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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希伯来书 1-6章: 超越的完美位格 − 耶稣基督
(A Superior Person - Christ)

(二) 希伯来书 7-10章: 超越的祭司职分 − 麦基洗德
(A Superior Priesthood - Melchizedek)

(三) 希伯来书 11-13章: 超越的信仰原则 − 信心生活
(A Superior Principle - Faith)

希 伯 来 书
“三段分法”大纲



第二堂: 基督更美的神人二性
( A Superior Person: Christ the God-Man)

希伯 来 书 1-13 章



希伯来书 第一章

• 第1章强调基督的神性(Deity), 第2章则
强调基督的人性(Humanity)

• 希伯来书第1章说明耶稣基督的7重神
性, 并引述7处旧约经文加以证实, 其
中多节录自“弥赛亚诗篇”. 

• 可是第2章则表明耶稣基督作为人子
的7方面荣耀, 并引述4篇弥赛亚的预
言加以证实.



希伯来书 第一章

来1:2-3 表明“基督”的三种职分:

1. 先知(Prophet):
“就在这末世藉著他儿子晓谕我们”(来1:2)

2. 祭司(Priest):
“他洗净了人的罪”(来1:3)

3. 君王(King):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来1:3)



来1:4“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
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a) 米迦勒(Michael, 犹1:9; 12:1) 

= 谁像神? (Who is like God) 

→ Glorious in might; 基督不单像米迦勒有能力, 
他是全能的神(the Almighty, 赛9:6)

b) 加百列(Gabriel, 路1:19; 但9:21) 

= 神的人 (man of God) 

→ Glorious in ministry; 基督不单像加百列传达信
息, 他是神的道/话(the Word, 约1:1)

c) 路西弗(Lucifer, 赛14:12) 

= 带光者 (light-bringer/light-bearer; morning star) 

→ Glorius in majesty; 基督不单像路西弗明亮发
光如星, 他是“太阳”(the Sun, 玛4:2)



来1:5: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那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著那一个说: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 这句话在圣经出现3次
1) 引自诗2:7: 强调基督在千禧年作王
2) 引证于徒13:33:强调基督的复活
3) 来1:4: 强调基督的荣耀复活和高升作王

• 撒下7:14; 代上17:13; 22:20; 28:6 = 指所罗门(基督
的预表) 

• 诗2:7和撒下7:14: 指向弥赛亚(基督)登上宝座, 作
王掌权的根据

• = 神成为圣子的父, 乃指神在基督登上宝座时所做
的公开表示(宣告), 表明他俩的关系.” 

• 徒13:33:“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
如诗篇第2篇上记著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基督 = 神的长子

• 长子 = 在父亲心目中有特殊地位, 

可行使父亲的权力, 并继承双倍遗产
(申21:17).

• “长子”或头生的”是献给神的 (出
13:2). 

• 新约有7次提到基督作为长子:

• 太1:25;   路2:7;   罗8:29;   西1:15;   

西1:18;   来1:6;   启1:5



第一章总结

本章(4-14节)强调基督比天使更好, 因为:

• 他是继承产业的儿子 (He is the Son) (vv. 4-5)

• 他是接受敬拜的长子 (He is the Firstborn who 
receives worship) (v. 6)

• 他是受天使服事的 (He is served by the angels) 
(v. 7)

• 他是登上王位和受膏的神 (He is God enthroned 
and anointed) (vv. 8-9)

• 他是永恒长存的创造主 (He is the eternal 
Creator) (vv. 10-12)

• 基督是君王, 天使是奴仆 (Christ is the Sovereign; 
angels are the servants) (vv. 13-14)







希伯来书 第二章

• 第1章强调基督的神性(Deity), 第2章则强调
基督的人性(Humanity)

• 正如至圣所中的约柜一样, 用“皂荚木做一
柜”(出25:10, 不朽的“皂荚木”代表基督
无罪的人性), “里外包上精金”(出25:11, 

“精金”代表基督纯真的神性) 

• 希伯来书第1章说明耶稣基督的7重神性, 并
引述7处旧约经文加以证实, 其中多节录自
“弥赛亚诗篇”. 

• 可是第2章则表明耶稣基督作为人子的7方
面荣耀, 并引述4篇弥赛亚的预言加以证实.







(1) 在山顶上的人 — 摩西(代表先知) 

(Man in the Mountain: Moses)

• 2:1-4: 在山顶上的人 — 摩西
(代表先知) (Man in the 
Mountain: Moses) (出32:1-29)

 比较: 摩西领受律法(出24:12-
18)[1]; 但成为“破碎的律
法”(32:1-29)

 摩西无法让律法完全/完整(出
32:19); 但耶稣基督却能(太5:17)

•
[1] 神借着“天使的形像”颁赐十诫和
律法, 比较 出31:18与 徒7:38.





(2) 在伊甸园的人 — 亚当(代表人类) 

(Man in the Garden: Adam)

• 2:5-9: 在伊甸园的人 — 亚
当(代表人类) (创3:6-19)

• 第一个亚当受试探, 失败跌
倒(创3:6-8), 把罪引入世界
(罗5:12)

• 末后的亚当(主耶稣, 林前
15:45)受尽试探, 却凯旋得
胜, 把恩典引入世界(罗5:15)





(3) 在山谷中的人 — 大卫(代表君王) 

(Man in the Valley: David)

• 2:10-15: 在山谷中的人 — 大卫(代
表君王)(撒上17:47-51)

• 大卫用歌利亚自己的刀杀了歌利亚
(撒上17:51),[1] 耶稣基督也借着魔
鬼撒但自己的“刀”(死亡)“败坏那
掌死权的”魔鬼(来2:14).

• 代表性的战斗: 大卫胜代表全以色
列民胜(撒上17:9)[2]; 基督胜代表所
有信徒胜(林前15:57)

[1] 撒上17:51: 大卫跑去, 站在非利士人身旁, 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 杀死他, 
割了他的头. 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 就都逃跑.

[2] 撒上17:9: 他若能与我战斗, 将我杀死, 我们就作你们的仆人; 我若胜了他, 将
他杀死, 你们就作我们的仆人, 服事我们.







(4) 在会幕中的人 — 亚伦(代表祭司)  

(Man in the Tent: Aaron)

• 2:16-18: 在会幕中的人 — 亚伦(代
表祭司) (利16:13-16)

• 来2:17 的“挽回祭”一字(KJV: 
make reconciliation), 在希腊文是
hilaskomai , 源自 hilastêrion (施
恩座, mercy seat), 是关乎赎罪日
洒血在施恩座一事.

• 对比: 每年一次在赎罪日, 大祭司
献祭洒血在施恩座, 重建和好关系
(利16:13-16), 但基督一次流血. 完
成永远赎罪的事. 叫信徒永远与神
和好(西1: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