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CCC 主日學 (上) 基督的超越



希伯來書的作者

• 亞曆山太的丟尼修和革利免:
使徒保羅

• 有學者提出過幾個可能性：
路加；
巴拿巴、
西拉、
腓利，
甚至亞基拉和百居拉。

• 馬丁路德: 
亞波羅

• 俄利根：
「只有神肯定知道是誰寫了這卷書。」



希伯來書成書日期

你們該知道，我們的兄弟提摩太已經釋放了；他若快來，
我必同他去見你們。（來:13:23）

從保羅臨終前最後寫下的提摩太后書可以看到，提摩太
可以自由走動，保羅是在大約主後65年去世。

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辦理屬神的事，為
要獻上禮物和贖罪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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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他理當為百姓和自
己獻祭贖罪。（来:5:1-3）

作者是用現在時態描寫大祭司獻祭的責任。所以有可能
在希伯來書寫成時，這些祭祀活動仍在進行。羅馬人在
主後70年摧毀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聖殿，利未人的獻祭
制度終結。

成書時間：可能在主後65-69之間。



希伯來書的受信者

1. 猶太基督徒

2. 講希臘文

3. 在教義方面並不成熟

上帝既在古時借著眾

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

列祖。（來書1:1）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

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 上帝

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

（來書5:12）



希伯來書的受信者

1. 猶太基督徒

2. 讲希腊文

3. 在教义方面并不成熟

4. 遭受罗马政府的逼迫。

5. 面对逼迫，至少当中一些
人近乎背道。

你們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後，

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所以

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

心必得大賞賜。（來10:32-35)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

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惟

有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

的烈火。(來10:26-27）



希伯來書的寫信動機

❑當時的猶太基督徒正面臨信仰兩大危機：

1.外有羅馬政權逼迫，要他們放棄信仰。

2.內有猶太主義者勸誘，要他們回到舊

約律法。



希伯來書的寫信動機

❑當時的猶太基督徒正面臨信仰兩大危機：

1.外有羅馬政權逼迫，要他們放棄信仰。

2.內有猶太主義者勸誘，要他們回到舊

約律法。

❑當時猶太教是合法的，基督教卻是非法的。

猶太基督徒若回猶太會堂，可免受逼迫，

但須否認耶穌。希伯來書的作者勸勉他們

堅守信仰，千萬別走回頭路。



希伯來書的特點
❑大量引用和闡述舊約，可

稱為新約各書之最

❑被稱為《新約的利未記》

《利未記》為救恩的預表，
《希伯來書》為救恩的實
際 。

❑被稱為《第五本福音書》

前四本福音書描寫基督
在地上的作為，《希伯
來書》則描寫基督在天
上的作為。



希伯來
書的大
纲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1:1～4:13）

1) 基督超越眾先知（1:1～3）

2) 基督超越眾天使（1:4～2:18）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約書亞（3:1～4:13）

2. 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4:14～10:18）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2) 基督超越舊約,更美之約的中保（8）

3) 基督獻上的祭超越舊約所有的祭（9:1～10:18）

3. 警告和勸勉（10:19～13:17）

1) 警告信徒不可藐視基督（10:19～39）

2) 用舊約的例子勸勉信徒要有信心（11）

3) 勸勉信徒要在基督裡有盼望（12）

4) 鼓勵信徒培養基督徒的德行（13:1～17）

5) 結尾的祝福（13:18～25）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

地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他

兒子曉諭我們；

•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

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 是神本體的真像。

• 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祂

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

者的右邊。(來1:1-3)

1. 基督超越眾先知（1:1～3）

“古时”就是
指旧约的时候

“末世”是
指新约即恩

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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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超越眾先知（1:1～3）

“末世”是
指新约即恩

典时代

神是借着“祂儿
子”，就是基督

说话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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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超越眾先知（1:1～3） 神在古时晓谕的
对象是“列祖”，
就是以色列人的
先祖，包括旧约
所有属于神的人。

