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9年11月24日
講題：堅持到底的信心
經文：希伯來書10章19至39節



我們的信心怎樣能夠堅持到底?
建基於這更美的祭在我們(重生的人)身上有永遠完全的果效

基督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9:11)進
到天上

基督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
疵獻給神，他的血能洗淨我們的良
心(9:14)

基督作了新約的中保(9:15)

擔當我們所犯的罪過(9:28)

基督只將自己獻了一次為永遠的贖
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10:12)

如今替我們顯在神面前(9:24)

他的血能洗淨我們的心，良心既被
潔淨，就不再覺得有罪了，除去我們
的死行，使我們事奉那永生神 (9:14; 
10:2)

叫我們得着所應許永遠的產業(9:15)

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我們成聖的
人永遠完全(10;14)

耶穌基督已成就的工作 在我們身上的果效



我們的信心怎樣能夠堅持到底?
建基於這更美的祭在我們(重生的人)身上有永遠完全的果效

基督照著神的旨意行，只一次獻上他
的身體，除去在先的，為要立定在後
的新約。(10:9)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
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
又要放在他們的裏面。」(10:16)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
來，使罪得赦。 」 （太26:28)
主不再記著我們的罪愆和過犯，都赦
免了( 10: 17)

耶穌基督已成就的工作 在我們身上的果效

我們憑這旨意，靠著耶穌就得以成聖。
(10:10)

聖靈也對我們作見證

我們的罪過既已赦免就
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10: 18)



4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
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
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給他們肉心，
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
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們的神。 」
(結11:19-20)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
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羅5:5)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22:37-40)



彼得前書2章9節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 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
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從聖靈重生的人: 新的身份

「所以弟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12:1)

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
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7 那時我說：『神
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來10:5-7)



19所以，弟兄們！我們憑著耶穌的血，可以坦然無懼地進入至
聖所。
20這進入的路，是他給我們開闢的，是一條通過幔子、又新又
活的路，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21我們既然有一位偉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
22我們良心的邪惡既然被灑淨，身體也用清水洗淨了，
那麼，我們就應該懷著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進到 神面前﹔

23 應該堅持我們所宣認的盼望，毫不動搖，因為那應許我們
的是信實的。
24我們又應該彼此關心，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25我們不可放棄聚會，好像有些人的習慣一樣﹔卻要互相勸勉。
你們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應該這樣。

A.堅持信心到底的生命特質 (10 :19-25) 《新譯本》

原文19至25節是一句



19所以，弟兄們！我們憑著耶穌的血，可以坦然無懼地進入至
聖所。
20這進入的路，是他給我們開闢的，是一條通過幔子、
又新又活的路，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21我們既然有一位偉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

A 堅持信心到底的生命特質 (10 :19-25) 

A1.領受神所賜屬靈福份 (10 :19-21)《新譯本》



22我們良心的邪惡既然被灑淨，身體也用清水洗淨了，
那麼， 我們就應該懷著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進到 神面前﹔

23 應該堅持我們所宣認的盼望，毫不動搖，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
信實的。
24我們又應該彼此關心，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25我們不可放棄聚會，好像有些人的習慣一樣﹔卻要互相勸勉。你
們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應該這樣。

A. 堅持信心到底的生命特質(10 :19-25) 

A2.活出應盡的本分 (10 :22-25)《新譯本》

A2.活出應盡的本分(10 :22-25)
a. (信)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親近神 (10 : 22 )
b. (望 )堅守所宣認的盼望 （10：23)
c. (愛) 彼此激發愛心行善 （10：24-25)



22我們良心的邪惡既然被灑淨，
身體也用清水洗淨了，

那麼， 我們就應該懷著真誠的心
和完備的信，

進到 神面前﹔

A2.活出應盡的本分 (10 :22-25)
a. (信)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親近神 (10 : 22 ) 《新譯本》

進到 神面前，我們是否可以仍然活在罪中？
不可以，因為神是聖潔的，也要求祂的子民也要聖潔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彼前1:15 )



