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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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超越：超越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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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福音是 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
許的。3-4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
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神聖的靈說，因從
死人中復活，用大能顯明他是 神的兒子。
（羅一）



摩西亞倫

亞伯拉罕

大衛
（猶大支派）

耶穌基督

大祭司

麥基洗德

利未亞倫等次以上
的祭司職份



亞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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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
會幕

聖殿

亞倫

更美的祭司(4:14-7:28)
更美的約(8:1-13)
更美的祭(9:1-10:18)



舊約和新約

1. 舊約完全沒有功用？

2. 舊約和新約是獨立並行？

3. 今天舊約還可以使用？

4. 在舊約時代有功效，是由於新約
救贖的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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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所以，弟兄們，既然我們靠着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20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
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21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祭司治理
神的家，22那麼，我們該用誠心和充足的信心，同已蒙潔淨、
無虧的良心，和清水洗淨了的身體來親近 神。23我們要堅守
所宣認的指望，毫不動搖，因為應許我們的那位是信實的。24

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25不可停止聚會，好
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
就更當如此。

基督是又新又活的路



26如果我們領受真理的知識以後仍故意犯罪，就不再有贖罪的
祭物，27惟有戰戰兢兢等候審判和那將吞滅眾敵人的烈火了。
28任何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憑兩個或三個證人，尚且必須處死，
不得寬赦，29更何況踐踏 神兒子的人，他們將那使他成聖之
約的血當作不潔淨，又褻慢施恩的聖靈的人，你們想，他不該
受更嚴厲的懲罰嗎？30因為我們知道誰說：「伸冤在我，我必
報應。」
又說：「主要審判他的百姓。」（参：申32:35-36）
31落在永生 神的手裏真是可怕呀！

丟棄基督的警告（第四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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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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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3:12)

4-6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份、
並嘗過 神的話的美味，和來世權能的人，若再離棄真道，就
不可能使他們重新懊悔了；因為他們親自把 神的兒子重釘十
字架，公然羞辱他。(希6:4-6)

（第一個警告）

（第二個警告）

（第三個警告）



32你們要追念往日；你們蒙了光照以後，忍受了許多痛苦的掙扎：33一
面在眾人面前公然被毀謗，遭患難；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
34你們同情那些遭監禁的人，也欣然忍受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因為你
們知道自己有更美好更長存的家業。

35所以，不可丟棄你們無懼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36你們必須
忍耐，使你們行完了 神的旨意，可以獲得所應許的。37因為「還有一
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必不遲延。38只是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他
若退縮，我心就不喜歡他。」（参：哈2:2-3七十士譯本）

39我們卻不是退縮以致沉淪的那等人，而是有信心以致得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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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就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對未見之事有確據。2古人因着這
信獲得了讚許。

3因着信，我們知道這宇宙是藉 神的話造成的。這樣，看得見
的是從看不見的造出來的。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2古人在這信
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4因着信，亞伯獻祭給 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獲得了讚許為義人，
神親自悅納了他的禮物。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在說話。

5因着信，以諾被接去，得以不見死，人也找不着他，因為 神已經把
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討得 神的喜悅而蒙讚許。
6沒有信，就不能討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
人必須信有 神，並且信他會賞賜尋求他的人。

7因着信，挪亞既蒙 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造了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藉此他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信心的榜樣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
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2
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

3

有一日，該隱拿地裡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
4
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
伯和他的供物，

5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的

發怒，變了臉色。（創4:2-5）

信心的榜樣

21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
22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 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
23
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

24
以諾與 神同行，神將他取去，

他就不在世了。（創5:21-24）



8因着信，亞伯拉罕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承受為基
業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 9因着信，他就在所
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鄉，居住在帳棚裏，與蒙同一個應許的
以撒和雅各一樣。 10因為他等候着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
設計和建造的。 11因着信，撒拉自己已過了生育的年齡還能懷孕，
因為她認為應許她的那位是可信的； 12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
人竟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亞伯拉罕的信心



亞伯

以諾

挪亞

亞伯拉罕

認定上帝的信

為神行義的信

忠於使命的信

勇於跟隨的信

你可以嗎？



13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
從遠處觀望，且歡喜迎接。他們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
旅，是寄居的。 14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尋找一個家
鄉。 15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回去的機會。 16其實他
們所羨慕的是一個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鄉。所以， 神並
不因他們稱他為 神而覺得羞恥，因為他已經為他們預備
了一座城。