“我们”是指末
后世代主的门徒，
信靠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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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

地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他

兒子曉諭我們；

•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

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 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祂

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

者的右邊。(來1:1-3)

1. 基督超越眾先知（1:1～3）

•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 是神本體的真像。

神“早已立祂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祂创造诸世界”。众
先知虽然都是神尊贵的仆人，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神所拣选
为承受万有的，惟有基督是万
有的承继者。基督也是诸世界
的创造者，所以祂超越诸世界
中的任何被造者。



昆蘭發現的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是第廿世紀最大的考古發現，由1947

年開始在昆蘭一帶11個山洞出土。這些古卷的
出土有助於我們瞭解第一世紀猶太人的神學觀
點。對我們瞭解希伯來書的內容提供了極大的
説明。

❑昆蘭死海古卷有一部份書卷是規定當時猶太人
的行為守則和各種信念:

o 【大馬士革之約】和【戰爭書卷】

o 【以諾一書】的部分

o 【守望者之書】 和【夢之書】

❑死海古卷詳細描述了第一世紀的猶太教群體經
常尊崇天使，把他們看作是大有能力、充滿榮
耀的受造物，給較為低等的人類帶來上帝的啟
示。

❑顯然希伯來書原本的受眾已經也被這些教導吸
引。它們過度尊榮天使。這種對天使誇大的尊
榮向跟從基督的人發出一個嚴重挑戰。

昆蘭山崖，靠左
為Q12山洞入口

寫字用的羊皮卷

昆蘭死海古卷山洞1-11位置圖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來1:4 – 10)

•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來1:4)

•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又
指著哪一個說「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 再者，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 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 論到子卻說：「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
的。

•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
膏你的同伴。」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1:4～2:18）

基督有比天使
更尊貴的名

基督與神是父
子之關係

基督接受天使
的敬拜

神的使者都要拜祂(诗97:7)

基督是君王，天使是仆役

借喻天使

天使从未受膏，基督蒙神以
喜乐之油膏抹—加封悦纳



在當時的希臘羅馬文化之下，人們普遍相信這個世
界是永不朽壞的。

• 西元1854年，德國物理學家克勞修斯首次提出了“熵”的概念，而“熵”
也在日後成為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核心概念。

• 克勞修斯認為“在孤立的系統內，分子的熱運動總是會從原來集中、有
序的排列狀態逐漸趨向分散、混亂的無序狀態，系統從有序向無序的自
發過程中，熵總是增加的”。

• 热寂理论（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是猜想宇宙终极命运的一种
假说，源于19世纪，发展于20世纪。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作为一个孤
立的系统，宇宙的熵（entropy）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也就是由
有序走向无序。当所有的质子都已完成衰变后，宇宙中就只剩黑洞和轻
子；当所有的黑洞蒸发以后，所有的物质都衰变为光子和轻子，宇宙进
入低能状态，量子事件将成为宇宙的主宰。这种状态称为热寂。

答案 : 按照热寂理论和最新的宇宙起源理論，「天地都要
滅沒」。

思考題: 宇宙會永遠存在嗎？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來1:11 – 14)

• 又說：「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 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

• 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唯有
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
使你仇敵做你的腳凳」？

•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
力嗎？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1:4～2:18）

基督是永遠長存、
永不改變的創造主

天使並沒有成就救恩,基督是分享神得勝權能之王，
身為彌賽亞的上帝的兒子要
勝過上帝所有的仇敵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來2:5 – 9)

•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
麼，你竟眷顧他？

•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將你手所造
的都派他管理，

•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
服他的。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 唯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
榮耀為冠冕，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1:4～2:18）

人為何比天使微小一點

耶穌如何比天使微小一點

思考題: 耶稣为甚么成为比天使小一点呢？



主復活時
1. 基督成為神的長子(從死裡首先復活者)

2. 門徒成為神的兒子，基督的弟兄

•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

• 說：「我要將你的名傳於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

• 又說：「我要依賴他。」又說：「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

•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

魔鬼，

•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 他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

