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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希伯来书第 13 章  

 

破冰 

祷告 

[希伯来书小节]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以人的身份完全地彰显上帝（1:1-4)。祂超越天使，超越摩西

，超越亚伦系列的祭司。希伯来书的中心是基督为大祭司，是唯一的一本书深入探

讨基督为大祭司的真理。从 4:14-16 引言开始，ch 5:1-10.18，作者展示为什么基督

的祭司身份／职分如此伟大和超越，而其中的高峰是 8:1-10:18，耶稣更好！ 

 

因为当基督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时，祂成就了一切利未祭司所希望成就、却无

法成就的（世界一切想脱离败坏的方式，亲近上帝，寻求道路、真理、生命、永恒

的方式，永垂不朽的盼望）： 

来 Heb 8:1-13 更美之约的中保  

来 Heb 9-10:18 献上更美之祭  

来 Heb 10:19-13:19 呼召更美的回应：10:19-13:25 本书的结束，基于他所教导的真理

，他表明了基督的超越性能够激励我们即使在考验之下，应当有的回应。 

10:19-25 是 10:19-13:25 的引言。因着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在磨练和迫害中，有

更美的回应：有信心、盼望、爱的生命的回应。 

In 10.26-12.29 作者鼓励他们因着上帝的子民所有的盼望而靠信心坚忍 

In 13.1-19 描述了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当有的爱的表现。  

 

11-12 章告诉他们，信心和盼望的动力： 信心的榜样，还有未来的奖赏（天上的家

乡，天上的耶路撒冷城，永不震撼的国）。所以，要持之以恆，奔跑赛程， 直奔

终点。 

 

信心和盼望的激励之后，在 13 章作者教导他们如何带着盼望，活出持之以恒的信

心。 

 

活出信心，要有爱的行为！ 

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10:24）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 （13:1）。 

 

这是耶稣所给我们的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

相爱。（Jn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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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来 13:1-25 

 观察与解释： 

12 章劝勉要忍耐生盼望 

奔跑前程、接受管教、不可弃绝警戒我们的神。 

13 章“爱心的生活” 

       1）    要我们经历有得胜的信心的生命，我们的信心要有行动，以爱的生命来

彰显有盼望的信心！如何有爱的生命？ 

 

弟兄相爱的心（是 2-6 的主题） 

13:1-6 爱弟兄姐妹 （一般教导；在世界裡 ） 

13:7-19 跟随属灵领袖（对教会领袖的关係的教导；在教会裡 in the church） 

13:20-21 跟随大牧人 

 

有对人的爱心生活(1~3 节) 

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1 节) 让弟兄的爱继续下去」。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2 节) 

接待客旅是帮助别人，给人方便；『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是给自己带来属天

的祝福。 

「接待了天使」：指的是亚伯拉罕（ 创 18 ）和罗得（ 创 19   ）的事迹。这里的意

义应该是读者可能会发现所接待的客旅对自己来说有如是上帝的使者，带来上帝的

信息和福气。              

       士世纪，   太 25:34 ，提 1:7，3） 

要记念受捆绑遭苦害的人(3 节) 

意指要记念他们到一个程度，彷彿自己也被捆绑一样。主耶稣祂自己与在监里一个

弟兄中最小的认同，我们看顾弟兄就是看顾主自己(太廿五 39~40)。         

「被捆绑的人」：「被囚禁的人」。              

「遭苦害的人」：「受虐待的人」。              

在当时坐牢的人须要亲友供应他们物质上的需要。             

哥罗西 4:18；林前 12:24－26；罗 12:15. 

 

  2）为什么强调婚姻圣洁？今天如何保持对己的爱心生活如何？(4~6 节) 

          1.要尊重婚姻，不可行淫。  13:4          加 5:19，帖前 4:3-8 

          2.存心不可贪爱钱财(5~6 节) 

 

    

 3）人为什么会贪心？我们自己有没有？思想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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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贪心，以主为满足。因为上帝曾应许看顾我们，以致于我们可以坦然信靠他。 

13:5-6              「主曾说....」：原文是「他自己曾说....」。该段可能引自七十士译本

的 申 31:6,8  书 1:5  代上 28:20 。              

v6「主是帮助我的」：原文是「主是我的帮助者」。  

贪心有时候是来自「没有安全感」，而基督徒既然深知上帝必保守， 就应该坦然

以现状知足，而不必贪恋不属于自己的财物。 

 

4）从 13:7 来看，希伯来基督徒和他们以前的领袖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记念／

效法／回顾；效法先辈信心 ） 

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的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记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回顾

他们为人的结局。 … 

 

