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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书12章，	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祷告求神帮助。

	 	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	我们知道这是你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这本书里告诉我们，你的

话是活的，	活的就有生命，有动力丶有能量丶	有大能丶生命，	哦，我们渴望生命，「道」就是生命，	

这些话就是生命，圣经是活生生的话语，	我们也知道他像锐利的剑，能切割丶剖开，	这正是我们要

的。	切割丶剖开，藉此带给我们生命，	但愿不是死气沉沉，	不是闲懒；	主，我们祈求，	让我们在下

面这个小时里都得益处，	请向我们说话，主，	说话，哦，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希伯来书12章，	我知道我们在这里花了一些时间了，	好像打乱了进度，	我们来读这段较长的

经文。	希伯来书第12章，	你们记得我们之前刚学完论信心的11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1节：	“我们

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这些见证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已经提到。	“让我们

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	这里的重点是：奔那……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

我们前头的路程……”往前奔	。	不要优哉游哉。	不要迂回而行，	不要观望，要奔跑，	不要行走，	不要

睡着了，	“仰望耶稣……”你必需定睛在某处，	记得上一章论的是信心，	信心就是仰望耶稣，	把我们

和耶稣连在一起。	我们信靠他，	我们信靠他做成的一切，	我们相信靠他所是，	我们信靠他做的那工，	

他完美的生命，	毫无瑕疵的生命，	十字架，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

了十字架的苦难...”	他是有目标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	我们前面有喜乐。	最多不过些许时日，	想

一想，	那日子将要到来，我们将被……	一个一个的丶	带进荣耀里，	想像一个新郎，为了我们翻山越

岭，	我想到他在离开世界时所祈求的：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他愿意，	你们能想像

吗？	他穿破云雾丶	越过高山峻岭，只因为你在那里！	他的心在你身上，	这事都将一一的发生在我们身

上，	那日子将要到来，我们将离开，	我们将要踏上回家的路。	喜乐就摆在我们前面，	耶稣曾有“那摆

在前面的喜乐，	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忍受苦难是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轻看羞辱，	他坐在

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正忍

受同样的事：	罪人顶撞他们。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似乎他想表达的是：	

他们“与罪恶相争”是为了不要犯罪，	因为怀敌意的罪人要来攻击他们，	别以罪恶的方式来应对。	你

们还没有抵挡到真的被他们逼迫致死的地步，	还有更多的抵抗，	前面还有更多的苦难，	你们只不过跑

了一部份！	指的是我们，	你们还没到达终点。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这就是重

点，	就是为什么人们想退出的原因，	因为他们忘了，所以灰心了。	我们需要积极地思考，	这是我们不

断往前的方法，	“你们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

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

们，	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我

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生身的父，	都是暂随已意管教我们，	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

益处……”	这并不意谓着我们的生身父亲不是，	但不是所有的都是，也不是所有的都一直是，	“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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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

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我们正在被管教，	你不是仅仅得救，

然后一路优哉游哉到底，	你得救了，现在是管教时间。	今生就是如此，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丶

发酸的腿，挺起来。”

	 	顺便提一下，这篇信息的题目是双手下垂的基督徒，	来自第十二节的经文。	“所以，你们要把

下垂的手丶发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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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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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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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要想承受父所祝的福，	竟被弃绝，他虽然号哭切求，	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

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好，我们再跳回到第十二节，	我的标题：双手下垂的基督徒，	英语标准译本翻译为：“下垂”

，	但是如果我们从希腊文的字面来看，	只有一个动词，且用在未尾，	从字面上理解，	是“软弱的丶	

双手下垂丶软弱的丶	把瘫痪的腿立直。”	把腿打正！	不难看出，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图画，	当我们

用于属灵丶基督徒生活中时，	你们知道这意谓着什么吗？	从软弱，	或者如果你不软弱……	你知道倘若

一个人软弱，他看上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一个灰心丧气的人，	一个对任何事都打不起精神的人……和

什么相反呢？	和一个脸上充满阳光丶充满活力的人！	这里的重点就是：“要再次受鼓舞！”，	就是重

点，	是充电；	顺便说一下，这是你一定要做的事，	这是命令！	他是对基督徒说的：	“你们有……”想

一想下面的话，	“你们有责任鼓起勇气跑下去！”	你或许认为，	“如果我已经泄气了，你怎能	叫一个

泄气的人鼓起勇气呢？”	若有一个沮丧的人来到这里，你走过去说：	“别沮丧！”这有用吗？	没用，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你不记得他曾说：	“你们又忘了”？	某些东西需要你不断的思想，	思想是我们的

