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倍的祝福 
(希伯来书 12: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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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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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12:14-17) 

 

大纲 

 

一、 两个追求 

1. 追求与众人和睦 

2. 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二、三个恐怕 

1.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2.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 

3. 恐怕因淫乱卖了长子的名分 

 

三、一个警戒 

1. 不要硬着心失去悔改的机会 

 

四、两个例子 

1. 约伯忍耐等候的例子 

2. 约瑟圣洁得胜的例子 

 

结论: 回应神在长子耶稣基督里与我们所立的约 

 

 

信息 

 

凡是只想要神的祝福，而不想要那厚赐祝福给人的神的人，得不着神真正的祝福。 

 

什么是双倍的祝福呢? 

 

圣经中应许了诸般的祝福，譬如: 

 

施比受更为有福。 (徒 20:35) 

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约 20:29) 

不但有神的话，并且有圣灵的能力。 (赛 59:21) 

不但信主，并且受洗归入基督。 (可 16:16) 

不但得圣灵的恩赐，并且结圣灵的果子。 (加 5:22-23) 

不但被召，并且被选上。 (太 20:16)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祂受苦。 (腓 1:29) 

不但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路 18:30) 

不但得救，并且得赏赐。 (林前 3:14-15) 

不但身体得医治，并且灵魂得救。 (路 17:19) 



不但得救，并且得胜。 (启示录 1-3的七个教会) 

不但得胜，并且得胜有余。 (罗 8:37) 

不但得产业，并且得长子双倍的产业。 (民 34:23,24) 

长子的祝福: 大有尊荣，权力超众，得居首位。 (创 49:3) 

长子的名分可能失去，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

瑟。 (代上 5:1,2) 

长子的名录在天上。 (来 12:23) 

天上的耶路撒冷长子聚会所共聚的总会。 (来 12:23) 

耶稣是是来到世上的长子，神的使者都要拜祂。 (来 1:6,罗 8:29) 

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来 2:10) 

 

一、 两个追求 

 

1. 追求与众人和睦 

 

    追求乃是刻意追赶的意思，竭力追求(腓 3:12,14)，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到逼迫时曾用过这字。 

(太 5:10,11,14,44) 

 

    这里说讲到追求与众人和睦，和睦是平安的意思，平安是引导人达到至善的一切力量，希伯来

人所体会的平安是在顺服神中间找到。这就是平安归给地上神所喜悦的人，这平安是从人与神和

好开始的，而后引进人与人的平安。这平安不是不费工夫就可以白白得到的，这平安是要追求，

奋斗而得到的。 

 

2. 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圣洁(Hagiasmos)是与世界分别和隔离的心态。标准不同、价值不同、目标不同、志向不同。 

 

    Westcott 对圣洁有一个非常贴切的解释，他说:｢圣洁就是迎见神之前的准备工夫。｣基督徒生活

的规范，就是要牢记着生活的最高目标是进到神面前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见｣字有与神

交通的意思，但是却是远远超过这与神交通的意思。这字是未来时态(opsetai)，乃是指着未来更完

美的景象，我们在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将要与主面对面相见，那时我们必要像祂，因为必得见祂

的真体。 (约一 3:2)凡向祂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祂洁净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必死的生命，

但神已经赐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生命要渐渐在我们生命中长大。这新的生命必能带给我们希

望、平安、喜乐、与胜过罪恶和死亡的能力。我们要看见这世界的虚空，才会归向神、看见神。

只想要神的祝福不想要神自己的人得不着神的祝福。 

 

二、三个恐怕 

 

     我们又要谨慎，｢谨慎｣希腊原文 (episkopeo)乃是监督的意思。这里不但讲到我们个人要谨慎，

更是讲到的是群体生活中有一些人要为别人属灵的光景特别谨慎，要为别人跌倒负责任。 (来

13:17) 

 

     初世纪时代，基督徒面临许多环境上的逼迫和引诱，他们被外邦拜异教的风俗围绕，被犹太教

的传统所捆绑，被罗马政府逼迫、残害。更严重的是异端邪说兴起，混乱主的道。希伯来书的作

者题出三点要谨慎的事: 

 

 



1.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神的恩是丰富的，但是会渐渐流失的。 ｢失去｣这个辞是现在时态的动词(hysteron)，强调一种继

续进行的动态。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来 2:1) 要在所信的道上恒

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西 1:23) 只想要神的祝福不想要神的人

得不着神的祝福。 

 

2.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 

 

