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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八封普通书信
希伯来书（68-69）

雅各书 （45-48）：信心生活指南

彼得前书（64）：预备为义受逼迫

彼得后书（64-67）：假教师/主再来

约翰一书（60-65）：假教师/活出爱

约翰二书（60-65）：蒙拣选的太太和她的儿女

约翰三书（60-65）：亲爱的该犹

犹大书 （67-80）：假教师
“1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
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4 但忍耐也
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1:1-3）
“1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
守的人。2 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 （犹1-2）



希伯来书

超卓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

“1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2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3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
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
的右边。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1:1-4）



超卓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综览

• “希伯来书是构成新约正典的一个宝藏，它以独特的风格高举了耶稣和他的
事工，对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代赎、耶稣大祭司职分的教义作出了意义
无法估量的深远贡献。”—— Zane C. Hodges，BKC.

• “希伯来书是新约中构思精细写作精美的宏伟书卷，神学深厚论证有力，挑
战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使我们去思考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这个看不见的世界
比可以看到，触摸和计数的世界更真实，更强大和更具吸引力。此书卷奇妙
地将耶稣描绘成神的儿子和大祭司，他既是神又是人，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的那一位，又是复活的那一位。希伯来书对它的读者发出了作耶稣门徒的严
格要求。它今天像呼召当初的读者一样呼召所有信徒为了信仰要完全彻底地
委身，坚定不移地恒忍，甘心乐意地为主受苦。……然而，对现代读者而言，
希伯来书因为是新约中最艰深难懂的书卷之一而常常被忽略。” ——Peter T. 
O’Brien，PNTC

• 希伯来书引用旧约圣经35次，所蕴含的神学思想的长阔高深无法用语言形容！



超卓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综览

收信人
• 《致希伯来人》是最古老抄本的书名

• 一篇对整部旧约圣经的释经式讲道，带领收信人在旧约中认识耶稣。

• 充满旧约经文、历史、象征、预表……，收信人必须熟读旧约圣经。

• 作者引用七十士希腊译本

• 深受希腊罗马文化说希腊话的犹太基督徒

• 收信人在严酷逼迫中面临重归犹太教的试探

（13:9-13）

成书时间
• 早于70年，晚于67年。
提摩太被释放（13:23）



作者
• 保罗？

“3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
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2:3-4）
“23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
去见你们。”（13:23）

• 亚波罗？
• 路加？巴拿巴？百基拉？

“到底是谁写了这卷书只有神知道。”——俄利根

超卓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综览



作者
神故意在默示希伯来书时使其作者匿名以将我们的目光引向耶稣基督！
“1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2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
晓谕我们；” （1:1-2）

写作目的及结构

目的：坚固在压力下面临走回头路重归犹太教的犹太基督徒，使他们因认
识到耶稣基督比任何犹太教所尊崇的对象更超卓以及拒绝耶稣的可怕后果
而胜过试探，珍惜自己所领受的伟大救恩，活出信、望、爱，灵命迈向成
熟。

超卓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综览



《希伯来书》写作背景

写作目的及结构



I. 要知道耶稣比人珍视宝贝的任何对象都更超卓（1-10章）

II. 要知道拒绝耶稣基督走回头路必进入永死的结局

III. 要坚定跟随超卓荣美救主活出信望爱的得胜生命（11-13章）

比天使更超卓
（1-2章）

比摩西更超卓
（3:1-4:13）

比任何祭物更超卓
（9:1-10:39）

比亚伦更超卓
（4:14-8:13）

随流失去的危险
（2:1-4）

不信的危险
（3:7-4:13）

停滞不前的危险
（5:11-6:20）

轻忽基督宝血的危险
（10:19-39）

超卓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综览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2章）
I. 宣告耶稣是比天使超卓的神子（1:1-4）

II. 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5-14）

III. 劝勉与警戒：随流失去的危险（2:1-4）

IV. 用神学论证耶稣比天使更超卓（2:5-18）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2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
报应。3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
们证实了。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
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2:1-4）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 宣告耶稣是比天使超卓的神子（1:1-4）
“1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2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
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3 他

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
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1. 神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他的话在圣经里！

