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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第 5-6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作者希伯來書在第四章提到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

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希伯來書 4：14） 

那是我們的信仰聲明。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也曾凡事

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

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

隨時的幫助。(希伯來書 4:15-16) 

我們能大膽的來到恩典的寶座前，因為我們有如此的一個

大祭司，但從前的情形不是這樣的。 

從舊約來看，我們發現祭司的服事是兩方面的。他必須在

神的面前代表人民，一邊是一個非常聖潔公義的神，另一

邊是犯了罪的人民。一個罪人是不能接近聖潔公義的神

的。這祭司必須為人民在神的面前獻上祭物。其次，當他

獻完為人民贖罪的祭物的時候，他走出來，他又在人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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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代表神。他是神與人之間的一個中保，這觀念在猶太人

心中至今仍然根深蒂固。除非靠祭司與祭物，他們絕對不

敢接近神； 

但對如今的猶太人來說，他們的觀念以改變了，他們不須

要有一位中保，就可以直接，接近神，這是一項非常徹底

的改變。這也是猶太人為什麼不信耶穌的原因。這整個觀

念多年來經過了改變。 

當保羅寫書信時，猶太人的內心認為，一個罪人是完全無

法接近神的。人不敢接近神。唯一接近神的方式是藉著祭

司與祭物，按著猶太律法，這才是正確的方法。隨著有人

對耶穌基督的信靠，沒有一位祭司可以在神的面前代表他

們，下意識裏，產生了一個問題。所以這希伯來書的作者

即將指出，我們的確有一位超越的，卓越的，優越的代

表。那耶穌就是我們的大祭司，藉著祂我們可以接近神。

我們可以大膽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在猶太人的心目中，他們會馬上反對這個觀點。他們說耶

穌屬於猶太支派，怎麼會是我們的大祭司？我們知道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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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派才是祭司的支派。所以作者在第五章回答了這些問

題。同時在第七章他也談到相同的主題，有關耶穌祭司職

位與利未人祭司職位的比較。這祭司職位是按照等次的，

就如利未人的等次。在舊約裡有提及另一個等次，就是麥

基洗德的等次。作者要告訴我們，耶穌是照著麥基洗德的

等次的大祭司。在第七章中，他會提到麥基洗德的等次是

優越於利未人的等次。 

在第五章中，它說： 

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辦理屬神的事，(希

伯來書 5：1a） 

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是代表人。那是他的責任。我不能直接

來到神的面前。我必須帶著我的祭物來到祭司面前，把我

的手按在祭物的頭上，在那牛或羊的頭上，承認我所有的

罪狀。然後這祭司殺了這頭牛或羊，當作祭物為我獻給

神。那樣，祭物的死將遮覆我的罪。 

這祭司是從人中間挑造的，而奉派來到神之前， 

為要獻上禮物，和贖罪祭。(或作要為罪獻上禮物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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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祂能體諒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為祂自己也是

被軟弱所困。(希伯來書 5:1-2) 

這祭司是從人當中挑選出來的，所以他知道人的軟弱，而

且他也能憐憫這些罪人，因為他自己也犯了罪。 

值得留意的是，祭司在為別人的罪獻上任何祭物之前，他

必須先為他自己的罪獻上祭物。 

故此他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獻祭贖罪。(希伯來書 5:3) 

他不但要為別人帶來祭物，而且他也要為他自己帶來祭

物。他自己是人，所以也是個罪人。因為他自己是個罪

人，所以也須為他自己的罪獻祭。 

這不是說我想當大祭司，我就可以當大祭司的。這是須要

蒙神所召的，是一種尊榮。很不幸地，現在選派祭司漸漸

染上政治色彩，變成一個政治地位與政治任命。那實在是

缺乏靈性與體系降級的表現。當人建立起神職階級的時

候，常會出現這種現像。整個系統的制度會越來越走下

坡，而且越來越醜化，一個政治制度取代了一個靈性組

織。今天大多數教會教派的問題之一就是他們由一個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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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變成了政治系統的組織。 

大祭司是從眾人當中挑選的，他為人們獻上禮物和贖罪

祭。他必須要有憐憫之心，大祭司不缺乏憐憫之心，因為

他自己也是人，懂得人的軟弱。他必須為他自己獻上祭

物，因為他也是個罪人。祭司是神按立的一個位置，沒有

人能自取。就算現今的事奉這個職位，我們不可把它當作

一項職業，必須蒙神所召。只有神才能任命某人參與事

奉。教育的多寡不是使你成為牧師的先決條件。沒有人可

以任命某人為牧師，讓主教給我按手，並不能任命我作牧

師。這完全是由神指定的。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希伯來書 5:5) 

