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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希伯來書簡介，神的兒子超越先知 

希伯來書簡介 

• 引言： 

1. 登山變像  The Transfiguration ：馬太福音 17:1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

頭，衣裳潔白如光。3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4  彼得對

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裡搭三座棚，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5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

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6  門徒

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7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

怕！」8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裡。 

2. “不見一人，只見耶穌”！這就是希伯來書的作者所要傳遞的主要信息！神的兒子主

耶穌基督超越了先知，天使，摩西，約書亞，亞倫等等。 

3. 換另外一種說法：從前的事都是影子，而耶穌基督是實體。歌羅西書 2:16  所以，

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17  這些原是後事的

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 本卷書的文體分類：本書應該是寫下來的講章，不是單純的書信。原因如下： 

1. 不是以當時的書信格式寫成的。缺少書信格式中的寫信人，收信人，開始的

問候語等要素。 

2. 本書具有講章的三個組成部分：引言，中心論點，結論及應用。 

3. 內證： 

a. 希伯來書 13:22  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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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徒行傳 13:15  讀完了律法和先知的書，管會堂的，叫人過去，對他

們說：「二位兄台，若有什麼勸勉眾人的話，請說。」  

 

• 作者：不確定。可能的作者如下： 

1. 保羅 

2. 巴拿巴（利未人） 

3. 亞波羅，路加，西拉，腓利，亞居拉等 

 

• 讀者：希伯來人的基督徒 

1. 作者引用了大量舊約聖經。顯然讀者對舊約聖經非常熟悉。 

2. “希伯來人”是指過河的人。第一次提到這個詞（創世記 14：13），是指亞伯拉

罕原來住在大河的另外一邊，如今過了河來到迦南地居住。所以，當地的人就

稱呼他作“希伯來人”。 

3. 本書的第一批讀者很可能是住在羅馬的希伯來信徒。 

a. 是寫給基督徒的。Heb 5:12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

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

糧的人。  

b. 這些人很可能是住在羅馬的。Heb 13:24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

聖徒安。從義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  

 

• 寫作時間: 在主後 68-69 年 

1. 聖殿被毀（主後 70 年）之前。因為從內容看，聖殿仍然存在（8：4，13；

9：6-9；10：1-3） 

2. 提摩太剛從監牢當中被釋放（13：23）。這件事在保羅的書信裡並沒有被

提及，很可能是在保羅殉道（主後 67-68）之後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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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的目的： 

本書的作者十分了解讀者的靈命光景：軟弱，懷疑，信心開始動搖；在面對逼迫來

臨的時候，開始要退回到猶太教裡。作者十分清楚：從表面上看，基督徒靈命的軟

弱是因為外在的困難，然而實際上，是因為他們對真理，對基督缺乏真實的認識。

所以，本書的作者向他們傳講基督，幫助他們更清楚地認識基督已經超越了舊約中

的一切。以此來鼓勵他們不要退縮，不要回到猶太教老路上去，而是要繼續跟隨基

督，在信心的道路上繼續向前行。 

 

• 中心論點：本書的作者勸勉信心軟弱退後的基督徒：不要走回頭路，要繼續向

前！因為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超越了舊約所能提供的一切。 

 

• 分段（聖經簡報站） 

1. 不要走回頭路（1-10 章） 

a. 兒子比僕人好（1-6）：先知，天使，摩西，亞倫 

b. 實體比影子好（7-10）：更高等次的祭司，更美的約，更美的祭物 

2. 繼續前行（11-13） 

a. 效法信心的偉人 

b. 定睛仰望主耶穌 

c. 盼望天上的家鄉 

 

• 關鍵字：“更”（請參照附錄二）；“信”（請參照附錄三） 

 

• 鑰節： 希伯來書 4:14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

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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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兒子超越先知 （希伯來書 1：1-3） 

• 經文：希伯來書 1:1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2  就在這末世藉著

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3  他是神榮耀

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

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 經文結構： 

1:1  神既在古時    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 

        2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                     曉諭我們；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 

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他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1. 神兒子的啟示在哪些方面超越從前先知的啟示呢？ 

1) 先知的啟示是從前；而神的兒子是在這末世對我們講話 

2) 先知是多位；而神的兒子只有一位 

3) 先知是多次多方（是零散的）啟示；而神的兒子是完整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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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的兒子擁有哪七重特殊的榮耀？ 

1)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 

i. 詩篇 2: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

產。  

ii. 以弗所書 3:6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

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iii. 羅馬書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

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2) 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i. 約翰福音 1: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

的。  

ii. 歌羅西書 1:16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

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

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i. 約翰福音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

出來。  

 

4) 是神本體的真像， 

i. 歌羅西書 1: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5)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i. 歌羅西書 1:17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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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洗淨了人的罪 

i. 這是基督在地上所成就的最主要的工作：洗淨了人的罪 

 

7)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i. 如今，基督在天上，在神寶座的右邊，為人代求。 

ii. 我們比較容易接受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但是少有真正了解基督在天上

工作的。因為，基督的代求我們可以與父神有親密的連接，可以支取

屬天的能力，才可以得勝各樣的試探。基督是我們的大祭司。這是希

伯來書很重要的信息，也是今天的基督徒非常需要了解的真理! 

