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第三課 
 

耶穌超越摩西 
 

來3:1-3:19 



 
 
 
 

希伯來書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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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3:1-3:6 耶穌超越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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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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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3:1 

1.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由神呼召，分別出來屬
神的。 

2. 思想：consider 
 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物上，從而能明白

該事物的内在含義，能學習到該事物要教
導的功課”（巴克莱，Barclay） 

 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
有庫，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
地貴重呢！(路12：24)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
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
心還是不軟弱(羅4:19) 

4 



 
 
 
 

希伯來書3:1 

1.使者-被差派的，有權柄的人。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

上. 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
們也因真理成聖(約17:18-19) 

2.大祭司-處理神與人事情的中間人。這裏
指出主耶穌道成肉身的另一個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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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3:1-3:6 耶穌超越摩西 

耶穌與摩西相同之處: 
1. 都是使者 
2. 都是祭司 
3. 都在神的家盡忠 
4. 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耶穌與摩西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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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 摩西 

身份 創造主 受造之人 

角色 兒子 僕人 

工作 治理 管家 



 
 
 
 

希伯來書-對信徒的勸勉 3:6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
家了. 
思考問題： 
1. 是甚麼神的家？ 
2. 甚麼是我們可誇的盼望？(羅1:16;彼前1:3-4;

加6:14) 
3. 膽量(boldness)/確信(confidence)的基礎是

在福音裏神的應許(2:1-3) 
4. 如何堅持到底？(羅8:26;腓4:4-7) 

 對耶穌的真正委身是長期的而不是一時的
熱情我們相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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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LIP 加爾文主義五要點  
Total Depravity/Radical Corruption  

  全然的敗壞 
Unconditional Election/Sovereign Election    

  無條件的揀選 
Limited Atonement/Limited Redemption  

  限定的救贖 
Irresistible Grace /Effectual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有效的恩典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Preservation 

  of the Saints 

  聖徒的堅忍/聖徒永蒙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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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警戒:不要硬心(3:7-4:13) 

1.歷史之鑒（3:7-11） 
2.警告不信（3:12-19） 
3.安息的意義(4:1-10) 
4.務必要進入安息(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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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之鑒（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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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一樣. 
9. 在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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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心裏常常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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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
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
須要謹慎,免得跌倒(林前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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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95篇 
1.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

石歡呼！ 
2. 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歡呼！ 
3. 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 
4. 地的深處在他手中；山的高峯也屬他。 
5. 海洋屬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6.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

前跪下。 
7. 因為他是我們的神；我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

手下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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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95篇 
   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 
8. 你們不可硬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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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心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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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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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可硬着心,像當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曠野的

瑪撒。（詩95：8） 
do not harden your hearts, as at Meribah, 
as on the day at Massah in the wilderness(ESV)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時
候一樣.（來3：8） 
do not harden your hearts as in the rebellion, 
on the day of testing in the wilderness(ESV) 

 
百姓沒水喝,與摩西爭鬧。 
米利巴-爭鬧；瑪撒-試探(出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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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心 

 當聖靈說話的時候，我們必須聽他的聲音，不
可讓我們的心變得剛硬。我們聽到聖靈在聖經
中、在他子民的心里、在那些被他吸引得救的
人身上和在他的工作中說話。 

 我們的心剛硬的原因：  
1. 有些人故態復萌，回到以前的冷漠狀態中，

使自己的心變得剛硬 
2. 有些人因為不信而心里變得剛硬  
3. 有些人因求更多的神跡而心里變得剛硬  

4. 有些人因辜負神的憐憫而心里變得剛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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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Today) 

 3:7,13,15 
 聖靈的聲音是迫切的。他從來不鼓勵我們明天

再與神和好，也不鼓勵我們信靠昨日—他激勵
我們今日採取行動。   

 時機過了，可能沒機會了。民14:39-45 
 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
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
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林後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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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之鑒（3:7-11） 

1. 在曠野漂流的以色列先祖,和希伯來書的讀者
有哪些類似之處？ 
 都想回到舊生活,舊信仰. 
 不相信主能完全救贖他們. 

2. 這裏提出的以色列的歷史事件,是他們不能堅
持到底的一個例子。我們在生活中有甚麼事/
物使我們無法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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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不信（3:12-19） 

12.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
着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 

13.總要趁着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
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 

14.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
裏有分了. 

15.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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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不信（3:12-19） 

16.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豈不是跟
着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17.神四十年之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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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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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不信（3:12-19） 

1. 不信的原因-外在的環境困難,超過他們的能
力範圍；又害怕面對困難所需付出的代價 

2. 不信的表現 
 不相信神的話、作為及能力. 
 不把神當神,不相信神能完全救贖,想在神

之外尋找自我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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