责任，	才不致灰心。	我们下面会更深入地来看。

	 	所有的都在这本书里面，	难道这本书不是在讲：不要灰心丶	不要丧气丶消沉丶	不要放弃奔跑

吗？	今天上午我浏览这些章节，	希伯来书第3章第6节：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

是他的家了。”	有信心的人。	希伯来书第6章第18节是这么说的：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

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重点是信心丶鼓舞；	坚持到底丶持续下去；	希伯来书第10章

19节又反复讲到，	“所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这正是他这样说的意

思，	要有信心！	当你跑这场竞赛时，作个有勇气的人。

	 	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劝

勉”，这就是我们聚会的原因，	我们需要彼此劝勉，	我们需要让人充满活力地跑，	满有勇气地跑，	

满有信心地跑。	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这就是这封信所要告诉我们

的，	这封信就是要让人们不断地用信心奔跑，	你知道原因吗？	因为你若失去信心丶勇气，就很危险

了，	我们未必感觉到危险的程度，	你知道希伯来书第12章12节怎么说的？	“挺起来！”	把手举起

来！	臂膀伸出来！	膝盖动起来！	重新振作往前奔。

	 	注意第13节，	“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	记住第1节中的：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

头的路程。”	这里，第13节，	又一次，	这是诫命，	是神发出的命令，	是必须遵从的命令：把发酸的

腿，挺起来！	为什么？	因为腿不正会有什么结果呢？	路就走偏了，	这正是这里所发生的，	你偏离正

道，	记得这本书是如何开始的？	我们要注意这些事，	要不然什么？	你就“随流失去”！	随流失去是

怎么回事?	你的脚不正，	所以随流失去，	当你的脚端端正正向前行的时候，	是不会随流失去的，	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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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是因为脚不正，	这就是危险所在，人们疲惫，脚就开始偏了。

	 	这让我想起《天路历程》，	你听过这部分吗？	我通常在开车的时候听这全本有声书，	不知道为

什么，	我家的女士们不喜欢这个版本，	但是我喜欢这完整版，	大概因为他们不喜欢旧式英文吧，	我

去奥斯丁市时就听这个，	听听这段，	你记得当基督徒抵达那扇大门，他进去，	里面有个名叫善意的人

吗？	这段是他们的谈话：	“朝前看，	你看见那条窄路了吗？	那就是你应当走的路。	它是古代圣贤丶	

先知丶	基督和他的门徒们开拓出来的，	它像尺子量出来的一样笔直，	这就是你应当走的路。”	“但

是，”基督徒说，	“这条路上会不会有岔道或者弯路，使陌生人迷路呢？”	善意回答说，	“有啊，有

很多弯曲而又宽阔的道路都和它连通，	他们弯曲而又宽阔，	但是这是你分清正道或偏路的方法：	正路

是既笔直又狭窄的。”	你知道吗？	约翰班杨极富洞察力，	整本书里有人跳墙，	有人转向别的路，	有

人迂回丶偏离，	有时候甚至是	基督徒自己离开，	是神的恩典把他带回来，	要保持脚步端正是一场争

战！	有人灭亡，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	这些经文该叫你颤惊。

	 	注意到13节下半段，	我的意思是你需要小心注意，	“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一

个在永生路上竞跑的人，	他是属灵的瘸子，	不对劲，	有问题，	脚是歪的。	你看，	这时候，脚瘸不是

致命的，	但是很危险，	有两种可能，从这里可以看到，不是吗？	“得痊愈”是其中一种，否则就是脱

臼，	到那地步的时候就完了，	从属灵的角度看，那是致命的，	他不是说你还有机会回头，	你会说：	

“你怎么知道？”因为下文，	因为前后文，	痊愈，或者脱臼，	我们本该颤惊，而我知道我们并不；	我

的意思是，圣经处理的	是生命中最严肃丶最严重的议题，	从开始到末了都是关于「不要偏离耶稣」，	

我们都清楚，	有人还在教会里面，还没有完全离开，	但是瘸了，	这岂不是必死无疑吗？	我们认出他们

的脚歪了，	“歪了”是什么意思呢？	正道是仰望耶稣，	那是正路，	是直的丶是窄的；	而我们看到这

些人来到教会，	他们唱诗，他们在场，	但是当你和他们谈话却发现他们注意力分散了，	有一些世俗渗

进来了，	他们的脚开始歪了，	不正了。	有可能他们在这竞赛中跑了一阵子，累了，	疲乏了，沮丧了，	

他们觉得该歇一下，	哦！不是吗？	我们把它合理化：	“我已经努力跑过了，	我已经做了这，	我已经

做了那，	我只需要片刻的歇息。”	然而我要告诉你，	如果那片刻的歇息使得你的脚歪掉，	你就离脱臼

不远了，而且那是致命的，	我们应该为这些事颤惊，	我们见过这种人，	他们对基督的热情褪去了，	起

初的爱渐淡，	灵魂已不再奋亢，	你见过这种人的光景，	他们的灵魂不再因基督激动，	为什么？	因为

你所谈的不是他们要听的，	属灵的事不是首要的，	他们最关切的不是你谈的，	而是一些属世的东西！	

你注意到了，	但是这个人原来不是这样的，	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的脚开始发酸，	从这里出错，	手仍

