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醫治禱告: 谷弟兄/Susanna/Alice

 Alice 出院/谷弟兄/Elizabeth

 Daniel & Deborah Mun

 Today: “福音收割/个人带领” (午餐时间)

聖誕詩班 (Today, 5pm)

圣诞节联合崇拜 (12/21, Sun, 10am)

 浸礼 (1:30pm)

 Isaac, Vivian, Lisa, Jane,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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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14



“怕死的奴隸到榮耀的王子” (II)

“Fearful Slaves to Glorious Rulers”

(希伯來書 2:5-18)

邓牧師



真有天堂, 来世吗? (预备?打算?)

没有: 搞迷信, 作梦, 幻想, 灯灭: 一了百了

有: 自编自导/自欺欺人 -- 极乐世界, 七十美
妻俊夫, 千万仆人ㄚ头, . . .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 . . 耶稣说: “这
世界的人有娶有嫁, 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
从死里复活的人, 也不娶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
能再死, 和天使一样, 既是复活的人, 就为神
的儿子” (路加福音 20) 

希伯来书 1:6 “再者, 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
时候, 就说: “神的天使都要拜他.” 2:5 “我們
所說將來的世界, 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天使 天堂/来世



儿子与众天使的对比 (希伯来书 1-2 章)

1:4 “. . .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2:16 “他不救拔天使, 乃是. . 亚伯拉罕的后裔.”

来 1 章 儿子的地位比天使尊贵: 七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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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2 章 儿子的地位比天使卑微: 诗 8:4-6



来 2 章 儿子的地位比天使卑微: 诗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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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耶稣道成肉身 的描述:

“暫時比天使小, 受死的苦, 得了尊贵, 荣耀”

2) 耶稣道成肉身 的目的: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

目的: “张显神恩; 为众子受死的苦”



来 2 章儿子的地位比天使卑微: 诗 8:4-6

2:8b-9 解释诗 8:4-6 耶稣的道成肉身

目的: “张显神恩; 为众子受死的苦”

我们出生:为己活 耶稣出生: 为人死!

来 2:10-18 耶稣的苦难死亡:

2:10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 . .”

2:14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 . .”

2:17-18 “. .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自己
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 . .”



我们出生:为己活 耶稣出生: 为人死!

圣诞节 (耶稣受苦受死): 四目的 -- 为我们!

1) 成為完全的元帥 (10 節): 得荣耀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2) 成為潔淨聖殿者 (11-13 節): 被圣化 (成圣)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于一”

3) 成為大能解放者 (14-16 節): 得解放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4) 成為贖罪大祭司 (17-18 節): 被赦免/得帮助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

圣诞: 得荣耀, 被圣化, 得解放, 被赦免/得帮助



1) 成為完全的元帥 (10 節): 我们得荣耀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上帝的主权与旨意: 诗 8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 (罗 2; 5; 8; 腓 3)

“要领”: 新的出埃及

“荣耀”: 神的同在, 能力, 复活, 永生 (弗 1)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 . .”

“救恩的元帅”: 领袖, 先锋, 创始者

“得以完全”: 职位, 角色, 非道德上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
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2) 成為潔淨聖殿者 (11-13 節): 我们被圣化

“因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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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耶稣: 使我们分别为圣; 不以我们为耻!

诗 22:22 带领崇拜; 讲道

赛 8:17-18 受苦余民同在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 . .洒在不洁的人身尚且
叫人成圣, 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
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行, 使你们侍奉那
永生神吗?”    “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做平常”

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在城门外受苦



3) 成為大能解放者 (14-16 節): 我们得解放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
肉之体,” 我们的人性 基督的神人二性

特要借着死

1) “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 胜过他, 就夺去
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 又分了他的赃.”

2) “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你怕死吗? – 谈虎色变 (葬礼) / [中国财主]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奔丧:惊喜)



3) 成為大能解放者 (14-16 節): 我们得解放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赛 41:8-10 “唯你, 以色列我的仆人, 雅各我所
拣选的, 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是我从地
极所领来的, 从地角所召来的, 且对你说: 你
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 你不要害
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惶, 因为我是你
的神. 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
义的右手扶持你.”



4) 成為贖罪大祭司 (17-18 節): 我们被赦免

“ 所以,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人性与经历

1) “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向神负责: 慈悲 (对人); 忠信 (对神)

2)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百姓的罪: 除罪与息怒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
的人.”

面对试探? -- 妥协, 放弃?!

他能搭救!!!



4) 成為贖罪大祭司 (17-18 節): 我们被赦免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
的人.” 

面对试探: 妥协? 放弃? -- 他能搭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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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
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圣诞真义 (耶稣出生): 为我们死!

得荣耀, 被圣化, 得解放, 被赦免, 得帮助!

大麻烦 (辛苦的生活)

非: 健康, 工作, 婚姻, 家庭, 股票, 天灾人祸, . .

是: 罪, 羞辱/怕死/试探, 魔鬼/奴役, 义怒/审判

更大救主 (榮耀的人子)

完全的元帥; 潔淨聖殿者!

大能解放者; 贖罪大祭司!

John Newton (82 years old): Two things!

“I am a great sinner, 

but Jesus is a Greater Savior!”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59 

“Victory in Jesus”

“靠主得勝”



#59 Victory in Jesus 1/3

我曾聽過, 一故事, 救主如何由,天降臨
祂曾捨命在, 加略山頂, 為救我這,罪人

我聽到祂, 在呻吟, 流出寶血贖,我罪刑

我即刻悔改歸向神祂使我大得勝!

靠主耶穌, 我救主, 能得勝, 到永遠

主慈愛, 尋找我, 賜我贖罪之恩

我深知道, 祂愛我, 我願全心, 愛我主

主寶血, 已潔淨我, 使我永遠得勝



#59 Victory in Jesus 2/3

祂曾在世, 行奇事, 顯出祂的醫,治大能
祂使瘸腿的,跳躍行走, 使瞎眼能,看見
我呼求祂: 主耶穌, 來醫治我破,碎心靈

主聽我祈求前來救我使我大得勝!

靠主耶穌, 我救主, 能得勝, 到永遠

主慈愛, 尋找我, 賜我贖罪之恩

我深知道, 祂愛我, 我願全心, 愛我主

主寶血, 已潔淨我, 使我永遠得勝



#59 Victory in Jesus 3/3

我深知主, 在天家, 為我預備榮,耀住處
遙遠望見那, 明亮彼岸, 黃金街碧,玉城
好像聽見, 眾天使, 仍舊高唱救,恩故事
到那日我必,在那邊同,唱得勝凱歌!

靠主耶穌, 我救主, 能得勝, 到永遠

主慈愛, 尋找我, 賜我贖罪之恩

我深知道, 祂愛我, 我願全心, 愛我主

主寶血, 已潔淨我, 使我永遠得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