 

3. 基於神兒子的超越性，作者是如何勸勉當時的讀者呢？對當下的基督徒有哪些提醒

呢？ 

1) 2:1  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2) 我們今天的基督徒當如何看重神藉著主耶穌的啟示呢？ 

基督教令人討厭的地方就在於堅持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超越一切宗教，一切

哲學和人創造的理論。在後現代社會裡，這是不受歡迎的。 

 

3) 我們可以如何向人解釋真理是唯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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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希伯來書查經進度表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3 月 

 

日期 課程 經文 帶領同工 

10/14 第一課 全書簡介，神的兒子超越先知 1：1-3 何牧師 

10/21 第二課 神的兒子超越天使 1：4-2：4 何牧師 

10/28 第三課 主耶穌超越天使 2：5-18 何牧師 

11/4 第四課 基督超越摩西 3：1-19 何牧師 

11/11 第五課 基督超越約書亞 4：1-16 何牧師 

11/18 第六課 基督超越亞倫 5：1-14 何牧師 

感恩節 

12/2 第七課 當離開真理的開端 6：1-20 陳華梅弟兄 

12/9 第八課 基督是更美之約的中保（1） 7：1-28 何牧師 

12/16 第九課 基督是更美之約的中保（2） 8：1-13 何牧師 

聖誕節 

12/30 第十課 基督是更美之約的中保（3） 9：1-15 何牧師 

1/6 第十一課 基督是更美的祭物 9：16-28 何牧師 

1/13 第十二課 實體與影子 10：1-25 何牧師 

1/20 第十三課 更美長存的家業 10：26-39 陳陽越弟兄 

1/27 第十四課 信心的生活（1） 11：1-19 何牧師 

2/3 第十五課 信心的生活（2） 11：20-40 陳華梅弟兄 

春節 

2/17 第十六課 奔跑信心的旅程 12：1-13 何牧師 

2/24 第十七課 不可失了神的恩 12：14-29 陳陽越弟兄 

3/3 第十八課 最後的勸勉 13：1-25 何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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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希伯來書中的 25 個“更”  

1. Heb 1: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2. Heb 3:3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  

3. Heb 4: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

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4. Heb 6:13  當初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著起誓的，就指著自己

起誓，說：  

5. Heb 7:15  倘若照麥基洗德的樣式，另外興起一位祭司來，我的話更是顯而易見的了。  

6. Heb 7:19  （律法原來一無所成）就引進了更美的指望；靠這指望，我們便可以進到神面

前。  

7. Heb 7: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8. Heb 8: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

許立的。  

9. Heb 9: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

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10. Heb 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

（原文作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  

11. Heb 9:23  照著天上樣式作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

祭物去潔淨。  

12. Heb 10:25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原文作

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13. Heb 10:34  因為你們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也甘心忍受，知

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  

14. Heb 11: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

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15. Heb 11: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

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16. Heb 11:26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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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eb 11:35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原文作贖），

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  

18. Heb 11:40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19. Heb 12:9  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

更當順服他得生嗎？  

20. Heb 12: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21. Heb 13:19  我更求你們為我禱告，使我快些回到你們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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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希伯來書中的“信” 

1. Heb 3: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

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14  我

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15  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16  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豈不是跟

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17  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

野的人嗎？18  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19  這

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2. Heb 4:1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們（原文作你們）中間或有

人似乎是趕不上了。2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

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3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神

所說：「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

經成全了。4  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5  又有一處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6  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因為不信從，不

得進去。7  所以過了多年，就在大衛的書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說：「你們今日若

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8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

了。9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10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

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1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

從的樣子跌倒了。  

 

3. Heb 6: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

懊悔死行，信靠神、  

 

4. Heb 6:9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雖是這樣說，卻深信你們的行為強過這些，而且近乎得救。

10  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你們為他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伺候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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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還是伺候。11  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有滿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12  並且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5. Heb 10:22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

來到神面前；23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6. Heb 10:38  只是義人（有古卷：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39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  

 

7. Heb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8. Heb 12: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

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9. Heb 13:7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

他們為人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