扶着犁，	目光却已经飘向别处，	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刻意修正，	这足以把他们了结。	你知道我们

为什么不颤惊？	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然而，这位班杨，	他写了这本书，让你看见这些人，	一个接着一个，偏离了，	他们走回头路，	

做这丶做那，	书里面只有少数人到达尽头，	为什么？	他清楚实际情况，	他知道圣经所说，	他知道到

底有多少人能抵达终点，	他知道耶稣的话。

	 	看，这严重性呈现在字里行间，	再回去看看此处经文，	看14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什么？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你看出他的意思吗？	他的意思是：“你将见不到

主！”再往下读，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你想知道当他谈到脱臼时，他在想什么吗？	

你到不了终点！	你得不到神的恩！	这是整本书的主旨所在，	要去得那安息，	要跑完全程，	像希伯来

书11章里的那些男人丶女人，	在信心里坚持到底，	仰望丶	忍耐，	不断向前。

	 	你继续往下读，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	他在此说的扰乱，不是指暂时的那种小麻

3



烦，	而是最后的麻烦，	那最终极的麻烦，	“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他说的是完全败坏的那种污秽，	

只要看下面紧接着，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有男人丶

女人出卖他们的长子名分，	怎么回事？	他们的脚不正，	脚偏了！	你知道一旦脱臼时会如何吗？	他们

就出卖长子名分，	用来交换。	你看见的，	为了交换一点食物。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	竟被弃

绝。”	就是这样，	一旦在信仰上松懈，就会完全失去。

	 	要知道，	看看这里的以扫，	他饿了，	只不过如此，	他饿了，	他有的不过是一般的欲望。	你

看，有些人之所以认为我们不可能会背道，	是因为我们以为，「背道」是在教会里站起来说：	“我拒

绝耶稣！”然后回到世界，	或加入异端丶邪教，或撕毁圣经，	你看，完全不是那么戏剧化，	只不过是

一个人，因为一点普通的丶	生活上的欲望，而出卖长子名分，	你明白其中的意义吗？	他本有可能，本

来可以是「亚伯拉罕丶	以撒丶以扫！」	但今天不这样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出卖了他的长子名

分，	为了什么？	一点食物。	你知道吗？	对我而言，「背道」	根据这个，是很容易的，	非常容易。	只

不过因为基督徒在生活中泄气了，说：	“我要歇一下，	我只想向我的一些小欲望投降，	休息一下。”

用不了多久，	不再有回头路了，	他被弃绝了。

	 	我的意思是，事情就是如此，	永远被弃绝，	人会屈服，	人会变成这样，	很容易的。	你知道

吗？	他虽哭泣，	却没有悔意，	如果你回头念，	他没有在神面前忧伤，	他要的是祝福，	他为了这个哭

泣，	但是你知道他怪谁吗？	他没有怪自己，	你知道他怪谁吗？	雅各。	没有忧伤痛悔，	没有谦卑；	你

知道，悔改是什么？是为罪而心中忧伤；	你知道人怎么回事吗？	他们到了疲乏的地步，	他们双手下

垂，	他们认为，只要有属世的一点点什么，	就这样，	只要不追求圣洁，没有这个你见不了主，	“不要

「那么」圣洁，	轻松一点点，	休息一下下，	放松一下！”	你知道吗？	有一天，他抬头发现，	“我想

要那长子名分。”	然而，没有悔改，	他的心是刚硬的，	这有如从梦中醒来，	他无法生出忧伤痛悔的

心，	他无法为了得罪神而忧伤。	他向雅各生出苦毒，	他发现失去的是宝贵的，但已经太迟。

	 	有人曾经跑得很好，	这像极了“天路历程”里的情形，	你们当中该有人记得，	当基督徒来到解

释者的家中，	解释者把他带到一个关在铁笼里的人面前，	我知道你们有人熟悉这段，	“把他领到一个

十分昏暗的房间，	那里有一个人坐在铁笼子里。	那个人看起来很悲伤，	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地面，	

两手抱在一起，	不住地长吁短叹，好像撕心裂肺一般痛苦，	于是基督徒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解

