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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章應用 

日期：2019 年 8 月 11 日 

講題：堅持到底 

經文：希伯來書 3:7-19 

講員：王嘉豪傳道 

重點：藉著希伯來書的經文，作者對當時的讀者所作出的提醒，不要因不信的心使他們離開信仰，

重蹈舊約以色列人的覆轍，從而鼓勵我們也要堅守初信的決心，使我們能與耶穌基督作伴。 

《和合本》希伯來書 3:7-19 

7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8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試

探他的時候一樣。 

9 在那裏，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

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 

10 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

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11 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

的安息。 

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

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上帝離棄

了。 

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

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

了。 

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

在基督裏有分了。 

15 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

可硬著心，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16 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豈

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17 上帝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豈不是

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 

18 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

呢？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 

19 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

信的緣故了。 

《和合本》詩篇 95:1-11 

1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2 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

歡呼！ 

3 因耶和華為大上帝，為大王，

超乎萬神之上。 

4 地的深處在他手中；山的高峰

也屬他。 

5 海洋屬他，是他造的；旱地也

是他手造成的。 

6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

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 

7 因為他是我們的上帝；我們是

他草場的羊，是他手下的民。 

 

   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 

8 你們不可硬著心，像當日在米

利巴，就是在曠野的瑪撒。 

9 那時，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

並且觀看我的作為。 

10 四十年之久，我厭煩那世代，

說： 

       這是心裏迷糊的百姓， 

       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11 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說：他

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和合本》出埃及記 17:1-7 

1 以色列全會眾都遵耶和華的吩

咐，按著站口從汛的曠野往前行，

在利非訂安營。百姓沒有水喝， 

2 所以與摩西爭鬧，說：「給我們

水喝吧！」摩西對他們說：「你們

為甚麼與我爭鬧？為甚麼試探耶和

華呢？」 

3 百姓在那裏甚渴，要喝水，就向

摩西發怨言，說：「你為甚麼將我

們從埃及領出來，使我們和我們的

兒女並牲畜都渴死呢？」 

4 摩西就呼求耶和華說：「我向這

百姓怎樣行呢？他們幾乎要拿石頭

打死我。」 

5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裏拿著

你先前擊打河水的杖，帶領以色列

的幾個長老，從百姓面前走過去。 

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裏，站在你

面前。你要擊打磐石，從磐石裏必

有水流出來，使百姓可以喝。」摩

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行

了。 

7 他給那地方起名叫瑪撒，又叫米

利巴；因以色列人爭鬧，又因他們

試探耶和華，說：「耶和華是在我

們中間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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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大家近來堅持的事呢？ 

• 堅持地坐在上一次崇拜或上星期主日相同的位置 

• 堅持每星期都返教會 

• 看見每一位家長堅持帶著自己的兒女返教會 

• 看見每一位弟兄姊妹堅持星期日訓少一點再返教會 

 

堅持是一種態度 

正面影響 

• 如果要大家堅持返教會，這固之然是好的，牧者都會感到安慰 

負面影響 

• 有一個青少年曾提到自己連續食兩個星期即食麵，最後都食到害怕，只要看見即食麵都想嘔 

       堅持是一種態度，但堅持甚麼就很重要 

堅持是需要有目標 

需要有目標才能夠堅持，沒有目標我們很容易中途放棄；沒有目標我們會不自覺地，忘記了自己要

為甚麼堅持 

• 未婚夫在婚前一定會很堅持努力地減肥，因為想在婚前拍攝，或結婚當日以最完美的姿態出

場。在有些丈夫在婚後開始忘記了減肥，但很快就會打回原形 

• 剛剛考完 DSE 的學生，有多少人仍然有用筆寫字，相信絕大部份的學生，可能連筆也很少

拿上手使用 

       因為目標已經達成了，所以再沒有堅持的動力。有了目標，即使如何艱難或辛苦，我們都可以

堅持下去。 

《希伯來書》的作者警告這群讀者信徒要堅持，否則後果很嚴重，因為是一個關乎生與死的題目。 

 

B. 《希伯來書 3:7-11》的意思 

《希伯來書 3:7-11》 

《希伯來書》不是耶穌的門徒或保羅所寫，但在整卷《希伯來書》看出這個作者是一位牧者，因為

這個作者好明白這班信徒所面對處境。《希伯來書》就不斷以警告、鼓勵、警告、鼓勵來教導信

徒，提醒他們要小心免得自己行差踏錯。 

參考其他譯本的第 7 節時，發現《和合本》沒有翻譯「所以」這連接詞，「所以，聖靈有話說：你

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即 7-11 節的經文是與前一段 1-6 節是有關係。 

1-6 節是關於耶穌與摩西的比較，結論就是提醒當我們堅守信仰的時候，我們就是上帝的家。作者

在 7-11節的「所以」，就是說聖靈有話要同信徒說。 

引用舊約《詩篇 95:8-11》 

《希伯來書 3:7-11》是指著甚麼的事件？就是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 

當作者這樣提醒讀者時，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班信徒是熟悉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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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的這一段是引用舊約，相信這一班信徒不單知道這是舊約救恩歷史中的一件事；他們

