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課 主耶穌超越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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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課 （1：1-3）神的兒子超越先知

第二課 （1：4-14）神的兒子超越天使（1：4-14）；第一次警告（2：1-4）不可隨流失

去

第三課 （2：5-18）主耶穌超越天使

經文：2：5-18

o （2：5-9）將來的世界不是由天使管轄的，而是有人來管轄的。如今，主耶穌已經實

現了這個應許。

2:5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6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

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7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或作：

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8  叫萬

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們還不

見萬物都服他。9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或作：惟獨見耶穌暫時比天使

小）；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o （2：10-18）天使不是救恩的元帥，也不是人與神之間的大祭司，而主耶穌是。最終，

人只有藉著主耶穌的救贖得以進入榮耀。

10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11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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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12  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

頌揚你；13  又說：我要倚賴他；又說：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14  兒女既同有

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16  他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

裔。17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

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18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1.

2. 將來的世界比較，過去的和現在的世界是由誰來掌管的呢？主耶穌是什麼時候奪回這

個權柄的呢？

a. 一開始是交個男人和女人來管理的

a.i. 創世記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

一切昆蟲。」 

a.ii. 創世記 2:15  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b. 然而，當人犯罪之後，管轄世界的權柄落到了魔鬼的手中

b.i. 馬太福音 4:8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

華都指給他看，4:9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

你。」 

b.ii. 約翰福音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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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ii. 約翰福音 14:30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

我裡面是毫無所有； 

b.iv. 約翰福音 16: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c. 主耶穌基督在死裡復活之後，從魔鬼手中奪回了這個權柄！

c.i. 馬太福音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

我了。 

c.ii. 希伯來書 2：9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

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c.iii. 希伯來書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

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3. 人的地位比天使的地位低一點是在什麼時候？被造的時候？還是犯罪之後？

a. 應該是人被造的時候，因為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這件事是神主動的，

不是指人犯罪之後。

b. 與天使比較，人會受到身體的限制。他的能力，眼界，知識都不及天使。從這

個意義上講，人比天使微小一點。但是，這種情況是暫時的。人在基督裡所得

的榮耀要超過當初的榮耀，並且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也要審判墮落的天使。

b.i. 彼得後書 2:4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

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 

b.ii. 哥林多前書 6:3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 

4. 耶穌為什麼要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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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因為，除了耶穌降生救贖人的這條路之外，人再也沒有其它得救的路了。首先，

“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是耶穌降生成為人的另外一種說法。其次，與

前文“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相比較，就顯出人因犯罪之後無力自

救的境況。所以，耶穌是人類唯一得救的出路。

b. 接下來，作者仔細地展開論述耶穌救贖的福音真理。

b.i. 救贖是藉著耶穌的死

b.ii. 救贖是耶穌為世人而死

b.iii. 救贖是耶穌得榮耀

b.iv. 救贖是神的恩典

b.v. 救贖的路是由死入生的道路，是先降卑後被升高。正如腓立比書中所描

述的一樣：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7  反倒

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9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

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5. 請大家先用自己的話把 2章 10節講出來，並解釋什麼是合宜的?為什麼是合宜的？請

參照英文的翻譯：（NIV）In bringing many sons to glory, it was fitting that God, for whom

and through whom everything exists, should make the pioneer of their salvation perfect 

through what he suffered.

a. 複述的主句：神使耶穌因受苦難而得以完全是合宜的

b.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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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因為神是一切的創造者

b.ii. 因為耶穌受苦正彰顯了上帝的能力和慈愛

b.iii. 因為這樣可以領許多的兒子進入榮耀

6. 這裡說：“耶穌因受苦難而得以完全”，難道耶穌在受苦之前不夠完全嗎？

a. 這個觀點在第五章裡再次被提出：5:8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

順從。9  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b. “得以完全”是指耶穌基督在肉身的時候所經歷的，這些苦難的經歷是祂在道成

肉身之前所沒有的。例如：

b.i. 受魔鬼的試探

b.ii. 十字架的苦難，與父神的分離

c. 因此，耶穌成了我們救恩的元帥。

c.i. “元帥”這個詞在希伯來書中出現了兩次：

c.i.1. 2:10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

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c.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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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i. 這個詞可以翻譯成：元帥，先驅，作者，領袖，開創者，奠基人，英雄，

冠軍等。

c.iii. 這個詞的含義：

c.iii.1. 祂要領路，先經歷後面的人所要經歷的困難和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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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ii.2. 後面的人要順從祂的帶領

c.iii.3. 祂為跟從的人負責：供應他們一切需要，解決一切困難

c.iv. 主耶穌就是我們救恩的元帥！

7. 在 2：15 中，人被描述成“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請舉例說明。對死亡的懼怕

帶來的結果是什麼？我們當如何勝過對死亡的懼怕？

a. 舉例：面對疫情，我們基督徒該有的防護要小心去做，應盡量避免被傳染。但

是，也不該怕死。如果一個人因為這事，什麼也不敢做，整天想的就是不被感

染，以至於該做的事都不去做，就是怕死了。基督徒不會去“找死”，但是也

不會，也不應該怕死！

b. 怕死的後果：成了奴隸。基督徒本該因基督作王的。

b.i. 羅馬書 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何況那些受洪恩

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嗎？ 

b.ii. 以弗所書 2: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

天上。

8. 除了成為我們救恩的元帥之外，祂還是我們的大祭司。這個真理還會後面詳細展開。

在這裡，作者提出主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主要強調的重點是什麼？

a. 第一，耶穌作為大祭司，祂與人認同

a.i. 根源相同（11）

a.ii. 稱為弟兄（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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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i. 同有血肉之體（14）

a.iv. 同為亞伯拉罕的後裔（16）

a.iv.1. 馬太福音 1: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後裔，子孫：

原文作兒子；下同）耶穌基督的家譜： 

a.iv.2. 加拉太書 3: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

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a.v. 凡是與弟兄相同（17a）

b. 第二，耶穌作為大祭司，祂為百姓獻祭，獻上挽回祭（17b）

c. 第三，耶穌作為大祭司，祂釋放並搭救人（15，18）。

c.i. 救恩的目的是使人成聖，救恩和成聖都是靠著主耶穌基督

c.ii. 祂救我們脫離死權和魔鬼

c.ii.1. 哥林多前書 15:56  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57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c.iii. 祂成了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祂能體恤、同情、負擔和搭救我們

9. 結論：主耶穌是如何超越天使的呢？

a. （2：5-9）第一，將來的世界不是由天使管轄的，而是有人來管轄的。如今，

主耶穌已經實現了這個應許。

b. （2：10-18）第二，天使不是救恩的元帥，也不是人與神之間的大祭司，而主

耶穌是。最終，人只有藉著主耶穌的救贖得以進入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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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希伯來書第二章中所引用的四段舊約經文

 2：6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

他？7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或作：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賜他榮耀尊貴為冠

冕，並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8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詩篇 8:4-6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5  你叫他

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

服在他的腳下。 

 2:12  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

 詩篇 22:22  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讚美你。 

 2:13  又說：我要倚賴他；又說：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

o 以賽亞書 8:17  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顧雅各家的耶和華；我也要仰望他。 

o 以賽亞書 8:18  看哪，我與耶和華所給我的兒女，就是從住在錫安山萬軍之耶和華

來的，在以色列中作為預兆和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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