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倍的祝福 
(希伯來書 12:14-17)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

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

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求，卻得

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道的。(來 12:14-17) 

 

大綱 
 

一、 兩個追求 

1. 追求與眾人和睦 

2. 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二、三個恐怕 

1.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2. 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 

3. 恐怕因淫亂賣了長子的名分 

 

三、一個警戒 

1. 不要硬著心失去悔改的機會 

 

四、兩個例子 

1. 約伯忍耐等候的例子 

2. 約瑟聖潔得勝的例子 

 

結論:  回應神在長子耶穌基督裏與我們所立的約 

 

 

信息 
 

凡是只想要神的祝福，而不想要那厚賜祝福給人的神的人，得不著神真正的祝福。 

 

甚麼是雙倍的祝福呢?  

 

聖經中應許了諸般的祝福，譬如: 

 

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約 20:29) 

不但有神的話，並且有聖靈的能力。(賽 59:21) 

不但信主，並且受洗歸入基督。(可 16:16) 

不但得聖靈的恩賜，並且結聖靈的果子。(加 5:22-23) 

不但被召，並且被選上。(太 20:16)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腓 1:29) 

不但今世得百倍，來世得永生。(路 18:30) 

不但得救，並且得賞賜。(林前 3:14-15) 

不但身體得醫治，並且靈魂得救。(路 17:19) 



不但得救，並且得勝。(啟示錄 1-3的七個教會) 

不但得勝，並且得勝有餘。(羅 8:37) 

不但得產業，並且得長子雙倍的產業。(民 34:23,24) 

長子的祝福: 大有尊榮，權力超眾，得居首位。(創 49:3) 

長子的名分可能失去，以色列的長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穢了父親的床，他長子的名分就歸了約

瑟。(代上 5:1,2) 

長子的名錄在天上。(來 12:23) 

天上的耶路撒冷長子聚會所共聚的總會。 (來 12:23) 

耶穌是是來到世上的長子，神的使者都要拜祂。(來 1:6,羅 8:29) 

長子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來 2:10) 

 

一、 兩個追求 

 

1. 追求與眾人和睦 

 

    追求乃是刻意追趕的意思，竭力追求(腓 3:12,14)，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講到逼迫時曾用過這字。

(太 5:10,11,14,44) 

 

    這裏說講到追求與眾人和睦，和睦是平安的意思，平安是引導人達到至善的一切力量，希伯來

人所體會的平安是在順服神中間找到。這就是平安歸給地上神所喜悅的人，這平安是從人與神和

好開始的，而後引進人與人的平安。這平安不是不費工夫就可以白白得到的，這平安是要追求，

奮鬥而得到的。   

 

2. 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聖潔(Hagiasmos)是與世界分別和隔離的心態。標準不同、價值不同、目標不同、志向不同。 

 

    Westcott 對聖潔有一個非常貼切的解釋，他說:｢聖潔就是迎見神之前的準備工夫。｣基督徒生活

的規範，就是要牢記著生活的最高目標是進到神面前來，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這｢見｣字有與神

交通的意思，但是卻是遠遠超過這與神交通的意思。這字是未來時態(opsetai)，乃是指著未來更完

美的景象，我們在主第二次來的時候，將要與主面對面相見，那時我們必要像祂，因為必得見祂

的真體。(約一 3:2)凡向祂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祂潔淨一樣。我們的生命是必死的生命，

但神已經賜我們一個新的生命。這新生命要漸漸在我們生命中長大。這新的生命必能帶給我們希

望、平安、喜樂、與勝過罪惡和死亡的能力。我們要看見這世界的虛空，才會歸向神、看見神。

只想要神的祝福不想要神自己的人得不著神的祝福。 

 

二、三個恐怕 

 

    我們又要謹慎，｢謹慎｣希臘原文 (episkopeo)乃是監督的意思。這裏不但講到我們個人要謹慎，

更是講到的是群體生活中有一些人要為別人屬靈的光景特別謹慎，要為別人跌倒負責任。(來

13:17) 

 

    初世紀時代，基督徒面臨許多環境上的逼迫和引誘，他們被外邦拜異教的風俗圍繞，被猶太教

的傳統所綑綁，被羅馬政府逼迫、殘害。更嚴重的是異端邪說興起，混亂主的道。希伯來書的作

者題出三點要謹慎的事: 

 

 



1.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神的恩是豐富的，但是會漸漸流失的。｢失去｣這個辭是現在時態的動詞(hysteron)，強調一種繼

續進行的動態。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來 2:1) 要在所信的道上恆

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西 1:23) 只想要神的祝福不想要神的人

得不著神的祝福。 

 

2. 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 

 

    毒根乃是指著隱藏的苦毒。雖然是隱藏的，不顯著的，看起來不重要的，似乎沒有多大影響力

的，但是卻能擾亂眾人，使人沾染污穢。正如摩西在申命記警戒以色列人不要看見外邦的偶像而

偏離神:｢惟恐你們中間，或男、或女、或族長、或支派長，今日心裏偏離耶和華我們的神，去事

奉那些國的神。又怕你們中間有惡根生出苦菜和茵蔯來。聽見這咒詛的話，心裏仍然自誇，說，

我雖然行事頑梗，連累眾人，卻還平安。耶和華必不饒恕他，耶和華的怒氣，與憤恨，要向他發

作，如煙冒出，將這書上所寫的一切咒詛，都加在他身上，耶和華又要從天下塗抹他的名。｣(申

29:18-20) 我們應當受警戒。沾染污穢(mianthosin)講到不信的人連心地和天良都被污穢了。(多 1:15)