释者听了，要他自己去问那个人，	于是基督徒走过去问道：	「你是什么人？」那个人回答说：	「我现

在不是从前的我了。」	「那你过去是什么样子的人？」基督徒又问。	那人回答说：「过去，不论在	我

自己的眼里，还是在别人看来，	我都是一个正直丶上进的信徒。	在我自己看来，	我在通往天国的路上

曾经一帆风顺，	我甚至为自己能够到达天国的想法儿而沾沾自喜。」	基督徒问：「嗯，那么你现在怎

么了？	那人说：「我现在是一个悲观绝望的人，！	被关进这个铁笼子里。	我无法挣脱出去。	唉，我无

能为力啦！」「你怎么沦落到这样呢？」	「我不警醒。」	正像这样：你不警醒，	你开始不在乎，	你向

世界妥协，	你向一点食物的欲望投降，	「我离开了要警醒和谨守的正道。	我感情用事，放纵情欲；	我

背离了真道的光，亏缺了神的良善！	我得罪了圣灵，他就弃我而去；	我去试探魔鬼，	他就与我为伍；	

我惹神生气，他也撇下了我，	我的心变得如此坚硬，竟然不能悔悟。」	于是基督徒问解释者说：	「像

他这样的人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	「你去问他。」晓谕回答说。	基督徒就去问那个人：「难道你就

没有希望，	而必定要被关在这个绝望的铁笼子里面吗？」那人说：	「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了。」	基

督徒又问，「为什么，	神的儿子是充满怜悯之心的。」	那人说：「我已经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

上了；	我轻蔑了他，	我轻蔑了他的义；	我将他的宝血视为平常，	我还亵慢那施恩的圣灵。	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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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把自己关在所有那些应许之外，	现在，我惟一感到的就是威胁，	那种确定无疑的审判的威胁，	和

烈火般愤怒的威胁，	那种要把我当作敌人消灭的威胁。」	基督徒问：「你怎么会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

呢？」	那人说：「因为强烈的性欲，	因为追求享受，	因为贪恋今生的好处；	在我沉迷于这一切的时

候，	我纵容自己追求更多的享乐。	即使现在，这些毒钩还是在吞咬我，	像一条灼热的蠕虫啃啮着我的

灵魂。」	基督徒问：	「那你现在就不能悔悟改过了吗？」	那人说：	「神已经拒绝了我的忏悔。	我也

没有勇气再相信他的道了。」”

	 	我要说的是，神只需要这样，	你有光，	你已经把手扶在犁上，	你如果回头，就走歪了，	无论

是什么让你沈迷，加上你给自己找藉口，	哦！太容易给自己找藉口了！	“只要一点点世俗享受，	毕竟

我已经够努力了，	毕竟我已经吃够苦了！”	只要稍稍放纵一点点，然后呢？	终于有一天，他看这圣

经，	却没有勇气再相信他的道了，	只不过是一封死的信，	你如何叫死的活过来呢？	「我已没有勇气

再相信他的道了！	是的，是他把我关进这个铁笼子里的，	而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能放我出去。	

唉，永生啊，永生！	我怎么才能战胜悲苦而得到永生呢！」	解释者对基督徒说：	「你应该把这个人的

悲惨下场铭刻在自己心里，	成为永远的警钟。」	基督徒说：「哦，	真是太可怕了！	求神帮助我保持警

醒，我祷告求神，	使我躲避造成这个人灾难的那种罗网！	先生，现在我该重新上路了吧？」	现在听我

念上星期收到的这封电邮，	“我的问题在于，	”这个人说，	在于我不觉得罪咎，	当犯罪时，我不觉得

不对。	我对爱没有感觉，	我不觉得我有忧伤痛悔的心，	我心里面不想望，	但我知道我要丶也愿意想

望。”	你看他想要有却不能，	这不是一般人而已，	他说：“我想那种想望是神的灵将你拉向神，	而我

感觉不到神的灵吸引我向神。”	你知道吗？	他继续说，在他生命的某个阶段，他曾蒙光照，	到过一个

地步，	他在真理之中，	曾经在其中，	但就像那个关在铁笼子里的人，	他偏离了，	只为了一点食物，	

男人或女人，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希伯来书正是为了要警告我们这点，	人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的灵魂卖了。

	 	我的意思是，地狱里满满的是为了	一些小利益而出卖了灵魂的人，	只为一些正常的丶日常的欲

望，	你仔细想想，	是要舒服的欲望。	“让我轻松一下，	让我多睡一下，	让我放松一下，	毕竟我已经

吃了很多苦，	我已经跑了很多路，	我已经服事过主了，	我已经做了这些，	我已经做了那些。”	听我

说，你在敌人的领土上，	只有到最后，才算跑完，	你一旦开始让你的腿松软，	接下来就会是“碰！”

一声，都脱臼了，	从前后文我们看见，非圣洁没有人	能见主。	你看见“有人失了神的恩；”	你看见人

为了一点食物出卖灵魂，	这正是他在这里所说的，	这是实情，	我们需要颤惊，	人真的会搞砸的，	人

真的会下地狱的。	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下地狱是很容易的，	是一场争战，	上天堂要争战，	什么样的