祂不是自取大祭司這個職位。就是說他沒有使自己成為大

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的那

一位。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

永遠為祭司。”(希伯來書 5:5-6) 

說到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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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

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希伯來書 5：7） 

現在這裡提到耶穌在客而馬尼花園裡，祂在神之前哭泣，

禱告的經歷，禱告神能夠救祂。祂說： 

“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

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

思。”(馬太福音 26:38-39) 

祂流下大點滴的血汗，在這時耶穌想要躲開十字架。耶穌

基督的十字架冒犯許多人，因為他的十字架宣告說所有的

人要到神的面前，僅有一條道路可行。 

耶穌的禱告說： 

“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馬太福音

26:39) 

倘若什麼可行？倘若可以用其它的方法來代替十字架，以

成就人的救贖。倘若一個人可以靠著好行為，靠努力，靠

行善行公義得救。 

“就讓這杯離開我。”(馬太福音 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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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這杯並不能離開祂，祂必須喝下這杯，這就表

示，人的拯救與救贖必須藉著耶穌基督上十字架，這是唯

一救贖途徑。這十字架，表示僅存這一條道路，人可以藉

著到神面前。假如還有別的路，耶穌就不須上十字架了。

祂在父神前不停的禱告哭泣，當然父神可以幫祂脫離這個

死亡。父神聽見了祂的禱告，然而耶穌從苦難中學習了順

服。祂順服父神的旨意而上了十字架。 

我認為這點，非常重要，值得提醒大家。我們常有一個構

想，以為父神憤怒填胸，時刻準備著要審判處罰我們至

死，而耶穌在旁開解說：“不，不，請父神息怒。”事實

不是這樣，其實，救贖計劃起始於父神。是祂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我們，當聖子祈求父神撤去這杯時，父神堅持不

肯。所以我們可以看出神是個非常慈愛的天父，準備作一

個至高的犧牲，讓祂的獨生子擔當我們的罪惡。藉著耶穌

的死，天父才能原諒和寬恕我們。神要和我們相交的心

願，遠勝其它一切。祂要我們能與祂合一。所以天父聽了

耶穌的禱告，但他沒有應允耶穌的請求；然而藉這祈禱和

苦難，耶穌學習了順服，服從了神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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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不是我們要成就我們在這世上的意志的一個工具。神

從來都沒有要我們以禱告為媒介，而要求得到我們想要的

一切。很不幸地，許多人都誤認為這是禱告的目的。 

好像我可以來到神面前，求我想要的一切。我們說： 

“只要是奉耶穌的名的，你想求什麼照著求，你就必如願

以償。” 

耶穌向誰說這些話的呢？祂是向眾人說的嗎？不是的！祂

是對祂的門徒說的，是誰才配稱為門徒呢？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馬太福音 16:24) 

當你讀到馬可福音 11：24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

必得著。”(馬可福音 11:24) 

以捨己為前提，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跟從我。你瞧，耶穌給

予這麼大的承諾的就是這些人。如果我真的能背起十字架

來跟從祂，那麼我就不會尋求我自己的榮耀，而只會作那

些蒙父神喜悅的事。 



9 of 24 

希伯來書第 5-6章 

我們常常能在禱告中，學習如何順服神的旨意。禱告可以

改變我，並不改變神。我不相信禱告會改變神。如果你想

藉著禱告，使神來遷就你，有這種觀點的話，你就錯了！

你以為能夠得到神的默許，要是你禱告得快，經常微笑，

唱哈利路亞讚美神；神就會看到你所作的一切，那麼你就

心想事成了。那樣想你就錯了。我深信我所禱告的每件正

確的事，在還沒禱告前，神已經準備給我了。如果我為錯

誤的某事禱告，神因為太仁慈，太愛我的原故會拒絕我。

即使我哭叫，威脅祂也沒有用。因祂愛我太深，不願毀了

我，祂也不會改變，祂說： 

“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瑪拉基書 3:6) 

祈禱時常改變我。有時我想我一定要得到某樣東西，我

說：“主啊，請你給我。”而我在祈禱時，神的聖靈會改

變我。我便反過來說：“主啊，我並不真正需要這個！願

你的旨意成全。”所以你學習服從耶穌。 

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希伯來書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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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順從父神而上了十字架。藉著祂所受的苦難，祂學習了

順服，服從父神的旨意。祂必須經過這苦難。這十字架的

道路就是苦難的道路。 

使徒保羅寫信給住在腓立比的人說：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腓立比書 3:10) 

