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福音预工 (Yorba Linda) Today 5:30pm

洞族主日 (12/7, 10am) 聯合崇拜

醫治禱告: 谷弟兄/Susanna/Alice/Elizabeth

 Alice 出院/谷弟兄

 Lottie Moon 国际宣教奉献: 义卖 (午餐)

 Today: 手工艺品 & 12/7食物

聖誕詩班

 12/13 Sat, 6pm

 12/14 Sun, 5pm



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2:5-18

(pp. 1822-1823)



5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
使管轄。 6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

「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人子算什麼,
你竟眷顧他？ 7 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
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將你手所造
的都派他管理，8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
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
服他， 9 唯獨見耶穌暫時比天使小，因
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10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
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
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 11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
，都是出於一，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
不以為恥，

12 說：「我要將你的名傳於我的弟兄，
在會中我要頌揚你。」

13 又說：「我要依賴他。」又說：「看
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



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
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
權的，就是魔鬼， 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16 他並不救拔天
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

17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
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18 他自己既然
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SERMON

信息

11/30/14



“怕死的奴隸到榮耀的王子”

“Fearful Slaves to Glorious Rulers”

(希伯來書 2:5-18)

邓牧師



詩班: “圣誕真義”?!

来 2:5-18 耶穌 “道成肉身” (圣誕) 的目的

使我们有資格作王!
 “掃地的?!” or “自我實現; 不用信耶穌?!”

传道书 10:5-7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 
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 . . . 我见过仆人骑马, 
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
文革時代, 赤腳醫生

創 1:28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管辖]
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
各样行动的活物.”
上癮: “凡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隸.” (約 8:34).



来 2:5-18 “道成肉身”的目的 --作王資格

現今的世界? 將來的世界?

v. 5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 神原沒有交給天
使管轄.”

現今的世界: 天使管轄 (申 32:8 LXX)

但 10:20, 21; 12:1 “波斯的魔君, 希腊的魔
君, 你们的大君米迦勒”

將來的世界: 儿子 (长子) & 我們管轄 (v. 5)
“来世 (the coming age) 的权能” (6:5)

“将来的城 the city to come” (13:14)

1:6再者, 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第二个亚当: 成就)



来 2:5-18 “道成肉身”的目的 --作王資格

將來的世界: 儿子 (长子)/我們管轄 (1:6; 2:5)

诗 8:4-6 “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 人子算什
麼, 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 賜他
榮耀, 尊貴為冠冕,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默想 (创 1:27-28) –人的渺小; 神的厚恩
“人子/(世人)”: 人类 /(你我)

“比天使微小一点 (中文)” (地位上: 你我)

日光之下的祸患: 王子像罪奴!

“暫時比天使小” (时间上: 耶稣)
“升高儿子” (1:1-14) & “降卑儿子” (2:5-18)



诗 8:4-6 “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 人子算什
麼, 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 賜他
榮耀, 尊貴為冠冕,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解释诗 8:4-6 [2:8b-9]

v. 8b “既叫萬物都服他, 就沒有剩下一樣不
服他的. 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基督中心解经法: “他” -- “人子” (基督)

“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基督绝对的权柄

诗 110:1 (来 1:13; cf. 1:3c) “你坐在我的右
边,                     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

“如今 . . 還不見”– “等我”

基督绝对的权柄: Not yet 尚未完全张显!



解释诗 8:4-6

2:8b “既叫萬物都服他, 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
他的. 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基督绝对的权柄: Not yet 尚未完全张显!

v. 9 “唯独见那成为暫時比天使小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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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 “耶稣” (暫時比天使小)

“得了尊贵, 荣耀为冠冕”: 来 1:13; cf. 1:3c

基督绝对的权柄: Already 已经完全张显!

太 28:18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在天上 (将来的世界)



解释诗 8:4-6 (基督:荣耀的人子)

基督的权柄: Already 已经完全张显 (在天上 )

基督的权柄: Not yet 尚未完全张显 (在地上)

我们的生活: 正确的基督论

得胜 (已经):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
活, 一同坐在天上.” (弗 2:6)

弗 1:19-22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
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 . 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
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 .”

中国教会: 文革 “洗礼”



解释诗 8:4-6 (基督:荣耀的人子)

基督的权柄: Already 已经完全张显 (在天上 )

基督的权柄: Not yet 尚未完全张显 (在地上)

我们的生活: 正确的基督论

得胜 (已经):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
活, 一同坐在天上.” (弗 2:6)

苦难 (尚未):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
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
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
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彼前 4)



我们的生活: 正确的基督论

得胜 (已经):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
活, 一同坐在天上.” (弗 2:6)

苦难 (尚未):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
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
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
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彼前 4)

腓立比书 3:10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
的大能 (已经),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
他的死 (尚未),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2:9 “唯独见那成为暫時比天使小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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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被高举的原因: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 荣耀为冠冕”

“受死的苦”: 十架惨死!

没有十架; 没有荣耀 (腓立比书 2:5-11)

来 12:2-3 “仰望 . . . 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
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
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
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2:9 “唯独见那成为暫時比天使小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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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道成肉身 (圣诞节)的目的:

“暫時比天使小, 受死的苦, 得了尊贵, 荣耀”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

张显神的恩典: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
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
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 免得有人自夸.”



耶稣道成肉身 (圣诞节)的目的: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

张显神的恩典: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代替罪人死刑: “为人人尝了死味”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巴拉巴: 耶稣替他尝了死味!

21 世纪的巴拉巴: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为我死; 我为他活!”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168 

“哈利路亞, 奇妙救主”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天父愛子由天至

拯救罪人脫永死

竟然稱為 "憂患子"

哈利路亞, 奇妙救主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For the Son of God who came 

Ruined sinners to reclaim!

Hallelujah, what a Savior!

#168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1/5



受盡羞辱與欺凌

代替我罪受苦刑

藉寶血我罪洗清

哈利路亞, 奇妙救主

Bearing shame and scoffing rude,

In my place condemned He stood,

Sealed my pardon with His blood;

Hallelujah, what a Savior!

#168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2/5



我是罪人該死亡

祂是聖潔神羔羊

我的罪債祂代償

哈利路亞, 奇妙救主

Guilty, vile, and helpless we,

Spotless Lamb of God was He;

Full atonemen! Can it be?

Hallelujah, what a Savior!

#168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3/5



祂被釘十架捨命

最後宣告 "事已成"

今在高天榮美城

哈利路亞, 奇妙救主

Lifted up was He to die,

“It is finished, ”was His cry;

Now in heaven exalted high,

Hallelujah, what a Savior!

#168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4/5



祂再來是榮耀王

迎接聖徒回天堂

那時新歌一同唱

哈利路亞, 奇妙救主

When he comes, our glorious King,

All His ransomed home to bring,

Then anew this song we’ll sing,

Hallelujah, what a Savior!

#168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