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第二課 
 

耶穌遠超過天使 
 

來1:1-2:18 



 
 
 
 

希伯來書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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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1.要求信徒評估信仰的一本書-Evaluation 

2.鼓勵信徒堅定道路的一本書-Exhortation 

3.激發信徒省察自己的一本書-Examination 

4.引領信徒期待將來的一本書-Expectation 

5.教導信徒高舉基督的一本書-Exaltation 
 

                                               取材自Warren Wiers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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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1. 要求信徒評估信仰的一本書-Evaluation 

a) 更美更好better被用來顯示耶穌的超越性，
他所帶來的救恩超越舊約的宗教系統 

b) 耶穌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貴(1:4) 
c) 耶穌帶來更美的指望(7:19) 
d) 更美的職分-更美之約的中保(8:6) 

2. 勸勉信徒堅定道路的一本書-Exhortation 
a) 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13：22） 
b)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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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3. 激發信徒省察自己的一本書-Examination 

a) 我真的信任神嗎？ 
b) 我相信他的話嗎？ 
c) 我真的有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

靠，且通入幔內？ 
4. 引領信徒期待將來的一本書-Expectation 

a) 將來的世界(2:5) 
b) 等候有根基的城(11:10-16, 26) 

5. 教導信徒高舉基督的一本書-Exaltat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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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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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uagint 七十士譯本 
1. 第一本聖經譯本，從希伯來文翻成希臘文。時

間是在主前第三世紀中期，只包括摩西五經。
翻譯的原因可能是因應在亞歷山大城中許多猶
太人的需要。翻譯者有七十(二)人,因此被稱
為七十士譯本。拉丁文Septuaginta是70.通常
我們用羅馬數字LXX來表示這譯本。 

2. 舊約其他書卷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被翻成希臘文
後，也被加入七十士譯本。 

3. 其中還包括次經Deuterocanonical Books 
4. 後來希臘文書寫成的新約也被加入七十士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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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ah/Chelsea Smith: 

Pastors of The City 

Church in Seattle 

Washington. 

2013年2月出版。Judah 
問了Jesus is ___. 這是

個填空題。你的回答表
達了你對耶穌的認識。
Judah 在這本書中從六

個方向來探討耶穌為什
麼來人間，他在地上所
成就的，以及這些事對
我們的意義。 



 
 
 
 

Jesus is ___ 耶穌是 ___ 

8 

英文 中文 

Jesus is your friend 耶穌是你朋友 

Jesus is grace 耶穌是恩典 

Jesus is the point 耶穌是重點 

Jesus is happy 耶穌是喜樂 

Jesus is here 耶穌在這裏 

Jesus is alive 耶穌是生命 



 
 
 
 

希伯來書1:1-4 
1. 神既在古時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

列祖， 
2. 就在這末世藉着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

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着他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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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
就遠超過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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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1:1-4 
1. 這四節經文包括了在後面幾章經文中許多主

題。這四節經文在原文中是“一句話”。 
神既在古時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1:1) 
1. 在古時-發生的時間已經過去 
2. 多次： 

a) 在許多不同的場合 
b) 以許多的方法和方式 
c) 多部份，意即“一部份，一部份”的 

3. 多方：以多種方式 
4. 曉諭-說話，啟示 
5. 列祖-舊約時代所有的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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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1:1-4 
就在這末世藉着他兒子曉諭我們(2a) 
1. 在古時-發生的時間已經過去 
2. 末世: In these final days. 在這些末後的

日子；指先知的預言要應驗的日子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

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彼前1:20) 
3. 他兒子 

 在希臘原文裡，作者用一個兒子（a son）
而不是祂的兒子（his son），他如此說是
為了表明啟示的方式的卓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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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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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 末世 

先知 兒子 

多次多方(不完全) (一次完全) 

列祖 我們 

1. 神的啟示是漸進式的（progressive 
revelation) 

2. 耶穌是神的最後且全備的啟示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

的.(林前1:20) 
 



 
 
 
 

耶穌是唯一神應許要來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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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
興起一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
(申18:15) 

