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徒造就第二十九課  讀經學習(3)–作讀經綱要範例(讀字、讀詞、讀句、讀段) 

 
一、熟讀本文 

來 6:1 所以我們應當離開基督道理的開端、竭力進到完全的地步．不必再立根基、就如那懊

悔死行、信靠 神、 
來 6:2 各樣洗禮、按手之禮、死人復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 
來 6:3  神若許我們、我們必如此行。 
來 6:4 論到那些已經蒙了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靈有分、 
來 6:5 並嘗過 神善道的滋味、覺悟來世權能的人、 
來 6:6 若是離棄道理、就不能叫他們從新懊悔了．因為他們把 神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

的羞辱他。 
來 6:7 就如一塊田地、喫過屢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 神得福． 
來 6:8 若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二、讀字義與讀詞 

  1.不強解(彼後三 16) 
  2.不謬講(林後四 2) 
  3.不加添也不減少(申四 2；十二 32；箴三十 6；啟廿二 18~19) 

6:1 
所以<1352>，我們應當離開<863>基督<5547>道理<3056>的開端<746>，竭力進<5342>到
<1909>完全<5047>的地步，不<3361>必再<3825>立<2598>根基<2310>，就如那懊悔

<3341><575>死<3498>行<2041>，{<2532>}信<4102>靠<1909>神<2316>、 

道理 G3056  
音譯：log'os 對等譯字：LAY(say)ing 
文法：名 
次數：330 初次出現：太 5:32 
譯字及次數 
和合本：道 124, 話 107, 言語 22, 道理 17, 言 10, 賬 5, 說話 5, 事 5 
欽定本：word 218, saying 50 
字義及字源追溯 
道, 話, 賬, 緣由(3004*=說,擺出) 
a word, something said, including the thought, a topic, also reasoning or motive (3004=to lay* forth) 
 

6:2 各樣洗禮<909>、{<5037>}按<1936>手<5495>之禮、{<5037>}死人<3498>復活<386>，以

及<2532>永遠<166>審判<2917>各等教訓<1322>。 

各樣洗禮 Baptisms G0909  
音譯：baptismos' 對等譯字：DIPPing 
文法：名 
次數：4 初次出現：可 7:4 
譯字及次數 



和合本：洗 2, 洗禮, 洗濯 
欽定本：washing 3, baptism 
字義及字源追溯 
浸, 洗(907=浸,施洗)(911*=蘸一點) 
ablution (907=to make whelmed)(911=to whelm*) 
可 7:4 從市上來、若不洗浴、也不喫飯、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歷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銅器、

等物。） 
西 2:12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復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裏復活 神的功用。 
來 9:10 這些事連那飲食和諸般洗濯的規矩、都不過是屬肉體的條例、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 
(當日希伯來信徒所奉行的受浸和各種洗濯的規矩(參來九 10；可七 4)，行潔淨的禮(徒廿一 23~26)等。) 
 

6:5 並<2532>嘗過<1089>神<2316>善<2570>道<4487>的滋味、<5037>覺悟來<3195>世<165>
權能<1411>的人， 

道 G4487  
音譯：rhe'ma 對等譯字：GUSH effect 
文法：名 
次數：68 初次出現：太 4:4 
譯字及次數 
和合本：話 46, 道 10, 言語 2, 句句 2, 意思, 命令, 說話 
欽定本：word 56, saying 9 
字義及字源追溯 
說出的話(4483=說出)同 3004*=說,擺出 
an utterance, a matter or topic, espec. Of narration, command or dispute (4483=to utter) the same as 3004=to 
lay* forth NAS 
 

6:6 
若是<2532>離棄<3895>道理，就不能<102>叫他們從新<340><3825>懊悔{<1519>}<3341>
了。因為他們<1438>把神<2316>的兒子<5207>重釘十字架<388>，{<2532>}明明的羞辱

<3856>他。 

離棄道理 G3895  
音譯：para-pip'to 對等譯字：BESIDE-FALL 
文法：動 
次數：1 初次出現：來 6:6 
譯字及次數 
和合本：離棄 
欽定本：fall away 
字義及字源追溯 
落下[(3844*=近,在旁)+(4098*=伏下,落下)] 
to fall aside, to apostatize [(3844=near*)+(4098=to fall*)] 
 
三、整節經文的翻譯與研讀 



來 6:6  
和合本   若是離棄道理、就不能叫他們從新懊悔了．因為他們把 神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

明的羞辱他。 
現代中文 竟然還離棄正道；這樣的人就不能使他們回頭，重新悔改；因為他們再一次把上帝

的兒子釘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 
呂振中 若背離了正道，要叫他們再復新而悔改、是不可能的，因為他們已在自己身上把上

帝的兒子重釘［或譯：釘上］十字架，使他公然被羞辱了。 
當代聖經 他們若是背棄真道，又怎能重新悔改呢？這等於把上帝的兒子重新釘在十字架上，

使祂再度公開受辱。 
新譯本 如果偏離了正道，就不可能再使他們重新悔改了。因為他們親自把上帝的兒子再釘

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 
恢復本 而偏離的人，不可能再重新悔改，為自己把神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祂。 
KJV   If they shall fall away, to renew them again unto repentance; seeing they crucify to 

themselves the Son of God afresh, and put [him] to an open shame. 
DBY  and have fallen away, crucifying for themselves [as they do] the Son of God, and making a 

show of [him]. 
YLT   and having fallen away, again to renew [them] to reformation, having crucified again to 

themselves the Son of God, and exposed to public shame. 
BBE   And then let themselves be turned away, it is not possible for their hearts to be made new 

a second time;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put the Son of God on the cross again, openly 
shaming him. 

