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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I. 要知道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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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概述耶稣是比亚伦更超卓的大祭司（4:14-5:10）

II. 劝勉与警戒：停滞不前的危险 （5:11-6:20）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IV. 基督在更美之约下在天上的圣所作大祭司（8章）

承前启后的关键经文：
“14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15 因我

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
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 所以，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
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4:14-16）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比亚伦更超卓
（4:14-8:13）



II. 劝勉与警戒：停滞不前的危险 （5:11-6:20）
应用二：要来因明白停滞不前的危险而信靠耶稣持守真道

1. 警戒和劝勉不可停滞不前要竭力迈向完全（5:11-6:3）

2. 不可停滞不前要竭力迈向完全的终极原因——两条道路两种结局（6:4-12）

3. 不可停滞不前要竭力迈向完全的根本动力——神起誓的应许（6:13-20）

• 听不进去——停滞不前——丧失对真道的吸收力——丧失分辨
力——背道——被焚烧的结局

“ 1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6:1）
14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
定所承认的道。15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
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 麦基洗德出现13次；3次出现在旧约的2处经文；10次出现在希伯来书5-7章。
“ 17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玛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
微谷迎接他；沙微谷就是王谷。18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19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
与亚伯兰！20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
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创14: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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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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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110:1,4）

1. 麦基洗德在旧约第一次出现的背景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1. 麦基洗德在旧约第一次出现的背景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正确回应亚伯拉罕之约——创世记12-20章

III. 摒弃罗得贪爱世界的恶心

• 被世界吸引轻看神；忘恩负义自私自利

13:1-7 13:8-13

“12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
13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13:12-13）



正确回应亚伯拉罕之约——创世记12-20章

II.跟随亚伯拉罕的信心脚踪

• 以德抱怨大度无私英勇无畏
14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
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直追到
但，15 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
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何把，16 将被
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得和
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14:14-16)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1. 麦基洗德在旧约第一次出现的背景
“ 17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玛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
微谷迎接他；沙微谷就是王谷。18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19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
与亚伯兰！20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

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21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
我，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22 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23 凡
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创14:17-23）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2. 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1-10）
“1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
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2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
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3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4 你们想
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
5 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
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6 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
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7 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
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8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
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证的说，他是活的；9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
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10 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
先祖的身中。”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2. 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1-10）
“1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
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2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

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3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
与神的儿子相似。”

• 他的名字；他的职分；他地位的尊贵；
他超越摩西律法；他在意念上的永恒。

• 麦基：王；洗德：公义；撒冷：和平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 （7章）
2. 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1-10）
“4 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
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5 那得祭司职任的利

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
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6 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
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7 从来位分大的给位
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8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

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证的
说，他是活的；9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借
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10 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

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3. 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超越摩西律法（7:11-19）
“11 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
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12 祭司的职
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13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
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14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
西并没有提到祭司。15 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
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16 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
之生命的大能。17 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
为祭司。」18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19 （律法原来一无所
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 废掉了什么条例？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是什么意思？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II. 劝勉与警戒：停滞不前的危险 （5:11-6:20）
1.不可停滞不前要竭力迈向完全（5:11-6:3）

• 鼓励信徒迈向完全
“1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
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2 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3 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6:1-3）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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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3. 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超越摩西律法（7:11-19）
• 废掉了什么条例？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是什么意思？

• 不能用妈妈的照片代替又真又活的妈妈
• 这与主耶稣宣告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矛盾吗？
• 我们还需要认真学习这些已经被废掉的条例吗？（比如燔祭、赎愆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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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5:39）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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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4.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永远长存的大祭司（7:20-28）

• 作了更美之约的保证；将人拯救到底；救人脱离罪恶
“20 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21 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

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决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神起誓说的都是非同寻常的关乎我们得救的最重大真理
神已经宣告的两次起誓
“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3:11,4:3）
神起誓立的亚伯拉罕之约（6:13-20）

“18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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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
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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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20）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4.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永远长存的大祭司（7:20-28）

• 作了更美之约的保证；将人拯救到底；救人脱离罪恶
“20 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21 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

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决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 第五次重申诗110:4中蕴藏的真理。“他挤出了诗篇110:4里面的每一滴
奶” ——约翰.麦克阿瑟（“He milks that text for

every possible, conceivable particle of tru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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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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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110:1,4）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中保：保证、保障
（新约仅出现一次的词）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4.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永远长存的大祭司（7:20-28）

• 将人拯救到底
“23 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24 这位
既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25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
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民20:22-29 亚伦死在何珥山，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继任大祭司。
“长久不更换” ἀπαράβατος
（永久，不能改变，不可转让。）


“19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
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
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7:19)

已经拯救、正在拯救、将要拯救！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4.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永远长存的大祭司（7:20-28）

• 救人脱离罪恶
“26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
与我们合宜的。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
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28 律法本是立软

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
到永远的。”


“19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21 远超过

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
世的也都超过了。22 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23 教会
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1:19-23）

耶稣=》以马内利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III.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章）
应用三：要因知道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而信靠耶稣持守真道

1. 麦基洗德在旧约第一次出现的背景

2. 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7:1-10）

3. 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超越摩西律法（7:11-19）

4. 耶稣是神起誓立的永远长存的大祭司（7:20-28）
“14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
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
道。15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
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
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
惠，作随时的帮助。”（4:14-16）

信靠耶稣.持守真道——希伯来书4:14-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