人进了天堂？	“努力的就得着了”，	为这争战的人，	为定睛在基督身上而战的人，	为留在他的爱中而

战，争战！	争战！	争战！	为圣洁而战，	不是为圆「美国梦」而战，	不是为一碗红豆汤。

	 	我们要记住这些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眼前这些人，	上下文中的这些人，	我们讨论的这些是手下

垂的人，	记得第12节吗？	“下垂的手，”	需要被提醒的是这种人。

	 	你知道吗？	当你看见一个激昂的丶初信的人，	属灵情绪高张，	这些人不需要这个，	对于双手

下垂的基督徒而言，最危险的事似乎是	什么呢？	少了能以见主的圣洁，	“失了神的恩，就让毒根生出

来，	并扰乱丶污秽，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双手下垂的基督徒最容易有这种倾

向呢？	你看，今天早上我们的弟兄刚讲过这信息，	他处理了经文里的“所以”两个字，	你看见第12节

吗？	有“所以”两个字，	“所以”是你该注意的两个字，	是你该思想的，	是让你增强信心的，	这并

非没有属灵的意义，	神不是说：	“哎！那个双手下垂的，	去跟他说「挺起来」！”	不是这样的；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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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所以”两个字，	在圣经里有许多连接词“所以”丶“因此”，	它们告诉我们什么呢？	神给我们

许多真理，	必需填满我们的脑子，必需思考，	能使信心更加深的真理，你需要牢牢抓住，	也只有当我

们正确思考，	并把他们放进脑里，	当我们推敲这些真理的时候，	就能举起下垂的双手，	打直双膝，	

打正脚步，	在正道上奔跑。

	 	为什么？	根据某些真理，	我这样看，有一点像山顶，	或许你也能看出，	这一切答案的关键，	

为什么双手下垂的人会有这种倾向，	关键全在“所以”这两个字上面，	你看见了吗？	你们都有圣经，	

你看见这“所以”，	圣经向我们争辩的是……	我说的争辩不是那种两个小孩之间的争辩，	而是给我们

理由，	要我们相信，	要我们正确思考，	圣经充满了教义，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教义，	教义使我们

站立得稳，	教义使我们在正道上，	给了我们可以相信的，	真理，	真理让我们的脚端正。	真理是我们

所拥有的，	但是在“所以”之前，	我看到为什么我们要举起下垂的手的原因，	这里看起来有点像上

山，到了山顶时有一个“所以”，	从一边上来，一点，	一点，	一点的，	你有了所有要举起下垂的手的

原因，	一点，	一点，	一点的，	然后你到了山顶，你举起双手，	我看见得胜的基督徒，	在那山顶上，	

站在那“所以”上，举着双手，	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见这样一个人吗？	你可以想像山顶上一个人高举

着双手吗？	而当你上山的时候，你有这些原因，	这些希伯来书作者所指出的，	为什么你该举起双手的

原因。

	 	而在另外一边，我们看见背道的，	有在圣洁丶和睦丶	和失了神的恩上失败的，	有以扫，	在背

道上像螺旋一样向下滑，	但在正中间有胜利，	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你有没有帮助，	但这是我读这些

时，在我脑子里看见的图像，	而且，很清楚的，	你可以从第4节看到，是什么造成手下垂的？	疲倦灰

心，	是什么造成的？	“与罪恶相争”，	这可不是小争战，	你可以从第5节看见，	因主的管教而疲倦

灰心，	是痛苦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面对的是长而激烈的争战，	在其中是有痛苦的，	在其中是有困

难的，有坡路要爬的，	基督徒的生活是艰难的，	是“愁苦”的。	你可以在11节里看见，	你有看见“

愁苦”两个字吗？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过的是基督徒的生活，	你听过“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不要忽

略“艰难”两个字，	是苦的，	受苦是艰难的，	试炼是艰难的，	是折磨人的，	圣经里有太多叫我们忍

耐的经文，	这是一场艰难的竞赛，	一条难跑的路，	是一场争战，	是上坡路，	是与世界潮流反向的。

	 	如果你还记得，希伯来书10章32节：	“你们要追念往日”，	那些人忍受什么？	在蒙了光照以

后？	在他们认识基督真理之后，	他们忍受痛苦的挣扎，	我的意思是，	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痛

苦的挣扎！	更确切的说，他们是	“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	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

样苦难的人。	他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	他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	他们甘心忍受，	然