•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

獻上挽回祭。

•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來2:11-18)

三天

陰間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1:4～2:18）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三天后復活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約書亞（3:1～4:13）

(來3:1–6)
•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

為大祭司的耶穌。

•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

尊榮。
•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
•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

說的事；

•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
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摩西

主耶稣是属神之人的代表，在神面
前代表人，做我们的中保。主耶稣
是使者，又是大祭司，祂代表神，
又代表我们信徒；祂作神人两面的
中保，为要尽从神所托付的职事，
把我们信徒带到完全的地步。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約書亞（3:1～4:13）

(來3:1–6)
•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

為大祭司的耶穌。

•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

尊榮。
•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
•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

說的事；

•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
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以屋中成員為喻（3：5）：
摩西乃僕（忠僕）身份，基督卻
是神的兒子；且摩西的工作乃預
告基督的來臨。摩西的話語並不
完全，完全的乃在基督身上顯明。

摩西

摩西不過是“房屋”，他雖然是舊約
最大的以色列人領袖，又把神的律法
曉諭他們，也行了許多神跡，又是世
上最謙和的人。但摩西不過是被建的
房屋，是神所創造的人。但耶穌基督
是房屋的建造者，是造物主，祂就是
神，所以說耶穌比摩西更配多得榮耀。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約書亞（3:1～4:13）

(來3:1–6)
•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

為大祭司的耶穌。

•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

尊榮。
•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
•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

說的事；

•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
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以家中职责为喻（3：6）:
摩西既为仆人，他的职守就是服
事；基督是儿子，祂在家中有权
治理、指挥仆人如何服事。

摩西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約書亞（3:1～4:13）

聖經中安息的含義?

1. 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是為安息: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2:3)

2. 出埃及，進入迦南美地，是為安息:
“你也要紀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將你從那裡領出來。
因此，耶和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申5:15)

3. 靈魂的得救是歸回安息: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賽30:15)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約書亞（3:1～4:13）

(來4:4–8)
• 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
• 又有一處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 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因為不信從，不得進

去，
• 所以過了多年，就在大衛的書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

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
•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

思考题：
既然約書亞已成功地率領新一代的百姓進入迦南地，為什麼神要提到另
外一個安息日？

約書亞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約書亞（3:1～4:13）

(來4:9–11)
•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
•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

工一樣。

•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
樣子跌倒了。

約書亞

猶太教所強調的靠行為稱義不能帶給人真正的
安息。真正得安息的人就不需要工作，是靠信
心，非行為的，這是安息的真義，唯有在十架
完成救贖的耶穌基督給人永遠安息。



聖經中「進入神的安息」屬靈的預表

六日 安息日

曠野 迦南美地

魂(靠自己) 靈(倚靠神)

預表

基督

代表救恩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
1. 基督超越眾先知

2. 基督超越眾天使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約書亞（3:1～4:13）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

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

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

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來4:12-13)

結論: 只有基督才能真正地給人安息。



2.基督在祭司身
分上的超越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

（4:14～7:28）



2.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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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
恩惠，做隨時的幫助。(來4:9–11)



2.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1)基督是尊榮的大祭司
2)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

舊約之祭司制度

民族性及國家性的

是支派性的

是服侍性的

是暫時性的

是遺傳性的

麦基洗德是预，
基督是所表的。



2.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1)基督是尊榮的大祭司
2)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

舊約之祭司制度

民族性及國家性的

是支派性的

是服侍性的

是暫時性的

是遺傳性的



昆蘭發現的死海古卷
寫字用的羊皮卷

昆蘭死海古卷山洞1-11位置圖

昆蘭山崖Q11
山洞入口

❑在所發現的死海古卷當中，有一份文件稱為麦基
洗德11Q ，因为它是在死海古卷出土的11号洞穴
发现的。

❑死海古卷中麥基洗德11Q的內容，為現代的聖經
學者提供了理解作者為什麼在希伯來書中，對麥
基洗德這位人物所表現出來的特別的興趣，也幫
助我們瞭解麥基洗德與耶穌對比的重要性。