2. 這真是那先知(約7:40) 
3. 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打發

兩個門徒去，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
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太
11:2-3) 

4. 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都驚動了，
說：「這是誰？」 眾人說：「這是加

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太21：11） 



 
 
 
 

希伯來書1:2-3從七方面描述基督 
1. 他是承受萬有的-詩2:8 
2. 他是創造諸世界的 
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約1:14 
4. 他神本體的真像-性情(character) 

 與神有同樣的性情(約1:18) 
5. 他用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掌管萬有 
6. 他洗淨了人的罪 
7. 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詩110:1 

 他的工作完成了 
 他的工作被神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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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1:1-3  
1. 基督是先知 
2. 基督是君王 
3. 基督是祭司 
思考問題： 
1. 你對神的曉諭(啟示)的認知為何？ 
2. 你對基督的身位與工作的認識為何？ 
3. 神為什麼不從開始就藉著祂的兒子顯明

祂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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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1:1-4 
A 神兒子與先知的對比(1-2a) 
 B 神兒子是承受萬有的(2b) 
  C 神兒子的創造之工(2c) 
    D 神兒子與神的三層關係(3a-b) 
  C’神兒子的救贖之工(3c) 
 B’神兒子是彌賽亞君王(3d) 
A’神兒子與天使的對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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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超過天使(1:4-2:18) 

為什麼要證明基督是遠超過天使？ 
 因為律法是藉著天使傳的(2:1) 
 「天使所傳的話」狹指摩西的律法，廣指

整個舊約；可是舊約沒有明說摩西的律法
是借天使傳的，這只是初期教會的傳統，
可是此意見是無庸置疑（參徒7:53；加
3:19） 

 舊約最「明顯」的經文記在申33:2及詩
68:17；七十士譯本乾脆將申命記之「千萬
聖者」譯作「天使」 



 
 
 
 

遠超過天使(1:4-2:18) 

1.確定：基督遠超過天使 （1:4-14) 
2.警誡：要聽神的話；不至隨流失
去)(2:1-4) 

3.解釋：耶穌的人性不會使他比天使微小
(2:5-18) 



 
 
 
 

以神子身分超越天使 （1:4-14) 

1.他是兒子(1:5) 
2.他是長子；是接受神的使者敬拜的
(1:6) 

3.他受天使的服侍(1:7) 
4.他是坐寶座受膏的神(1:8-9) 
5.他是永恆的創造者(1:10-12) 
6.他是掌權的；天使是服役的靈(1:13-
14) 



 
 
 
 

希伯來書(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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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引自 經文 

1:5a 詩2:7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天生了你” 

1:5b 撒下7:14 “我將成為他的父親，他成為我的兒子”，論到大衛的後
代，最終的彌賽亞。 

1:6 詩97:7 
申32:43 

“……萬神哪，你們都當拜他”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1:7 詩104:4 以風為使者，以火燄為僕役 

1:8-
9 

詩45:6-7 ＂神哪，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為此，神... 用
喜樂的油來膏立你，而不膏立你的同伴。＂ 

1:10
-12 

詩102:25-
27 

“...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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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詩110:1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的敵人放在你的腳下做腳凳 



 
 
 
 

希伯來書(1:5)-他是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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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引自 經文 

1:5a 詩2:7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天生了你” 

1:5b 撒下
7:14 

“我將成為他的父親，他成為我
的兒子”，論到大衛的後代，最
終的彌賽亞。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個說：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希伯來書(1:6）- 他接受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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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引自 經文 

1:6 詩97:7 
 
申32:43 

“……萬神哪，你們都當拜
他”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七十士譯
本) 

再者，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或譯：神再使長
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希伯來書(1:7）-天使服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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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引自 經文 

1:7 詩104:4 以風為使者，以火燄為僕役 

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希伯來書(1:8-9）他是坐寶座,並且受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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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引自 經文 

1:8-9 詩45:6-7 ＂神哪，你的寶座是永永遠
遠的；.... 為此，神... 
用喜樂的油來膏立你，而不
膏立你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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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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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到使者:工作是暫時的(1:7) 
論到子：寶座是永遠的(1:8) 



