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谷華人宣道會                第十一課 :信心 -來 11      日期: 9/22/2019  

1 
 

前言 

希伯來書的最後幾章是基督徒最受到幫助的一段經文。基督徒在面對困難時常常從這幾章

經文中得到幫助。這幾章經文列出信心偉人，講述他們的心思意念與勇氣，給我們信心，

讓我們在面對困難時也能經歷同樣的勝利。 

第十一章無法獨立存在，因為與前面的討論有密切的關係。作者寫這卷非常實用的書信，

因為他非常關心猶太人信徒。他們聽過基督教的真理，也大致上接受了，但是好像又退回

到猶太教，從而脫離了唯一能救贖他們的耶穌基督。這些猶太信徒失去了甚麼呢？不是因

為他們失去熱心，而是因為他們失去信心，就如以色列人因為沒有信心而在曠野流浪了四

十年（來 3:18-4:3）。 

為什麼說「似乎缺少」呢？因為作者在第十章的最後一節説他們「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

的人。」也與他們認同說「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來 10:39） 

I。信心的生活 - 希伯來書 11:1-16 

誰是作者所說的「沒有退後，靈魂得救」的人呢？甚麼是他們得救的信心呢？作者指的是

歷史上信心的偉人。他們以信心開始他們的新生命，也藉著信心過每一天的生活。他們是

信心的榜樣，所有真正因信心得救的信徒都必須加入他們的行列。可以說這是本卷書的最

高潮。 

A。信心的定義 - 希伯來書 11:1-2 

如果信心如此重要，那信心的定義是甚麼呢？希伯來書 11:1 給了聖經中唯一的定義。雖

然使徒保羅與雅各都用很長的篇幅談信心，但只有希伯來書的作者給了定義。 

信心是活的，是ㄧ種生活方式。信心是相信神。信心使我們相信那尚未看見的事實，那無

法從物質界得到證明或衡量的事實。就如看不見的地基ㄧ樣。這是基督徒的生命的錨。這

是過去信心偉人所彰顯的生命。他們的眼目定睛在看不見的，卻比那看的見的更重要的事

實上。信心是他們ㄧ生的生活的根基。 

B。相信甚麼呢 - 希伯來書 11:3-7 

信心絕非只是憑感覺，信心是有實質的根據，在 2-7節中，作者指出信的內容。 

1。世界的創造 

首先是相信創造論。相關宇宙萬物是神的話所造成的。在創世記第一章中，有十處經

文說「神說」。大衛在詩篇 33:6，9重複同樣的信息說「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

藉他口中的氣而成。」，「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我們現在感官可以感覺到的一切都是藉這神的話而從無到有。雖然不可思議，但卻是

事實。百夫長說「主阿，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

了。」（太 8:8）。耶穌說了，百夫長的僕人就得了醫治。也就是說，從神使看不見的

造出看得見的。神使無變有，這是首先要有的信心。 

2。以獻祭來接近神 

其次是要相信必須經過獻祭才能來到神面前（11:4）。相信神在看肉眼可見的祭物之前，

先看我們獻祭物的人的心。創 4:3-4 四次強調神在意的首先是人，然後才是祭物。亞

伯在他的羊群中選了最肥的一隻獻上，而該隱只是順手在他的農作物中抓一把獻上。 

這兩個人從所獻上的祭物顯出他們對神的信心。並不是在強調亞伯的祭是有流血的血

祭。 

3。死後的生命 

第三是相信死後有生命（10:5-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來 11:6）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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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神喜悅，因為他與主同行（創 5:22，24）。神從這世上帶走了他，直接進入神的同

在，使他沒有經歷這世上的死亡。以諾的信心生活不是因為他的命短，他在世上活了

365 年，不是因他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不受引誘。他過著與他的祖先ㄧ樣的生活