❑麦基洗德11Q描繪了一個人物，就是麥基洗德，
教导说麦基洗德是一个天上的人物，要在末后日
子出现，宣告赎罪日，为上帝的百姓献上最后的
赎罪祭。他是大能、天上、充滿榮耀，像彌賽亞
一樣的人物，他要帶來拯救。

❑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在後面進一步強調耶穌才是
真正的彌賽亞。改正他們的錯誤想法。勸勉猶太
信徒，抵擋這些錯誤的教導，對耶穌保持忠心。



2.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1)基督是尊榮的大祭司
2)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

舊約之祭司制度

民族性及國家性的

是支派性的

是服侍性的

是暫時性的

是遺傳性的

麥基洗德

是世界性的祭司

亞伯蘭殺敗基大老瑪和與他同盟的王回
來的時候，所多瑪王出來，在沙微穀迎
接他，沙微谷就是王穀。又有撒冷王麥
基洗德帶著餅和酒出來迎接，他是至高
神的祭司。他為亞伯蘭祝福，說：“願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于亞伯蘭！至
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裡，是應當稱頌
的！”亞伯蘭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
來，給麥基洗德。(創世記 14:17-20)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仇敵做你的腳凳。”
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
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
當你掌權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裝
飾為衣，甘心犧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
晨的甘露。
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你是
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詩
篇 110:1-4)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做大祭司，乃
是在乎向他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
你”的那一位，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
“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
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
遠得救的根源，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
次稱他為大祭司。(希伯來書 5:5-10)



2.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1)基督是尊榮的大祭司
2)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

舊約之祭司制度

民族性及國家性的

是支派性的

是服侍性的

是暫時性的

是遺傳性的

麥基洗德

是世界性的祭司

是君王兼祭司

位分大於“猶太人之父”的祭司

麦基洗德是预，
基督是所表的。

亞伯蘭殺敗基大老瑪和與他同盟的王回
來的時候，所多瑪王出來，在沙微穀迎
接他，沙微谷就是王穀。又有撒冷王麥
基洗德帶著餅和酒出來迎接，他是至高
神的祭司。他為亞伯蘭祝福，說：“願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于亞伯蘭！至
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裡，是應當稱頌
的！”亞伯蘭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
來，給麥基洗德。(創世記 14:17-20)



2.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1)基督是尊榮的大祭司
2)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

舊約之祭司制度

民族性及國家性的

是支派性的

是服侍性的

是暫時性的

是遺傳性的

麥基洗德

是世界性的祭司

是君王兼祭司

位分大於“猶太人之父”的祭司

長遠非受時限的祭司

是獨立非遺傳的祭司

麥基洗德「等次」之超越（7：1～10）

麦基洗德是预，
基督是所表的。



2.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1)基督是尊榮的大祭司
2)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

利未子孫祭司（亞倫的等次）

只能在有生之年作短暫的代
求（7：23）

有罪（7：26～27）

必須為自己獻祭（7：27）

須不斷為百姓的罪獻祭（7：
27）

立软弱的人为祭司（7：28）

耶穌基督為祭司（麥基洗德的等次）

只有一個，但卻永遠長存（7：24）

拯救到底，永远代求（7：25）

无罪（7：26）

聖潔、無罪、未被玷污──無須為自
己獻祭（7：26）

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成全了所有的
人（7：27）

麥基洗德「職任」之超越（7：11～28）

麦基洗德是预，
基督是所表的。

数目众多，但都死了（7：
23）

立神的兒子為君王～祭司（7：28）



2.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1)基督是尊榮的大祭司
2)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
3)基督是最完全的大祭司