而，你知道吗？	你开始觉得疲倦，	有一天，你忽然醒来，发现没有喜乐了，	忽然间，脚发酸了，	你的

手本来扶着犁，又充满喜乐，	但是现在你在这竞赛中遇到了瓶颈，	你的眼目开始转向别处，	这正是希

伯来书的内容，	他要把我们从这光景中救出来。

	 	而且，你知道吗？	下垂的手是脱臼的第一步，接下来就完了，	所以一旦开始松懈，	你就知道那

很危险，因为下一步	就像以扫的结局。	你一则使当下就“痊愈“，一则是完全脱臼，	这是很严肃的，	

每当一个基督徒开始松懈，就是在十字路口上，	「背道」就在路口，	而且要记住，	你很容易这样。	为

了一碗红豆汤放弃，	很容易的；	要痊愈，	要振作，	抓住真理，我们的生命必须建立在上面。

	 	现在我要大家花一点时间来想一件事，	我曾听约翰·麦克阿瑟说过：所有的苦，	所有的苦难，	

所有的试炼，	都该被当作是从神来的管教。	几星期前，	我听我们的司考特弟兄说：	“不要把所有的苦

难都看作是神的管教。”	所以司考特挑剔约翰·麦克阿瑟，	但这事要这样看，	你知道司考特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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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吗？	因为当你读这些经文，	我们马上想到「管教」，	我们常想到的是：	“我犯罪了，神的反应是，	

「啪」的一声，一棍子打下来。”	司考特可以根据圣经说：	“嘿，我看见约伯的例子，	他没有犯任何

罪，	神却把苦难加在他身上。”	但相反的，圣经也有例子，	让我们看到，有人犯了罪，受到的苦是直

接因为	罪。	在基督徒当中你能想到明显的例子吗？	大卫，	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	不容置疑，我们对

「管教」的想法常和司考特一样，	但你知道约翰·麦克阿瑟为什么那样说吗？	显然因为他有8年的希腊

文底子，	他注意到：你看这个字，在第5节，	第6节，	第7节，	第8节，	第9节，	第10节，	第11节，	

你看见一个重复出现在这些经节里的词吗？	是什么呢？是「管教」，	「管教」这个词；	再看看这词的

意思，你知道，	这个词我们不仅仅用在	体罚我们的孩子。

	 	「管教」这个词，我们在别处怎么用？	如果我说：	“这是一支「管教得当」的军队”，	你不会

想像有哪位指挥官，	在战场上拿着棍子打士兵，	你不会这样想。	你会想成什么呢？	训练；	这是你会

想的。	这正是这个词在这些经文里的用法，	他有这个意思，	你如果查词典，	定义是：导致良好行为习

惯的训练和教导。	希腊文的词典说：	“对孩童的完整训练与教育”；	当然，当我们读这经文时，	无疑

的会觉得有一种味道，	让我们想成，让我们提心吊胆地说：	“我是不是又犯了什么罪？”	其实他指的

是「训练」，我们看11节的这个词，	“那经练过的人。”	说的是「训练」。

	 	你知道吗？	所有的苦难都有炼净信心的用意，	全部的苦难，	无论我们是否犯了某种罪，或作了

什么特别的事，	因为到了最后，	约伯，即便没有犯特别的罪，	你看见他最后比以前更好，	你看，目

的在于炼净残渣，	除去杂质，	使我们圣洁，	我想这是约翰·麦克阿瑟之所以会这样说的原因，	这也困

扰过我，	但是当我研读整本希伯来书时，	从较广的文意脉络里，我忽然发现一点，	在这里被提到的那

些人当中，	没有被指出犯了任何特别的罪，你注意到了吗？	事实上，如果你回到第3丶4节，	当作者跳

到「管教」这个话题时，	第5节的“你们又忘了”似乎是	紧跟着“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这经文，	

显然这些人正「忍受」，不是吗？	当你回到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	你看见他们所忍受的事，	他们忍

受“苦难”，	看来未必是，	或者说，在整封书信并没有指出他们受苦难	是因为某种罪的结果。

	 	看，当苦难临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回头发现你生活中有明显的罪，	嗯，神要你对付它。	然而，

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这样处理所有的苦难，	没错，我们一生都需要自省，	而苦难特别能让我们自省；	

对约伯不正是这样吗？	整本书都是他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	他的确是在自省，	我们也该如此。

