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6:4-12

不進則退,要懸崖勒⾺



作者對書中聽衆的認知和描繪
u 聽衆︓有猶太教背景的基督信仰群體 (3:1, 3:12, 10:19, 13:22

弟兄們) (12:7 神的兒⼦)
u 居在意⼤利(極可能羅⾺)的第⼆或三代操希臘語之猶太信徒

(2:3,13:24 和書中引述舊約是⽤七⼗⼠譯本:希臘⽂舊約)
u 他們⽣活/信仰上受羅⾺政府/

社會/⼈群逼害, 甚⼤壓⼒, 作者
怕他們擔不起⽽選擇重回猶太教

u 他們是有好的事奉/⾏動/表現
(6:10, 10:34)



與神同⾏和相處的(提醒/警告/勸勉):
前次經⽂: 5:11-6:3

u嬰孩與成⼈
u奶與⼲糧
u脫離初楷,竭⼒⼊完全地步

今早經⽂: 6:4-12



希伯來書6:4-6 所爭議的題⽬⼀些例⼦
u 此處論及⾮信徒景況, 與真信徒無關。
u 明顯有真基督徒⾝份, 是否還有「背道」的危險︖
u 真信徒會否因犯罪⽽失去救恩︖不能再次被救︖
u ⼀次得救, 永遠得救︖或不斷地拯救︖若是不斷地, 何時或什

麼情況下會終⽌︖
u 這樣的警告⼜怎樣與本書其他
記載（7:25 等）以及遍佈新約
的得救把握經節（羅8:29-30、
弗4:30 等）相調和︖或跟保羅
神學有否衝突︖



假設問卷
u 若你⾝處的環境中有很多⼈粗⾔穢語不停罵耶穌的名, 你的

⼼會有何感受? 你會有什麼⾏動?
u 若你⼦⼥學校公然反對基督信仰, 且要⾃認基督徒的學⽣及

家庭報名受監管, 你會報嗎︖
u 若要規定每⼈前額內安置晶⽚以便管控, 為免⼊獄, 你會嗎︖
u 若決定信基督教乃不合法, 你會繼

續⾃認基督徒, 參加秘密聚會? 家
中還存留聖經等書藉嗎︖

u 若你的家⼈被捕, 只要你腳踩耶穌
像⼀下, 他們就得釋放, 你會嗎︖

u 若在某情況下, 只有⼀個選擇, ⽣
命或信仰, 你的選擇會是?



希伯來書6:4-12 經⽂(和合本)
u4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 嘗過天恩的滋味, ⼜於聖

靈有分, 
u5 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 覺悟來世權能的⼈, 
u6 若是離棄道理, 就不能叫他們重新懊悔了。因為他

們把神的兒⼦重釘⼗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u7 就如⼀塊⽥地, 吃過屢次下的⾬⽔, ⽣⻑菜蔬, 合

乎耕種的⼈⽤, 就從神得福︔
u8 若⻑荊棘和蒺藜, 必被廢棄, 近於咒詛, 結局就是

焚燒。



希伯來書6:4-12 經⽂(和合本)
u9 親愛的弟兄們, 我們雖是這樣說, 卻深信你們的⾏

為強過這些, ⽽且近乎得救。
u10 因為神並⾮不公義, 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和你們

為他名所顯的愛⼼, 就是先前伺候聖徒, 如今還是伺
候。

u11 我們願你們各⼈都顯出這樣的殷勤, 使你們有滿
⾜的指望, ⼀直到底。

u12 並且不懈怠, 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和忍耐承受應
許的⼈。



希伯來書6:4-12 分段
u4-6 信仰群體應有經歷 (原⽂是⻑⻑⼀句)
u7-8 背棄信仰6:4-6結果⽐喻 (原⽂是⼀句)
u9-12 肯定他們⾝份/⼯作和勸勉



希伯來書6:4-6 信仰群體應有經歷
u 4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 (10:32有出現光照,可算是真得救經歷)

接近原⽂:因為那些⼀次*蒙了光照

u 嘗過天恩的滋味(嘗過意思經歷過)(天恩-屬天禮物)
接近原⽂:嘗過屬天禮物(禮物可作神的好處如拯救, 赦罪, 同在等)

u ⼜於聖靈”有分”(1:9, 3:1, 3:14,
6:4, 12:8)
“有分”乃同伴-Partner 之意
接近原⽂:⼜成了與聖靈為同伴

* (新漢語, 呂振中, 思⾼)



