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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希伯来书第 12 章 VB 

奔跑不放弃 

每个狂风暴雨裡 祢同在在那裡 每个难处低谷裡 祢恩典在那裡 每个伤心失望裡 

祢爱我爱到底 在祢爱的光中 我得着能力 我爱祢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举

祢的名 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祢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这爱的路程裡 我奔跑不

放弃 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裡作难 却不至失望 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 极重无

比永远的荣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doKvmnfhbI 

 

破冰 

祷告 

读经：来 12:1-29 

 观察与解释： 

有关盼望的劝勉和警戒 

一、劝勉──忍耐生盼望(1~17 节) 

 A.要忍耐着奔跑前程 

V1-4 

1, .v1 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就应该忍耐奔跑前面的道路。“这么多的见证人”这

句话是指何而言？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原文『所以我们』， 

表示承接上文的意思(参十一 40)； 

   

2， 人所处光景有何张力？ 

    1）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如啦啦队激励我们奔跑 

    2）有各样的重担负累着我们(1)──使我们跑不快 

    3）有各样的罪缠累着我们(1)──绊住我们的脚步 

    4）疲倦灰心正对着我们迎面而来(3)──叫我们放弃 

    5）得胜的先锋耶稣一直在激励着我们(2)──使我们重新得力 

   6) 抵挡罪恶迎接严厉挑战(4)。 

 

3，v1-4 节的 7 个要点： 

 V1 放下重担、 

       脱去缠累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前头的路程、 

 v2 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v3 思想耶稣免得疲倦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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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抵挡罪恶迎接严厉挑战 

 

4.我们所当仰望的耶稣是怎样的耶稣？ 

「仰望」关注，凝视；「创始」先驱，作者，，发起人，最高带领人；「成终的」

完全者，实现者，完成者； 

『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有二意： 

(1)祂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有了祂才会有信心，又是我们信心的终结者，是祂使

我们的信心达到完全； 

(2)祂是我们信心的先锋元帅，为我们开闢信心的道路，又是我们信心的殿后元

帅，督促我们走完信心的道路。一切属灵事物的『始终』都在乎主耶稣。祂是阿拉

法，祂也是俄梅戛(启一 8)；除祂以外，别无所求，也没有所爱慕的(参诗七十三

25)。 

我们应该注视耶稣，他也是为了将来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得到尊荣的

地位。  基督徒要思想耶稣的忍耐，免得疲倦灰心。2-3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和标竿，让我们在天国的跑道上可

以注视并学习。好让我们可以获得鼓励，避免失去动力而疲倦灰心。 

 

B.要忍耐着接受管教(5~13 节) 

 

5， 管教、试炼、及惩罚（治）有什么分别？  

试炼：是出于神的慈爱，不是为刑罚过失； 

惩治：是出于神的公义，是因人的过失而有的痛苦； 

管教：则包括试炼和惩治两方面的含义，有时是为了惩治人的过失使之悔改，有时

是为试炼人的心性而使之得造就。 

 

6，简述基督徒必须受管教的理由。 

    1）因管教是出于圣经的教训(5) 「我儿....不可灰心」：引自七十士译本 箴 3:11-

12 。              

    2）因主所爱的祂必管教(6) 

    3）因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7) 肉身的父亲只是「暂时的」而且是「按着他们认为

好的」来管教我们，而上帝却是「长久的」而且是「为我们的好处」来管教我们，

因此我们更应该欢喜忍受，并在其中学习。 

    4）因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8) 管教是上帝把读者当真正的儿子看待的结果 

    5）因管教是要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分(9~10) 我们敬重管教我们的肉身父亲，

对于上帝的管教就应该更加顺服，因为 上帝管教我们是希望我们得到好处，在上

帝的圣洁上有分。 

    6）因管教会使那经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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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时』和『后来』两个词，「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一切的管

教，在当时似乎不是乐事，而是苦事」。             管教当时人会觉得痛苦，但会带

来义与平安的结果，所以要振作起来， 不要因为管教灰心了。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直译是「你的们脚应履行正直的路」。而这

里的意义是「你们的脚应该走在笔直的路上」，亦即应该要往目标直奔。              

「瘸子」：应该是指读者中软弱的弟兄姊妹，已经疲累灰心可能会偏离真道的人。             

虽然在管教中，人总是会觉得痛苦，但是我们知道管教的意义与上帝 透过管教所

表达出来的爱，就应该笔直的往目标前进。这样不但为了自己好，也能够帮助软弱

的人可以受鼓励而起来一同奔跑天路。 

 

