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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7sUkjDM7oI&list=PLf7Dzn7kHAxWNyvLs4zl6w1ybrdTKBnU_&index=24


作者不詳作者並非保羅的理據:
◦ 書卷不署名

◦ 依靠其他見証人的權威 (希2:3  vs  加1:1,11-12)

◦ 古典希臘文（保羅用簡單希臘文）

◦ 強調耶穌祭司身份（不出現在保羅其他著作）

◦ 書內有很多出自七十士譯本舊約經文，非保羅慣用的

這拯救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
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我作使徒不是由於人，也
不是藉著人…..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
也不是人教導我的，而是
藉著耶穌基督的啟示而來。



收信人不詳收信人是誰？猶太人基督徒（亞歷山大？）
◦ 常引用舊約聖經
◦ 警告不要回到猶太教(希6:1-2)
◦ 書卷命名的啓示

寫書地點？不在巴勒斯坦，可能在羅馬
◦ 古典希臘文、沒提及聖殿
◦ 使有七十士譯本之舊約經文
◦ 從義大利來的問候
◦ 書卷首現在羅馬



成書日期：

羅馬的革利免(主後95年)曾引用本書，故本書必不在主後95
年後才寫成的。

多次提到聖殿獻祭禮儀，可能當時聖殿還在，主後70年前。

提摩太在生上年寫成的。

在主後60至95間寫成的。

目的：

認識基督的超越、救贖的根基

警告不要離教(10:26-31)並要持守信仰，回到正統的基督教。



本書特色：

1. 基督的超越：超越先知、摩西、約書亞和祭司

2. 古典、優美的希臘文

3. 豐富基督論：形容基督用上20個以上的名稱或稱謂，
並強調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4. 五個警告2:1-4,  3:7-4:13;  5:11-6:20; 10:26-39; 12:15-
29. 留心神的聲音及堅守信仰。



本書大綱：

1. 基督的超越：超越的神性(1:1-4:13)
• 超越先知(1:1-3)

• 超越天使(1:4-2:18)

• 超越摩西、約書亞(3:1-4:13)

2. 基督的超越：超越的工作(4:14-10:18)
• 更美的祭司(4:14-7:28)

• 更美的約(8:1-13)

• 更美的祭(9:1-10:18)

3. 基督的超越：超越的大能(10:19-13:25)
• 堅守信仰(10:19-39)

• 信心真義(11:1-40)

• 管教與長進(12:1-13)

• 警告離教(12:14-29)

• 勸勉和總結(13:1-25)



希伯來書1

古時候， 神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說話， 2末世，藉着
他兒子向我們說話，又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藉着他創造宇
宙。 3他是 神榮耀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大能
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1. 神親自啟示
2. 基督超越先知
3. 先知預言所指



耶穌基督(彌賽亞)的預言
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
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
豈不是應當的麼。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
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24:25-27)









這福音是 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
上所應許的，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
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
能顯明是 神的兒子。(羅1:2-4)



希伯來書1

古時候， 神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說話， 2末世，藉着
他兒子向我們說話，又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藉着他創造宇
宙。 3他是 神榮耀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大能
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神啟示.
•彌賽亞已降臨：主耶穌基督.
•耶穌的神性在教會早期已被確認，

直至第四世紀才有「三位一體」的神學名詞出現。



歷史的耶穌

信仰的耶穌

耶穌是誰？

1. 又立他為承受萬有的，

2. 也藉着他創造宇宙。

3. 他是 神榮耀的光輝，

4. 是 神本體的真像，

5. 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6. 他洗淨了人的罪，

7.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耶穌的神性
「1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2 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 3 萬物都是藉着他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4 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
光。……….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
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一兒子的榮光。
…....... 18 從來沒有人見過 神，只有在父懷裏獨一的兒子將他
表明出來。」（約一1~4、14、18）



敬虔的奧祕是公認為偉大的：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
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
榮耀裏。(提前3:16)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 神的形像，卻不
堅持自己與 神同等；7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
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8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9所以 神把他升為至高，
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腓2:6-9)



