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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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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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1) 救主的超越 (The Worthiness of 

the Savior) (3:1-6)

a) 比较(Comparison) (3:2): 基督忠心于神
(3:2a), 如同摩西忠心于神(3:2b)

b) 对比(Contrast) (3:5-6): 摩西是神家忠心
的仆人(3:5), 基督是神家忠心的儿子
(3:6);

c) 结论(Conclusion) (3:1,3-4): 基督更优越
(参 3:3-4), 所以定睛在他身上(3:1)



摩西 基督

1 摩西领受建造会幕(神
的家)的指示(3:2)

基督是会幕的设计
和建造者(3:3)

2 摩西是神家制度的一
部分(3:3)

基督高过神家制度, 
凌驾其上(3:6)

3 摩西是忠心的仆人, 
服事家主(3:2,5)

基督是忠心的儿子, 
治理神的家(3:6)

本章强调基督比摩西更伟大,因为



(2) 圣灵的警告 (The Warning By the Spirit) (3:7-19)

a) 不信不忠的坏榜样

(The Example of Unfaithfulness) (3:9-11,16-19): 

(1)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不信(3:9-10): 试探神40年(3:9), 令神
厌烦(3:10)

(2)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结局(3:11,16-19): 不能进入安息(3:11), 
全死在旷野(3:16-19) 

b) 相信和忠心的劝勉

(The Exhortation to Faithfulness) (3:7-8,12-15)

(1)   当你听到神的话, 就要听从神的话(3:7-8,15)

(2)   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3:12-14)

*不可存不信的心, 离弃真神(12节); 被罪迷惑,心里刚硬(13节)



• Heed 谨慎 (来3:12)

• Help 帮助 (来3:13)

• Hold… stedfast 坚持 (来3:14)

• Hurry 今日 (来3:15)



希 伯 来 书
第 四 章



希伯来书 第四章

本章强调基督比约书亚更伟大, 因为:

• 虽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所应
许的迦南, 却未能领他们进入神所应
许的安息, 不然“神就不再提别的日
子了”(4:8).

• 所以还有一个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4:9), 而基督就是带领人进入这全面
的安息.



• Creation Rest 创造的安息 (来4:4-5)

• Canaan Rest 迦南的安息 (来4:6-8)

• Calvary Rest 十架的安息 (来4:9-13)

• 地位上的安息 (Positional Rest)

= 救恩的安息 (Salvation Rest)

• 实况上的安息 (Conditional Rest)

= 顺服的安息 (Submission Rest)





• 太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 太11: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 太11:30: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
省的。

• 第28节：罪担的问题 Problem of Sin

邀请 = “来”(Come)

→ 解决罪的审判 = 神的工作

• 第29节：生活的目的 Purpose in Life

命令 = “负/拿起”(Take) 

→ 活出人生意义 = 人的责任



你们要进入安息!

Past 过去 Present 现今 Future 将来

神安息日的安息
( God’s Sabbath

Rest )

救恩的安息
(Salvation 

Rest )

天堂(在基督
里得胜) 

( Heaven -

victory in

Christ )
以色列迦南的安息

( Israel’s 

Canaan

Rest )

顺服的安息
( Submission 

rest )



希伯来书 第4章

1) 神的应许 (4:1-11)

(The Promise of God)

2) 神的能力 (4:12-13)

(The Power of God)

3) 神的祭司 (4:14-16)

(The Priest of God)



1) 神的应许 (The Promise of God) (4:1-11)

a) 神应许什么?(The What) (4:3b, 5-6, 8-10)

• 神应许在旧约的安息 (4:3b; 5-6): 进入迦南的安
息, 以色列人因着不信而不能进去

• 神应许在新约的安息 (4:8-10): 进入救恩的安息, 
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能进去

b) 得应许的方式 (The Way) (4:2-3a): 只有信靠基
督的人才能进入安息

c) 这应许的见证 (The Witness) (4:4,7): 摩西(4:4; 
创2:2)和大卫(4:7; 诗95:11)都见证这安息

d) 得应许的智慧 (The Wisdom) (4:1,11): 以敬虔
畏惧的心, 王命应当竭力进入这安息



2) 神的能力 (The Power of God) (4:12-13)

a) 神的能力透过他的话语彰显 (4:12a-12b)

b) 人的意念透过神的话语显露 (4:12c-13)