	 	然而这些痛丶	这些苦难丶	这些试炼，	是使得双手下垂的原因，	我说的是，这正是我们刚刚讲

的，	手下垂的基督徒怎么来的？	因为他们受了苦，而他们忘了，	你有没有忘记什么？	当艰难的时候，

你就灰心了，	你知道约翰福音15章说什么吧？	那里没有谈到手下垂，	但的确谈到神在你身上用剪子，	

他修剪你，	把某些部分剪去，	当神要在我们里面生出圣洁丶公义，	平安的果子，	他伤我们，	但这种

伤害是暂时的，	目的不在永久伤害我们，	目的在让我们永远更好，	目的在让我们有永远的圣洁，	但常

见的是我们感觉到，你知道感觉像什么吗？	感觉像是主不喜欢我们！	对吗？	他对我们这么严厉！	而你

忘了，这正是他使我们大大的成为圣洁的方式。

	 	你在家人关系上经历了苦难，	你在夫妻关系上经历了苦难，	你在健康上经历了苦难，	苦难，	

失业丶	经济困难，	人生中有许多这些，	神给了一些在你看来，周围的人都没有受到的，	因此你觉得：	

“主啊，我受不了了，	这太痛苦了。”	于是你开始感到：	“哦，	难道神不喜欢我了吗？	他对我不像

对别人那样好。”	然而你不明白，其实是神对你更好。

	 	并且他在这里说：	“你忘了吗？”忘记什么？	他“待你如同待儿子，”	如果你记得希伯来书5

章8节，	耶稣因什么学了顺从？	因所受的苦难，	他学了，	他曾被训练，	他曾被管教，	不是因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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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罪。	常见的是，受最多苦难的人，	结果最像基督，	结果最圣洁，	因为，	当你到了双手下垂的

地步，	要得痊愈就要记得“因此”这个词，	因此，	什么？	你看不见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第6

节，	“主所爱的。”	你没有看见这些话吗？

	 	还有第10节，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11节，	“平安的果子。”	当时不觉得快乐，然

而神所做的，	对我们却有永恒的益处，	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步，	手下垂，脚不走……	该走的正路，	无

法再跑，	不再像以前那样，你曾手扶着犁，走得很好，	活泼丶有力丶又勇敢，	但忽然之间，你的力量

不再，	觉得泄气，	觉得你受苦太久，	你觉得“主啊！好痛，	这实在不像神爱我。”	然而你一定要记

住，	这正是神用来产生最高的圣洁丶	最大的公义的方式，	而且你要知道，	如果你在那时候忘记，	很

容易就有以扫的结局。

	 	然而你如果记得，	就痊愈了，	就是：“把下垂的手举起来丶	发酸的腿丶	挺起来。”	就是：受

到鼓舞，	我的意思是，	面对这些，了解生命原来只是一片云雾，	无论情况多困难，只是暂时的，	而

你的圣洁却将与你的苦难成正比，	并且，你知道吗？	神大可以不理你，	让你轻轻松松，	但你所结的

果子就少许多，	我要告诉你，当你离开这世界，	翻到启示录14，经文说：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	让我告诉你，天上有奖赏，	如果神把你放在严酷的考验中丶	放在火中，超过其他人，	是要使你更有

用，	使你结更多果子，	你知道吗？	你将在永恒中受益不尽，	将是你的点数，	会存在你的户头里，	会

是你永远的荣耀，	这会是对你永远有益的，	相信我说的。

	 	通向最高的圣洁丶最能为神所用丶	结最多的果子丶	最像基督，	这道路是艰难的，	我知道是一

条让我们的肉体畏缩的路，	我们不会选它，	但你看见神选了它，	神用这个方法告诉你，你是他的孩

子，	这些的目的不是要永久伤你，	它现在伤你，	它伤你的肉体，	它的伤害是短暂的，	却是为了你永

久的好处，	你一定要记住，	这就是那“因此”，	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活在这些真理里，	这是基督

徒的生存之道！	你务要记住神的话与真理，	一旦忘记，你就沦落到可怕的地方。

	 	我指的是,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你振作起来,	被鼓舞,	想想神怎么对待你,	我们需要信心才能在这蒙

召的路上存活,	我们一定要相信!	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些事,	弟兄姊妹们,	你一定要相信有一位神,他是这样

对待儿女的,	并且这是他丰富的爱,	不是别的,	不要误解了。	这是这本书所说的,	它透过话语向我们说真

理,	教义,	和教导，让你可以在生命充满苦痛时，	还能继续走到底，	当你忧愁丶	当你沮丧丶	当你泄气丶	

当你感觉疲惫丶	当你感觉这个试炼实在太长丶	太痛苦，	如果你的想法正确：	“哇！	这表示神爱我，	

这表示神是为了我好，	这表示神正在使我更圣洁，	这是一件好事！”	你就可以跳起来，	把两脚打正。

	 	“好的，主！	我要警醒，	这个给我很大的鼓舞，	虽然还是痛，	但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我可

以继续向前，	我知道你将使我受益，	我不明白，	我希望我不受这个苦，	但是我知道是一双慈爱的手丶	

恩慈的手在引导我，	在调整我的路径，	是写下这圣经的手，	我在此并不孤单，	我的神深深知道我。”