是的保羅，我同意。我想要認識祂，也要知道祂的大能。

保羅繼續說： 

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腓立比書 3:10) 

哦不，保羅，我不要受苦。我只要大能，我要榮耀。與祂

一起受苦： ！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 2:8) 

我不想受十字架的苦；但是，耶穌從那苦難學了順服。在

我們的困難受苦時，會比任何情況下，都更容易學習把我

生命的主權交託給神，讓祂來全權管理。好像一個好軍人

忍受苦難一樣，我把生命交託給神，從苦難中學習順服。 

彼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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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

那信實的造化之主。(彼得前書 4:19) 

“神你知道我不喜歡受苦。我不喜歡感覺這種情緒上和肉

體上的痛苦。神你知道我所需要的，而且知道什麼對我是

最好的；所以我順服你。”這信心要比指揮神依照我的命

令作事來得更大，我無法去指揮神，那樣我學不了什麼東

西。耶穌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祂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

源。(希伯來書 5：9) 

希伯來書告訴我們，祂是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祂是我們的永遠拯救的創始者。因為祂上了十字架，所以

我們才能被拯救；因為祂順從了父神；他上了十字架，因

著苦難學了順從。才給我們帶來永恆的救恩。要是耶穌沒

有上十字架，祂也不能拯救我們。如今我們的拯救是完全

的。 

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論到麥基洗

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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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5:10-11) 

現在這些人站在回牆邊上。他們認識了耶穌基督，然而他

們祖先沿襲下來，根深蒂固猶太教傳統背景。他們一生

中，只是習慣去聖殿參加聖殿禮拜。那種禮拜非常感人，

很具有戲劇性，深深灌輸著他們，如今他們看見這個更好

的耶穌基督的知識。他們其中一些人還是在兩難中。他們

不知道是否就孤注一擲與耶穌同行還是回到神殿借著大祭

司敬拜。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

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喫奶，不能喫

乾糧的人。(希伯來書 5:12) 

從他們接受基督至今，已聽過陣子了。他們必須繼續求

進，然而他們還得重新回到道理的開端。到了這個時期，

他們本應該能夠吃神所賜的乾糧；然而他們靈性的發展還

滯留初步階段。我們也要以此自己警惕，這是教會裡通病

之一。一個人認識了耶穌基督，達到一個水準，就無限期

的停留在那裡，裹足不前。假如你對他們交談，他們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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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那數年前發生的事。他們靈性上沒有成長，他們還跟

剛得救時相差無几。他們只想要被款待，無法進入聖經話

語的更高境界。一旦你能領悟去那更高的境界時，那初步

的原理(靈奶)就無法滿足他。 

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

(希伯來書 5：13) 

保羅寫給哥林多的書信中，提到屬肉體的基督徒，他們在

基督裡還是小孩，靈性上沒有長進。靈性的停滯不前是教

會裡的通病。 

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

達，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來書 5:14) 

在神的話語中成長會加強你的洞察力。使你能夠明辨教義

的真偽。 

第六章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這開端就是耶穌基

督的福音)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

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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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神若許我們，我們必如此行。

(希伯來書 6:1-3) 

讓我們離開這些基本的原理，向前進入成熟的階段。讓我

們與主同行不斷往前。在我的服事中，我想要成為一個福

音傳道人。我講過的幾乎每個信息都是福音性的；因為在

我服事的教派中傳福音是個大主題。在數年的挫折之後，

我領會到，福音講道應該是針對那些不信的人。而對那些

已信的人應該教導他們。神召呼我成為一個教師牧師。而

我自己卻想成為一個傳道人。我堅持作福音傳道時，我的

教會總成熟不起來。因為我的緣故，他們的靈性成長停滯

不前。他們所知道的只限於救恩的教義。他們知道人必須

重生，以及從他們的罪裡悔改並接受洗禮；因為他們反復

聽到的，就是這些教導。所以他們的靈性一直停留在嬰孩

階段，直到後來我們開始教導神的話語。我們開始從那基

督的初步原則，慢慢進入完整的成熟階段，不再停留在那

得救的基本教導上。在基本教義上，藉著神的話，建立起

對神完整的知識。 

作者將在下一節裡說到一些更深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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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

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離棄

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

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祂。(希伯來書 6:4-6) 

我知道這經節，常常被撒但所利用。他特別喜愛使用經

節。他對夏娃和耶穌談話都提到經節。 

撒但不提出聖經的上下文，而故意歪曲他的本意，耶穌用

經卷平衡經卷。經卷一定要與其它經卷相比較。 

這經文到底教導什麼？一個人可能失敗或甚至褻瀆神。仍

然得到寬恕。我們記得耶穌對彼得說： 

“雞叫兩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馬太福音 26:34) 