只想要神的祝福不想要神的人得不著神的祝福。 

 

3. 恐怕因淫亂賣了長子的名分 

 

     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 (創 25:29-34) 

 

    以掃是一個講究肉體情慾滿足的人，他的觀點純粹集中在世俗的慾樂中，淫亂乃是講到屬靈的

淫亂。他輕易地出賣自己長子名分。人若如此容易拋售自己應得的產業，自然輕看永恆的一切事

物了。以掃不但賣了自己長子的名分，也賣了子孫的祝福。以掃的子孫也是屬肉體敵擋神的，在

大衛躲避掃羅王追殺時，以東人多益殘害挪伯祭司亞希米勒，不但將八十五耶和華的祭司都殺

了，並且用刀將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驢，盡都殺滅。(撒上 22:11-19)

後來在耶穌誕生時，殺盡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兩歲以內的男孩的希律王也是以掃的後裔。以

掃代表著與神為敵的勢力，以掃向以色列行強暴，以掃家必如碎稓。(俄 18) 只想要神的祝福不想

要神的人得不著神的祝福。 

 

三、一個警戒 

 

    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求，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

這是你們知道的。(來 12:14-17,創 27:32-40) 

 

1. 不要硬著心失去悔改的機會 

 

    門路乃是悔改回轉的地方的意思。原文使父親的心意回轉是講到使以掃的的心意回轉。這裏不

是神不給第二個機會，乃是當人硬著心選擇了某些不當的人、事、物後，就不能回復原先的光

景，誰也不能扭轉他行惡的後果，他必要為他所選擇屬肉體路線所帶來的後果付一切的責任。古

卷禧年書 35:14寄以撒告訴利百加，以掃及其子孫皆未得救。 

 

    啟示錄中指耶穌稱讚非拉鐵非信徒的行為，他們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主的道，沒有棄絕主

的名，因此主曾給他們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他們遵守主忍耐的道，但是神仍然警戒非

拉鐵非的信徒要等候主來，要持守他們所有的，免得別人奪去他們的冠冕。(啟 3:11) 只想要神的

祝福不想要神的人得不著神的祝福。 



四、兩個例子 

 
1. 約伯忍耐等候的例子 

 

     最後，我們思想約伯所經歷的苦難是他所不知道的屬天爭戰。他的忍耐特別在新約雅各書提到

是有福的。「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

結局、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 (雅 5:11) 

 

    約伯的生命充滿了平安、喜樂、滿足、亮光。這正是上帝向人所豫定的美好旨意。當我們明白

人生的短暫和苦難的必臨，也明白死亡的真實以及痛苦終必解脫之後，我們可以從約伯記來領受

上帝對人類的計劃，好讓我們更深的認識上帝有無限的慈愛。約伯的指望並不在今世的福氣上。

當他的三位好友都來指控他有罪之時，他唯一的指望的就是上帝來為他伸冤。他蒙上帝啟示，確

信上帝的恩慈必要覆庇他。到了上帝所預定的日期，他必能蒙神紀念，因信靠上帝而得以復活並

承受永生。這是一種靈裏屬天的看見，有一天人將要從死裏復活，這才是人類在面臨毀滅時最大

的指望和安慰。 

 

    早在耶穌誕生前幾千年，舊約聖經就已經豫言記載，復活的基督將要成為我們的中保，基督是

我們人類的救主。約伯說：「地阿，不要遮蓋我的血，不要阻擋我的哀求，現今，在天有我的見

證，在上有我的中保。」(伯 16:18-19)又說：「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

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上帝。我自己要見祂，親眼要看祂。」(伯 19:25-27) 神所賜

給約伯的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伯 42:10) 

(1) 牛羊牲畜加倍 

(2) 兒子加倍 

(3) 女兒加倍 耶米瑪 (鴿子，美麗的，親愛的) 基洗亞 (桂皮) 基連哈樸 (有能力的角) 

(4) 歲數加添，又活了 140年 

(5) 得長子的名分，得雙倍的產業，雙倍的祝福  

 

2. 約瑟聖潔得勝的例子 

 

    在創世記中，聖靈已經用雅各得到以撒長子名分，和雅各將長子的祝福賜給了約瑟的實例顯明

雙倍的祝福。臨終時，雅各對約瑟說：「我未到埃及見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蓮和瑪拿

西，這兩個兒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緬是我的一樣。」(創 48:5) 約瑟的後裔為何算兩個支派呢? 