更應該知道是出自《詩篇 95:7-11》 

《希伯來書》的作者幾乎完整地將這篇《詩篇 95:7-11》抄到《希伯來書 3:7-11》，《希伯來書

4:7》告訴信徒《詩篇 95》的作者就是大衛 

《詩篇 95:1-7 上 a》是大衛邀請以色列的百姓一同來敬拜上帝，而《詩篇 95:7b-11》是警告百姓千

萬不要背叛上帝，否則大衛的百姓會發生從前以色列的遭遇。《詩篇》指出是關於瑪撒、米利巴一

事 

再引用《出埃及記 17:1-7》 

• 當時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當來到一個名叫「汛」的曠野 

• 因沒有水源，百姓開始埋怨摩西 

• 摩西求問請示上帝，上帝指示他敲打石頭便可 

• 將那地改名為瑪撒、米利巴，意思就是「試探」「背叛」 

 

 

再回到《詩篇 95》 

大衛引用出埃及的事件，就是要提醒百姓，如果今日仍聽到上帝的說話，就不要重蹈你祖先的歷

史，以至上帝懲罰他們不能到應許之地 

對百姓而言應許之地，就是上帝為他們預備的安息；這個安息，就是應許之地迦南地 

再回到《希伯來書 3:7-11》 

《詩篇》是瑪撒、米利巴的地方；但在《希伯來書》卻是寫曠野 

是否《希伯來書》的作者不知道以色列人在那裡反叛上帝？不是。 唯一比較合理的說法，就是我們

知道上帝懲罰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 40年絕不是因為這一次瑪撒、米利巴的事件，而是以色列人一連

串背叛上帝的事件或行動，令上帝懲罰他們，使他們不能進入應許之地迦南地 

 

C. 《希伯來書 3:15-18》的意思 

與《希伯來書 3:7-11》的不同 

雖然兩段文字的詞語再一次出現，但作者在這段是以質問的方式再強調以色列人的背叛，他的不聽

話和所帶來的後果，信徒看到的時候，根本不可能說「不」 

• 「是誰聽見上帝的話卻又令祂發怒？」就是跟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 「是誰 40 年內都令上帝感到厭煩？」就是那群跟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但不是所有的人，只

有那些令上帝厭煩的人，上帝都已經他們留在曠野 

• 「上帝向誰人起誓，不讓他們進入上帝的安息？」就是那群跟摩西出埃及的人，那些上帝厭煩的

人，那些厭煩的人都是不信服上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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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三個質問的問題，讓信徒知道，讓我們知道，究竟是甚麼人不能夠進入上帝的安息，就是不

信的人 

 

D. 提醒信徒小心對上帝的不信 

12 節的「謹慎」與 19 節的「看來」 

同為一個字，就是「看」「小心一點看清一點」的意思 

引用舊約《詩篇》的警告後，作者就呼籲信徒要小心，要看清楚歷史的發生 

作者形容有些人存有一顆「惡心」，甚麼是「惡心」？惡心就是指著下一句「把永生上帝離棄了」

雖然這一群信徒是熟悉舊約，但他們從沒有吸取歷史的教訓，最後都是選擇了放棄上帝，背叛上

帝，信從其他宗教。 

「今日」 

「今日」4 次：7, 13, 15 節及詩篇 95:7 下。作者十分強調是指著當時他的信徒，「今日」你的情況

是怎樣？上帝藉著聖經與你們對話，今日那些相信上帝的人，祂同樣會藉著聖經對我們說話 

作者鼓勵信徒趁著我們還有時間，我們就應該要互相幫助對方，所以團契或小組是重要的，除了我

們能夠在小組中分享外，也是讓我們能彼此提醒不要被罪迷惑，離開上帝，背叛上帝 

團契小組是給我們能彼此扶持，彼此提醒，免得我們不自覺地離開上帝 

上帝的安息是指甚麼呢？我們不用追求進入安息？不是。因為安息在希伯來書 4:11 解釋，指出我們

仍然要歇力進入這個安息。這安息是指上帝終極的安息，就是祂創造的目的，是上帝子民的最終要

去的地方。 

 

E. 總結 

「穿起西裝不會變高層，返了教會不會變好人」當我們回歸正常的生活，我們有多少程度上，能讓

人知道我們是基督徒，有沒有活出基督的樣式？ 

甘地的事件 

印度獨立之父甘地，一位提倡非暴力民主的和平勇士。甘地年輕的時候在南非學習法律，那時他喜

歡基督教的信仰，專心研究聖經，和耶穌的教導，亦開始認真地思想自己要成為基督徒，他便在自

己南非居住的地方找了一間教堂。他去到教堂的門口時，有一個人出來阻擋他。這個英國人帶著敵

視，問他：「你覺得自己往哪裡去，窮鬼？」甘地回：「我想參加崇拜。」但這一個英國人原來是

這教堂的長老，他說：「我們的教堂不歡迎窮鬼，滾出去，否則我的助手將你趕走」因為這件事，

令甘地不再想成為基督徒。甘地說自己喜歡這一位基督，但他並不喜歡基督徒，因為有很多基督徒

活得不像基督。 

 

F. 思想： 

1. 我今日仍堅持甚麼？工作？家人的愛？健康？ 

2. 我重視自己的團契或小組嗎？ 

3. 我有堅持返團契、小組或崇拜嗎？若有，是因為甚麼原因，以至你能堅持？ 

4. 我們的生活裡，有沒有堅持地活出耶穌基督的形象呢？抑或我們只是堅持每個星期日返教

會，但我們的生活已經沒有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