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 (Hebrews)

12 : 1 - 2  

仰望耶穌 奔跑天路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and Run to Heaven



1.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

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

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2.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

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

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法國小說家凡爾納(Jules Verne)



當我們在奔跑天路的時候，我們是否能真正認清

楚，那些事物是會影響我們的前進？甚至會使我

們絆跌？那些東西我們原以為非要不可，然而卻

是阻礙我們得著神呼召我們去得到的獎賞。



當我們決定相信耶穌接受救恩的那一天起，事實

上我們已經走在一條不同的道路上，那一條路就

是屬天的路，就是稱為天路。奔跑天路對基督徒

而言已經不再是一個選擇，而是跟隨耶穌必然的

結果。因此，我們今天要思想的問題，不是我們

「要不要」走這條路，或是「想不想」走這條路

，而是我們要如何「奔走天路」？



事實上在地上要「奔走天路」是有挑戰的，因為

今天在這末後的世代處處充滿著試探和引誘；神

的兒女要能夠持守我們的信仰與真理，能夠堅定

不移、不隨波逐流，確實十分的不容易。到底我

們要如何勝過環境、克服困難，能堅定到底走完

屬天道路而不半途而廢呢？



不可否認今天我們看到的眼前這些環境，無論是

已持續了兩年多的新冠疫情仍未結束，整個經濟

大環境的蕭條，世界局勢的動盪不安，甚至生活

、工作與事奉的挫折，很多事情會讓我們灰心，

這會影響我們繼續前進，所以我們必須要「存心

忍耐」，我們才可以走完這條屬天的道路。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這場賽跑並不是我們一般看
到的「短跑」，而是一場漫長人生的「馬拉松」。



我們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自從我們信了耶穌

以後，我們一直在奔跑嗎？我們屬靈的生命一直

在成長嗎？我們一直在追求主嗎？」這是一個指

標，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可能已經停頓了，雖然

在跑道上，但是我們已經漸漸地放棄了。事實上

，我們奔跑天路，不是要跑得快，而是要跑到底

，到達那終點線。



在1992年的奧運男子400

公尺準決賽裡面，有一個
非常感人的一幕，有一位
英國的選手Derek，他跑
到一半的時候，他的右腿
筋突然拉傷，他堅持要繼

續跑下去，所以他就用手
搭在他爸爸的肩膀上面，
兩個人就一跛一跛地走到
終點，這時候得到如雷貫
耳的掌聲。



讀者文摘就以Derek當

作背景寫了一篇文章，
鼓勵人們千萬不要半途
而廢。當這篇文章看完
後，我們一定會有一個
感觸：「有另一種的冠
軍，那個冠軍就是跑完
全程」。



今天神的獎賞不是只給那些跑得快的人，只要我們把

這條道路走完，也同樣地可以在祂面前得到稱讚、得

到獎賞。什麼是我們「奔走天路」的終點線？不是老

了、退休了或是累了，基督徒的終點線是「奔走天路

一直到見主面」。



奔跑天路的三個秘訣：

第一：效法榜樣。我們要效法那些像雲彩一般的見證

人。

第二：脫去纏累。我們要放下重擔，不受任何的牽絆
。

第三：仰望耶穌。仰望那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救主

耶穌。



(一) 效法榜樣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

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

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來 12 : 1)

在人類的歷史裡面早就有很多的人都碰到相同的挑戰與

困難；而這些在我們前面的聖徒，他們所留下的見證和

榜樣，都值得我們效法。



(一) 效法榜樣

希伯來書11章述說了很多信心的偉人：

「亞伯因著信…，以諾因著信…，挪亞也因著信…」

這些人都因著信勝過環境，因著信就克服了困難，因

著信他們就輕看羞辱，也因著信他們就完成神給祂們

的託付，且能走完一生屬天的道路。



我們在奔走天路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也一樣地碰到
很大的困難與障礙？我們
會不會也覺得很受委曲走
不下去？