為何得雙份的產業呢? 這些異夢的成就是因為約瑟得了長子的名分。「以色列的長子原是流便、因

他污穢了父親的床、他長子的名分就歸了約瑟、只是按家譜他不算長子。猶大勝過一切弟兄、君

王也是從他而出．長子的名分卻歸約瑟。」 (代上 5:1-2) 所以約瑟在神的眼中是長子，不但高過其

餘的弟兄。因為他在埃及貴為宰相，尊貴只在法老之下。(創 41:40) 正因這緣故，除了法老，一切

在埃及的人在公眾場所都要向約瑟下拜。(創 41:43) 以致他所有的家人，包括眾弟兄們，甚至他的

父親到了埃及後也都要向他下拜，如此成就他兩個夢中，禾捆和太陽，月亮，與十一個星向他下

拜的異象。(創 37:6-10) 

 

約瑟聖潔得勝的生活豫表基督的聖潔得勝。我們是神的兒女，天父豫定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作

長子，祂的尊榮超眾。(羅 8:29) 因此耶穌基督以長子的身份到世上來，不單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來 1:6) 並且基督耶穌將來要領許多的兒子進入榮耀裏去。(來 2:10) 我們甚至因基督成為我們的聖

潔得到長子尊貴的名，將來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向耶穌基督下拜，使榮耀

歸與父神。「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 2:9-11) 



結論:  回應神在長子耶穌基督裏與我們所立的約 

 

我們再度思想希伯來書的作者對我們的警告，千萬不要行淫亂，如以掃一樣，「貪戀世俗，把

長子的名分賣了，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求，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

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道的。」(來 12:16-17) 我們永恆的天家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裏有

千萬的天使，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來 12:22) 願我們都能像約伯與約瑟所豫表

的，在基督裏得到神所賜長子的祝福和產業。求主使我們悔改回轉，歸向神，免遭定罪。「世人

蒙昧無知的時候、上帝並不鑒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祂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

祂所設立的基督，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以基督從死裏復活的大能，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徒

17:30-31)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我們應當敬虔度日，儆醒等候主耶穌的再來。   

  

按照聖經的光照與啟示，我們應當如何行，可以得到雙倍的祝福呢? 我們必須有屬靈的看見，求

主讓我們看見約伯如何能從風聞有上帝到親眼見到祂而悔改蒙福。並且看見父神如何讓他的獨生

子來到世上尋找我們，讓一切信祂的人，成為神的兒女，得享神兒女的身分，地位與榮耀。 

 

為了加深印象，使我們屬靈的眼睛得以開啟，得以回應神的呼召，得著神的應許，成為神的兒

女。容我用一個故事來結束今天的信息。2005年有一個四十歲的越南婦人到台灣尋找她從未聯絡

過，未曾見過面的父親。她的母親和父親在香港相遇相愛，懷了她以後因為母親受到家庭壓力，

離開他父親回越南自己的父母那裏去了。生下女嬰兩個月後，母親就去世了。留下一個金戒子和

女兒生父的照片。四十年過去了，這位中年婦女從越南到台灣來尋找她的生父，有一位老人僱她

來照顧病重的妻子。七個月後，老太太過世，這女傭被介紹到金門去工作。 

 

臨行匆匆，忘記帶走一個重要的包。後來這位婦人請警察局將這包找回，當老人預備將這包寄

還給原主時，在包中意外地發現了當年他給女朋友的金戒子和自己年輕時的照片。老人這時才知

道他就是這中年婦人的父親，但這婦人不知道老人竟然是她尋找的父親。這父親急忙趕到金門去

認他的女兒。經過 DNA化驗，證明這老人果然是這中年婦人的生父。女兒和父親相認的時候，父

親止不住的眼淚不斷的流。在過去的七個月中，居然對面相逢不相識。女兒沒認出這一位老人就

是她所要尋找的父親。父親和女兒重逢，相擁而泣。 

 

    這就是從風聞有你到親眼看見你的喜樂。在未信主前，因為我們的罪惡與過犯，我們與天父是

隔絕的。那時我們聽說可能有上帝，有老天爺，雖然人的心中也有拜神的意願，但是不認識上帝

是我們的天父。靠自己的努力，行善無能，拒惡無力，自我為中心，驕傲自大，心中與神為敵，

怨天尤人。天父與地上肉身的父不同; 天父認識我們，憐憫我們。天父願意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

基督親自來到世間尋找我們，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藉著耶穌基督為我們死，領我們回到天

家，天父的愛向我們顯明。上帝的標記的 DNA就是這犧牲的愛，超越的愛。這愛就是我們蒙恩悔

改的罪人可以回到天家見天父的證據。讓我們認罪悔改，回到天父的家中，得享上帝兒女的自

由、榮耀、尊榮、豐富、永生、平安、喜樂。現在讓我們憑著信心來到天父的面前，好嗎? 

我們一同低頭禱告。感謝天父，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的救贖，使我們罪得赦免，成為您的兒女; 

不但身體得醫治，並且靈魂得救; 

不但得到復活的生命，並且願意過聖潔的的生活;  

不但活著有目標，並且願為主而活;   

不但靠主得勝，並且得勝有餘;  

不但今世得百倍，並且來世得永生;  

不但得產業，並且得長子雙倍的產業;  

不但得祝福，並且得長子雙倍的祝福。禱告感謝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願神賜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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