3) 神的祭司 (The Priest of God) (4:14-16)

a) 他是谁? (Who He is) (4:14): 

他是尊荣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

b) 他做什么? (What He is) (4:15): 

他凡事受试探, 但没犯罪, 可以体恤帮助

c) 他在哪里? (Where He is): 

他在神施恩的宝座那里



我们能面对明天,因主活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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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第五章

1) 比较共同点 (Compares) (5:1-4): 

基督与亚伦的共同点:

a) 两者都被神从人间挑选出来 (5:1a,4) 

b) 两者都被神指派去在神面前代表人 (5:1b)

c) 两者都要为人代祷和献祭给神 (5:1c)

d) 两者都要彰显体谅怜恤之心 (5:2a)

e) 两者都经历肉身的软弱 (5:2b-3)



2) 对比相异点 (Contrasts) (5:5-10): 

基督独有的特点:

a) 只有基督被称为神的儿子 (5:5)

b) 只有基督被赐予永远的祭司职分 (5:6a)

c) 只有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
(5:6b,9-10)

d) 只有基督在客西马尼恳求神救他脱离死亡
(使他复活) (5:7-8)



3) 正视软弱点 (Confronts) (5:11-14): 

读者要正视本身的弱点:

a) 作者感到失望(Frustration) (5:11-12a)

(1) 作者有多话要说, 但读者听不进去 (5:11)

(2) 读者本该作师傅, 却还需要被教导初级
之事 (5:12a)

b) 读者所吃之物(Food) (5:12b-14)

(1) 在灵里作婴孩的只可以吃奶 (5:12b-13)

(2) 灵命成熟的才可轻易消化干粮 (5:14)



希 伯 来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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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第六章

• 本章要求读者不要向后退, 而是向前进, 进
入属灵的成熟(Spiritual Maturity). 

• 1) 作者的挑战

(The Author’s Challenge) (6:1-3)

• 2) 作者的关注

(The Author’s Concern) (6:4-8)

• 3) 作者的深信

(The Author’s Confidence) (6:9-20)



1) 作者的挑战 (The Author’s Challenge) (6:1-3)

a) 不要向后退 (Do Not Go Backward) (6:1-2): 
不要在旧的根基上徘徊不前!

b)要向前进 (Do Go Forward) (6:3): 竭力在基督
里进到成熟的地步!

2) 作者的关注 (The Author’s Concern) (6:4-8): 

* 有人要面对咒诅和审判
a)他们是谁 (The Who) (6:4-5): 蒙光照、尝天恩、
有分于圣灵、尝善道、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b) 他们做了什么 (The What) (6:6a): 他们经历过
上述福气后, 却离弃真道(主耶稣基督)

c) 他们为什么面对审判 (The Why) (6:4a.6b): 他
们不能从新悔改, 因为把基督重钉十架



3) 作者的深信 (The Author’s Confidence) (6:9-20)

a) 作者深信他的读者不属上述所警告的人(6:9-12): 
因为他们的行为强过上述的事.

b) 作者深信他的读者能够达到属灵的成熟(6:13-
20), 因为:

(1)   父神的不变应许(Father’s Promise) (6:13-18)

a)   他应许赐福亚伯拉罕, 他确实做到了! (6:13-15)

b)   他应许赐福我们, 他肯定会做到! (6:16-18)

(2)   神子的祭司职任(Son’s Priesthood) (6:19-20)

a)   我们的指望通入幔内(6:19)

b)   我们的先锋进入幔内(6:20)



“先锋”(forerunner):

• 在来6:20中,主耶稣被喻为“先锋”

• “先锋”在希腊文 = prodromos  

• 这词与一艘称为“先锋”的小船有关联. 



“先锋”(forerunner):

• 在古代世界, 巨大的
远洋船经常难于驶进
希腊的浅港, 

• 先锋小船被派出去帮
助大船抛锚, 确保大
船能停泊在港口中. 



锚 (Anchor)



• 信徒的锚(指望)是紧
系于天上至圣所的幔
内.

• 这是一幅生动的画像. 
• 今生 = 海,
• 灵魂 = 船,
• 锚 = 指望(盼望). 
• 信徒的灵魂就如一艘
被暴风雨振荡的船, 
本是颠簸飘摇, 动荡
不定, 但抛锚于幔内, 
用信心(的铁链)紧系
幔内蒙福的实体. 













