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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神的兒子超越天使 

希伯來書的中心論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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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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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文：1：4-2：4 

1: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5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

那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又指著那一個說：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

的子？6  再者，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或作：神再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

說：神的使者都要拜他。7  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8  論到

子卻說：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9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

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10  又說：主啊，你起初

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11  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

漸漸舊了；12  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惟有你永不改變；

你的年數沒有窮盡。13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

仇敵作你的腳凳？14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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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藉著天使所傳的

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3  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

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4  神又按自己的

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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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一段裡大量引用了舊約的經文（十一節經文中引用了七段舊約，參見附錄一）。請

注意：在引用舊約經文時，講話的主語都是誰？這說明什麼？ 

 

本段的引文講話的主語都是“神說”。這說明本書的作者堅定相信舊約聖經都是神在講

話，他帶著信心讀神的話，相信聖經除了人的作者之外，真正的作者是神、是聖靈。 

 

2. 根據舊約的記載，天使都做哪些事情？為什麼作者要特別強調主基督超越天使？ 

 

a. 天使所做的： 

i. 敬拜上帝（以賽亞書 6：1-3） 

ii. 服事神的兒女（詩篇 34：7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

他們。 ） 

iii. 傳遞上帝的信息（申命記 33：2；馬太福音 1：19-24）。其中，以色列

人相信律法是藉著天使經過摩西傳給以色列人的 

1. 使徒行傳 7:53  你們受了天使所傳的律法，竟不遵守。 

2. 加拉太書 3:19  這樣說來，律法是為什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

的，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

的。  

3. 申命記 33:2  他說：耶和華從西乃而來，從西珥向他們顯現，從巴

蘭山發出光輝，從萬萬聖者中來臨，從他右手為百姓傳出烈火的

律法。  

 

b. 不要把基督與天使混為一談： 

i. 在舊約中曾出現“耶和華的使者”，是指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穌基督（參

見附錄二）。然而，主耶穌基督不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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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天使也曾被稱為“神的眾子”（約伯記 1：6；2：1；38：7；創世記 6：1-

4；詩篇 29：1；89：6） 

1. 約伯記 1:6  有一天，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但也來在

其中。 

2. 創世記 6:1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2  神的兒子們

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3  耶和華說：「人

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

一百二十年。」4  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

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3. 詩篇 89:6  在天空誰能比耶和華呢？神的眾子中，誰能像耶和華

呢？  

 

iii. 當時的基督徒面對一種試探：就是說耶穌基督是天使中的一位，甚至可

以說是天使中最大的一位，而藉此來否認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iv. 應用：我們是否也會面對這種試探呢？ 

1. 穆斯林也承認耶穌是先知，只是比默罕默德低。 

2. 耶和華見證人不相信耶穌是神 

 

3. 這段經文是從哪五個方面證明神的兒子超越天使的？ 

 

a. 第一，神的兒子的名更尊貴（1：4-5）。引用的經文是詩篇 2：7 和撒母耳記下

7：14。 

i. 基督被稱為“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天使被成為“神的眾子”（the 

sons of God）。神的兒子這個主題連接到神與大衛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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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詩篇 2：7 中，“今日”是指那一天？耶穌出生？受洗日？復活日？升天後

坐在神的右邊的時候？ 

1. 使徒行傳 13:33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復活了。

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2. 羅馬書 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

子。 

3. 主基督永遠是神的兒子。祂的復活顯明祂的神兒子的身份。 

 

b. 第二，神的兒子受天使的敬拜（1：6）。引用的經文是：詩篇 97：7。 

其他經文提到神的兒子受天使的敬拜： 

i. 主耶穌降生的時候（路加福音 2：13-14） 

ii. 在永恆之中（啟示錄 5：11-13） 

iii. 天使只敬拜上帝（啟示錄 22：9 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

弟兄眾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

神。」  ） 

 

c. 第三，神的兒子作王，天使是僕人（1：7-9）。引用的經文是：詩篇 104：4；

詩篇 45：6-7。 

除了王的地位與僕人的地位之間的對比之外，也是不變與可變之間的對比。

風，火，都是會改變的；然而神的兒子作王的寶座卻是不改變的，是永永遠遠

的。 

 

d. 第四，神的兒子創造主，天使是被造的（1：10-12）。引用的經文是：詩篇

10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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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兒子是造物主，天使是被造物之中。此外也延續了神的兒子不改變這個主