22我們良心的邪惡既然被灑淨，
身體也用清水洗淨了，

那麼， 我們就應該懷著真誠的心
和完備的信， 進到 神面前﹔

我們是否會軟弱犯罪？
會，必須來到主那裏真心認罪悔改，靠著永遠有效的贖罪祭，得主
赦免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一1:9）

A2.活出應盡的本分 (10 :22-25)
a. (信)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親近神 (10 : 22 ) 《新譯本》



22我們良心的邪惡既然被灑淨，
身體也用清水洗淨了，

那麼， 我們就應該懷著真誠的心
和完備的信， 進到 神面前﹔

既然耶穌所獻的更美的祭是一次永遠有效，我們應該怎樣保守自己不再犯罪？
坦然無懼地進到 神面前得幫助

「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不是不能同情我們的軟弱，他像我們一樣，也曾在各方面受
過試探，只是他沒有犯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的是要領受憐憫，得到恩惠，作
為及時的幫助。」（來 4:15-16 )(新譯本)

大祭司代求、拯救到底

「因此，那些靠著他進到 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長遠活著，為
他們代求。」(來 7:25) (新譯本)

A2.活出應盡的本分 (10 :22-25)
a. (信)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親近神 (10 : 22 ) 《新譯本》

靠自己不能!



22我們良心的邪惡既然被灑淨，身體也用清水洗淨了，
那麼， 我們就應該懷著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 進到 神面前﹔

作者警告故意犯罪的(10:26-31) ，這是在本書的第４個警告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 」(10:26)
 「故意犯罪」:「故意」意思是「甘心樂意地」;

「犯罪」的原文為現在時態，表達持續的行動；

「 8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
的作為。
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
的。 10 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
弟兄的也是如此。 」(約一3:8-10)

A2.活出應盡的本分 (10 :22-25)
a. (信)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親近神 (10 : 22 ) 《新譯本》

這種人的信心是怎樣的? 怎樣分辨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 



A2.活出應盡的本分(10 :22-25)

a. (信)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親近神 (10 : 22 )

b. (望 )堅守所宣認的盼望 （10：23)

c. (愛) 彼此激發愛心行善 （10：24-25)

A. 堅持信心到底的生命特質(10 :19-25) 



「我為那個病人的靈魂
大聲呼喊說：『如果他
並不認識你是他的救主，
奉耶穌的名，現在就將
他從死裡復活。』

佛州心臟科醫師克蘭達見證

病人傑夫‧馬丁因心臟病發
作而倒地不起。四十分鐘後，
宣告死亡。
克蘭達為他禱告。他恢復了
生命氣息，且活得好好的直
到今天。



24我們又應該彼此關心，激發愛心，
勉勵行善。

25我們不可放棄聚會，好像有些人的習慣一樣﹔
卻要互相勸勉。

你們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應該這樣。

A2.活出應盡的本分 (10 :22-25)
c. (愛) 彼此激發愛心行善（10：24-25)

「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

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

13 總要趁着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

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

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來3:12-14)



B. 堅持到底的信心，不要動搖退後 (10：35-39) 《新譯本》

35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
坦然無懼的心，這樣的心是帶有大賞
賜的。
36 你們還需要忍耐，
好使你們行完了 神的旨意，
可以領受所應許的。
37 因為：「還有一點點的時候，
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
38 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他後退
，我的心就不喜悅他。」
39 但我們不是那些後退以致滅亡的人
，而是有信心以致保全生命的人。



大綱
A. 堅持信心到底的生命特質 (10 :19-25)

A1.領受神所賜屬靈福份 (10 :19-21)
A2.活出應盡的本分 (10 :22-25)

a. (信)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親近神 (10 : 22 )

b. (望 )堅守所宣認的盼望 （10：23)

c. (愛) 彼此激發愛心行善 （10：24-25)

B. 堅持到底的信心，不要動搖退後 (10：35-39)

[耶穌基督獻上一次永遠有效的贖罪祭，在我們(重生的人)身上有永遠完全的
果效 (v1-18)]

主題：堅持到底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