希伯來書6:4-6 信仰群體應有經歷
u 5 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 覺悟來世權能的⼈(權能在福⾳書譯作神蹟)

(新譯本近原⽂:並且嘗過神美善的道和來世的權能的⼈)
作者在此兩節經⽂明顯講述真信徒的經歷和標記

u 6 若是離棄道理(原⽂:fall away傾落者-新遺詔), 就不能叫他們重新
懊悔(悔改)了。因為他們把神的
兒⼦重釘⼗字架, 明明地(公開:現
中譯本)羞辱他。

“若是”假設(if)⾮原⽂語氣, 現中譯
本較宜 “竟然還離棄真道”



希伯來書6:4-6 信仰群體應有經歷
重釘⼗字架...公開羞辱:意思就如他們參與當年釘耶穌⼗架的⾏
動,當衆否定衪, 如那些不信的⼀樣。
(例10:26,29故意犯罪,踐踏神的兒⼦:
原全背棄神)

u (4-6節)近原⽂意譯:
因為那些得了⼀次救贖, 
經歷過屬天的好處, 
⼜成了與聖靈同伴, 
並且經歷過神美善的道和來世神蹟的⼈, 
竟然還跌離(真道), 就不能使他們從頭再悔改了。因為他們親⾃
把神的兒⼦再釘⼗字架上, 公開當眾羞辱他。



希伯來書6:7-8 背棄信仰6:4-6結果⽐喻
u 7 就如⼀塊⽥地, 吃過屢次下的⾬⽔, ⽣⻑菜蔬, 合乎耕種的

⼈⽤, 就從神得福︔
u 8 若⻑荊棘和蒺藜, 必被廢棄, 近於咒詛, 結局就是焚燒。

留意作者沒有講論:荊棘蒺藜變
菜疏再變回荊棘蒺藜等過程, 兩
種植物在同⼀個餵養情況下可以
有的不同結果。他注重最後結局。
(也回響第⼗⼀節作者為何⿎勵
他們已同蒙恩典必要堅持到底)



希伯來書6:9-12 肯定他們⾝份/⼯作和勸勉
u 9 親愛的弟兄們(原⽂沒有弟兄們), 我們雖是這樣說, 卻深信你

們的⾏為強過這些, ⽽且近乎得救。
(“近乎”原⽂:黏著/鄰近。意思說:親愛的,我們雖是這樣說,卻深
信你們的⾏為好得多, 是得救後跟著的應有表現)。

u 10 因為神並⾮不公義, 竟忘記你
們所做的⼯和你們為他名所顯的
愛⼼, 就是先前伺候聖徒, 如今
還是伺候。



希伯來書6:9-12 肯定他們⾝份/⼯作和勸勉
u 11 我們願你們各⼈都顯出這樣的殷勤(可作熱⼼), 使你們有滿
⾜的指望，⼀直到底。
(現中譯本更清楚:我們最⼤的願望是︓你們每⼀個⼈⾃始⾄
終熱⼼, 好使你們所盼望的⼀切事都能實現。)

u 12 並且不懈怠, 總要效法那些
憑信⼼和忍耐承受應許的⼈。
(懈怠乃5:11”聽不進去”/懶散
sluggish)



希伯來書作者對當時信仰群體說話
u 作者似乎指出那些真正⼀次過被救信徒, 是有可能背棄跌落(離
開真道), 返向猶太教。

u 作者在說明那些信徒跌落後, 是不能重新再接受救贖, 因為救恩
不能翻來複去, 不是⼀個離開-重回-離開-重回的接納。(⽀持這
個看法的另處經⽂圖像在 (10:26)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 若
故意犯罪, 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

u 作者警告他們在信仰上要謹慎持
守堅定到最後, (似保羅說, 林前
9:27) 更要他們關注的乃是看著
結果⽽努⼒完成信仰路。(似保
羅說, 腓3:13-14)

u 不可叛道



叛道
u叛道(背叛真道)︓不相信神_相信神_完全背叛神 i.e. 猶⼤,底
⾺ (提後4:10)⾮犯過錯, 乃刻意丟棄神。
跟據作者 B. J. Oropeza, 新約最少提及有三個情況會另⼈叛道。
1. 引誘 Temptation (路 8:13-14) 
2. 逼害 Persecution (太 24:9-10)
3. 矇騙 Deception (提前 4:1) 