彼得說： 

 “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馬太福音

26:35) 

在公雞啼叫兩次之後，耶穌看著彼得。彼得想起他所作的

正如耶穌對他所預言的，他就出去痛哭。結果他在悔改裡

得到寬恕，成為早期教會的領導者和台柱之一。因此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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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並不意味著我一旦動搖和失敗，我就出局了，神將不再

接受我了，我便再也沒有救贖希望了。 

我們知道神是仁慈的，寬容，又富有耐心，祂沒有按我們

的罪過待我們。天離地何等的高，祂的慈愛向敬畏祂的

人，也是何等的大。撒但常用這段經文使失腳的人洩氣。

他拿希伯來書這句經文給他看，對他說他已經不能得救

了。又說他們犯了不可饒恕的過錯，所以他們再沒有指望

了。撒但特別喜愛把這節經文當作木棍來擊打人的頭。  

有人認為這節經文的對像像是那些已受耶穌基督的知識啟

發又猶疑不前的人。既缺乏對基督完全的信心，他們回到

猶太教的傳統習俗，那樣他們就無法更新了，因為他們把

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了。我不能完全接受這個理論。經文

是提到那些受了啟發而且嚐了天恩的滋味，又與聖靈有

分，嚐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如此來看，

我認為這些人的底子已經很穩了。 

我們知道耶穌教導過所撒的種子落在不同的土壤裏的比

喻。有些種子落在路旁，有些落在磐石上，還有一些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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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棘裏，又有落在好土裏的。那些落在路旁的，立刻撒但

奪去了。好像我們遇到過一些人，他們對神的話語無動於

衷，完全沒有反應。那些落在土石頭地上的，他們一聽到

神的話歡喜領受，由於土不深石頭溫度暖和，發苗很快。

但因為土不深所以日頭一曬他就枯乾了。我相信這第六節

就是在影射到希伯來書的經文。他們對神的話與主的信息

先是感到興奮，但根基不深。等到日頭一曬或暴風雨，他

們就枯萎了。 

最令我不解的是這些人就不能叫他們有從新懊悔的餘地

了。坦白說我不明白這個意思。對這經節，我無法給你們

任何非凡的啟示，但我知道耶穌曾說，凡到他那裡來的，

他總不丟棄他。我知道不管你過去背景如何或是過去你有

不光榮的歷史，假如你要到耶穌基督面前，祂總不丟棄

你。所以這經節對你不適用。不過假如你說我不會到耶穌

基督面前來，那麼這經節對你來說就適用了，如果你硬著

心不懺悔，那麼你就真的不能從新懊悔了。那麼這經文就

適合你了。所以如果你渴望回到神的身邊，你就不必為此

煩惱，這經節並不適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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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一塊田地喫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

用，就從神得福。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

詛，結局就是焚燒。(希伯來書 6:7-8) 

這裡再次提到種子的寓言。生長蔬菜水果的必蒙得福，上

好的地土得到神的祝福。若長荊棘和疾黎的必被詛咒，廢

棄和焚燒。 

作者是說：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雖是這樣說，卻深信你們的行為強過

這些，(希伯來書 6:9) 

換句話說，這些是不適用於你們的。我們相信你們的行為

強過這些。作者寫這些經文並不是衝著收信人中的某些人

來的。 

而且近乎得救。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作的

工，和你們為祂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伺候聖徒，如今

還是伺候。(希伯來書 6：9-10) 

這裡的意思是神不會把你給忘記的，你是祂的孩子。可能

你會失敗了，也許你還是個屬靈的嬰孩，但神的愛總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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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你。 

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有滿足的指

望，一直到底。(希伯來書 6:11) 

你們務必要殷勤到底而有滿足的指望，一直到底。這是很

榮耀的指望。我對我拯救有滿足的指望。這一點也不懷

疑，一點也不疑慮與不安。我有完全的確信，我的永生在

耶穌的手裡是安穩的。我絲毫不疑慮我將來會不能與主同

在，到祂的國度裡。從前我仰賴我自己，依賴我自己的善

工的時候。我曾失去過信心。只要我靠著我自己時，我沒

有那種滿足的指望。我不打算離棄耶穌基督，所以我是不

會失去救恩的。 

並且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

人。(希伯來書 6:12) 