7，生身之父的管教与万灵之父的管教有什么不同？我们该如何对待？v9-10：生身

之父的管教： 

          1）我们敬重他(9)、 2）为时短『暂』(10)、 3）随己意管教(10) 

万灵之父的管教： 

 1）我们当顺服祂得生(9)           2）『后来』──影响将来（11） 

  3）要我们得益处，在祂的圣洁上有分(10)    4）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J4NIc7yPc 

丰盛的应许 

 C.要忍耐着追求到底(14 节) 

 

8. 圣洁与和睦生活有什么关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是什么意思？ 

12:14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追求」：翻译为「与众人一起追求....」比较合适。     

(参诗卅四 14)         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和睦」：应该译为「平安」。意义比较接近是「救恩上的平安」，亦即要追求紧

握住救恩与这救恩终将引致的平安。      (罗十二 18；十四 19)      『使人和睦』(参

太五 9)  

「圣洁」：指「实际生活行为上的圣洁」。      

 (罗十五 16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但也须要我们去追求才能得着； 方

能在我们身上作成圣洁的工。(帖前四 7~8)   4:7  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

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4:8 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圣洁生活」正是基督徒的标记，如果没有这种标记，信仰的真实性便有问题，

所以「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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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警戒──不可失去盼望(15~29 节) 

         A.要谨慎免得从恩典中坠落(15~17 节) 

 

9，「毒根」是指人心中的罪根吗？应当怎样解释？ 

12:15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

沾染污秽； 

要小心避免有人失掉上帝的恩典，成为背道者累及大家。 

「要谨慎」：「要小心」。        

「失了神的恩」：即是「失去了上帝的恩典」、亦即「没有得救」。             

「毒根」：应该不是指信徒心中的苦毒因素，而是指外部或团体的恶毒因素。因

“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是「随心所欲去拜异国神明的

人」，在这里应该是指「心中已经偏离上帝，犯了背道之罪」的人。        

「扰乱」：不是「造成溷乱」，而是「累及」、「引起麻烦」。             

「沾染污秽」：比较可能的是指「礼仪上的污秽」，一个背道的人会让教会作为

「圣洁群体」的性质受到亏损。             

 

10.试以以扫为例解释“ 有人失了神的恩，这人是代表真信徒吗？以扫给我们什么

借鉴？v16-17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

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12:16-17               

以扫为一点世俗好吃的，就出卖长子身份，表示他对神的应许、祝福、将来产业都

没有信心和轻视。贪恋红豆汤不是偶然，是他先有贪恋世俗的心了，而看一碗红豆

汤重于神对长子的特别祝福。 是以扫自己出卖了机会。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原文直译是「免得有淫乱者和不虔者如

以扫」。  「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原文是「他 没

有找到悔改的机会，尽管他带着眼泪寻求它」。              

「悔改的机会」： 上帝没有把悔改的机会给以扫，让他可以就藐视上帝恩典的罪

来悔改」 以扫没有悔改的余地了。             

一方面要积极的紧握住救恩并过圣洁的生活，另一方面要小心有背道的人会累及整

个群体，并小心避免因为自己的欲望导致悔改无门。 

 

         B.我们的盼望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18~24 节) 

 

11，西乃山代表什么？试述圣徒为何不能借律法与神亲近？18-21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 

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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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

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兢。」 

12:18-21              

西乃山代表律法。旧约西乃山的经验是令人战兢恐惧的。上帝似乎是令人无法亲近

的，连摩西都觉得恐惧。这就是律法。     

「火焰」：「有火烧着的东西」这一段是取材自 出 19:16-19  20:18-21  申 4:11-22  

5:22-27   。   

基督徒不曾遭遇的七种可怕的情形（v18-20）： 

          1）那山是能摸的 

          2）有火焰包围 

          3）有密云覆盖 

          4）有黑暗笼罩 

          5）有暴风吹袭 

          6）有角声警戒( 

          7）有说话的声音，是人所当不起的命令 

        

 

12，解释下列名词：锡安山、诸长子、共聚的总会、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12:22-

24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新约的天上锡安山是更好更美的、更荣耀的 。「锡安」：耶路撒冷被大卫攻陷前