（創 5:21-24）。以諾從會死的肉體直接到進入永恆，證實了死後仍然有生命。信心就

是相信那目前看不見的未來的永恆生命，雖然沒有科學的證據，但是以諾回天家的故

事就是最有利的證明。信徒的信心就是相信永恆的生命是真實的。 

4。必定會面對神的憤怒 

最後在第七節講到神憤怒的真理。我們雖然沒有看見預言要發生的事，但是就像挪亞

ㄧ樣，他憑著信心逃脫了神以洪水審判的憤怒（創 6-8）。我們也必須以信心來避免神

在末世的最後審判。耶穌說祂再來的時候將會像挪亞時代的洪水ㄧ樣，這將是審判與

拯救同時發生的時候（路 17:26-37）。現在相信的人可能比挪亞時代的人多ㄧ點，但

也無法避免神最後的審判。當挪亞單單相信神所說的話，遵行神的指示，他因此譴責

那悖逆的世界，他指責那離開神的整個不信的世代。作者再一次指出信心是討神喜悅

必備條件。 

C。亞伯拉罕的信心榜樣 - 希伯來書 11:8-12 

沒有人在思考何謂信心時會不想到亞伯拉罕。因為他是聖經中最好的例子。他ㄧ生靠信心

度日。作者也要用亞伯拉罕為主要的例子諄諄教誨讀者。他是走信心之路的每一個人都必

須要熟悉的例子。 

1。亞伯拉罕回應神的呼召 - 希伯來書 11:8 

亞伯拉罕流浪的生涯從神乎召他離開吾珥開始。吾珥位於現正伊拉克的南部。這不是

一個小城市，在主前 2000 到 2500年之間，吾珥在當時是非常富有，文化先進的城市。

這是考古學家從所挖出的廢墟中得的結論。這城裡有兩層的建築物，甚至有室內的排

水系統，還有許多精緻的寶石與金銀手飾。要亞伯拉罕離開這樣的一個舒適富裕的環

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亞伯拉罕卻是單純「遵命出去」。（來 11:8）這是因爲他的

信心。亞伯拉罕沒有詢問任何細節或最終的目的地，好讓他作決定，他的信心讓他順

服了神的呼召。這是信徒的好榜樣，有限的人無法完全了解無限的神。對神的信心是

有限的人存活不可缺的元素。 

2。所到之地的陌生人 - 希伯來書 11:9-10 

亞伯拉罕的信心在他到了所應許的地方就更加的彰顯出來。他很滿意的住在神要他去

的地方，他並沒有擁有任何土地，但是他相信在神所安排的最美好的時候，祂必定成

就祂的應許。亞伯拉罕住在迦南的時候，他的眼目已經超越了眼前暫時的一切而盼望

那看不見的，卻是永恆的、與神同在的家。信心是把目前所有眼見的、短暫的成為得

到永恆祝福的頭期款。 

3。亞伯拉罕與撒拉在生子的事上所表現的信心 - 希伯來書 11:11-12 

甚至神應許他們的孩子也延遲了 25 年。這 25 年中，他們所有的只有神永不改變的話

（創 12:7；15:1-6；18:14）。他們直等到都過了生育的年記與能力。百歲的老人與九

十歲的婦人怎麼可能有孩子呢？但是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的後裔如天

上的星，地上的沙，因爲「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

了」（加 3:29） 

信心是一個特意作的決定，選擇完全相信神的所有屬性，相信神必成就所有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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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亞伯拉罕「相信」必有子孫 - 希伯來書 11:13-16 