亞伯為了要獻祭敬拜上
帝，他甚至被他的兄弟該
隱忌妒到一個地步把他殺
害了。我們的委屈會比他
更大嗎？



今天我們奔走天路覺得
事奉非常孤單，好像沒
有人了解，這時候我們
要看一看以諾，以諾單
獨與神同行三百年。

我們與神同行三年嗎？
還是三十年？以諾與神
同行三百年。



挪亞傳福音傳了120年，除
了他一家八口相信福音進
入方舟之外，當時代沒有
任何一個人得救。

如果這些見證人都沒有氣
餒，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
消極呢？如果這些見證人
都沒有放棄，我們有什麼
資格說：「我走不下去。
」



1986年在美國紐約舉辦了
一個26.2英里的馬拉松比
賽，這個比賽令人印象深
刻的並不是第一名，而是
最後一名；這個最後一名
的人名字叫Bob Wieland的
參賽選手。



在參賽者20,000名選手，
列居19,413名，也是最後
一名；因為有587人跑到

一半就放棄了不跑了，
Bob是最後一個跑到終點
線的人。
他跑了四天又三個鐘頭的
時間才完成，這不就是在
我們眼前、身邊像雲彩般
的見證人嗎？



(二) 脫去纏累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

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

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希伯來書 12 : 1)

什麼是我們奔走天路不知不覺的重擔和纏累呢？



(二) 脫去纏累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絕對會影響我們行走天路，很多

的罪是隱藏在我們裡面，使我們不知不覺就陷入錯誤

之中。在我們生活當中，有太多重擔和纏累的罪，我

們在這裡提出兩樣的罪：其一是「與人爭競」，其

二是「貪愛世界」。



(二) 脫去纏累

老師叮囑：「你們跑步的時候，只能向著前面的目標一

直跑，千萬不要東張西望，不要擔心旁邊的人有沒有跑

得比你快，也不要往後看，你們只要全力以赴的一直向

前跑，這樣才不會分心。」

無可否認「與人爭競」會犯一個很大的錯誤：「不是要

你跑得更好，而是怕別人比你跑得好」；這樣反而會帶

來一個負面的結果，就是因著分心無法真正的發揮應有

的實力。



在2002年冬季奧運男子
一千公尺溜冰競速比賽

，澳洲選手柏布利（
Steven Bradbury）意外
獲得金牌。



每一個季度小組長要向教會報
備，報備他們在過去三個月內
有多少人參加了聚會？有多少
新朋友參加聚會？在一年中有
多少人受洗？有多少人跟上教
會的讀經進度？這些數字經過
彙整了之後，前面幾名的人就
會在下一個季度的一個主日，
教會將會給予他們表揚，並且
頒發獎品。



這些小組長就非常努力地服事
，可是他們最後發現，他們的
喜樂不是從事奉神得到，而是
從接受表揚、不落人後而得到
。他們感覺到好像不是真正在
「奔走天路」，而似乎是在「
拚業績」，希望自己不要輸給
別人就好了。如果「奔走天路
」產生這種「與人爭競」的心
態，就需要做出調整了。



亞歷山大把所有戰利品
堆成一堆，然後放把火
把它燒了。這一把火就
燒掉了「重擔和纏累」
，這把火也燒出了士兵
們的戰鬥精神和意志，
然後他們就繼續東征，
最終征服了波斯帝國。



(二) 脫去纏累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

(約翰一書 2 : 15)

當我們失去愛父的心、愛神的心，我們就不會想要奔

跑這條天路；因為愛世界與愛父是互相衝突的；走向

世界和奔跑天路是彼此牴觸的。



羅得的妻子連逃難時還放
不下她所流連忘返的花花
世界，天使吩咐她千萬不
可回去看，結果她不聽回
頭一看就變成了一根鹽柱
。
今天我們到底有沒有被
世界所吸引，而妨礙了
我們繼續往前奔走呢？



(二) 脫去纏累

「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

去了。」

(提摩太後書 4 : 10)