启示的时间、方法、被神使用的媒介
“多次多方”：很多部分，很多方式方法

2. 为何需要宣告耶稣是比天使超卓的神子？
325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确立耶稣的神性
451年迦克墩会议确立耶稣的人性及神人
二性之间的关系：“不混合，不改变，
不分割，不分离。”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 宣告耶稣是比天使超卓的神子
（1:1-4）
3. 主耶稣的七项真理
“1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
地晓谕列祖，2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

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
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3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
的真相，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
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边。4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
使。”

耶稣

1神的
儿子

2继承
万有

3创造
世界

4彰显
父神

5托住
万有

6洗净
罪孽

7得胜
升天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 宣告耶稣是比天使超卓的神子
（1:1-4）
3. 主耶稣的七项真理

耶稣

1神的
儿子

2继承
万有

3创造
世界

4彰显
父神

5托住
万有

6洗净
罪孽

7得胜
升天

颂赞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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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神
的丰
盛

7成
就和
平者

“当转眼仰
望耶稣，

定睛在他奇
妙慈容，

在救主荣耀
恩典大光中，

世俗事必要
显为虚空。”

——《当转
眼仰望耶稣》

西1:15-20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I. 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5-14）
“5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6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7 论到使者，又说：
神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8 论到子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9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
胜过膏你的同伴；

10 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11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12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变了。
惟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13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
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I. 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5-14）

诗2:7 申32:43撒下7:14

诗104:4 诗45:6-7 诗102:25–27 诗110:1

“38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39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40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
得生命。”（约5:38-40）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I. 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5-14）
1. 天使是敬拜者耶稣是受敬拜的神子弥赛亚（1:5-6）

5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6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西1:15）
启示录15:2-3: 天上圣徒同唱摩西之歌

诗2:7

撒下
7:14

申32:43

申32:43?诗97:7?



“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申命记27-34章

I. 祝福与咒诅的直接宣告
（27-28章）

II. 在历史脉络中劝勉呼吁
（29-30章）

III. 摩西之歌及摩西的祝福
（32-33章）

IV.在领导权移交的过程中
（31章+34章）

19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

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
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
得存活；20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
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
赐的地上居住。（30:19-20）



“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申命记27-34章
III. 摩西之歌及摩西的祝福（32-33章）

1. 摩西之歌（32章）

5 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
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

6 愚昧无知的民哪，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
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

1 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
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

2 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
如细雨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在菜蔬中。

3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将大德归与我们的神。

4 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
他所行的无不公平，
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 邀请天地作见证 • 控诉以色列的悖逆



“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申命记27-34章
III. 摩西之歌及摩西的祝福（32-33章）

7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
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

8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

9 耶和华的分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10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

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看顾他，

1. 摩西之歌（32章）

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
11 又如鹰搅动巢窝，
在雏鹰以上两翅搧展，
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

12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13 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磐石中咂蜜，
从坚石中吸油；

14 也吃牛的奶油，
羊的奶，羊羔的脂油，
巴珊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
与上好的麦子，
也喝葡萄汁酿的酒。

• 追述神的恩典



“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申命记27-34章
III. 摩西之歌及摩西的祝福（32-33章）

15 但耶书仑渐渐肥胖，粗壮，
光润，踢跳，奔跑，
便离弃造他的神，
轻看救他的磐石；

16 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
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

1. 摩西之歌（32章）

• 控诉以色列的悖逆

17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
乃是素不认识的神，
是近来新兴的，
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

18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
忘记产你的神。

控诉以色列的悖逆（32:5-6）
追述神的恩典（32:7-14）

控诉以色列的悖逆（32:15-18）



“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申命记27-34章
III. 摩西之歌及摩西的祝福（32-33章）

19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
就厌恶他们，说：

20 我要向他们掩面，
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
心中无诚实的儿女。

21 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
的愤恨，
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
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
们的愤恨，

1. 摩西之歌（32章） 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
22 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
直烧到极深的阴间，
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
山的根基也烧着了。

23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
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

24 他们必因饥饿消瘦，
被炎热苦毒吞灭。
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
并土中腹行的，用毒气害他们。

25 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
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
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

• 神必咒诅的应许



“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申命记27-34章
III. 摩西之歌及摩西的祝福（32-33章）