早期的信徒，他們相信神對亞伯拉罕所應許的後裔，就是彌賽亞必定會帶給全人類的祝福。

他們雖然盼望也耐心的等候，大多數的人都沒有親眼見到這應許的成就。他們的表現就是

信心生活的定義。他們所期待的是更好的天國，也的確是神已經準備好的完美的家園。 

II。信心的考驗 - 希伯來書 11:17-12:29 

藉著亞伯拉罕及其他信心偉人的生活給信心下了定義之後，作者又轉回到亞伯拉罕，現在

他的重點在於信心所受的考驗。這是極其重要的教導，因為單單口頭宣吿的信心是不足的。

遲早這信心會受到考驗。信徒要如何面對考驗呢？當神要求亞伯拉罕獻上他所愛的獨生子

時，亞伯拉罕如何回應呢？ 

A。信心受到考驗的人 - 希伯來書 11:17-40 

第十一章的後半段，作者列出更多信心偉人的例子，為了要證明信心要受到考驗的，要付

上代價的，但是這些信心偉人都沒有逃避，他們勇敢面對。 

1。亞伯拉罕獻以撒 - 希伯來書 11:17-19 

亞伯拉罕所受的考驗是神要他獻上晚年所得的獨生愛子（創 22:1-19）。這愛子是他長

時間耐心等候神應許所得的。是神成就未來應許的源頭。難以想像的是，亞伯拉罕毫

不猶豫，完全順服。當他們到了摩利亞山上，他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在此等候，

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一拜，我們就回到你們這裡來」（創 22:5）他說「我們就回來」，

因為他相信神必定會使他的兒子以撒從死裡復活，因爲所有神的應許是經過以撒，而

不是藉這以實瑪利，這是亞伯拉罕所相信的。 

亞伯拉罕的信心使他受到神的祝福，他的確重新復得以撒（創 22:19）。有此證明，無

論考驗多麼的堅難，神是值得信靠的。 

2。以撒的信心 - 希伯來書 11:20 

從現在開始，作者不再如此詳細的敘述每一位信心偉人的考驗。畢竟讀者對他們信的

表現是非常熟悉的。作者僅僅列出他們的名字為例子，為了證明亞伯拉罕不是獨特的

例子，甚至亞伯、以諾、挪亞都是接受過考驗的例子。所有屬神的子民必定會接受考

驗，但他靠著信心而活，毫不動搖。 

以撒以祝福雅各與以掃來證明他的信心。（創 27）乍看之下，我們可能認為以撒沒有

受到考驗。利百加玩弄手段，以撒又偏心。但是永遠掌權的神超過以撒的頑固與利百

加的技倆。以撒終於降服的說「為他（雅各）祝福，他將必蒙福」（創 27:33）。我們

常常錯把自己的情緒，感覺，以及對神的幻想當作神的意願而作錯誤的決定，但是無

論如何都無法改變神的應許，我們最終必定會因為神旨意的成全而喜樂。 

3。雅各的信心 - 希伯來書 11: 21 

雅各同樣的以在臨終前祝福約瑟的孩子來證明他的信心。（創 48:17-22）雅各千辛萬

苦的在以掃與拉班身上玩手段，但是最後他終於承認，如果不是神的作為，他所作的

一切都沒有價值。他的心被神給破碎了。在他臨終的時候相信神的決定，而不是根據

出生次序來祝福約瑟的孩子，單單根據神的恩典與神的話。 

4。約瑟的信心 - 希伯來書 11:22 

約瑟所面對的考驗的不尋常，非常痛苦的的（創 37，38-45）。 

但是他從來沒有忘記他年幼的時候神在夢中給他的應許。他的信心在漫長的十三年中

藉被兄弟出賣、被人誣吿、被賣到外邦成為奴隸受到考驗。即使看起來是如此的無望，

但他的信心並沒有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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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摩西父母親的信心 - 希伯來書 11:23 

摩西的父母親看到剛出生的摩西是如此的俊美（出 2:2），認為他可能是神所差來拯救

他們的人。他們的信心使他們不懼怕法老的命令而願冒著生命危險來保護沒有自衛能

力的嬰兒。他們的信心在此受到考驗。 

6。摩西的信心 - 希伯來書 11:24-28 

同樣的，摩西放棄了他在埃及皇宮的尊貴地位，以及生活上的榮華富貴，而做了與耶

穌基督相同的選擇（來 11:26）。這是有可能的，因為他不是藉著肉眼可以看見的未來，

唯有藉著信心而作出的選擇。如此的信心使遵守神的指示把羔羊的血塗在門柱及門檻

上的人經歷神所應許的拯救。希伯來人因爲信心的順服而保全了長子的生命。（出 12） 

7。出埃及的信心 - 希伯來書 11:29 

前面所舉的例子都是信心的衛人，現在他要用一個群體為例子。以色列人也是憑著信

心走過變成乾地的紅海（出 13:17-14:31）。信心是以色列人成為一個國家的開始。同

樣的，信心也是一位信徒新生命的開始（林後 5:17）。 

8。克服迦南的信心 - 希伯來書 11:30-31 

作者跳過整個漂流在曠野的 40年，直接到約但河邊，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那是一個