題。 

 

e. 第五，最終的得勝屬於神的兒子（1：13-14）。引用的經文是：詩篇 110：1。 

i. 這節經文是在新約中被引用最多的舊約經文（19 次）：馬太福音 

26:64 ；馬可福音 12:36；14:62 ；16:19；路加福音 20:43；22:69；使徒

行傳 2:34 ；7:55-56；羅馬書 8:34；哥林多前書 15:25 ；以弗所書 1:20-

22；腓立比書 2:9-11；歌羅西書 3:1；希伯來書 1:3，13；8:1；10:12-

13；12:2；彼得前書 3:22 

 

ii. 這句經文的基本含義： 

1. 基督與父神有同等地位 

2. 基督與父神之間有完全的交通 

3. 基督現在掌握天上地上一切的權柄和能力 

4. 最終的得勝屬於主基督 

iii. 既然最終得勝屬於神的兒子，所以很自然地引出下面勸誡的話：2：1-4 

 

4. 基於神的兒子超越先知和天使這個真理，作者提出哪些勸勉？對於今天的基督徒有哪

些實際的應用？ 

 

a. 這段的勸勉（2：1-4）是本書五段警告中最短的一個。這段警告的重點是：我

們不要隨流失去！ 

 

b. 怎麼才能不隨流失去呢？ 

i. 鄭重所聽見的道理 

ii. 不可忽略這麼大的救恩： 

1. 主親自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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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門徒們證實的 

3. 神同作見證 

 

c. 類似的警告： 

i. 希伯來書 12:25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

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

的呢？ 

 

ii. 耶穌自己發出的警告：馬太福音 12:41  當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起來

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看哪，在這裡

有一人比約拿更大！42  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

罪，因為他從地極而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看哪！在這裡有一人比

所羅門更大。」  

 

d. 我們的應用：今天我們都面對哪些“隨流失去”的危險呢？我們當如何不隨流失

去呢？ 

i. 世界的潮流 

ii. 忙碌的急流 

iii. 時間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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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希伯來書第一章中所引用的七段舊約經文 

 

• 1:5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又指著那一個

說：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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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撒母耳記下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

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歷代志上 17:13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並不使我的慈愛離開他，像

離開在你以前的掃羅一樣。  

 

• 1:6  再者，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或作：神再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

說：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3. 詩篇 97:7  願一切事奉雕刻的偶像、靠虛無之神自誇的，都蒙羞愧。萬神

哪，你們都當拜他。  

 

• 1:7  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4. 詩篇 104:4  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 1:8  論到子卻說：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9  你喜愛公

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5. 詩篇 45:6  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7  你喜愛公

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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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又說：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11  天地都要滅沒，

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12  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天

地就都改變了。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6. 詩篇 102:25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26  天地都要滅

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如裡衣更換，天地

就改變了。27  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 1:13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

凳？ 

7. 詩篇 110:1  （大衛的詩。）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

敵作你的腳凳。  

o 這節經文是在新約中被引用最多的舊約經文：馬太福音 26:64 ；馬可福音

12：36；16：19；路加福音 20：43；使徒行傳 2：34 ；哥林多前書 15：

25 ；以弗所書 1：20-22；希伯來書 1：3，13；8：1；10：12-13；12:2 

o 這句經文的基本含義： 

i. 基督與父神有同等地位 

ii. 基督與父神之間有完全的交通 

iii. 基督現在掌握天上地上一切的權柄和能力 

iv. 最終的得勝屬於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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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耶和華的使者  The Angel of the Lord 

 

1. 請區分以下幾個名詞： 

a. “天使”或者“使者”（Angel） 

b. 舊約中的“神的使者”（Angel of God）:   撒母耳記下 14：7，20；19：27 

c. 新約中的“主的使者”（Angel of the Lord）：馬太福音 2：19；28：2；路加福音

1：11；使徒行傳 7：30 

d. “耶和華的使者”（The Angel of the LORD）是一個專有名詞，每次使用的時候，

前面都用定冠詞（The）。只在舊約中出現，而在新約中不再使用。這個專有

名詞乃是指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穌基督。 

 

2. 舉例： 

a. 夏甲遇見耶和華的使者（創世記 16 章） 

b. 摩西遇見耶和華的使者（出埃及記 3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