	 	这就像我曾经听查理士·莱特说过：	“一个园丁最靠近枝子，是在修剪它的时候。”	那么靠近，	

他了解，	这些经文不也告诉我们有一位体恤我们的大祭司，	他所受的苦远远超过我们的？	所以当他

看着我们时，	我们不能说：	“你不了解。”	因为他完完全全	成为我们的样式，又受了苦，	远远超过

我们，	这就是他的论据，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他却流了血,	当你到他面

前说：	“主啊,	好痛！”	你看，有一个施恩的宝座，	我可以在有需要时侯去求，得随时的帮助,	他会给

我恩典，	他会给我恩典，	然而你从这封信看到，	他要你求，	他要你来，	他要你凭着信心去信靠，	寻

求，	呼叫他，	想想这些真理。

	 	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教会，	我们大部份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跑，	你需要这些真理，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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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你现在正处在平和丶安静丶	算是没有试炼的阶段，	也只是暂时的阶段，	只不过是一会儿，	当我们把

手扶在犁上，顺着路看去，	看见耶稣在尽头等着，	荣耀在尽头等着，	永恒的奖赏在等着，	永生。	“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乐园在等着我们，	我们将要面对面看见神。

	 	不要为了一碗汤出卖你长子的名份，	不值得。	这是一场生命的竞赛，	如果你生命中有什么事

使你慢下来，	正缠累着你，把它们抛开，	那不值得。	弟兄姊妹们,	基督,	基督，那荣耀的新郎，	他在

那儿等着，	他招我们向前，	到他面前的喜乐。	在我们前面有一种大喜乐，	我指的是永远的福乐。	有

喜乐，	你千万不要错过，	千万不要也它贱卖了，	不要作以扫！	我要你想想，	想想!	你的脚打正了吗？	

他们端正了吗？	你生命中有什么让你走偏了吗？	你正优哉游哉吗？	你正随波遂流，你也知道吗？	现

在就停下！	需要痊愈，	现在就停！	因为很快就会脱臼，	有一天你会醒来，说：	“我需要我的长子名

份！”	忽然之间你发现,	就像那被关在鉄笼子的人，	说：	我感受不到了，	我读神的话，它却是死的,	小

心啊！	要小心。

	 	这是来自神的祝福，给了我们，为要鼓舞我们，	你的苦难是有原因的，	它不是毫无目的，不

是吗?	有的时侯苦难似乎亳无意义，	没有目的，	其实不然，	从来不是。	如果你能看到幕后，	神正把

基督的样式放进你的生命，	你感觉不到，	你只觉得凄惨，	然而，当别人看你,	他们看得见，	你感觉不

到，	就像一个成长中的小孩，感觉不到自己正在长大，	但旁观的人会说：	“哇，他比上次又长高了6

英吋！”	就像这样。	这是爱，	是父爱，	是圣洁，	是公义，	你知道吗?	经文说，我们务要追求圣洁,	人

不圣洁不能见他的面,	他使我们圣洁，我们务要追求，	换句话说，	与其抗拒丶	与其要那碗红豆汤…	那

岂不是一种苦毒吗?	很容易就变成苦毒,	不是吗?	这正是这里所说的，	你看那经文，	“毒根”，	当你受

苦的时侯很容易变的苦毒。

	 	这里他也谈到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要知道，你若是这些希伯来人,	他们受的逼迫来自那些人,	要和

带给你生命苦痛的那些人和睦相处，是很困难的,	圣洁……我们很容易说：	“我竭立追求圣洁已经累坏

了,	我觉得可以犹哉游哉一会儿。”	到一个地步你想：“我配休个假,	暂时满足一下。”	紧接着下一步

就是，	长子的名份不见了，	然后他想要得到祝福,	太迟了,	神已经放弃他了。

	 	弟兄姊妹们,	基督是徝得我们	去变卖一切来换取的宝贝,	我们看不见，	我们现在看不见那荣光，	

我们也感受不到我们应该感受的，	我指的是，我们会有心中感到喜乐的时侯，	会感到……我们会看见

瞬间的荣光，	但我要告诉你，在幕后，	他真的是全然荣美，	当我们有了他，就是天堂，	天堂就是我们

有了他。	他就是那目的，	他就是那宝贝，	他就是那大奖赏，	他就是我们所追求的，	神把他自己给了

我们。	不错，如果你失败是有地狱，	但如果你失败，失去的是那宝贝，	失去奖赏———永生，	更丰

盛的永生!	哦！要为这个欣喜若狂丶	让生命涌流，因为有耶稣！	谁能知道我们在永恒里所要做的！	不

要把它贱卖了,	求神帮助我们。

	 	父啊！我祈求你让这些话成真丶	永存丶活泼丶有力丶保守丶带来生命，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