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安息歸主 (11/16): Jocelyn Chou

感恩見證會 (11/22): 弟兄姊妹见证, 辛勞

 醫治禱告: 谷弟兄/Susanna/Alice/Elizabeth

 今日感恩節午餐 (12pm)

 服事: 希伯來書 + 啟示錄班

今日月会 (1:30pm)

 聖誕詩班

 12/13 Sat, 6pm

 12/14 Sun, 5pm



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1:1-2:4

(pp. 1821-1822)



1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
列祖， 2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
創造諸世界。 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
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
者的右邊。 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
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5 所有的天使, 神從來對哪一個說: “你是我
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著哪一個說: 「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6 再者, 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 就說：「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7 論到使者，又說：
「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8 論到
子卻說：「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9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
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
勝過膏你的同伴。」10 又說：「主啊，你
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11 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
像衣服漸漸舊了。 12 你要將天地捲起來，
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唯有你永不
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13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坐在
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做你的腳凳」？
14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
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2:1 所以，我們當
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 2 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
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3 我們若忽略
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
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 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
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





SERMON

信息

11/23/14



“一篇獨特的講章 “

(希伯來書 1:1-2:4)

邓牧師



主日讲道/听道为啥?

牧师演讲?

作人处事, 生活讲座, 时事评论, . . .

讲道 (神的话):

帖前 2:13 “为此, 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 因
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 不以
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
神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来 13:7 “从前引导你们,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
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
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耿牧师息劳归主五周年 (2014)



主日讲道/听道为啥: 神在说话 (彼前 5:11)

听道态度?

CBCOC: 总统演讲! 上帝说话!

洗耳恭听？ 心不在焉？

Smart Phone Era: Hard to tell .
(一世纪) 罗马教会: 犹太背景信徒 -- 听道毛病

来 5:11-12 “论到麦基洗德, . . 因为你们听不
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工夫, 本该做师傅, . . 并
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长不大, 跑不完,垂头丧气, 打道回府: CBCOC?

来 2:1 “所以, 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这么大的救恩!” (2:3)



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神的道 (来 1): 

说话(晓谕)的神 (vv. 1-2a)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
, 2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古时 (等候/预表) 末世 (实现/成就)

列祖 我们

多次多方地 (一次一方地)

众先知 儿子 (终极/完全)

旧约 儿子 新约

真正认识神 (非沉默不语, 乃不断晓谕)

人找神 : 迷信/鸦片 or 满天神佛 (瞎子摸象)



认识神 (1:1-4) : 儿子的晓谕 (七句话)

vv. 1-2a 儿子 众先知 (地上使者)

v. 2b “他为承受万有的” 

v. 2c “他创造诸世界”

 vv. 3a-b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
体的真像, 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v. 3c 他洗净了人的罪,

v. 3d 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v. 4      儿子 众天使 (天上使者)

继承主

创造主

与神同荣, 同质, 同能

救赎主

大君王



认识神 (1:1-4) :儿子的晓谕 (七句话)

vv. 2b-3b 永恒儿子 v. 3d 升天儿子

(继承主/创造主) (大君王)

(与神同荣, 同质, 同能)

v. 3c 他洗净了人的罪 (救赎主)

降卑儿子

约翰福音 “我与父原为一; 认识我, 也就认识
我的父;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
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腓 2:5-11)



儿子与众天使的对比 (1:5-14 七段经文)

v. 4 “他[儿子]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
贵, 就远超过天使.” --儿子的地位: 更美更高!

诗 2:7; 撒下 7:14

诗 97:7 (申 32:43)

升天儿子; 天使跪拜

诗 104:4; 诗 45:6-7; 诗 102:25-27

升天儿子 (神, 主); 天使侍奉 (仆役)

诗 110:1

儿子坐下; 天使站立 (cf. v. 3)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v. 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
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路 1 “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
分, .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 
. .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 奉差而来对你
说话, 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 . .拿撒
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马利亚, . . 你在神面前
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
耶稣. 他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
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
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来 1:1-14



v. 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
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路 2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 夜间
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
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
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
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
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
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
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儿子与众天使的对比 (1:5-14 七段经文)

v. 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

v. 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
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儿子 是救主; 天使是仆役! – Why?

2:1-4 所以, 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
是确定的, 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 . . .

儿子所传 (新约救恩) 天使所传 (旧约律法)

怎能逃罪?  (干犯, 悖逆) 该受报应!



这么大的新约救恩 (2:3-4)! 

奉神差遣; 天使报信; 救主降临; 亲自传讲;

郑重听见; 教会证实; 大能作为; 圣灵见证!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CBCOC: “将要承受救恩的人”

“随流失去?”: 

罪中之乐, 帐蓬挪移, 失去初爱!

罗得妻子, 埃及财富, 以扫肚腹!

罗马教会: 回去拥抱 “犹太小天使 ”!

CBCOC: 回去拥抱 “中美小天使?!”

基督论: “丢弃万事, 看做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这么大的救恩: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 . .”

你是罪人吗? – 耶稣说: “我来, 是召/救罪人!”

Louis Zamperini 弟兄的见证 (“Unbroken”)

调皮捣蛋, -- 赛跑冠军, -- 奥运选手!

大战从军; 空难生还 (47 天); 日本战俘 (2年)

祷告: “If you get me through this, I swear I’ll 
dedicate my whole life to you!”

返国英雄, 名声大噪, 结婚生子, 平步青云

PTSD: 仇恨, 恶梦, 酗酒, 风险投资, 婚姻触焦!

Unbroken by war, yet broken by sin!

Not a prisoner of war, yet a prisoner of sin!



Louis Zamperini 弟兄的见证 (“Unbroken?”)
1949 葛理翰牧师洛杉矶布道大会

“我跪下, 平生第一次真正谦卑主前!”
我求他饶恕我的食言: 没有履行战时的承诺;
也求他饶恕我罪恶的生活.

I made no excuses. I did not rationalize, I did 
not blame. 不找藉口, 不找理由, 不怪罪他人.

主曾说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我信他的话! 我求他的赦免! 我邀请耶稣住
我心中, 掌管我的生活!”
喜乐, 饶恕 , 不再作恶梦, 传福音, 婚姻重建

“All my life I had always finish the race!” (97岁)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441 

“Why Do I Sing about Jesus” 

“為何我要歌頌耶穌”



#441 Why Do I Sing About Jesus?  1/3

我心靈中充滿快樂, 因耶穌已拯救我

讚美救主奇妙恩惠, 潔淨我裡外罪過

為何我要歌頌耶穌? 為何祂對我寶貴?

祂是我主,  我的救主,  祂死叫我, 轉回!



#441 Why Do I Sing About Jesus?  2/3

只要一見主的良善, 心靈滿足到永久

只要一見我的救主, 我靈即得真自由

為何我要歌頌耶穌? 為何祂對我寶貴?

祂是我主,  我的救主,  祂死叫我, 轉回!



#441 Why Do I Sing About Jesus?  3/3

在萬人中祂最美好, 祂是玫瑰百合花

祂是豐盛恩惠源頭, 恩典慈愛祂賜下

為何我要歌頌耶穌? 為何祂對我寶貴?

祂是我主,  我的救主,  祂死叫我, 轉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