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第四課 
 

1.耶穌超越約書亞,亞倫 
2.鼓勵信徒要長進 

 
來4:1-6:20 



 
 
 
 

希伯來書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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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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硬心 
2.警告不信（3:12-19） 

 耶穌因為他們不信,就在那裏不多行異能
了.(太13:58)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
都能.」 孩子的父親立時喊着說有古卷：

立時流淚地喊着說：「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主幫助.」可9:23-24 

3.安息的意義(4:1-10) 
4.務必要進入安息(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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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的意義(4:1-10) 

1.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
免得我們（原文是你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
不上了. 

2.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
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
所聽見的道調和.  

3.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神
所說:「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
的安息！』」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
成全了.  

4. 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
他一切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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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的意義(4:1-10) 

5. 又有一處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6. 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因為不

信從,不得進去.  

7. 所以過了多年,就在大衛的書上,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
可硬着心.」  

8.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
提別的日子了.  

9.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
存留.  

10.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
神歇了他的工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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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懼怕(fear):This Christian fear is not the fear 

which makes a man run away from a task; 

nor the fear which reduces him to paralyzed 

in action; it is the fear which makes him put 

out every ounce of strength he possesses in 

a great effort not to miss the one thing that is 

worth while. (William Barclay) 

2. 似乎是趕不上了: seem to have failed to 

reach it. 

 趕不上了是希臘運動的比喻.指落後於得勝
者,無論落後的距離是多麼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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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的意義(4:1-10) 
1. 我們還有進入他(神)安息的應許(4:1) 

 神的應許沒有因為先祖的不信而失去 
 不可硬著心(3:8） 
 總要趁着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3:13) 

2. 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4:3) 
 不是約書亞帶以色列民進入的(4:8) 

 進入迦南地的安息 
 在大衛的書上指出另一個安息日(4:7) 

3. 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4:9) 

4. 進入安息的方法 
 歇了自己的工(4:10) 

 
 7 



 
 
 
 

安息的意義(4:1-10) 

1. 有福音傳給他們,但與他們無益（4：2） 
 原因：沒有信心與所聽的道調和 

 調和：to mixed together; to unite. 
 福音必須用“信心”來接受才能成為生命

的一部分 
2. 神的安息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
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創2:2) 

 迦南地的安息是在基督裏安息的預表 
 安息日的安息(4:9)是指將來要成就的完

全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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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的五個特點 

1. 安息就是與神和好 
2. 安息就是從奴役-捆綁的靈中釋放出來,能自

由地敬拜和事奉神 
3. 安息就是從遵守摩西律法的重擔中釋放出來  
4. 安息就是自由地按照福音來敬拜神 
5. 安息就是神自己所享受的安息 
                                                約翰歐文（John 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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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要進入安息(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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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
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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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
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
敞開的. 



 
 
 
 

務必要進入安息(4:11-13) 

1. 竭力：集中力量,專注在神的話語上. 
2. 進入安息：用信心接受基督已完成的救贖 
3. 來4:12-13 

 對應-聖靈有話說3:7 

 先祖不信神的話,亦即把神的話當成是死的、
無效力的廢話.作者最後警戒讀者,千萬別
重蹈覆轍.  

 神的話是活的,是有效的,而且極為銳利.人
的心思意念,絲毫都無法逃脫神的鑒察,都
是赤露敞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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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超越大祭司亞倫4:14-5:10 

1. 耶穌基督有更高的稱謂4:14-16 
2. 耶穌基督有更好的按立5:1,4-6 
3. 耶穌基督有更美的憐憫5:2,7-8 
4. 耶穌基督提供了一個更美的祭5:3,9-10 
------------------------------------ 

祭司的條件： 
1.與神的關係-要忠心(3:2) 
2.與人的關係-有憐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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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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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有更高的稱謂4:14-16 

14.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
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
認的道.  

15.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
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
是他沒有犯罪  

16.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
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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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有更高的稱謂4:14-16 

1. 作者描述耶穌是怎樣的一位大祭司？這些描
述各有什麼含義？ 
 耶穌已升上高天 
 耶穌是有尊榮的大祭司 
 耶穌是坐在寶座上的 
 一位慈悲的大祭司 
 耶穌是沒有罪的 

2. 這樣的一位耶穌,對信徒有哪些意義？ 
 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

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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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5:1-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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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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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他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獻祭贖罪.(5:2-3)  

    C 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取.惟要蒙神所召,像亞倫 
      一樣.(5: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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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經 
       上又有一處說：「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 
       祭司.」 (5:5-6)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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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然為兒子,還 
     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5:7-8)  
A’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並蒙神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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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有更好的按立5:1,4-6,10 