的名字。后来大卫把这里变成以色列的宗教中心，这地方被看成是「上帝的所

在」、「上帝 的子民的所在」、「神与其子民相会的地方」。  

而新约的锡安山却是一个欢庆的聚会，是天使和得救者与上帝同在的美好景象。显

然新约的信徒所领受的是远超越旧约的西乃山经验的。 

「诸长子」：指的比较可能是「所有得救者的总集合」。          

「诸长子之会」：应该译为「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聚集，有名字登记在天上众长子

的集会」。              

「所共聚的总会」：「节庆集会、欢乐的聚会」。「总会」：原文常用来指「教

会」不过这里的意思应该是「集会」。              

「被成全」：完成式被动语态，亦即这些人不是自己达到完全，而是被耶稣的献祭

所成全的。              

「义人的灵魂」：指的应该是「所有死去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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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从（22-24）新约基督徒能够享受、可夸的福分？ 

          

          1）来到天上荣耀的锡安山(22) 

          2）来到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22) 

          3）有千万的天使服侍(22) 

          4）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23) 

          5）有审判众人的神(23) 

          6）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23) 

          7）有新约的中保耶稣(24) 

          8）有耶稣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是为赦免不是为申冤(24) 

 

13，如何理解 v24 节耶稣所洒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新约的中保耶稣』指被杀的羔羊在天上

神面前永为我们的保证(参七 24~25；启五 6)；『所洒的血』指耶稣所流的血具有

永远赎罪的功效(参九 12；启五 9)。此处将耶稣和祂的血合为第四组，特用来强调

两者在神面前永远为我们『代言』。 

          「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是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

告，要神按着公义为他报仇，讨那流他血之人的罪 

“耶 和 华 说 ， 你 作 了 什 么 事 呢 ？ 你 兄 弟 的 血 ， 有 声 音 从 地 里 向 我 哀 

告 。地 开 了 口 ， 从 你 手 里 接 受 你 兄 弟 的 血 。 现 在 你 必 从 这 地 受 咒 诅 

。”( 创四 8~11)。 

     

主耶稣的血是有声音要神用恩典待人，赦免流祂血的罪。祂的血并不控告我们，所

以这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是控告的血，基督的血是宣告赦罪的血。 

 

          C.要谨慎不可弃绝那警戒我们的神(25~29 节) 

不可拒绝听神的声音  12:25-29           

 

  14. 作者为什么要劝“你们总要警戒”？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

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因此读者要谨慎，不可弃绝向读者发言的上帝。因为在地上发言警戒人的话都有功

效更何况是上帝由天上发言警戒。 12:25               

「向你们说话的」：「说话」原文的时态显示这是「不断的说话」，这里指的是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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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警戒他们的」：指的是「摩西」或者是「上帝在旧约中启示 的方式」。  

 

 

 15. v26“当时”指什么时候？还要震动天是什么意思？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

天。」12:26 

『当时』指在西乃山上颁佈旧约律法之时。v18-21 

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

大地震动。(出十九 18) 

 

在旧约时，上帝的话震动了地，到了新约。上帝的话不只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

也就是震动一切受造之物。  

 

16，v27 被震动的，不被震动的，各指什么？ 

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

v27 

「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

都要被除去。  

「不被震动的」：不能震动的神国度。             

读者既然享有不能被震动的国度，应当感恩、虔诚敬畏的来事奉神， 因为我们的

上帝是烈火。 12:28-29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

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得了」：原文的时态显示读者正处于「得到永恒国度」的过程中。              

「烈火」：原文是「吞灭的火」。读者既然有了特别的身份，享有永恒国度，就不

应该不听上帝的发言，硬是要回到以往的西乃山律法中。而应该用感恩的心，虔诚

而敬畏的事奉上帝，因为这位施恩发言的神，也是审判的主。 

  

17，你认为当今基督徒徒的重大责任和重大危险是什么？ 

    一、重大责任： 

          1.对人──要追求与众人和睦(14 节上) 

          2.对己──要追求圣洁(14 节下) 

          3.对神──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28 节) 

    二、重大危险： 

          1.恐怕失了神的恩(15 节上) 

          2.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教众人沾染污秽(15 节下) 

          3.恐怕淫乱和贪恋世俗(1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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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恐怕受到神烈火的审判(25，29 节) 

  

18，基督徒应该怎样持守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