沒有信心的世代。以色列人在約書亞的帶領下，以信心接受神的指示，以信心遵守神

的戰略，繞著耶利哥城走了七天。在第七天以極大的號角聲來摧毀環城的堅固城牆

（書 6）。他們的信心使他們遵守了這不可思議的戰略。 

城中的妓女啦合也是信心的偉人之一。她的信心使她懼怕以色列人超過懼怕耶利哥的

王（書 2）。 

9。以色列軍隊的信心 - 希伯來書 11:32-40 

聖經有限的篇幅無法記載所有信心偉人的作為，例如基甸（士 6-7），巴拉（士 4），參

孫（士 13-16），耶弗他（士 11-12），大衛（撒上 16-撒下），撒母耳以及先知們。他

們都面對極大的敵對，但是神隨時都與他們同在。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 11:33-40節中簡短敘述了他們的作為，因為他寫信的對象對這些人

的背景都非常熟悉，作者只是要藉這些信心的偉人來提醒讀者神的信實。 

他們的信心「制伏了敵國」（約書亞，大衛。。。等等），「行了公義」（士師們，大衛-

撒下 8:15），「得了應許」（以色列人），「堵了獅子的口」（但以理-但 6:16，23；大衛-

撒上 17:34-37；比拿雅-志上 11:22；參孫-士 14:5-6），「滅了烈火的猛勢」（但以理

的三個朋友-但 3:23-27），「脱了刀劍的鋒刃」（以利亞逃脱耶洗別的追殺-王上 19:1-

2；以利沙-王下 6:8-23），「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成勇敢，大敗外邦的全軍」（基甸

以 300 人打敗超過十二萬的米甸人-士 7；ㄧ小群的以色列人打敗亞蘭的大軍-王上

20:27-29）。 

還有其他信心的例子，「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王上 17:17-24；書念婦人-王下

4:18-37），「他們忍受巖刑而不肯苟且得釋放，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其他的信心偉

人都受到極大的迫害。有信心不代表會立即脱離困境，甚至在他們有生之年也沒有經

歷到解脱，但是神的應許必成就，神是最終的審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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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分享及討論的題目 

1。根據在上課時的教學及討論，分享你所領受的心得。 

 

 

2。分享你讀了講義以後的領受。 

 

 

3。讀希伯來書 12:1～17 

a. 根據 來 12:1～3，甚麼是你必須脫去的纏累？愈仔細愈好。 

 

 

b. 根據 來 12:1～3，甚麼是你必須專心「奔向」的目標？愈仔細愈好。 

 

 

c. 根據 來 12:1～3，甚麼是你的眼目必須仰望的目標？ 

 

 

d. 作者在 來 12:4～11說到基督徒所必須經過的訓練，尤其在面對困難的時候。神的磨

練有甚麼好處呢？ 

 

 

e. 作者在 來 12:12～17說到必須付諸行動，請列出基督徒面對困難的時候所必須採取的

行動。 

 

 

 

4。讀希伯來書 12:18～29 

a. 當你比較在西奈山上所頒佈的舊約及在錫安山上所頒佈的新約，甚麼是舊約中使你最

害怕的警告？甚麼是新約使你覺得榮耀的根據？ 

 

 

b. 來 12:25 所警告的是什麼？我們必須如何遵守呢？ 

 

 

c. 讀哈該書 2:6 及 來 12:26～27， 甚麼時候天與地都會震動？ 

 

 

d. 烈火將燒掉甚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