ASV  and [then] fell away, it is impossible to renew them again unto repentance; seeing they 
crucify to themselves the Son of God afresh, and put him to an open shame. 

RSV   if they then commit apostasy, since they crucify the Son of God on their own account and 
hold him up to contempt. 

WEB  If they shall fall away, to renew them again to repentance; seeing they crucify to 
themselves the Son of God afresh, and put [him] to an open shame. 

NASB  and [then] have fallen away, it is impossible to renew them again to repentance, since they 
again crucify to themselves the Son of God, and put Him to open shame. 

NIV   if they fall away, to be brought back to repentance, because to their loss they are 
crucifying the Son of God all over again and subjecting him to public disgrace. 

 
四、讀相關的經文 

  1. 以經解經 
  2. 歸納法查經 

1.觀察（Observation）－聖經說些甚麼？ 

2.解釋（Interpretation）－聖經內容的含意？  

3.歸納（Induction）－聖經內容所宣示的信息和原則（評估 Evaluation） 

4.應用（Application）－聖經今日對我的意義？ 



來 5:12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 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

們．並且成了那必須喫奶、不能喫乾糧的人。 
來 5:13   凡只能喫奶的、都不熟練仁義的道理．因為他是嬰孩。 
來 5:14   惟獨長大成人 (5046 adj.) 的、纔能喫乾糧、他們的心竅、習練得通達、就能分辨好

歹了。 
弗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識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5046 adj.)、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量． 

來 6:1 所以我們應當離開基督道理的開端、竭力進到完全(5047 n. perfection, maturity)的地

步．不必再立根基、就如那懊悔死行、信靠 神、 
來 6:2 各樣洗禮、按手之禮、死人復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 
來 6:3  神若許我們、我們必如此行。(竭力達到完全的地步，不再立根基。) 
來 6:4 論到那些已經蒙了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靈有分、 
來 6:5 並嘗過 神善道的滋味、覺悟來世權能的人、 
 
來 6:6 若是離棄道理、就不能叫他們從新懊悔了．因為他們把 神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

的羞辱他。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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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來 10:27 惟有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烈火。 
來 10:28 人干犯摩西的律法、憑兩三個見證人、尚且不得憐恤而死． 
來 10:29 何況人踐踏 神的兒子、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又褻慢施恩的聖靈、你

們想、他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 
來 6:7 就如一塊田地、喫過屢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 神得福． 
來 6:8 若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林前 3:9 因為我們是與 神同工的．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林前 3:15 人的工程若被燒了、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

樣。(田地並不會被焚燒的，但其上所長的卻會被焚燒。) 
 

五、讀出思路與段落 

﹙一﹚離開基督道理的開端、竭力進到完全的地步 
來 6:1 所以我們應當離開基督道理的開端、竭力進到完全的地步．  
            不必再立根基－就如那(懊悔死行、信靠 神)、6:2(各樣洗禮、按手之禮)、(死人復

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 
來 6:3 神若許我們、我們必如此行。 

﹙二﹚經歷過救恩的人離棄道理的結局 
來 6:4 論到那些已經蒙了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靈有分、6:5 並嘗過神善道的滋味、

覺悟來世權能的人、 
來 6:6 若是離棄道理、就不能叫他們從新懊悔了．因為他們把 神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

的羞辱他。 
來 6:7 就如一塊田地、喫過屢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 神得福． 
   6:8 若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六、剖開真理與得著亮光 
 
 

希伯來書第六章 
內容綱要：                          竭力前進達到成熟   

一、第三個警告－不長進和離棄道理的危險(1-8) 
﹙一﹚離開基督道理的開端、竭力進到完全的地步 
 1. 所以我們應當離開基督道理(logos)的開端、竭力進到完全(長大成人)的地步 
(離開基督徒信仰啟蒙的話，不是指離棄，乃是指在原有的根基上往前進；不要停留在原來的位置上或

原來的情況中，乃要讓主帶領我們竭力前進，達到完全成熟的地步。) 
 2. 不必再立根基、如那些各等教訓 
  a. 信仰的內在轉變－懊悔死行、信靠神﹙悔改轉離取死的行為，藉信進入神的裏面﹚ 
  b. 信仰的外在見證－各樣洗禮、按手之禮﹙藉受浸與基督聯合，藉按手與神的眾兒女聯合﹚

  c. 信仰的未來結局－死人復活、以及永遠審判﹙從死亡裏面出來，進入永遠的定命裏﹚ 
 3. 神若許我們、我們必如此行 
﹙二﹚經歷過救恩的人離棄道理的結局 
 1. 論到那些已經蒙了光照、嘗過天恩(屬天恩賜)的滋味、又於聖靈有分 
  －並嘗過神善道(rhema)的滋味、覺悟來世權能的人 
 2. 若是離棄道理(fall away)、就不能叫他們從新懊悔了 
  －因為他們把神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達到基督的完全第一個難處是在道路的開端一直打轉繞圈子，第二個危機就是在半路上迷失了目標，

滑跌了出去。當日希伯來聖徒有一個危機，在他們接受了基督救恩之後，過不久因著難處又回到猶太

教裡面去，守律法，行祭祀之禮，這就是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羞辱祂的意義。) 
 3. 就如一塊田地、喫過屢次下的雨水 
  －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神得福 
  －若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林前 3:9 因為我們是與 神同工的．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林前 3:15 人的工程若被燒了、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 
(田地並不會被焚燒的，但其上所長的與所建造草木禾稭的工程卻會被焚燒。) 

 
問題討論： 
一、什麼是基督道理的開端？為何應當離開這些開端？ 
二、蒙恩的人若離棄道理是什麼意思？這樣的人將有怎樣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