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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希伯来书第 11 章 VB 

 

破冰 

祷告 

读经：来 11:1-40【使人得救的信心】 

 

在一系列劝勉之后，作者在 11 章 1 到 40 节写信聚焦关注那使人得救的信心。我们之前已

经提过，希伯来书的受众在过去忍受逼迫，面对可能更多的逼迫，所以作者鼓励他们要有

信心，这信心在患难的时候并不回头。 

    然后他举例说明他的意思，列出一长串旧约圣经历史上忍受苦难继续保持忠心的人的名

单。这些有信心的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得到那已经应许给他们的，因为上帝的应

许是为将来时候所作的。但正如希伯来书作者解释那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要与

作者和他的受众一样成为完全，在这应许中有份。 

 

 观察与解释： 

一、信心的定义和解释(1~6 节) 

 

  1.背诵第一节，你给信心下一个定义。信心带给你的真实感与把握是什么？(1：1) 

 

信心是对于所盼望的将来之事的确实坚定的信念。「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心赋予

所盼望的事一个实体。             

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看不见的事情的确证。             

信心所带来的功效：「所盼望的事」，因信心带给人有主观的确据与真实感。 

信徒乃是有盼望的人，而所盼望的却是那看不见的事(罗八 24~25)，所以我们不是顾念所

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林后四 18)。因此，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是凭着信心，不是凭

着眼见(林后五 7)。 

信心能让我们体认神话中的权能，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卅三 9)；神的话一出，事就

这样成了(创一 7，9，11…)。 

信心是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属灵事物；信心不但使我们能认识那不能

看见的神，并且也能认识神作事的轨迹和法则。 

 

 2. 信心的“证据”与“确据”有何不同？1:1-3(先有信心 后看见) 

信心具有两面的功效：对事，使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参 1 节)； 

对神，使我们能蒙神悦纳，且为我们作见证。 

信心的证据(2 节), 信心的来源──神的话(3 节) ， 透过信心的眼光，得到一个真理，就是

宇宙不是由可见的物质元素来的。 

这信，指第一节所讨论的信， “这信”是“因信得生”的信。 

我们的信仰前辈因着信得到上帝的赞赏，而我们也因为信，明白上帝是造物者。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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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亚伯献祭何以比该隐更美？神为他那两样见证？亚伯的信对我们来说表明什么？  

11:4   

「得了称义的见证」：意思是「他被上帝称许为义人」（新译本）。              

「指他礼物作的见证」：意思是「上帝藉着悦纳亚伯的祭物来称许亚伯是义人」。 

这一段引自 创 4:3-7 ，神悦纳亚伯的祭物可能有两种解释： 

 (1)亚伯是特地预备羊群中最好的来献祭，而该隐只是随便拿土产来敷衍。               

(2)上帝是先悦纳「亚伯」这个人然后才是他的供物，亚伯和亚伯的供物是不能区分的。悦

纳的关键并非是供物的种类，而是奉献供物的人。 

『献祭』是为着对付罪，以便和神恢复交通；罪若不除去，便会阻隔在神与人之间，使神

与人无法畅通来往。 

同样是献祭，一个蒙神悦纳，一个不蒙神悦纳，其分别点乃在于献祭的动机，是出于信心

或是出于自己；出于因神启示而有的信心行为，才能得称义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指的应该是「亚伯的事迹被记录在圣经上，直到

今日仍然透过圣经向世人说话」。  

如今主耶稣为我们所凭藉的祭物── 当然是神喜悦的；基督乃是惟一通神的『道路』(约

十四 6)，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徒四 12)。 

 

4. 以诺生平有哪两个特点？11:5-6          

a,创 5:22，以诺与神同行 300 年； 

b,因与神同行 300 年而被神接去，不至于见死。      

「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即上帝对于努力寻求认识和亲近他的人会给予对应的赏赐。              

引自 创 5:21-24 。 这一段的思路是：以诺被上帝接去，没有经历死亡，因为圣经说「以诺

得到神的喜悦」，而人除非信上帝，不可能得到上帝的喜悦， 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诺因信

被上帝接去」。 

 

二、在世而超世之信心的榜样(7~16 节) 

 