• “幔内”是平静安稳的(就
如锚所落之处 — 海
底 — 是安稳的, 纵然
海面破浪汹涌), 且有神的
同在(约柜代表神的同在). 

• 因着我们的信心“紧紧抓
着幔内的神”, 我们的灵
魂就得安稳, 我们的盼望
也坚稳牢靠,所以 来6:19
说: “我们有这指望, 如同
灵魂的锚, 又坚固又牢靠, 
且通入幔内.”

• 先锋(耶稣基督)进入幔内,
跟随基督的我们也能如此
(来10:19)



生命的源头 与 救恩的元帅

• 来2:10“元帅”=  ἀρχηγός ( archêgos ), 源
自 archê(意即“起始、开端、权威、长
官”, beginning, head, power or ruler). 

• 这一词在新约中只出现4次, 译作: 

1) 主(KJV: prince, 徒3:15)

2) 君王(KJV: prince, 徒5:31)

3) 元帅(KJV: captain, 来2:10)

4) 创始(KJV: author, 来12:2).

http://rds.yahoo.com/_ylt=A0Je5mkvWoJEs7gAlH.JzbkF;_ylu=X3oDMTBjdmNoOTVjBHBvcwMyBHNlYwNzcg--/SIG=1f3nksgqa/EXP=1149479855/**http%3a//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http%253A%252F%252Fimages.search.yahoo.com%252Fsearch%252Fimages%253Fp%253DAlexander%252Bthe%252BGreat%2526ei%253DUTF-8%2526fr%253DFP-tab-web-t%2526x%253Dwrt%26w=476%26h=600%26imgurl=www.markchurms.com%252FMerchant2%252Fgraphics%252Falexander-l.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www.markchurms.com%252F%26size=124.2kB%26name=alexander-l.jpg%26p=Alexander%2bthe%2bGreat%26type=jpeg%26no=2%26tt=54,069%26ei=UTF-8


• Archêgos 有三重的含意: 

1) 为别人开路的土地开垦者(pioneer, 即先锋, 
forerunner),所以是“向导”、“英雄”;

2) 源头或奠基者(originator or founder), 所以是“作
者”(author)、“创始者”、“开端”;

3) 领袖(leader) — 统治者(ruler), 所以是“统
帅”(captain)、“国君”(prince)、“国王”.

• 这些概念未必互相排斥. 当一个人被称为 archêgos , 
他可以同时结合这三种含意, 指

1) 某个勘探新领土的人, 开辟一条小道, 带领其他人到
该处(第一种含意: 开垦者, pioneer). 

2) 他在那里为跟随者建立一座城市或堡垒, 带领他们御
敌(第二种含意: 创始者, founder). 

3) 战争获胜, 赢得和平以后, 他继续作他们的领袖(第三
种含意: 统治者, ruler), 为该城市或社区命名(或以他
的名字命名). 后来他被尊为奠基的英雄.



• 在士师记11章, 士师耶弗他受到基列众长老的邀请, 
出任基列居民的“元帅”( Archêgos,士11:6), 救他
们脱离亚们人的迫害. 

• 彼得在证道时, 指责犹太人杀害了“生命的主” 
( archêgos )(徒3:15), 表明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
(originator or source).

• 彼得说神设立耶稣基督“作君王( archêgos )、作救
主”(徒5:31). 这节 archêgos 与“救主”一词连用, 
与士师时代的背景有关, 提醒我们主的名和他的职
分, “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
恶里救出来”(太1:21),正如旧约, 神兴起士师来拯救
以色列人一般.

• 旧约士师也治理百姓, 所以主耶稣所带来的不单是
拯救, 也是要继续以 archêgos 的身分来服事, 成为信
徒生命的向导、守护者、供应者、统治者.



• 希伯来书论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 
(archêgos)(来2:10)  — 为我们的救恩争战, 受苦
流血, 成功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10:20).

• 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archêgos)和成终
者”(原文直译, 来12:2) — 为我们的信心(信仰)
奠基, 创始成终. 

• 在每一处(徒3:15; 5:31; 来2:10; 12:2), 主耶稣作
为 archêgos , 不单为他的子民开创并供应新的
生命, 也在他们一生中继续与他们同在,作他们
生命的向导、守护者、供应者、统治者,他们身
上带着他的名字(基督徒). 他是他们的英雄.



我们能面对明天,

因主活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