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課 基督超越亞倫

 複習：

背誦經文： 

 希伯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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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

惠，作隨時的幫助。

 經文：5：1-14

1. 主耶穌是更美的祭司（  5  ：  1-10  ）

a. 成為大祭司的條件（  1-4  ）

5:1  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辦理屬神的事，為要獻上禮物和贖罪祭（或作：

要為罪獻上禮物和祭物）。2  他能體諒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為他自己也是被軟弱所困。

3  故此，他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獻祭贖罪。4  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取。惟要蒙神所召，

像亞倫一樣。

b. 主耶穌滿足並超越大祭司的條件（  5-10  ）

5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的那一位；6  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7  基督在

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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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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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次的警告（  5  ：  11-6  ：  20  ）：不可因為懈怠而止步不前。

11  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不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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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14  惟獨長

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思考問題：

1. 以亞倫為例，說明成為大祭司的條件是什麼？他的服事都包括哪些？

（記載在出埃及記 28章裡，大祭司的尊榮）

a. 大祭司是從人當中選出來的，代表人處理與神相關的事情。（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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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所以天使不能作大祭司

a.ii. 過世的人也不能，只有活著的人才可以。

b. 他能體諒人。亞倫和他的後代也都是罪人，所以他們在為別人獻祭之先，也需

要為自己獻上贖罪祭。（5：2-3）

c. 大祭司要有神的呼召

c.i. 反例：可拉，掃羅王，烏西雅王

c.ii. 民數記 16:16  摩西對可拉說：「明天，你和你一黨的人，並亞倫，都要

站在耶和華面前； 

c.iii. 撒母耳記上 13:8  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還沒有

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掃羅散去了。9  掃羅說：「把燔祭和平安祭帶到

我這裡來。」掃羅就獻上燔祭。 

c.iv. 歷代志下 26:16  他（烏西雅王）既強盛，就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

干犯耶和華他的神，進耶和華的殿，要在香壇上燒香。 

d. 大祭司的服事包括：獻祭，聖所和至聖所裡的服事，代禱，為百姓祝福，參與

管理聖殿的事務等。

2. 主耶穌基督是如何滿足並超越作大祭司的資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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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主耶穌完全滿足前面提到的三個條件：

a. 主耶穌道成了肉身（5：7），所以祂可以代表人。

b. 主耶穌能夠體恤人的軟弱（4：15；5：7-8）

b.i. 基督大聲流淚的禱告是指在客西馬尼園裡的禱告？還是在十字架上？

b.ii. 請參照附錄一的經文

c. 主耶穌是父神親自設立的大祭司（5：5-6）

作者引用這兩段經文（請參照附錄一）：一個證明祂是君王（詩篇 2：7），另

一個證明祂是父神親自設立的大祭司（詩篇 110：4）

再者，作為大祭司的主耶穌完全超越了亞倫的等次

a. 祂沒有犯罪（4：15；5：9），所以祂不用為自己獻上贖罪祭

b. 祂成了人的永遠得救的根源（成為贖罪祭）（5：9）

c. 祂是找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大祭司的（5：6，10）

3. 第三次的警告（5：11-6：20）：不可因為懈怠而止步不前。

a. 第一次警告（2：1-4）不可隨流失去

b. 第二次警告（3:7-4:16）要把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

c. 參照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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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我們當分外殷勤，不可閒懶不結果子。彼得後書 1:5  正因這緣故，你們

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

要加上虔敬；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

要加上愛眾人的心；8  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c.ii. 我們當努力尋求神的真理。箴言 8:17  愛我的，我也愛他；懇切尋求我

的，必尋得見。 

4. 屬靈生命可以分為哪兩個階段？

a. 嬰孩：

a.i. 停留在“聖言小學的開端”

