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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1-6章
12/05/2021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讀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3:16-17）



希伯來書：無比的基督

希伯來書的特色

1. 濃厚的舊約背景

書中大量引用舊約經文，直接引用五十幾節，間接引
用的更多，讀希伯來書的人必須對舊約有相當的瞭解。

傳統上將此書稱為希伯來書，認為此書的原定收書人
是希伯來族的基督徒。

2. 豐富的神學資料

• 書中涉及神論，基督論，救恩論，聖經論，天使論，
人論，教會論，末世論等神學課題。

• 其中以基督論的資料最為豐富。



3. 不知道作者是誰：

書中沒有說作者是誰，因此之故，歷代以來引起許
多猜測：有人說是巴拿巴寫的，有人說是亞波羅寫
的，更有人說是保羅寫的。

我們的態度：希伯來書是神藉著某位信徒所啟示的
真理，真正的作者是神。神未曾讓這位信徒的名字
傳諸後世，我們無需猜測其人是誰，只需領受書中
的真理。



希伯來書的主題

基督的超越性：希伯來書的主題是“基督的超越
性”，證實耶穌基督以神兒子的身份，完成救贖之
功，成為神與人之間永遠的中保，遠超過天使，
摩西和人間的大祭司，是無與倫比的。



希伯來書的主題

更美的：希伯來書以“更美的”來描寫基督的超越
性：

1. 耶穌引進了更美的指望。7:19

2. 耶穌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7:22

3. 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
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8:6

4. 耶穌是更美的祭物。 9:23



希伯來書的分段

教義與生活

希伯來書可分為教義與生活兩部分，教義部
分的主題是“卓越的基督”，生活部分的主題是
“卓越的基督徒”。

1. 教義部分：卓越的基督，1:1-10:18

A. 基督是更高的啟示，1:1-4



希伯來書的分段

1. 教義部分：卓越的基督，1:1-10:18

B. 基督是更尊貴的，1:5-7:28

1) 比天使更尊貴

2) 比摩西更尊貴

3) 比人間的大祭司更尊貴



希伯來書的分段

1. 教義部分：卓越的基督，1:1-10:18

C. 基督是更美的，8:1-10:18

1) 更美的約

2) 更美的聖所

3) 更美的祭



2. 生活部分：卓越的基督徒，10:19-13:25

A. 卓越的靈命生活，10:19-40

B. 卓越的信心生活，11章

C. 卓越的管教生活，12章

D. 卓越的日常生活，13章



基督超越這一切

猶太信徒的迷惘

在傳統猶太人的觀念中，律法是最高的啟示，
天使是最尊貴的靈體，摩西是最偉大的神僕，
大祭司是最神聖的人物。

許多猶太人信主之後，仍保存著這些根深蒂
固的觀念。他們不確定基督是在這一切之下，
還是在這一切之上。



基督超越這一切

基督在信徒生命中的地位

希伯來書的主要目的，是要證實基督在這一
切之上。基督遠超過律法、天使、摩西和人
間的大祭司。基督是更高的和更美的，在信
徒的生命中，基督應佔有最崇高的地位。



卓越的基督之一

基督是更高的啟示

說話的神：

希伯來書1:1-4是全書的前言，說明神是說話的神，
他是啟示的源頭，基督身為神的兒子，是神最高的
啟示。

兩種啟示：

1. 在古時藉著眾先知曉諭列祖

2. 在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在這兩者之間，基督遠超過眾先知，他是更高的啟
示。



認識基督：在引言中，希伯來書清晰而肯定地向讀
者介紹了基督：

1. 基督的身份

1) 他是神的兒子

2)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3) 他是神本體的真像

2. 基督與創造

1) 諸世界是藉著他造的

2) 他是承受萬有的

3) 他是托住萬有的

3. 基督與救贖

1) 他洗淨了人的罪



卓越的基督之二：基督是更尊貴的

1. 基督比天使更尊貴
天使是甚麼？

1. 與神的關係：天使是神的僕役，1:7

2. 與人的關係：天使是服役的靈，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1:14

基督是甚麼？
1. 從本位來看：基督是神的兒子，1:5

2. 從救贖來看：基督是來到世上的神的長子，1:6

3. 從國度來看：基督是坐寶座的王，1:8-9

4. 從創造來看：基督是永生的造物之主，1:10-12



天使的信息與基督的信息

1. 天使的信息是律法

天使所傳的話（律法）是確定的

凡干犯律法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2. 基督的信息是救恩

先由主親自傳講，再由聽見的人傳講

若干犯律法都要受報應，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
恩，怎能逃罪呢？



基督與人認同

1. 基督在人性上與人認同
人比天使微小一點

基督成為人，使自己暫時比天使微小一點

2. 基督在苦難上與人認同
基督成為血肉之體，並且經過死亡

基督從死裡復活，敗壞那掌死權的魔鬼

要釋放那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3. 基督在試探上與人認同
基督經過試探，能搭救那些被試探的人