    毒根乃是指着隐藏的苦毒。虽然是隐藏的，不显著的，看起来不重要的，似乎没有多大影响力

的，但是却能扰乱众人，使人沾染污秽。正如摩西在申命记警戒以色列人不要看见外邦的偶像而

偏离神:｢惟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事

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茵蔯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夸，说，

我虽然行事顽梗，连累众人，却还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

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申

29:18-20 ) 我们应当受警戒。沾染污秽(mianthosin)讲到不信的人连心地和天良都被污秽了。 (多

1:15)只想要神的祝福不想要神的人得不着神的祝福。 

 

3. 恐怕因淫乱卖了长子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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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 25:29-34) 

 

    以扫是一个讲究肉体情欲满足的人，他的观点纯粹集中在世俗的欲乐中，淫乱乃是讲到属灵的

淫乱。他轻易地出卖自己长子名分。人若如此容易抛售自己应得的产业，自然轻看永恒的一切事

物了。以扫不但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也卖了子孙的祝福。以扫的子孙也是属肉体敌挡神的，在

大卫躲避扫罗王追杀时，以东人多益残害挪伯祭司亚希米勒，不但将八十五耶和华的祭司都杀

了，并且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 (撒上 22:11-19)

后来在耶稣诞生时，杀尽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的希律王也是以扫的后裔。以

扫代表着与神为敌的势力，以扫向以色列行强暴，以扫家必如碎稓。 (俄 18) 只想要神的祝福不想

要神的人得不着神的祝福。 

 

三、一个警戒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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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12:14-17,创 27:32-40) 

 

1. 不要硬着心失去悔改的机会 

 

    门路乃是悔改回转的地方的意思。原文使父亲的心意回转是讲到使以扫的的心意回转。这里不

是神不给第二个机会，乃是当人硬着心选择了某些不当的人、事、物后，就不能回复原先的光

景，谁也不能扭转他行恶的后果，他必要为他所选择属肉体路线所带来的后果付一切的责任。古

卷禧年书 35:14寄以撒告诉利百加，以扫及其子孙皆未得救。 

 

    启示录中指耶稣称赞非拉铁非信徒的行为，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

的名，因此主曾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他们遵守主忍耐的道，但是神仍然警戒非

拉铁非的信徒要等候主来，要持守他们所有的，免得别人夺去他们的冠冕。 (启 3:11) 只想要神的

祝福不想要神的人得不着神的祝福。 



四、两个例子 
 

1. 约伯忍耐等候的例子 

 

     最后，我们思想约伯所经历的苦难是他所不知道的属天争战。他的忍耐特别在新约雅各书提到

是有福的。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

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雅 5:11) 

 

    约伯的生命充满了平安、喜乐、满足、亮光。这正是上帝向人所豫定的美好旨意。当我们明白

人生的短暂和苦难的必临，也明白死亡的真实以及痛苦终必解脱之后，我们可以从约伯记来领受

上帝对人类的计划，好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上帝有无限的慈爱。约伯的指望并不在今世的福气上。

当他的三位好友都来指控他有罪之时，他唯一的指望的就是上帝来为他伸冤。他蒙上帝启示，确

信上帝的恩慈必要覆庇他。到了上帝所预定的日期，他必能蒙神纪念，因信靠上帝而得以复活并

承受永生。这是一种灵里属天的看见，有一天人将要从死里复活，这才是人类在面临毁灭时最大

的指望和安慰。 

 

    早在耶稣诞生前几千年，旧约圣经就已经豫言记载，复活的基督将要成为我们的中保，基督是

我们人类的救主。约伯说：「地阿，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

证，在上有我的中保。」(伯 16:18-19)又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

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我自己要见祂，亲眼要看祂。」(伯 19:25-27 ) 神所赐

给约伯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伯 42:10) 

(1) 牛羊牲畜加倍 

(2) 儿子加倍 

(3) 女儿加倍 耶米玛 (鸽子，美丽的，亲爱的) 基洗亚 (桂皮) 基连哈朴 (有能力的角) 

(4) 岁数加添，又活了 140年 

(5) 得长子的名分，得双倍的产业，双倍的祝福 

 

2. 约瑟圣洁得胜的例子 

 

    在创世记中，圣灵已经用雅各得到以撒长子名分，和雅各将长子的祝福赐给了约瑟的实例显明

双倍的祝福。临终时，雅各对约瑟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

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创 48:5) 约瑟的后裔为何算两个支派呢? 