真正的信心



真正的信心

跟隨神的信心 使用神的信心 神跟隨我的信心

13 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
應許的，卻從遠處觀望，且歡喜迎接。……  
所以，神並不因他們稱他為神而覺得羞恥…



17因着信，亞伯拉罕被考驗的時候把以撒獻上，這就是那領
受了應許的人甘心把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 18論到這兒子，
神曾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19他認為 神甚
至能使人從死人中復活，意味着他得回了他的兒子。

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
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
他獻為燔祭。（創22:2）

5
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
子往那裡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裡來。（創22:5）



20因着信，以撒指着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創27）

21因着信，雅各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個別祝福，扶着
枴杖敬拜 神。（創48）

22因着信，約瑟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人將來要出埃及，並為
自己的骸骨留下遺言。（創50; 出13:19; 24:32）

以色列列祖的信心



23因着信，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七十士譯本）見他是個俊美的
孩子，把他藏了三個月，並不怕王的命令。 24因着信，摩西長大
了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25他寧可和 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
不願在罪中享受片刻的歡樂。 26他把為彌賽亞受凌辱看得比埃及
的財物更寶貴，因為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27因着信，他離開埃
及，不怕王的憤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
神。 28因着信，他設立逾越節，在門上灑血，免得那毀滅者加害
以色列人的長子。

摩西的信



29因着信，他們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着要過去就被淹沒了。
30因着信，以色列人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
31因着信，妓女喇合曾友善地接待探子，就沒有跟那些不順從的人
一同滅亡。
32我還要說甚麼呢？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
衛、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時間就不夠了。

先賢的信基甸（士5）、巴拉（士6）、參孫（士13）

耶弗他（士11）、大衛、撒母耳



33他們藉着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住了獅子的
口， 34滅了烈火的威力，在鋒利的刀劍下逃生，從軟弱變為剛強，爭戰
中顯出勇猛，打退外邦的全軍。 35有些婦人得回從死人中復活的親人。
又有人忍受嚴刑，拒絕被釋放，為要得着更美好的復活。 36又有人忍受
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 37他們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
被刀殺，披着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貧窮、患難、虐待。 38這世界
配不上他們，他們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

39這些人都是因信獲得了讚許，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 40因為 神給我們

預備了更美好的事，若沒有我們，他們就不能達到完全。

先賢的信v.33:(書６),(但６),
v.34:(但3),(王上19),(士6),
v.35:(王上17:17;王下4:17),
v.36:(耶20;2,7)

基督的來臨和應驗



思考問題/小組討論之一

1. 經文說到信心的榜樣，你認為哪一個給你的印象最深
刻？ 你又可以倣效？

2. 經文說，「13 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
應許的，卻從遠處觀望，且歡喜迎接。……  所以，神並
不因他們稱他為神而覺得羞恥」，給你有甚麼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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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着我們，就該卸下
各樣重擔和緊緊纏累的罪，以堅忍的心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
程， 2仰望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者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如今已坐在 神寶座的右
邊。 3你們要仔細想想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頂撞的耶穌，你們就
不致心灰意懶了。

人生的競賽



4你們與罪惡爭鬥，還沒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 5你們又忘了
神勸你們如同勸兒女的那些話，說：「我兒啊，不可輕看主的
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不可灰心；6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他所接納的每一個孩子。」
7為了受管教，你們要忍受。 神待你們如同待兒女。哪有兒
女不被父親管教的呢？ 8管教原是眾兒女共同所領受的；你們
若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兒女了。 9再者，我們曾有肉
身之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靈性之父，我們豈不
更當順服他而得生命嗎？

試煉的時刻



10肉身之父都是短時間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靈性之父管教我

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份。 11凡管
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痛苦；後來卻為那經過鍛鍊的
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的果子。

12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舉起來，發酸的腿挺直； 13要為自己
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了的腿不再脫臼，反而得到痊癒。

苦難新視野



14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人非聖潔不能見
主。 15要謹慎，免得有人失去了 神的恩典；免得有毒根生出
來擾亂你們，因而使許多人沾染污穢， 16免得有人淫亂，或不
敬虔如以掃，他因一點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 17後來
你們知道，他想要承受父親的祝福，竟被拒絕，雖然流着淚苦
求，卻得不着門路使他父親回心轉意。