 
 
 
 

希伯來書(1:10-12）他是永恆的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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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引自 經文 

1:10-
12 

詩
102:
25-
27 

“...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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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
造的。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
服漸漸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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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1:13-14） 
他是有權威的。天使是服侍他的。 

26 

章節 引自 經文 

1:13 詩
110:1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的敵人
放在你的腳下做腳凳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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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從來沒有坐在神的右邊 
 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 

 將來要成全的救恩：信徒與基督同坐寶座(啟
3:21) 



 
 
 
 

第一個警誡(2:1-4)要聽神的話；不至隨流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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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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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警誡(2:1-4)要聽神的話；不至隨流失去 

1. 隨流流過某一個定點 – drift away past a 
point. 

2. 2:2-3:Argue from the less to the 
greater. 

3. 忽略 
 聽不清楚imperfect hearing, as of a 

deaf man 
 無心聽Careless hearing, inattention 

or misunderstanding 
 不願意聽，以致違背神的話。

Unwillingness to hear which results 
in disobedience to the voice of God. 
 



 
 
 
 

以人子身分及工作超越天使(2:5-2:18) 

耶穌的人性不會使他比天使微小 
1.他的人性使人能重得管理萬物的權柄
(2:5-9) 

2.他的人性使他能領許多弟兄進入榮耀裏
(2:10-13) 

3.他的人性使他能敗壞魔鬼，並且釋放因
怕死而成奴僕的人(2:14-16) 

4.他的人性使他成為能體會人的大祭司
(2:17-18) 



 
 
 
 

他的人性使人能重得管理萬物的權柄(2:5-9)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
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
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將你手所造的
都派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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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
點的耶穌（或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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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他的人性使他能領許多弟兄進入榮耀裏(2:10-13)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
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
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
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
也不以為恥，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
在會中我要頌揚你；又說：我要倚賴他；又說：
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 



 
 
 
 

他的人性使他能敗壞魔鬼，並且釋放因怕死而
成奴僕的人(2:14-16)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
體，特要藉着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
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他並不救
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 
---------------------------------------------------------------------------------- 

奴僕 – bondage (羅8:15, 21, 加4:24, 5:1) 
 



 
 
 
 

他的人性使他成為能體會人的大祭司(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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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 

1. 耶穌的試探與苦難主要是與祂彌賽亞的職任
有關(十架苦杯的試探),這並不止於祂肉身的
苦痛 

2. 耶穌基督與祂的子民之間的交會點，並不在
於他們受苦的形式和性質有多相近，而是在
於兩者都有忍受探試的經歷 

3. 本節的比較不是將基督所受的試探與人所受
的相比，而是作者意欲指出基督有能力去搭
救那些在試探中的人 



 
 
 
 

挽回祭(propitiation) 

1.保羅所說神稱罪人為義的理由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着耶穌的血，藉着人的信，
要顯明神的義(羅3:25) 

2.希伯來書作者對神子道成肉身的理由的部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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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2:17) 

3.約翰描述耶穌在天上的事奉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

為普天下人的罪(約壹2:2) 

4.約翰對神的愛所下的定義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

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約壹4:10) 
 
      認識神第20章-福音的中心-巴刻(J.I. Packer) 



 
 
 
 

In Christ Alon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直到耶穌十架受死；神的憤怒得以停息。 
所有罪孽祂全承擔；因主受死我得生命。 
 

主在十架舍身受死，将神忿怒全然挽回！ 
我的罪孽他全承担，因基督之死我得生 



 
 
 
 

思考問題 
1.天使在現今基督徒的生活中的角色為何？ 
2.基督徒如何忽略他們的救恩？ 
3.為甚麼我們無法時時刻刻關注神的話？

甚麼是我們的阻攔？ 
4.為甚麼耶穌成為人在十架上受死來拯救

人類？神難道沒有其他的方法嗎？ 
5.我們在生活中曾因為怕死而成為罪的奴

僕嗎？我們該如何勝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