叛道
u(犯錯)絆倒= 信主後我們還會有犯

過錯機會,但若悔改,主必原諒(約壹1:9)
u(叛道)跌離= 信徒乃刻意拋棄神和

藐視耶穌在⼗架上的救贖⼯作(太12:31)
信仰路
絆倒

沉淪

刻意
跌離v.6

叛道⽐喻圖



叛道

沉默

踐踏神的兒⼦?

⾯對信仰与⽣命的取捨

信仰的順境
和逆境中我
們可以堅守
到底嗎?



希伯來書5:11-6:12 總結/學習
u 三個信徒圖像:

u嬰孩(4:1 趕不上的⼈) (10:38-39 後退的⼈) 與成⼈(12:1
奔向前路的⼈)

u奶與⼲糧(不要滯留初楷, 續續成⻑)
u菜疏與荊棘蒺藜(信仰內涵)

u 三個⿎勵,提醒,警告:



希伯來書5:11-6:12 總結/學習
u (1)向前, 不進則退

⾃問: 你認為⾃⼰較5年前更愛主嗎︖更明⽩聖經嗎︖有⻑進嗎︖
⾃覺: 你願意2年後和你5年前⼀樣嗎︖不願的話, 有什麼實際⾏
動現在要開始︖__________

u (2)殷勤竭⼒, ⾃⼰要出⼀分⼒
⾃問: 你認為⾃⼰在信仰上有
否盡⼒︖或只是隨⼤隊, ⼈云
亦云⽽已︖
⾃覺: 你願意為主作⼀些犧性,

在追求成⻑出⼀分⼒嗎︖



希伯來書5:11-6:12 總結/學習
u(3)堅持到底 (3:14, 4:11, 6:1, 6:11, 10:23, 10:36 等)

⾃問/⾃覺: 這個問題是難應付的, 因為我們不知未來會如
何, 但你的信仰根基應該可以讓你真誠回應 ”我願意堅持
到底”⽽且會繼續努⼒追求上進和建⽴; 禱告求主幫助, 衪
會賜⼒量。

不然, 快快⾃我檢討, 禱告求主給
你熱⼼動⼒去重新看信仰的追求。



希伯來書5:11-6:12 總結/學習
成⻑五招:

1. 打開個胃⼝︓讀經/ 查經，培訓學習，吸取真理⾷糧
2. “黐埋神嗰度”(建⽴關係)︓禱告，默想，同神交往⼀下
3. 同⼈過幾招︓有事奉⽣活
4. 揾番個師⽗︓跟屬靈前輩學習
5. 跌低再嚟過︓再接再厲

讓我們的信仰⽣命不斷扎根穩
固,努⼒向前不惰後, 得主喜悅



你和我的回應是?
她說”是”



思考討論問題(若⼩組分享, 可互相分享代禱守望)
1.你認為⾃⼰在信仰上遲鈍嗎? 何解? 什麼可以讓你有動⼒些? 求主幫助。
2.你願意2年後和你5年前⼀樣嗎︖不願的話, 有什麼實際⾏動現在要開始?
3.作者⿎勵他們竭⼒⾏⾛信仰路, 會否變成靠⾃已去成聖? 你會如何回應? ⼜
如何去平衡靠神靠⼰之張⼒?
4.有⼈教導信仰追求有三⼤要素: personal relationship 個⼈與神關係, 
doctrinal integrity 信仰教義誠實 & Christ-likeness lifestyle 像基督的⽣活
模式, 你現時最需要那⽅⾯操練/進深/⾏動? 請分享原因和實際建議!
5.信仰”⼀直到底” 你如何去了解這教導? 你想⾃⼰會叛道嗎? 請解釋! 若需
要, 可請弟兄姊妹為你代禱, 你⾃⼰也要求主保守你的信仰追求。
6.”成⻑五招”內你最需要的是那⼀式? 何解? 如何去作? 那最困難的⼜是那
⼀式呢? 何解? 有什麼可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