第五個警告（12:15-29）



18你們不是來到那可觸摸的山，那裏有火焰、密雲、黑暗、暴
風、 19角聲，和說話的聲音；當時那些聽見這聲音的，都求不
要再向他們說話， 20因為他們擔當不起所命令他們的話，說：
「靠近這山的，即使是走獸，也要用石頭打死。」 21所見的景
象極其可怕，以致摩西說：「我恐懼戰兢。」 (出19,20) 

22但是你們是來到錫安山，永生 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
冷，那裏有千千萬萬的天使(申 33:2) ， 23有名字記錄(路 10:20, 啓 21:27)

在天上眾長子的盛會，有審判眾人的 神和成為完全的義人的
靈魂， 24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信息
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25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拒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拒絕了
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
們的呢？ 26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出19:18) ，但如今他應許說：
「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 （賽13:13, 該2:6) 27這
「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要像受造之物一樣被挪去，使那不
被震動的能常存。 (啓20:11; 21:1) 

28所以，既然我們得了不能被震動的國度，就要感恩，照着 神所

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 29因為我們的 神是吞
滅的火。



思考問題/小組討論之二

1. 經文說，「有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着我們」，
對你的信心有甚麼幫助沒有？ 為甚麼？

2. 經文共有五個警告（ 2:1-4,  3:7-4:13;  5:11-6:20; 10:26-
39; 12:15-29 ），對你來說是警告嗎？給你有甚麼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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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 2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旅客，因為曾
經有人這樣做，在無意中接待了天使。 3要記念受監禁的人，好像
與他們同受監禁；要記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們也親身受虐待一
樣。 4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共眠的床也不可污穢，因為淫亂和通
姦的人， 神必審判。 5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滿足，
因為 神曾說：「我絕不撇下你，也絕不丟棄你。」 6所以，我們
可以勇敢地說：「主是我的幫助，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
呢？」7從前引導你們、傳 神的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記念他們，
效法他們的信心，回顧他們為人的結局。



8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
的。 9你們不要被種種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的心
靠恩典得堅固才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用心的，
從來沒有得到益處。 10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
會幕中供職的人無權可吃的。 11因為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
至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體卻在營外燒掉。 12所以，耶穌也
在城門外受苦，為要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聖。 13這樣，我們

也當走出營外，到他那裏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14在這裏，我們本沒有永存的城，而是在尋求那將要來的城。



15我們應當藉着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這是那

宣認他名的人嘴唇所結的果子。 16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分享，

因為這樣的祭物是 神所喜悅的。

17你們要服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並且要順服，因為他們為你們
的靈魂時刻警醒，像在 神面前交賬的人，讓他們在交賬的時
候有喜樂，而不是嘆息，嘆息就對你們無益了。



18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因為我們自覺良心無虧，願意凡事按正
道而行。 19我更求你們為我禱告，使我快些回到你們那裏去。
20但願賜平安的 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把羣羊的大牧人—
我們主耶穌從死人中領出來的 神， 21在各樣善事上裝備你們，
使你們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穌基督在我們裏面行他所喜悅
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22弟兄們，我簡略地寫信給你們，希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
23你們該知道，我們的弟兄提摩太已經重獲自由了；他若很快
就來，我必同他去見你們。
24請你們向帶領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問安。從意大利來的人也
向你們問安。 25願恩惠與你們眾人同在。



希伯來書主要訊息
基督乃是神最終的啓示

基督乃是神救贖計劃的圓滿
◦基督是神救贖的完成者、人的代表
◦基督是按麥基洗德等次作超然的祭司
◦基督是永遠完全的贖罪祭
◦舊約獻祭只是基督救贖的預表
◦舊約也被新約代替

基督的救贖乃是完全永遠的拯救

基督乃是我們的大祭司和得救的保證

因此信徒應堅持基督信仰到底

信徒應坦然無懼來到神面前求恩典

信徒應以信心過每天充滿挑戰的聖潔生活



思考問題/小組討論之三

1. 全卷書中，提到當時基督徒受到很多的逼迫，給你有
甚麼提醒？

2. 全卷書中，提到對信仰的堅持和對神的信心，給你有
甚麼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