “地父”管教 (7-11)

管教與身份 (7-8): 神的儿女; 必受管教

管教與回應 (9): 神的儿女; 順服管教

“..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
他, 何況萬靈的父, ..豈不更當順服他得生麼?”

管教(苦难) 学习顺服 经历永生

来5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苦难学了顺从…
得以完全,..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根源.

箴12喜爱管教,喜爱知识;恨恶责备, 却是畜类.

箴15愚人藐视父亲管教; 领受责备,得着见识.

順服管教?教会门训?舍己,十架?:得救不得救!



天父管教 “地父”管教 (7-11)

管教與身份 (7-8): 神的儿女; 必受管教

管教與回應 (9): 神的儿女; 順服管教

 管教與目的 (10): 神的管教; 荣神益人

•地上父亲管教:“暫時”&“隨己意”

•成龙成风,光宗耀祖

“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 ,使
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

12:14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信耶稣: Happy? Or Holy? 内地会宣教士 (85岁)

万事[苦难]效力,爱神的人得益处,..儿子模样



管教與身份 (7-8): 神的儿女; 必受管教

管教與回應 (9): 神的儿女; 順服管教

管教與目的 (10): 神的管教; 荣神益人

管教與成果 (11): 神的管教; 平安公义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

“How Long, O Lord?”

•“极重无比,永远荣耀”: 至暂至轻苦楚!

•後來卻為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果子,就是義.” 

“經練”[苦难洗礼]:公义生活;和睦果,大同世界

•女儿饶恕母亲: 三姊

•母亲饶恕儿子: 岳母



管教與身份 (7-8): 神的儿女; 必受管教

管教與回應 (9): 神的儿女; 順服管教

管教與目的 (10): 神的管教; 荣神益人

管教與成果 (11): 神的管教; 平安公义

苦难:神爱手的管教 [Endure]

5 “我兒 ,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 , 

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韩伟长老:费城,放弃美国梦,回台福音梦:耿牧

管教儿子的见证:

十架上: 替我受苦

钉痕手:忧患之子;受苦上帝,体恤苦处共渡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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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靈得安寧”



1)

有時享平安, 如江河平又穩，
有時悲傷來, 似浪滾，

不論何環境，我已蒙主引領﹕
“我心靈, 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2)

撒旦雖來侵，眾試煉雖來臨，
我有主保證, 在我心，

基督深知我, 無依靠之苦境，
甘流血, 救贖我, 賜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3)

回想我眾罪, 已全釘十架上，
罪擔得脫下, 心歡暢，

我要常思念, 主慈愛，主恩情，
讚美主，我心靈, 得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4)

求主快再來，使信心成眼見，
雲彩將捲起, 在主前，

號筒聲吹響，从天上, 主降临,
願主來，我心靈必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Welcome 

歡迎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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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BENEDICTION

祝禱



SILENT PRAYER 默禱

POSTLUDE 殿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