什麼是聖言小學？對照 6：1-2 節

a.ii. 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

a.ii.1. 聽不進去好些屬靈的真理（slow to learn）

a.ii.2. 什麼是乾糧？對照上下文，乾糧是指：基督照著麥基洗德的

等次作大祭司這個真理。

a.iii. 不熟練仁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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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人：

b.i. 能吃乾糧，

b.ii. 熟練仁義的道理，心竅習練得通達，能分辨好歹

屬靈成熟不主要在乎信主時間的長短，而在乎是否全心順服上帝的旨意，

將自己的一切交給神。就如羅馬書 12:1-2 節所說，“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b.iii. 作師傅的

 應用問題：請對照下面所列出的問題，看看自己有沒有因為懈怠而止步不

前的表現？

1. 我信主好幾年了，但是一直還沒有受洗。因為我覺得受洗是可有可無的。

2. 我很難在一個教會待很久，常常換教會。因為，在一個教會待久了，我就會遇

見一些我不喜歡的人或事。

3. 我信主一段時間了，但是我還是不想自己讀聖經。因為讀不懂，也沒有興趣。

4. 花時間讀經，禱告，參與教會的服事，這些都不在我優先考慮的事情之列。

5. 我從來沒有嘗試過帶領查經。查經聚會中我也很少參與分享，或者問問題。

6. 我一直沒有參加一個固定的團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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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想不起有哪些感恩事項，因為我的日子都差不多，跟上週（上個月，去年）

比較起來沒有什麼區別。

8. 我認為教會裡的服事是牧師，長老和執事們的事情，我不必參加。

9. 我還不知道自己的屬靈恩賜是什麼。

10. 我很少禱告。

11. 我很少為別人禱告。

12. 我沒有傳福音的恩賜，所以我也從來沒有向別人傳過福音。

13. 有一些罪，我總是勝不過。

附錄一：希伯來書第五章中所引用的舊約經文

 5:5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

生你」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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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詩篇 110:4  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創世記 14:17-20  亞伯蘭殺敗基大老瑪和與他同盟的王回來的時候，所多瑪王出來，

在沙微谷迎接他；沙微谷就是王谷。18  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著餅和酒出來迎接；他

是至高神的祭司。19  他為亞伯蘭祝福，說：「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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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裡，是應當稱頌的！」亞伯蘭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來，

給麥基洗德。

 5:7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

虔誠蒙了應允。

 馬可福音 14:33  於是帶著彼得、雅各、約翰同去，就驚恐起來，極其難過，34  對他

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警醒。」35  他就稍往前走，

俯伏在地，禱告說：「倘若可行，便叫那時候過去。」36  他說：「阿爸！父啊！在你

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馬可福音 15:33  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34  申初的時候，耶穌大聲喊著說：

「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繙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

棄我？） 

 路加福音  23:46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說了這話，

氣就斷了。 

 詩篇 22: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調用朝鹿。）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2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

呼求，並不住聲。3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或作：居所）的。4  
我們的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便解救他們。5  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他們倚

靠你，就不羞愧。

6  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7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

搖頭，說：8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吧！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

他吧！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裡，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10  我自出母胎就

被交在你手裡；從我母親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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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為急難臨近了，沒有人幫助我。12  有許多公牛圍繞我，巴珊

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13  他們向我張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獅子。14  我如水被倒出

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心在我裡面如蠟鎔化。15  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

舌頭貼在我牙床上。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16  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

扎了我的手，我的腳。17  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瞪著眼看我。18  他們分我的

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

19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20  求你救我的靈魂

脫離刀劍，救我的生命（生命：原文作獨一者）脫離犬類，21  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

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

22  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讚美你。23  你們敬畏耶和華的人要讚美

他！雅各的後裔都要榮耀他！以色列的後裔都要懼怕他！24  因為他沒有藐視憎惡受苦

的人，也沒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籲的時候，他就垂聽。25  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

話是從你而來的；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26  謙卑的人必吃得飽足；尋

求耶和華的人必讚美他。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27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

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28  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

29  地上一切豐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塵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

前下拜。30  他必有後裔事奉他；主所行的事必傳與後代。31  他們必來把他的公義傳

給將要生的民，言明這事是他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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