信仰傳承而挑戰：

網絡生活勞役（忙、快、煩）

資訊碎片化（學習模式）

資訊爆炸（世俗思潮媒體）

後現代權威崩潰（真理權威）

知識與生命（信仰的層次）

世代差異（信仰傳承）



思考問題/小組討論之一

1. 上帝的啟示對世人和信徒來說有什麼意義？

2. 信徒必須熟悉上帝在聖經中的啟示，怎樣才能提升對
閱讀聖經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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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貴，所以他遠比天使崇高。
5 神曾對哪一個天使說過：「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又說過：「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呢？

6再者， 神引領他長子進入世界的時候，說：「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7關於使者，他說：「 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8關於子，他卻說：「 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度的權杖是
正直的權杖。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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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超越天使
•天使敬拜基督，祂是上帝
•服役的天使與王座的基督



天使？



舊約天使
23因為耶和華要巡行擊殺埃及人，他看見血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就必越
過那門，不容滅命的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出12）

31當時，耶和華使巴蘭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見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手裡有
拔出來的刀。巴蘭便低頭俯伏在地。（民22）

15於是，耶和華降瘟疫給以色列。自早晨到所定的時候，從但直到別是巴，
百姓中死了七萬人。 16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毀滅這城的時候，耶和華改變
心意，不降那災難，就對那在百姓中施行毀滅的天使說：「夠了！住手吧！」
耶和華的使者正在耶布斯人亞勞拿的禾場那裏。（撒下24）

35當夜，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來，看哪，都是死屍。（王下19）



新約天使
9有主的一個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牧羊人就很
懼怕。10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路2）

23希律不歸榮耀給 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擊打他，他被蟲咬，就斷了
氣。（徒12）

11於是，魔鬼離開了耶穌，立刻有天使來伺候他。（太4）

53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比十二營還多的天使來嗎？（太26）

7忽然，有主的一個使者顯現，牢房裏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
叫醒了他，說：「快起來！」鐵鏈就從他手上脫落下來。…….（徒12）



天使
⚫被造之物

⚫靈界卻沒有神性

⚫能覲見上帝

⚫敬拜禱告上帝

⚫不死

⚫神的使者

⚫該畏懼

⚫執行神命令

⚫兩約之間及一世紀猶太教重視天使



10他又說：
「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11天地都會消滅，
你卻長存；天地都會像衣服漸漸舊了；12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捲一
件外衣，天地像衣服都會改變。你卻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13 神曾對哪一個天使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
14眾天使不都是事奉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務的嗎？



希伯來書 2

所以，我們必須越發注意所聽見的道，免得我們隨流失去。
2既然那藉着天使所傳的話是確定的，凡違背不聽從的，都受了該受
的報應； 3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避呢？

這拯救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更用神蹟奇事、百般的異能，和聖靈所給
的恩賜，與他們一同作見證。

•忽視透過摩西所傳的舊約有嚴重後果。
•忽視透過基督所傳的新約也有嚴重後果。
（第一個警告）





5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 神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6但有人在某處證明說：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7你使他暫時比
天使微小，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8使萬物都
服在他的腳下。」既然使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了。只
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9惟獨見那成為暫時比天使微小的耶穌，因為受了死的痛苦，得了尊貴
榮耀為冠冕，好使他因着 神的恩，為人人經歷了死亡。
10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為要領許多兒子進入榮耀，使救
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而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上帝拯救的計劃：
上帝道成肉身、受苦、受死。



11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為這緣故，
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 12說：「我要將你的名傳給我的弟兄，
在會眾中我要頌揚你。」13他又說：「我要依賴他。」他又說：
「看哪！我與 神所給我的兒女都在這裏。」

14既然兒女同有血肉之軀，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軀，為能藉着
死敗壞那掌管死權的，就是魔鬼， 15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作
奴隸的人。 16誠然，他並沒有幫助天使，而是幫助了亞伯拉罕的後
裔。 17所以，他凡事應當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 神的事上成為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贖罪祭。 18既然他自己被試
探而受苦，他能幫助被試探的人。