为何得双份的产业呢? 这些异梦的成就是因为约瑟得了长子的名分。 「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

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

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 (代上 5:1-2) 所以约瑟在神的眼中是长子，不但高过

其余的弟兄。因为他在埃及贵为宰相，尊贵只在法老之下。 (创 41:40) 正因这缘故，除了法老，一

切在埃及的人在公众场所都要向约瑟下拜。 (创 41:43) 以致他所有的家人，包括众弟兄们，甚至他

的父亲到了埃及后也都要向他下拜，如此成就他两个梦中，禾捆和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他

下拜的异象。 (创 37:6-10) 

 

    约瑟圣洁得胜的生活豫表基督的圣洁得胜。我们是神的儿女，天父豫定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作

长子，祂的尊荣超众。 (罗 8:29) 因此耶稣基督以长子的身份到世上来，不单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来 1:6) 并且基督耶稣将来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 (来 2:10) 我们甚至因基督成为我们的圣

洁得到长子尊贵的名，将来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向耶稣基督下拜，使荣耀

归与父神。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 2:9-11) 

 



结论: 回应神在长子耶稣基督里与我们所立的约 

 

    我们再度思想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我们的警告，千万不要行淫乱，如以扫一样，「贪恋世俗，把

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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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12:16-17) 我们永恒的天家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里有

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来 12:22) 愿我们都能像约伯与约瑟所豫表

的，在基督里得到神所赐长子的祝福和产业。求主使我们悔改回转，归向神，免遭定罪。 「世人

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

祂所设立的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以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徒

17:30-31)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应当敬虔度日，儆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 

  

    按照圣经的光照与启示，我们应当如何行，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呢? 我们必须有属灵的看见，求

主让我们看见约伯如何能从风闻有上帝到亲眼见到祂而悔改蒙福。并且看见父神如何让他的独生

子来到世上寻找我们，让一切信祂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得享神儿女的身分，地位与荣耀。 

 

    为了加深印象，使我们属灵的眼睛得以开启，得以回应神的呼召，得着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儿

女。容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2005年有一个四十岁的越南妇人到台湾寻找她从未联络

过，未曾见过面的父亲。她的母亲和父亲在香港相遇相爱，怀了她以后因为母亲受到家庭压力，

离开他父亲回越南自己的父母那里去了。生下女婴两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留下一个金戒子和

女儿生父的照片。四十年过去了，这位中年妇女从越南到台湾来寻找她的生父，有一位老人雇她

来照顾病重的妻子。七个月后，老太太过世，这女佣被介绍到金门去工作。 

 

    临行匆匆，忘记带走一个重要的包。后来这位妇人请警察局将这包找回，当老人预备将这包寄

还给原主时，在包中意外地发现了当年他给女朋友的金戒子和自己年轻时的照片。老人这时才知

道他就是这中年妇人的父亲，但这妇人不知道老人竟然是她寻找的父亲。这父亲急忙赶到金门去

认他的女儿。经过 DNA化验，证明这老人果然是这中年妇人的生父。女儿和父亲相认的时候，父

亲止不住的眼泪不断的流。在过去的七个月中，居然对面相逢不相识。女儿没认出这一位老人就

是她所要寻找的父亲。父亲和女儿重逢，相拥而泣。 

 

    这就是从风闻有你到亲眼看见你的喜乐。在未信主前，因为我们的罪恶与过犯，我们与天父是

隔绝的。那时我们听说可能有上帝，有老天爷，虽然人的心中也有拜神的意愿，但是不认识上帝

是我们的天父。靠自己的努力，行善无能，拒恶无力，自我为中心，骄傲自大，心中与神为敌，

怨天尤人。天父与地上肉身的父不同; 天父认识我们，怜悯我们。天父愿意差遣祂的独生爱子耶稣

基督亲自来到世间寻找我们，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领我们回到天

家，天父的爱向我们显明。上帝的标记的 DNA就是这牺牲的爱，超越的爱。这爱就是我们蒙恩悔

改的罪人可以回到天家见天父的证据。让我们认罪悔改，回到天父的家中，得享上帝儿女的自

由、荣耀、尊荣、丰富、永生、平安、喜乐。现在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天父的面前，好吗?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感谢天父，借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罪得赦免，成为您的儿女; 

不但身体得医治，并且灵魂得救; 

不但得到复活的生命，并且愿意过圣洁的的生活; 

不但活着有目标，并且愿为主而活; 

不但靠主得胜，并且得胜有余; 

不但今世得百倍，并且来世得永生; 

不但得产业，并且得长子双倍的产业; 

不但得祝福，并且得长子双倍的祝福。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愿神赐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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