5） 作者希望基督徒与领袖有什么关系？      

  这一段以讨论领袖(引导)为开始和结束(13:7, 17-19; also in 13:24)。耶稣是带领我们

的伟大的牧人(13:20-21)，但祂也借着属灵的家中的领袖们来带领我们。 

可能是激励希伯来人的信心和爱心：他们是信心的榜样，他们生命有美好的见证。

他们是持之以恒信心的见证人，是当今教会的榜样。他们对教会有平定风浪的稳定

作用，就像耶稣基督自己那中稳定因素，因为祂自己是永不改变的(13:8)。这些领

袖的存在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要对教会负责。 

也有可能是鼓励关系的和好：很有可能敌对的环境和教会中有人丧失信心，使这些

领袖们和教会之间产生了一些张力。 和领袖好的关系对信心的成长有益。 

 

6）为什么要提到领袖关系？ 

a 效法信心的榜样，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要以以前引领读者的属灵领袖之

信心为榜样。 13:7－9               

「从前」：表示这些属灵领袖已经死亡了。「引导你们....的人」：在七十士译本中

指的是「政治和军事领袖」  ，而在新约中曾用来指「属灵的领袖」       

「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原文是「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

果，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新译本）。   

       (当世上的王消逝时，真正的王才能彰显(赛 6:1-4)。当我们生命中那些可以依赖

的人离去，耶稣基督才被表明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耶稣活着

，永远活着，祂的爱和陪伴永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依靠的领袖们会离开，但耶稣

基督的福音不改变， 耶稣基督信实不改变。昨天耶稣曾满足他们，今天祂会满足

我们， 更保障我们的未来。) 

    

7） 13:8 宣告基督哪方面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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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洁明了的有关基督的论述，是对基督不变性／永恒性的伟大宣告！）参考

来 1:2，8 节，；启示录 1:8，4:8， 

这个基督论宣告了基督的神性：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当代中文译本) 

基督永远存在： 耶稣的存在是永恒的－祂是神！It confesses again the Son’s eternal 

constancy (1.8-12), 

祂是道成肉身的救主。上帝永恒的道。圣子在永恒中的不改变.所以不要被其他外

来的教训所勾引，特别应该注意那些在饮食上作文章的教训。  13:8-9               

基督信实做了什么： 

“昨天”，祂曾忠心地为我们经历十字架的苦难；2:9，2:17－18， 

“今天”，基督使我们进入上帝的安息；3:13-15；4:11 太 11:28 

“永远”，基督带来完全的拯救。5:9，7:25，9:14-15 

总结 12:2 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 

12:2 这一句经文，是希伯来书从 4:14 到 11:40 节的总结。 作为“信心的创始成终者

／创造者和完成者”，基督是那位完美的、信实的救主，有能力使上帝的儿女达到

信心道路的目标。 

基督徒的盼望在于上帝的不变性。过去如何做工的，今天依然做工。上帝靠得住，

信得过，说话算话。上帝的信实，是基督徒诚信的神学基础。 

 

 

8）(13:9-16) 希伯来基督徒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v9 你们不要被种种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的心靠恩典得坚固才是好的，并

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用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 

被怪异的教训勾引。饮食有关，与耶稣的不变性正好相反。 

弗 4:14“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9）他们要如何战胜不符合福音的教导的挑战？ 

4.16 and 12.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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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随时的帮助。” 

 

10）v10 我们有一祭坛，是指什么？犹太的祭司为什么不能分享祭物？ 

我们拥有超越的基督替死之祭，应当效法基督忍受苦难。 13:10-13               

「祭坛」：指的比较可能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献祭」。             

「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指的是「犹太的祭司」。              

“我们有”耶稣基督大祭司 ：4:14-16； 10:19，21；6:19－25；8: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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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任何其它祭坛，是宣认基督作为大祭司的服事，提醒我们祂在十字架上一次所

成就的牺牲，是上帝的恩典的源头。这恩典是我们可以时刻仰望的。 

4:14 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应当

持定所宣认的道。 15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各方面

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

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作及时的帮助。 

6:19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进入幔子后面的至圣所。 

8:1b 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10:19 所以，弟兄们，既然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20 是藉着他给

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21 既然我们有

一位伟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 22 那么，我们该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同已蒙洁净、

无亏的良心，和清水洗净了的身体来亲近上帝。 23 我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指望，毫

不动摇，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 24 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

善； 25 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

临近，就更当如此。 

所以，祭坛代表十字架和基督牺牲的死。祭坛代表基督的死的方方面面。祭坛所带

来的益处只有信从耶稣的人才能得到。 

而且唯有基督牺牲的祭坛才能给希伯来的基督徒带来属灵的益处，而不是那些错误

的教导（13.9）而不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祭坛，也不是罗马帝国任何神明的祭坛