5.简述挪亚的信心对神、对家人、对当时代及他自己有什么影响？ 

因着信，挪亚既蒙神指示那未见的事，就怀着虔敬，预备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这

一段引自 创 5:28-9:29 。              

对神，挪亚因着信，蒙恩，算为义人；创 6 

对家人，「使他全家得救，」『全家』指他一家八口(参创七 13)。 

对当时代，「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因此』指藉此信心的行动；『定了那世代的

罪』指造方舟是为避免与那世代的人一起被毁灭(创六 13~18)，藉此显明了全地的人都是

败坏的(参创六 12)。 

 对自己，「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因信而预备方舟，预表他相信并接受基

督的救赎，故得以照着信而成为义的承受者(原文)。 

 

 6.亚伯拉罕蒙招进迦南体现了何等样的信心？v8-10 

a,遵命的信 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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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因着信离开家乡，往应许之地作客。他等候上帝所应许的产业。 11:8-10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蒙召』和『遵命』按原文是一种同时的

动作，表示亚伯拉罕一蒙召，即刻就遵命，并未拖延。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为业的地方』指可以代代相传的产业所在地。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原来前句的『往…去』是指神的应许，而本节的两

次『出去』是指他的行动，当他採取行动的时候，对于神的应许仅有一个模煳的概念，实

际上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 

b,等候的信 v9-10 

等候的双重盼望：迦南地赐给后裔的今生应许；更是等候那天上更美的家乡。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等候』含有热切地期待着等候的意思；『那座有根基

的城』指天上的耶路撒冷(参十二 22；加四 26)，就是那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启廿一

2)。 

信心的生活，乃是等候神的生活；神不动，我们就不动；神动了，我们才动，这叫作信

心。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远超过我们所经营所建造的；因此无论是个人生命的更新改造，

或是教会的建造，都应当让神来作。 

 

 7.说说你自己的理解，亚伯拉罕因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 

 

8.撒拉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她信心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11~12 节) 

前面 v9 插入了以撒雅各，这里又插入撒拉，表示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不单本人是诚信，

他的家庭也是敬虔信靠神的。 

撒拉信心的功效：a, 她以神的应许为可信的；b.她因着信，虽然过了生育年龄依然能怀孕

生子。 

──彷彿已死却仍生产， 参考创 18:10-12， 

 

 

9. 神为这些有信心的人预备了什么？  11:13-16               

这些有信心的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仍然坚持要等待迎接更美的

家乡，而不选择退回原来的地方。因此上帝乐意被称为这些人的神，也为他们预备了一座

城。上帝透过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来公开承认这群有信心的人，因为上

帝也已经为他们预备好天上更美的家乡，这些人将进入永生，因此上帝也将永远是他们的

上帝。 

「从远处望见」：原文是「从远处望见它们」，亦即从远处望见应许的实现 

「客旅」：「异乡人」。 「寄居的」：「 暂时居留的访客 

「家乡」：「父家」、「本地」，指「落地生根」、「传宗接代」之地。             

「不以为耻」：有「公开承认」、「公开作证」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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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胜过死亡之信心的榜样(17~29，31 节) 

 

10.亚伯拉罕经历了怎样的信心试炼？ 

──彷彿从死中得回儿子(17~19 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献上以撒，虽然他知道上帝应许由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他信

上帝能叫人由死里复活，而他自己也有如得到一 个死里复活的儿子一样。  11:17-19              

「得回」：原意是「领了回来」。表达出以撒已经是献给上帝了，而不再属于亚伯拉罕，

而后来是亚伯拉罕由上帝那里领回以撒。 

 

11.以撒为雅各祝福不是以撒的软弱吗？怎么当他生平的特点记载在此？20-21 

创 27，因贪食以扫的野味，偏爱以扫，而预备给以扫祝福；却忘记了神告诉利百加的话

“…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结果却因雅各的欺骗成就了神的预言应许，很奇妙！这事在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人的失败，但后面的故事又告诉我们，当以撒发现这个与初衷相反的祝

福后，虽然偏爱以扫，但对以扫说“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我们看到，神要照祂旨意

成就的事，人是无法改变的。 

 

12.雅各临终为约瑟二子祝福，并扶着杖头敬拜神，有何意义？21 

「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临终』指生命将近完结的时候；约瑟的遗言载于创

47:31；50:25。 

愿尽他最后一点力气，向神献上至诚的敬拜“扶着杖头敬拜神”。 

 