基督凡事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面前成為慈
悲忠信的大祭司



卓越的基督之二： 基督是更尊貴的

2. 基督比摩西更尊貴

1. 摩西是甚麼？

1) 摩西是神的僕人，盡忠於神的家

2) 摩西是房屋的一部分

3) 摩西是“將來必傳說的事”之見證

2. 基督是甚麼？

1) 基督是神的兒子，治理神的家

2) 基督是房屋的建造者

3) 基督是“將來必傳說的事”之實現



進入神的安息

1. 兩個約書亞

1) 第一個約書亞是嫩的兒子約書亞，摩西的助手

2) 第二個約書亞是神的兒子耶穌，摩西的主人（“耶
穌”的意思就是“約書亞”）

2. 兩個安息

1) 第一個安息是迦南，神為他的子民以色列所預備的
休息之處

2) 第二個安息是救恩，神為他的子民基督徒所預備的
休息之處，4:9



以信心進入

1. 我们就当畏惧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
（原文是你们） 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4:1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
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4:2

2. 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4:11

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4:3

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不靠立功之法，乃靠信主之
法），4:10

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信服神），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
樣子跌倒了，4:11



以信心調合神的道

1. 信心的具體表現是信服神的話

進入神的安息必須有信心

約書亞信服神的話，所以能進入神的安息

2. 聽道需要信心

有些人聽了道但卻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
聽見的道調合，4:2

3. 神的道是活潑而有功效的

神的道是活的道（living word），有剖析人心的功效

讀神的話有如來到神的面前，我們心中的狀況都在“與我
們有關係的主”眼前赤露敞開



福音因何變為無益？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
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
所聽見的道調和。



持定所承認的道，進入最終的安息—施恩寶座

1. 持定所承認的道

這道就是福音，4:2,6

承認就是相信，持定你所相信的福音，就能進入神的安息

2. 來到施恩的寶座前—最終的安息

最終的安息不是迦南地，而是進入至聖所，來到神的施恩
寶座前

3. 藉著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只有大祭司才能進入至聖所

凡聽信福音的人，耶穌就是他們的大祭司，可藉著耶穌，
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寶座前



應當與只管：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
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
犯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卓越的基督之二： 基督是更尊貴的

3. 基督比人間的大祭司更尊貴

有關大祭司的三件事：

1. 大祭司的條件：神的選召

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

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取。惟要蒙神所召，像亞倫
一樣。

2. 大祭司的職責：替人辦理屬神的事

奉派替人辦理屬神的事，為要獻上禮物和贖罪祭。

3. 大祭司的體諒：體諒人的軟弱

他能體諒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為他自己也是被軟弱
所困。



兩種大祭司

1. 人間挑選的大祭司，5:1

1) 是亞倫的子孫

2) 暫時為祭司

3) 照著亞倫的等次（比亞伯拉罕小）

4) 要為自己獻祭贖罪，5:3

2. 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4:14

1) 是神的兒子

2) 永遠為祭司

3) 照著麥基洗得的等次（比亞伯拉罕大）

4) 無需為自己獻祭贖罪，4:15



兩種基督徒

1. 吃奶的嬰孩

1) 聽不進去深一點的真理

2) 雖花功夫學習，但卻停留在基層的階段（神聖言小學的
開端）

3) 只能吃奶（靠人餵養）

4) 不熟練仁義的道理（神的真理）

2. 吃乾糧的成人

1) 能吃乾糧

2) 心思意念經常操練，通達神的道理

3) 能分辨好歹



吃奶的與吃乾糧的

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
為你們聽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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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成了那必須吃
奶，不能吃乾糧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
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長大成人

1. 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包括以下六項

1) 懊悔死行：遠離罪

2) 信靠神

3) 各樣浸禮：從約翰的浸到奉主的名受浸

4) 按手之禮：按立監督、執事，設立聖職

5) 死人復活

6) 永遠審判

2. 竭力進到完全（成熟）的地步



背道與恆忍

希伯來書第六章的主題：

1. 背道（Apostasy）：

離棄道理（來6:6），雖然蒙受過光照，經歷過恩典，
最後卻不信主。

2. 恆忍（Perseverance）

恆久忍耐（來6:15），一生信主，從不改變，將所
信的道持守到底。



背道的人

他們的特徵：

1. 蒙了光照：耶穌基督是真光（約1:5），這些人曾經聽
過福音，被光照過。

2. 嚐過天恩的滋味：他們曾經蒙受過神的恩典，體會過
神的美善和恩慈。

3. 於聖靈有分：他們曾受過聖靈的感動，或經歷過聖靈
大能的作為。

4. 嚐過神善道的滋味：他們曾接觸過神的話語，並覺得
美善。

5. 覺悟來世的權能：他們明白將來有一日神會審判世人。



兩種看法：

1. 他們是中途變節的基督徒，原來是信主的，後來卻不
信了。

2. 他們是不信主的人，雖然接觸過福音，來過教會，或
甚至決過志，受過浸，但卻從未真心相信。

我們的看法：

1. 主必看顧他自己的羊，誰也不能奪去。凡信主的人，
永遠不會失去救恩。

2. 這段經文所說的，是那些幾乎信主，似乎信主，但卻
從未信主的人。



劝勉：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6:9

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
到底。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6:11-12

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
为证。藉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
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6:17-18

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
我们进入幔内。6:20



恆忍的人

信徒當恆忍

1. 因為神沒有忘記你們，6:10

2. 因為我們有美好的榜樣

總要效法那些 “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6:12

亞伯拉罕既恆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6:15



恆忍的人

信徒當恆忍

3. 因為有神的應許和誓言

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的應許和誓言），神
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持定擺
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6:18

4. 因為有耶穌基督作我們的指望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瑰的錨…通入幔內。作
先鋒的耶穌…就為我們進入幔內。6: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