。祝福只能从基督的祭坛，按上帝的标准，而不是按其它任何宗教的方式，任何世

界的标准，无论它们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盛气凌人，多么有诱惑力！ 

作者在此提到我们并非少了一个祭坛，而是拥有一个祭坛是犹太祭  司们不能分享

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献祭。即使是预表耶稣 基督赎罪祭的赎罪日之赎罪

祭，祭司也无法分享祭牲，更不用说实体的耶稣基督替死之祭了。    

当时的犹太教受罗马政府的保护，因此离开犹太教就是脱离罗马政府的保护，也很

可能会受到更激烈的逼迫。而基督徒承受这种逼迫 的理由跟耶稣被逼迫的理由一

样，都是掌权者不信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在不安定的世界裡，让我们勇敢与世界的标准分离，不在世界的祭坛上找身

份的肯定、生命的意义，和坚守耶稣基督牺牲的祭坛，让我们走向耶稣！让我们到

基督那里去！ 因为在基督的祭坛那里， 基督徒可以找到自己生命的地位、意义和

保障。 

 

11）「出到营外」是何意？v11-13 

「营」字暗指犹太教，出到营外，指的就是离开犹太教信仰。  

 “营内/城内”代表安全，地位，关系，先进，进步 

牲畜的尸体“在营外”烧掉象徵耶稣“在城门外”（耶路撒冷城门外）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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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12 作者用犹太教传统的一个现象（赎罪日）来比较耶稣牺牲和献祭的经历，

解释我们的“祭坛”， 为呼应基督徒应当有的回应奠定基础。参考 13:13-14，这里

的比较和描述要强调耶稣牺牲的哪一个方面？（献上受苦的祭：11-14 强调远离世

界和受苦。） 

11 因为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至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体却在营外烧掉。 12 所以

，耶稣也在城门外受苦，为要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圣。  

 

12）13:13-14 因为耶稣所做的（献上受苦的祭。13:10,12 耶稣也在城门外受苦，为

要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圣。）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应当有什么回应？（献上受

苦的祭） 

v13 这样，我们也当走出营外，到他那里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14 在这里，我

们本没有永存的城，而是在寻求那将要来的城。 

我们所要寻求的不是地上现存的城，乃是将来的城。 13:14               

在地上找不到列祖与先贤所盼望的「常存之城」、「永恒的城」，而我们是与信心

先贤一样热切的期待那「将要来的城」，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离开地上暂时的犹太教

信仰，认同于耶稣所受的凌辱。 

基督徒也必需要准备好做同样的选择(10.32-34; 13.5-6). 

10:32 你们要追念往日；你们蒙了光照以后，忍受了许多痛苦的挣扎： 33 一面在众

人面前公然被毁谤，遭患难；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34 你们同情那些遭

监禁的人，也欣然忍受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因为你们知道自己有更美好更长存的

家业。  

13:5 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因为上帝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

绝不丢弃你。」 6 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

把我怎麽样呢？」 

 

13）13:13 这里“走出城外”（“我们也当走出营外，到他那里去，忍受他所受的

凌辱”）的含义是什么？如何“走出城外”？ 

（离开世人的肯定，到凌辱之处，与耶稣一同受苦)。 

经历耶稣的痛苦／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13:13；马可 8:34) 

为基督背负排斥。这就是耶稣对门徒背十字架的教导：“34 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

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35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

。 36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37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

命呢？ ”（马可福音 8:34-37） 

不以耶稣和福音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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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耶稣对门徒的警告：Mk 8:38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

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这是早期基督徒的生命见证：16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

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 1:16） 

等候将要来的城／盼望主再来 (13:14；cf 马可 8:35,38;马太 25:34)：基督徒今天可以

委身基督、为基督受苦的动力，在于未来的结局。“14 在这里，我们本没有永存

的城，而是在寻求那将要来的城。” 

“那将要来的城”是什么？［天上的奖赏。将要来的城，上帝所预备的天上的城

(11:16:12:22)，天上更美的家乡(11:16)，不能震动的国(12:28)。］ 

 

14）什么是以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  “行善和分享”是什么意思？(15~16

节) 