這對我帶來了一個心願，要把我自己更進一步的完全委身

於主的事務上。神已經保證我們所需的，他都會為我們成

就。聖經有許多又豐富又珍貴的承諾。有許多基督徒的家

擺放著裝滿“神的應許”小卡片的小盒子。你可以隨時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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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個神的應，神的話語使你更豐富。有好些神賜給我們

的應許，我們還沒能充充足足地承受，例如他的安息。就

因為我們沒有領受神給我們的許許多多承諾，我們仍在不

安與焦慮裡活著。我們應該在神的面前，領受祂的應許。

當你遇到周圍的壓力，或是明天將是很困難的一天，一切

是如此的令人失望；那麼最好提醒你自己，神給我們所有

的應許。安息在祂的應許裡，要求信心與忍耐。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希伯來書 11:6) 

你必須要有信心，相信只要神答應的祂都能做到。 

其次，我必須有耐心，因為神不一定會立即回答我的禱

告。有時我的禱告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得到應允，神以此來

試驗我的心。信心也因著忍耐受到試煉。讓我們效法那些

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相信神的應許，後耐心的等

待神持守他的諾言。同時牢牢把握著神的承諾，而不讓它

溜走。神的應許值得我們相信和依賴。 

當初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

著起誓的，就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



21 of 24 

希伯來書第 5-6章 

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希伯來書 6:13-

14) 

神給了亞伯拉罕作了一個應許，然後又起了個誓來證實。 

這樣，亞伯拉罕既恆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希伯來

書 6:15) 

他等了多少年呢？超過 35年呢？我們常常毫無耐心的說：

“神啊！我的時間所剩無幾了。”我們要神立刻行動。我

們要立即得到結果。我們給神有限的動工時間。比如一個

禮拜的時間。在完全沒有人為的可能性的情況下，神著實

給了撒拉一個男孩，正如神應許過的。 

我們常常談到“不可能”這個詞。我們時常面對不可能的

環境。由於我們人的極限，我們總是遇到“不可能”的情

況；然而一旦神介入我們的難題，我們就得消除“不可

能”這個字眼。對神而言，絕對沒有難成的事。沒有如何

事能給神任何的壓力，絲毫不能使神為之著急。困難成分

的多寡往往取決於作工的人能力的大小。假如我們說讓我

們來建造耶穌基督的教會，哦！那是何等的困難，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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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不可能的。耶穌說：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馬太福音 16:18) 

不必緊張，祂是有能力的。如果是神在作工的話，你就必

須把困難這個字扔掉。我無論如何不能相信我個人的能

力。我必須信靠主，那樣我就可以扔掉“不可能”和“困

難”這些字眼。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人都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並且以起誓為實據，了結各

樣的爭論。(希伯來書 6:16) 

人常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起誓的目的乃是要證實所說

的，而了結各種的爭論。在耶穌的時代，起誓是很大的

事；用誓約來作約束。耶穌針對這個問題說，不用起誓。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作一個僅守諾言的

人。 

照樣，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祂的旨意是不

更改的，就起誓為證。(希伯來書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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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會許下承諾，再從中退縮的。祂是永不改變的。神要

確確實實地向你證明，祂的本性是永不改變的。 

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

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希

伯來書 6:18) 

有兩點是不會更改的，第一：神的話永不更改，神的話永

遠建立且安頓在天上。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馬太福音 24:35) 

第二：起過的誓是不能更改的。起誓是說過的話的實據。

神已顯明他將為你成就的事，而且起了誓，確定祂所說

的。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著起誓的，神就指著自己

起誓。我們知道神絕對不會說謊的；因此我們可以大得勉

勵持定擺在我們前頭的指望。我們有何等大的安慰啊。我

們知道只要神說過的，就必將成為事實。我們的避難所是

在神的話中。當麻煩來的時候，就該趕緊逃避到神的話語

中。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希伯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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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教會的讚美詩說：“雖然巨浪洶湧，但我們有一個錨保守

我們的靈魂，又堅又牢，停泊在那不能移動的岩石上，堅

定在我救主深深的憐愛中。” 

喔！我靈魂的錨。使我不會因暴風雨而搖晃。也不會被暴

風雨毀壞，因為我的靈在神的承諾中停泊。 

且通入幔內。(希伯來書 6:19) 

我可以大膽地來到施恩寶座前，耶穌已為我開了路。我的

大祭司為我登高入天。因此，我可以藉著祂大膽的來到天

父之前。 

作先鋒的耶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

司，(希伯來書 6:20) 

這先鋒已進入天上的幔子裡，現在坐在天父的右邊為你和

我代禱。在耶穌基督裡的信徒們，是有何等光榮的保證

啊！你對這如此祟高的救恩，是否有好好的發揮在你自己

的身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