26 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
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

27 惟恐仇敌惹动我，
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
的能力，
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28 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
心中没有聪明。

29 惟愿他们有智慧，
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
局。

1. 摩西之歌（32章）

35 他们失脚的时候，伸冤报应
在我；
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
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
到。
36 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
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
剩下，
就必为他们伸冤，
为他的仆人后悔。

37 他必说：他们的神，
他们所投靠的磐石，

38 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的脂油，
喝他们奠祭之酒的，在哪里
呢？
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
护卫你们！

30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
们，
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
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
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

31 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32 他们的葡萄树是所多玛的
葡萄树，
蛾摩拉田园所生的；
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
全挂都是苦的。

33 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
是虺蛇残害的恶毒。

34 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
封锁在我府库中吗？

• 要看见神管教的手



“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申命记27-34章
III. 摩西之歌及摩西的祝福（32-33章）

39 你们如今要知道：
我，惟有我是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使人死，我使人活；
我损伤，我也医治，
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40我向天举手说：
我凭我的永生起誓：

1. 摩西之歌（32章）
41我若磨我闪亮的刀，
手掌审判之权，
就必报复我的敌人，
报应恨我的人。

42我要使我的箭饮血饮醉，
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
我的刀要吃肉，
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

43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
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
报应他的敌人，
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

• 神的自我辩护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I. 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5-14）
1. 天使是敬拜者耶稣是受敬拜的神子弥赛亚（1:5-6）

5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6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诗2:7

撒下
7:14

申32:43

申32:43?诗97:7?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I. 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2:5-14）
2. 天使是被差遣的受造物耶稣是神是创造主是永恒的君王(1:7-12)

7 论到使者，
又说：神
以风为使
者，以火
焰为仆役。

8 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
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
国权是正直的。 9 你喜爱
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
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
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10 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11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
了；12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
衣，天地就都改变了。惟有你永不改
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诗104:4 诗45:6-7 诗102:25–27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I. 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5-14）
3. 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救赎主天使是我们的服事者（1:13-14）

13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
作你的脚凳？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
人效力吗？
“1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2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
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3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民要以圣洁的妆饰为衣，
甘心牺牲自己；
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诗110:1-3）

诗110:1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I. 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5-14）
3. 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救赎主天使是我们的服事者（1:13-14）

13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
作你的脚凳？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
人效力吗？
“4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5在你右边的主，
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

6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
尸首就遍满各处；
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

7他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必抬起头来。”（诗110:4-7）

诗110:1



I. 要知道耶稣比人珍视宝贝的任何对象都更超卓（1-10章）

II. 要知道拒绝耶稣基督走回头路必进入永死的结局

III. 要坚定跟随超卓荣美救主活出信望爱的得胜生命（11-13章）

比天使更超卓
（1-2章）

比摩西更超卓
（3:1-4:13）

比任何祭物更超卓
（9:1-10:39）

比亚伦更超卓
（4:14-8:13）

随流失去的危险
（2:1-4）

不信的危险
（3:7-4:13）

停滞不前的危险
（5:11-6:20）

轻忽基督宝血的危险
（10:19-39）

超卓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综览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2章）
I. 宣告耶稣是比天使超卓的神子（1:1-4）

II. 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1:5-14）

III. 劝勉与警戒：随流失去的危险（2:1-4）

IV. 用神学论证耶稣比天使更超卓（2:5-18）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2 那借着天使所传

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
受的报应。3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4 神又按
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2:1-4）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1-2章

I. 宣告耶稣是比天使超卓的神子
（1:1-4）

耶稣

1神的
儿子

2继承
万有

3创造
世界

4彰显
父神

5托住
万有

6洗净
罪孽

7得胜
升天

诗2:7

撒下
7:14

申2:43

诗104:4

诗45:6-7

诗102:25–27

II.用旧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卓
（1:5-14）

诗110:1

1. 天使是敬拜者
耶稣是受敬拜
的神子弥赛亚
（1:5-6）

2. 天使是被差遣
的受造物耶稣
是神是创造主
是永恒的君王
(1:7-12)

3. 耶稣是我们的弥
赛亚救赎主天使
是我们的服事者
（1:13-14）



圣 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