要靠主以颂赞、行善和捐输来献祭给神。 13:15-16               

「靠着耶稣」：「藉着耶稣」。              

「颂赞为祭」：七十士译本就是指「感谢祭」，这祭是用来回应上帝特别的恩典。             

「承认」：可以解释成「宣认」、「赞美」、「称谢」。             

「承认主名」：可以解释成「宣认上帝的名」或「赞美上帝的名」。              

「只是」：可以翻译成「但是」或「也」。              

「行善」：「对人有益的仁慈之举」。             

「捐输」：「分享」，指「在财物上帮助别人的慷慨行动」。              

「这样的祭」：「这一种的祭物」。            

基督徒虽然没有繁复的献祭仪式，但我们也有应该要献给上帝的祭， 就是颂赞、

行善和捐输。不同于以往的献祭，我们不再期待用献祭来 洗净自己的罪愆与良心

，而是感恩而同时施恩给他人。 

4:14,10:23,10:24-25,12:28 

 

15）、如何在生活中实践“行善和分享”？对你今天有什么挑战？ 

“在基督的祭坛上有份，意味着最终在苦难之路跟随主，以赞美的祭来敬拜神，以

爱的行为来服事弟兄姐妹”。 

 

16）13:17-19 又一次谈到与教会领袖们的关系(cf. 13:7)。这些基督徒和领袖们应当

是什么样的关系？(顺从／尊重和祷告的关系; 效法(13:7)) 

基督徒与属灵领袖的关系应当是顺从（尊重），效法，和祷告的关系。靠上帝恩典

，与属灵领袖同奔信心赛程！ 

对传道人的爱心生活(17~19 节) 

          1.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17 节)，要顺从引导信徒的教导者。  

          2.要为他们祷告(18~19 节)，请求代祷，好让作者快回到读者那里  1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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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正道而行」：「举止完善」、「道德操守没有瑕疵」。            

 

17）领袖们要交什么帐？谁的帐？ 

为什么领袖们喜乐地而不是带着叹息交帐，对信徒有益处？ 

领袖们可能要 1)为自己领袖的行为交帐（领袖个人的责任），或者 2)为在他们照

管下的人的行为交帐（教会每个人的责任）。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必需在上帝面前

交帐(4:13)。但从上下文关系来看，2)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基督徒每一个人都

要在上帝面前交帐。 

 

18）当圣经教导我们要服从、顺服领袖时，是什麽样的领袖？而且如果连好领袖也

会犯错时，如何才算顺服？才能合神的心意？ 

耶稣和圣经的教导，领袖和所带领的羊群的关係，就像圣经中所有的关係一样，是

一个爱的关係。为领袖的要服事被带领的，甚至为他们死，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圣经上所教导的对领袖的服从、顺服领袖不是盲从，而是有条件的顺服。 

条件：基督的福音和爱，是我们对属灵领袖顺从（和效法）的标准。领袖们所教导

的是不是符合基督的福音，符合圣经；他们有没有基督爱的生命。 

顺服这些领袖就是指顺服他们所传的主的道，顺服他们所教导的圣经的真理, 顺服

他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异象和托付，目的是信心的坚定，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城。 

这就是 13:17 中“服从、顺服”的原意： 被领袖说服而跟从，因信任领袖而照他们

所教导的去行。 

和所描述的属灵领袖的使命／责任／目的：就是这些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羊属灵的

健康和永恆的需要。 

17 你们要服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像在上帝面前交账的人，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喜乐，而不是叹息，叹息就对你们

无益了。 

 

19）13:18-19。正像保罗(弗 6.19; 西 4.3; 帖前 5.25; 帖后 3.1)，作者在最后请求弟兄姐

妹们为属灵领袖们祷告。为什么需要为属灵领袖们祷告？ 

领袖生命的品格的需要：“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领

袖们强调自己良心无愧，有可能他们的清白已经被攻击了 (彼前 3.16; cf 徒 23.1; 

24.16; 提前 1.19) (Koester). 

彼前 3:16b 要存无亏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

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 

徒 23:1 保罗定睛看着议会的人，说：「诸位弟兄，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都是

凭着清白的良心，直到今日。」 

徒 24:16 因此，我勉励自己，对上帝对人，时常存着无亏的良心。 



 9 

提前 1:18 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把这命令交託你，使你能藉着这

些预言打那美好的仗， 19 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服事的需要：快快相见。（为什么需要？有可能在监狱里。13:23） 

 

总结: 属灵领袖靠圣徒的祷告得服事动力 Receive strength to serve through the prayers 

of the saints 

领袖们服事的动力来自圣灵。但圣灵的恩膏，是通过众圣徒的祷告浇灌在领袖们身

上。传主福音, 作属灵领袖会遇到各样的压力，各样的抵抗，各样的诋毁。属灵的

领袖不能孤军作战，需要圣徒的祷告。 

 

爱心的祝福和问安(20~25 节)  