• 耶穌：道成了肉身、第二個亞當、大祭司，受苦、受死
• 能導引我們越過死亡和罪的轄制。



希 伯 來 書 3
1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要思想我們所宣認為使者、為大祭司
的耶穌； 2他向指派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向 神的全家盡忠一
樣。 3他比摩西配得更多的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
屋更尊榮； 4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是 神。

• 使者：神的代表
• 祭司：人的代表



看見耶穌基督…
神的代表 人的代表

道成了肉身 第二亞當

神的真像 神喜悅的人

神的作為 可能的你



思考問題/小組討論之二

1. 經文說耶穌基督乃是「使者」和「大祭司」，信徒應
怎樣回應耶穌基督這兩個身份？

2. 經文說：「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避
呢？」，信徒應怎樣回應造福音才不算「逃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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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伯 來 書 3

1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要思想我們所宣認為使者、為大祭司
的耶穌； 2他向指派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向 神的全[a]家盡忠一
樣。 3他比摩西配得更多的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
更尊榮； 4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是 神。

5摩西作為僕人，向 神的全家盡忠，為將來要談論的事作
證； 6但是基督作為兒子，治理 神的家。我們若堅持因盼望
而有的膽量和誇耀，我們就是他的家了。

• 使者：神的代表
• 祭司：人的代表

• 摩西：舊約的執行者，預備新約
• 基督：新約的完成者，成就救贖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B8%8C%E4%BC%AF%E4%BE%86%E6%9B%B8%203&version=RCU17TS#fzh-RCU17TS-29930a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
金銀等物，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
(彼前 1:18-20)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
海中經過，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
食，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林多10:1-4)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
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林前5:7）



基督比摩西更榮耀

摩西的出埃及

僕人

使者

逾越節殺羊羔

求嗎哪得吃

敲磐石得喝

贖罪祭制度

將來的事

耶穌的十字架

兒子

大祭司

逾越節的羊羔

生命的糧

靈磐活水

贖罪祭

本體的真像



7所以，正如聖靈所說：「今日，你們若聽他的話，8就不可硬着心，像
在背叛之時，就如在曠野受試探之日。9在那裏，你們的祖宗試探我，
並且觀看我的作為，10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厭煩那世代，說：他們
的心常常迷糊，竟不知道我的道路！11我在怒中起誓：他們斷不可進入
我的安息！」 (詩 95:7-11)

12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有人存着邪惡不信的心，離棄了
永生的 神。（第二個警告） 13總要趁着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
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腸剛硬了。 14只要我們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
到底，就在基督裏有份了。 15經上說：「今日，你們若聽他的話，就不
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時。」

16聽見他而又背叛他的是誰呢？豈不是跟着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17 神向誰發怒四十年之久呢？豈不是那些犯罪而陳屍在曠野的人嗎？
18他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
19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本書大綱：

1. 基督的超越：超越的神性(1:1-4:13)
• 超越先知(1:1-3)

• 超越天使(1:4-2:18)

• 超越摩西、約書亞(3:1-4:13)

2. 基督的超越：超越的工作(4:14-10:18)
• 更美的祭司(4:14-7:28)

• 更美的約(8:1-13)

• 更美的祭(9:1-10:18)

3. 基督的超越：超越的大能(10:19-13:25)
• 堅守信仰(10:19-39)

• 信心真義(11:1-40)

• 管教與長進(12:1-13)

• 警告離教(12:14-29)

• 勸勉和總結(13:1-25)

1. 神在基督裡救贖的實現

2. 神在基督裡大能的彰顯

3. 神在基督裡計劃的奧妙

4. 警戒要持守基督的救恩



思考問題/小組討論之三

1. 希伯來書作者強調耶穌基督的救恩乃是神奇妙救贖計劃
的實現，你對這奇妙的救贖計劃明白多少？能否述說？

2. 希伯來書作者也警戒我們的「不信」，信徒要怎樣防範
自己丟在「不信」狀況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