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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到底」 

 

希伯來書2:16-3:6;4:14-16 

        



2	

    「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	
        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來2:17)	

	



3	

    「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	
        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來2:17)	
	

慈悲的大祭司 (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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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                 	
                                             (來2:17上)	

	
 「祂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                 	
                                               (來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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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督為兒子，忠心治理神的	
    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	
    量，堅持到底，便是祂的家了。」           	
                             (來3:6)   (標準譯本, NASB)	
	

忠信的大祭司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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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	
        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	
        成為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來2:17)	
	

成為──become	
藉着死與復活，救贖工作已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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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	
    安息 為神的子民存留。」           	
                                               (來4:9)	
	

救贖工作已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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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	
    我們若 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	
    堅持到底，便是祂的家了。」                           	
                                               (來3:6)	
                         	

堅持甚麼？如何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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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	
    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	
    耶穌。」                        (來4:14上)	
	

「因我們 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	
    恤我們的軟弱。」        (來4:1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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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	
    尊榮 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	
    耶穌。」                        (來4:14上)	
	
	

忠信的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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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	
    恤我們的軟弱。祂也曾凡事受	
    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	
    沒有犯罪。」                  (來4:15)	
	
	

慈悲的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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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既然有 一位已經升入高天	
    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	
    耶穌。」                        (來4:14上)	
	

「因我們有 的大祭司，並非不能	
    體恤我們的軟弱。」 	
                                                      (來4:15上)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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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當持定所承認 的。」                        	
                                             (來4:14下)	
                                                           (原文) (omit道)	
	

所承認的─our confession	
homologia─祂說甚麼，我就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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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口裏認 耶穌為主，心裏信	
　神叫祂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	
    義，口裏承認 ，就可以得救。」           	
                                            (羅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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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當持定 所承認的。」                        	
                                             (來4:14下)	
	
	

持定─hold fir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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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_____娶你_____ 為我的妻子	
    ，從今時直到永遠，無論是順	
    境或是逆境，富裕或是貧窮，	
    健康或疾病，快樂或憂愁，我	
    將永遠愛着您，珍惜您，對您	
    忠實，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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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_____take thee_____to be my 	
   wedded wife,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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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_____take thee_____to be my 	
   wedded wife,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有”和 “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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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_____娶你_____ 為我的妻子	
    ，從今時直到永遠，無論是順	
    境或是逆境，富裕或是貧窮，	
    健康或疾病，快樂或憂愁，我	
    將永遠愛着您，珍惜您，對您	
    忠實，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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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	
    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來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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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	
    是你把起初的愛心 離棄了。所	
    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	
    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啟2:4-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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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Til my trophies at last I lay down; 	
I will cling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And exchange it some day for a crown.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	
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	
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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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 和膽量，	
    堅持到底，便是祂的家了。」                           	
                                             (來3:6下)	
                         	

有把握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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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	
      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神。』」                           	
                                            (啟21:3)	

有把握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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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	
    來 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來4:16)	
	

來 = 靠近 (draw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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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	
    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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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	
    ，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	
    都來，買了吃，不用銀錢，不	
    用價值，也來 買酒和奶。」                           	
                                             (賽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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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 的，	
    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來4:16)	
	

boldness自由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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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	
    堅持到底，便是祂的家了。」                           	
                                               (來3:6)	
	

boldness坦然無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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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	
    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 作隨時的幫助。」                           	
                                              (來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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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	
    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來4:16)	
	

隨時，或作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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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到底的秘訣：	
每時每刻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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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堅持到底？	
	

     ‧常常回到得救的開端       	
     ‧時常坦然無懼的親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