1. 他是永遠為祭司 
 利未支派的祭司有壽命的限制必須將

職分傳給繼承者 
 耶穌永遠為祭司

(5:6;6:20;7:17,21,24,28) 
2. 他是按照麥基洗德的等次為祭司 

 蒙神所召 
 同時是祭司和君王 
 他是在天上為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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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提供了更美的祭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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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 亞倫/人間的大祭司 

不用為自己獻祭無罪 要為自己的罪獻祭 

為百姓一次獻祭 為百姓多次獻祭 

成了人永遠得救的根源 每次獻祭只是遮蓋罪 



 
 
 
 

思考問題 
如何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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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路22:42-44) 

 說、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
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耶穌
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

滴在地上。 
 虔誠-敬畏神，順服 
 免死-脫離死亡的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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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如何解釋“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
順從”？(5:8) 
 耶穌受苦不是為了自己的罪 
 他受苦是對他的忠心和順從的試煉 
 不是說祂若未經歷苦難就不會順從，乃是說因

祂所受的苦難就更顯明祂的順從了。這所說的
苦難，是指主為我們所受的各種苦難，特別是
十字架上的苦難，這些苦難都不是祂所應受的，
神卻要祂為我們受了；祂既接受了神所給祂原
非祂應受的苦難，就顯出祂是學會順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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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信徒要長進5:11-6:20 

1. 信徒不成熟的記號(5:11-14) 
2. 信徒要在靈裏成熟(6:1-12) 
3. 信徒救恩穩妥的基礎(6: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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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不成熟的記號(5: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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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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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不成熟的記號(5:11-14) 

1. 聽不進神的話(5:11) 
 直譯作“在耳朵方面懶惰、遲鈍”“耳朵”

在此代表對屬靈真理的理解、接受 
2. 不能教導他人神的話(5:12a) 

 他們靈性倒退的結果 
3. 只能吃奶(5:12b-13a) 

 奶- 神聖言小學的開端 
 乾糧 - 關於麥基洗德的道理 

4. 不熟練仁義的道理(5:13b-14) 

 沒有道德辨別的能力 
 沒有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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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要在靈裏成熟(6:1-12) 

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
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
信靠神、 

2. 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
判各等教訓。  

3. 神若許我們,我們必如此行。  

4.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
於聖靈有分,  

5. 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  

6. 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重新懊悔了。因
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地羞辱
他。  



 
 
 
 

信徒要在靈裏成熟(6:1-12) 
7. 就如一塊田地,吃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

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神得福；  

8. 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
是焚燒。 

9.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雖是這樣說,卻深信你們的
行為強過這些,而且近乎得救。  

10.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你
們為他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伺候聖徒,如今
還是伺候。 

11.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有
滿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12.並且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
應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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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要在靈裏成熟(6:1-12) 

1. 鼓勵信徒要成長(6:1-3) 
 要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完全-成熟，長大成人(5:14) 

2. 警戒三：不成長的危險(6:4-6) 
3. 成長使信徒結滿果子(6:7-10) 
4. 信徒要殷勤才能成長(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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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救恩穩妥的基礎(6:13-20) 

13.當初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因為沒有比自己
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說：  

14.「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
子孫多起來。」  

15.這樣,亞伯拉罕既恆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 
16.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並且以起誓為實

據,了結各樣的爭論。  

17.照樣,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他的
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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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救恩穩妥的基礎(6:13-20) 

18.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
這逃往避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
以大得勉勵。  

19.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
且通入幔內。  

20.作先鋒的耶穌,既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
遠的大祭司,就為我們進入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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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救恩穩妥的基礎(6:13-20) 
1. 神的應許(6:13-15) 

 亞伯拉罕恆久忍耐的例子 
2. 神的誓言(6:16-17) 

 神起誓顯明祂極願意我們信祂 
3. 兩件不更改的事(6:18) 

 神的應許 
 神的誓言 
 我們的盼望是進到神的面前(7:19) 

4. 神的兒子(6:19-20) 
 船的錨投入看不見的海底。同樣指望是靈魂

的錨,通入我們看不見的幔內,是堅固牢靠的。 
 耶穌是我們的先鋒 

 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 (2:10) 

 



 
 
 
 

我錨已拋牢 

1. 兇猛波濤雖滾滾，暴雨擊打我靈魂，  
   雖然狂風吹得緊，我在主裏得安穩， 
   因我有一堅固錨，永永遠遠可依靠。  
2. 患難幾乎沒我魂，憂傷似波濤滾滾， 
   試探者多方引誘，暴風雨掩蔽日頭， 
   在主裏我有倚靠，因我錨已經拋牢。  
 
副歌： 我的錨已經拋牢，不怕狂風猛吹來， 
       我的船雖然很小，靠主恩我不失敗，  
       因我錨可靠，我錨可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7RM-rfl1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7RM-rfl1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7RM-rfl1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7RM-rfl1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