到底什麼會成為我們奔走天路的纏累呢？什麼會攔阻

我們好好地事奉神呢？什麼會妨礙了我們屬靈生命的

成長？我們必須要把它脫去。



(三) 仰望耶穌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

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

(希伯來書 12 : 2)

「仰望」在希臘文中是指「轉眼看見並且充滿驚訝和

喜悅」，那是一幅足以吸引你所有的目光的圖畫。



(三) 仰望耶穌

雲彩般的偉人畢竟都是人，也都有他們的缺陷，當我

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仰望雲彩的偉人，可以給我們很大

的幫助，更何況若我們仰望的是耶穌呢？當我們真正

仰望耶穌的時候，我們便會完完全全地被祂的「榮美

和榮耀」所吸引。



(三) 仰望耶穌

我們可以把人當作榜樣，卻要把耶穌基督當作目光的

中心，因為他是我們生命中的領航者。人生的道路往

往是孤獨而沒有人能夠一直陪伴的，但耶穌基督卻是

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者」；沒有走過的路只有祂

能帶我們走，再艱難的路耶穌也會一路陪伴，不會棄

我們於不顧。



(三) 仰望耶穌

「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希伯來書 13 : 5)

「仰望」也包括了「信靠、依賴、等候與盼望」，並

且以耶穌基督為我們奔跑的目標與終點。



(三) 仰望耶穌

耶穌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耶穌在世

上時祂面對各樣的冷嘲熱諷與羞辱，最後還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耶穌知道這羞辱與苦難只是暫時的，而擺

在祂面前的是坐在神寶座右邊永遠的榮耀。



德國基督教神學家潘霍華(Rev. Dietrich Bonhoeffer)牧師



「從監獄的門縫中，我看
見他還未脫去囚衣，跪在
地板上對他的神懇切禱告
。這位可尊敬的人，他的
祈禱是多麼虔誠、確信，
使我深深地被感動。當他
來到執行死刑犯的現場，
他再次作簡短的禱告，然
後很勇敢地踏上絞頭台。
」



(三) 仰望耶穌

當一位基督徒真實的認識了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他

一定不會僅是個冷冷淡淡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必然充

滿了活潑的盼望，並且願意積極地為主耶穌基督作見

證，那怕是面臨了各樣艱難的環境，他總是不會退縮

，因為他知道他生命中有一個永恆榮耀的盼望。我們

的盼望同時也是在艱困的環境中，神賜給我們的喜樂

。



(三) 仰望耶穌

「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

量。」

(尼希米記 8 : 10)

基督徒的眼光是用天上的眼光來看地上的事。基督徒

在地的生活是「在地如同在天」。



(三) 仰望耶穌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

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 (羅馬書 5：3 - 5)

沒有一件事情是大到我們神管不了！也沒有一件事情是

小到我們神會不管！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一切所有的

問題就都不復存在了。



一位老太太搭船到英國去探望女兒，途中輪船遇
到了很大的暴風雨



結論

我們每一位都在屬天的道路中奔跑，我們是否跑得「

悠然自在」，或是感到「疲倦灰心」呢？讓我們好好

檢視自己目前的狀況。我們生命中是否還背負著許多

的「勞苦重擔」？使我們無法喘息、停滯不前。我們

生命中是否還受著許多「罪惡的捆綁、纏累」？以致

於使我們墮落沉淪、迷失方向。求神幫助我們立刻「

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纏累我們的罪」，好使我們更

加輕省的奔跑天路。



結論

當我們奔跑感到疲倦灰心時，讓我們思想到「有許多

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我們經歷的磨難與

苦楚，他們早就走過並且更甚於我們，我們又有什麼

不能忍受的呢？讓我們「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

頭的路程」。最寶貴的是我們還可以「仰望為我們信

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並思想祂如何忍受了羞辱

與十字架上的苦難，使我們可以重新得力。



結論

這一條「天路歷程」每一個人都要走，而你在奔走的

同時並不孤單，因為我們都是一同奔走的「天路客」

，我們可以與弟兄姊妹們攜手同心一起奔跑，耶穌基

督也與我們同行直到見主的榮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