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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基督超越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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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課（3:1-6）基督超越摩西；第二次警告（3:7-4:16）要把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 

 

經文：3：1-19 

3:1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2  他為那

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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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5  摩西為僕人，

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6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

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3:7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8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

時候一樣。9  在那裡，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10  所

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裡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11  我就在怒中起

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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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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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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將來的世界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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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摩西偉大在何處？神是如何評價摩西的呢？ 

a. 摩西是上帝特別揀選的，來完成上帝的特別使命的。（他為使徒） 

i. 神從他出生的時候就開始預備他 

ii. 時候到了，神的呼召臨到摩西，並藉著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藉著

摩西行了許多神跡。 

iii. 他是以色列歷史上的大先知，藉著他神頒布律法；他也寫下了“摩西五

經”，記錄了從創世記到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之前這一段的歷史。 

b. 與亞伯拉罕和雅各比較： 

i. 亞伯拉罕留下了一個兒子以撒 

ii. 雅各留下了一個大家庭：70 人去埃及 

iii. 摩西留下了一個民族：以色列 

iv.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被成為先祖；而摩西是這個民族和國家的奠基人 

c. 摩西成了以色列人與神之間的中介。（他為“大祭司”）例如： 

i. 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的代禱者（出埃及記 17：8-16；34：8-9） 

ii. 神藉著摩西設立亞倫和他的兒子們成為祭司（利未記 8-9 章） 

d. 所以，在以色列的歷史上，摩西是最偉大的使者和“大祭司”。 

 

e. 神給摩西的兩個評價： 

i. 謙卑。民數記 12:3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ii. 忠心。民數記 12:7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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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民數記 12:1  摩西娶了古實女子為妻。米利暗和亞倫因他所娶的古實女子

就毀謗他，2  說：「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我們說話嗎？」

這話耶和華聽見了。3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4  耶

和華忽然對摩西、亞倫、米利暗說：「你們三個人都出來，到會幕這

裡。」他們三個人就出來了。5  耶和華在雲柱中降臨，站在會幕門口，

召亞倫和米利暗，二人就出來了。6  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

們中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7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8  我要與他面對面說

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你們毀謗我的僕人摩

西，為何不懼怕呢？」  

 

2. 摩西在哪些方面預表主耶穌呢？主耶穌又是如何超越摩西的呢？ 

a. 預表： 

i. 摩西是使者，是“大祭司”。 

ii. 摩西作為僕人，忠心地服事上帝。 

iii. 摩西是神的先知。 

申命記 18:18  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將

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  

 

b. 超越： 

i. 第一，摩西是房屋的一部分；然而，主耶穌是建造房屋的 

1. 房屋指神的百姓（舊約的以色列人，新約的教會） 

2. 哥林多前書 3:9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

地，所建造的房屋。  

 

ii. 第二，摩西是僕人；主基督是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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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什麼是“將來必傳說的事”？ 

a. 約翰福音 5:46  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b. 路加福音 24:27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

明白了。  

c. 例如：律法，獻祭，祭司，會幕，預言等等 

i. 羅馬書 10: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ii. 希伯來書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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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申命記 18:18  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將

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  

 

4. 這段經文提出哪些具體的應用？ 

a. 要思想耶穌（1 節） 

b. 要持定盼望和膽量（6、14 節） 

 

5. 如何“思想”（fix our mind on）耶穌？ 

a. 就像注視天上的星星一樣，長時間專注地觀察。 

b. 要有渴望 

i. 詩篇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

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  

ii. 腓立比書 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

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c. 要集中精力 

i. 希伯來書 12:1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

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

路程，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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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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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要有實際的計劃並付諸行動（有 discipline） 

e. 要擺上時間 

i. 歌羅西書 3: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

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6. 作者特別強調：信徒要把信心“堅持到底”。為什麼？怎樣才能堅持到底呢？ 

a. 強調： 

i. 3：6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

底，便是他的家了。  

ii. 3：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 

 

b. 歷史的鑒戒（7-15）：摩西那個時代的以色列人是今天信徒的鑒戒 

i. 哥林多前書 10: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

下，都從海中經過，2  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3  並且都吃了一

樣的靈食，4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

石；那磐石就是基督。5  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

倒斃。6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

戀的； 

ii. 在 40 年裡，在 60 萬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中只有兩個人進入應許之地，

其餘的人都倒斃曠野。他們有過好的開始，但是結局卻很糟糕，原因就

是因為他們沒有把起初的信心堅持到底。 

iii. 神如何看待這些人呢？他們是硬心，惹神發怒，試探神，神所厭煩的世

代。他們心裡常常迷糊，竟不曉得神的作為！ 

iv. 不信的惡心（12）不信不僅僅是軟弱，而是惡的表現，是犯罪的結果。

當人被罪迷惑時，心就會剛硬。不信是因為犯罪造成的。 

v. 在摩西的時代，不信帶來的結果是：他們斷不可進入神的安息，倒斃曠

野，沒有進入迦南地。在新約的時代，不信耶穌會帶來什麼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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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怎樣才能堅持到底呢？人心怎麼才不會變硬呢？ 

i. 要除去罪的迷惑。四種土：硬土，淺土，荊棘土，好土。 

ii. 這段經文重複提到“今日”，“天天”。作者在提醒我們：聽見神的話就要馬

上回應，否則人的心就會開始變硬。我們當天天思想神的話，並及時回

應神，使我們離棄不信的惡心。 

iii. 我們要天天彼此相勸。 

 

d. 接下來作者用了三組六個問題來強調他的重點：要把起初的信心堅持到底！ 

• 16  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 

o 豈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o 重點：每個跟摩西出埃及的人都曾經有過好的開始 

 

• 17  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 

o 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 

o 重點：惹神厭煩的人都因犯罪而倒斃在曠野了 

 

• 18  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 

o 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 

o 重點：不信從（反叛）神的後果是不能進入安息 

 

 

7. 把信心“堅持到底”與“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之間有什麼關係呢？關於得救的確據有哪三

種說法？ 

 

a. 每個信徒都有完全的得救確據：只要一次得救，就會永遠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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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徒在得救的事情上是沒有把握的：得救之後還必須持續努力，或許神最終會

根據我們的表現來決定是否要給我們救恩。我們若不小心就會失去救恩。 

 

c. 每個信徒都有完全的得救確據：只要真正相信，就必永遠得救。 

 

約翰一書 5: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面。12  人

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

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d. 怎麼定義“真正相信”？ 

• 3：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 

• 真正相信的標誌是持續相信。就是羅馬書說的“本於信，以至於信”；也就是

雅各書所說的“活的信心”。活的信心是帶有行動的信心。任何人只要有真實

的信心，就必永遠得救。所以，信心沒有堅持到底，其實是沒有真正得救的

表現。 

• 約翰一書 2:19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

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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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希伯來書第三章中所引用的舊約經文 

 

o 3:2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o 民數記 12:7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o 3:7-11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8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他發

怒、試探他的時候一樣。9  在那裡，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

十年之久。10 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裡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

作為！11  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o 詩篇 95:7  因為他是我們的神；我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願你們今天

聽他的話：8  你們不可硬著心，像當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曠野的瑪撒。9  那時，你

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10  四十年之久，我厭煩那世代，說：這

是心裡迷糊的百姓，竟不曉得我的作為！11  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

可進入我的安息！  

 

o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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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詩篇 95:8  你們不可硬著心，像當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曠野的瑪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