13:20-21 是作者的祝福祷告，提醒基督徒上帝已经成就的(13:20)，和祂将要成就的

(13:21)，目的是激励他们持之以恒地奔跑属灵赛程(2:1; 3:6,14; 10:23; 12:1-3; cf 13:23)

。这个祝福祷告是整本希伯来书一个伟大的总结，也是圣经中最有力的祝福祷告之

一。 

 

20）13:20 这个祝福来自上帝。注意作者对上帝的称呼（ “赐平安的上帝”） 。这

位上帝是“吞灭的火”(12:29)和审判官(13:4)，为什么是“赐平安的上帝”？ 

13:20b 对这位赐平安的上帝的工作有更多的强调。这里强调上帝什么工作？（有些

是希伯来前面有提到过；有些是全新的概念） 

上帝赐平安：“赐平安的上帝” ，原文就是“平安的上帝”。这个对上帝称呼与

保罗的祝福类似(罗 15:13; 16:20; 林后 13:11; 腓 4:9; 帖前 5:23. 

  “平安”不是在描述上帝的属性，而是描述上帝工作的结果(“赐平安”，罗 16:20)

。“平安”是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冲突不存在。这里上帝赐平安，是借着带来祂所

喜悦的事(来 13:21)        

上帝带来平安： 

与祂的关系有平安／和平（人类最大的和平是与上帝的关系的和好）： “赐平安的

上帝”…提醒我们这位上帝已经藉着基督大祭司的工作开噼了与祂相交的通道。上

帝开了一条路，使我们因着基督大祭司的成就，可以与祂无畏无惧、亲密无间地来

往。 

与人的关系有平安（人类第二个和平来自于与他人的关系的和平）：与上帝关係的

重建又成为我们在上帝子民中有平安／和平和安康的人生的基础(12.14) 

与人和睦： 12:14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对属灵领袖的顺从、效法、祷告（13:7,17-19)：（可能有关，因为没有直接的“词

”的连接） 

 

21）“上帝赐平安”这个真理对我们有什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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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的苦难起始于我们失去了与上帝之间的和平／平安。人类对建立和平／平

安无能为力。只有上帝才能带来和平／平安，因为祂在永恒设计了这个平安，因为

祂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这个和平／平安。当上帝的平安进入我们的生命后，我们将

会有什么样的生命！让我们定睛于“赐平安的上帝”，因为只有祂才能满足我们最

深处的需要。 

5…因为上帝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 6 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

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来 13:5b-6) 

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

的。你们心裡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Jn 14:27) 

 

22）上帝用耶稣基督成就的什么美事来装备我们？上帝有什么美善的祝福使我们成

圣？ 

20-21 节总结了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不可缺的重要因素（祝福）：平安、爱、能力

、荣耀（永恒的意义） 

祝祷：愿上帝赐平安，装备读者，使读者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使荣耀归给上帝。  

13:20-21            行善： 

以弗所书 2:10 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

上帝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 

见证神： 

彼前 2:9 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v11 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慾；这情慾是与灵

魂争战的。 12 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 

彼前 2:21 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

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 

上帝得荣耀。 

「从死里复活」：「从死人中领出来」。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比较好的翻译是「以一切的美物装备你们」。  

「荣耀归给他」：可能应该翻译成「荣耀是属于他的」。            

荣耀神，这是一个人生命最重要的目标。我们的服事，最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我们能有得胜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生命意义超越我们自己，进入永恆。 

我们的服事成为对上帝的讚美，给上帝荣耀。 

这是人生终极的目标：荣耀神，并永远享受祂。 

祂的确值得收到一切敬拜、讚美、尊荣、荣耀、权柄！ 

没有什麽我们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成就的，基督徒所有的讚美都要归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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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23）上帝亲自“装备”给我们今天信心生活有什么样的激励？ 

圣灵给了我们中间所有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做当做的事情／事奉、 感到教会的问题

很大的人，一个大的激励：上帝要来亲自“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做原本不能做的

事情。 

上帝在我们裡面和我们中间做工，所以我们有可能成就“善工”。  

借基督的死使我们称义的上帝，继续借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成圣 

救恩自始至终都靠恩典，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工作 

这就是这个祝福祷告的根本。它是软弱者的激励，挣扎者的盼望，失败者的安慰，

需要坚忍的人的力量。 

如果你作基督徒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圣灵要藉着今天的经文来激励你，你

可以在基督的福音中找到安息。我们虽然每时每刻经历诱惑，我们今天将会更加肯

定，上帝在基督里开始的善工，上帝会继续，直到一切成就在耶稣基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