2.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

外在的律法

只能借着祭司与神建立关系

透过人的教导来认识神

暫時性的贖罪

基督所立的新约超越前约（ 8：1－8：13）

新約

內在的律法

直接與神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

每个人都要认识神，因为祂的荣
光要充满全地

永久性的赎罪

舊約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2. 基督超越舊約, 更美之約的中保（8）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
他做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
美之應許立的。那前約若沒有瑕疵，
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來8:6-7)

…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
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
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
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
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
的罪愆。」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
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
了。(來8:10-13)

耶利米書 31:31-34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
我雖做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
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
做我的子民。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
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
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2.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

外在的律法

只能借着祭司与神建立关系

透过人的教导来认识神

暫時性的贖罪

基督所立的新约超越前约（ 8：1－8：13）

新約

內在的律法

直接與神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

每个人都要认识神，因为祂的荣
光要充满全地

永久性的赎罪

舊約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2. 基督超越舊約, 更美之約的中保（8）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
他做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
美之應許立的。那前約若沒有瑕疵，
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來8:6-7)

…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
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
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
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
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
的罪愆。」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
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
了。(來8:10-13)



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
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
無有了。(來8:10-13)

希伯來書写完之后不久，公元70年，
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暴政，结果提
多将军率军围攻耶路撒冷，耶路撒
冷圣殿被焚毁，仅留下西边一道围
墙（哭墙），犹太教的圣殿礼仪无
法继续进行，祭司、礼仪条例从此
废弃了。

歷史的進程正好應驗了，
希伯來書作者的預言。



2.基督在祭司
身分上的超越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
亞倫（4:14～7:28）

2. 基督超越舊約, 更美之約
的中保（8）

3. 基督献上的祭超越旧约所
有的祭（9:1～10:18）



舊約 新約

牛、羊、鴿子 … 基督

地上的帳幕 天上的真帳幕

亞倫後裔 基督

祭物

聖所

大祭司

牛羊的血 基督的血血

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

的生命贖罪；因血裏有生命，所以能贖罪。(利17:11)

贖罪

立約

基
督
的
獻
祭
超
過
其
他
獻
祭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
神，祂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
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吗？【来九14】

血的功用：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来九18】



舊約 新約

牛、羊、鴿子 … 基督

地上的帳幕 天上的真帳幕

亞倫後裔 基督

祭物

聖所

大祭司

牛羊的血 基督的血

使人成聖，身體潔淨 洗淨良心，脫離死行

立舊約(出24:8) 立新約(太26:28)

一獻再獻，不能除罪 一次獻祭，永遠完全

血

潔淨地上物件 潔淨天上本物

基
督
的
獻
祭
超
過
其
他
獻
祭

主耶稣一次 把自己
献上所完成的救恩是
最完全的，所以信祂
的人也得以完全，不
需再靠别的救法，或
靠其他的祭物。

但這些祭物是叫人每
年想起罪來，因為公
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
除罪。【来10:3-4】

以後就說：「我不再記念
他們的罪愆和他們的過
犯。」這些罪過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来10:18】

聖餐的杯、餅卻叫人
「紀念」那位借死設立
新約的耶穌。在新約裡
神不再「紀念」祂子民
的罪，基督的福音將
「想起罪」化為「紀念」

神的恩典。



希伯來
書的大
纲

1. 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1:1～4:13）

1) 基督超越眾先知（1:1～3）

2) 基督超越眾天使（1:4～2:18）

3) 基督超越摩西和約書亞（3:1～4:13）

2. 基督在祭司身分上的超越（4:14～10:18）

1) 基督作大祭司的身分超越亞倫（4:14～7:28）

2) 基督超越舊約, 更美之約的中保（8）

3) 基督獻上的祭超越舊約所有的祭（9:1～10:18）

3. 警告和勸勉（10:19～13:17）

1) 警告信徒不可藐視基督（10:19～39）

2) 用舊約的例子勸勉信徒要有信心（11）

3) 勸勉信徒要在基督裡有盼望（12）

4) 鼓勵信徒培養基督徒的德行（13:1～17）

5) 結尾的祝福（13:1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