13.为什么圣经特别注意以撒、雅各、约瑟临终的信心？ 

预见将来的事(20~22 节) 

以撒、雅各、约瑟都因着信祝福后代或者为自己的遗骨预作安排。              11:20-22               

临终的信心才是持定终身的定论。 

 

14.神如何预备摩西？信心在摩西身上的功效和意义？23-29 

摩西的父母──勇敢不怕王命(23 节) 

摩西的父母因信藏匿摩西三个月。 11:23 「非常俊美」或「被上帝所喜爱」的意思。在这

里作者应该是取后者的意义，而表达出摩西的父母看出上帝在摩西的身上有特别的心意，

才保护这小孩。 

摩西信心的拣选──免得那灭命的临近以色列人(24~28 节) 

摩西因着信与上帝的百姓认同，放弃王宫的荣华。 11:24-26              「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

乐」：「不愿暂时享受罪」。         「为基督受的凌辱」：原文是「基督受的凌辱」。亦即

摩西当时与上帝百姓同受凌辱，有如基督为上帝百姓受的凌辱一样。             

.摩西因信离开埃及，不怕国王的愤怒。 11:27              

 「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他好像继续不断的看见.... 」。  此处指 出 2:14-15 的

事情。 

 

因信有逾越节、过红海等事件。  1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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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触摸」、「侵犯」、「杀」的意思。  

.埃及人──过红海未被吞灭(29 节) 

 

四、胜过敌对、患难、苦害之信心的榜样(30～39 节) 摩西信心的各种功效 32~38 节 

 

 

15. 本章提到那些信心榜样的名字？他们信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是什么意思？ 

在应许之地时代──以色列人、喇合、众士师、大卫、众先知(30~39 节)──他们忍受其

他人所不能忍受的事 

以色列人因信攻下耶利哥城，而喇合因信得救。  11:30-31               

众士师和众先知──胜过敌对(32~34 节) 

因为信心获得胜利。  11:32-34 

世界不配有的人──胜过患难和苦害(35~38 节) 

因为信心忍受苦难。   

这世界的人想要除去这些有信心的人，用各样的苦难来对待他们， 然而在作者的眼中，那

些人反而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五、信心的结局(39~40 节) 

16. 解释本章第 39-40 节的“证据”、“所应许的事”和“更美的事”是指什么？ 

          1.至死仍未得着所应许的(39 节) 

          2.却要和我们同得神所预备更美的事(40 节) 

 

 

  

三、小结 

  

【信心的英雄】 

    一、亚伯(the Sacrifice of Faith)──因着信献祭与神(4 节) 

    二、挪亚(the Simplicity of Faith)──单纯的信心(7 节) 

    三、亚伯拉罕(the Sojourn of Faith)──信心的寄居(8~10 节) 

    四、以撒(the Sanguinity of Faith)──信心的享受(20 节) 

    五、摩西(the Suffering of Faith)──信心的受苦(24~27 节) 

    六、喇合(the Salvation of Faith)──信心的拯救(31 节) 

    七、其他人(the Supremacy of Faith)──信心的至尊(32 节等) 

  

  

【摩西的选择】 

    一、摩西向它们说『不！』 

          1.世上的虚荣──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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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罪中之乐──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25 节) 

          3.埃及的财物──不看为宝贵(26 节) 

    二、摩西向它们说『是！』 

          1.天上的赏赐──想望所要得的赏赐(26 节) 

          2.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宁可受苦也不愿暂时享乐(25 节) 

          3.为基督受凌辱──看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26 节) 

  

【摩西选择的特徵】 

    一、因着信──乃是信心(Faith)的选择(24，27 节) 

    二、想望赏赐──乃是有远见(Foreseeing)的选择(26 节) 

    三、丢弃埃及的荣华富贵──乃是辞别(Farewell)的选择(24~26 节) 

    四、不怕王怒──乃是无惧(Fearless)的选择(27 节) 

    五、恆心忍耐──乃是最后(Final)的选择(27 节) 

  

【摩西──具有目标(Purpose)和能力(Power)的人】 

    一、拒绝尊荣(24 节) 

    二、选择受苦(25 节) 

    三、看重凌辱(26 节) 

    四、尊重赏赐(26 节) 

    五、弃绝埃及(27 节) 

    六、忍受王怒(27 节) 

    七、守逾越节(28 节) 

    八、胜过障碍(29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