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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麥基洗德的是誰？ 

2.麥基洗德哪些方面像神的兒子？ 

3.麥基洗德的等次高於亞倫 

4.為甚麼要另外興起一位祭司？ 

5.基督是更美的大祭司 

 

這堂課的大綱 



在讀第七章時，有甚麼字/詞/概念常常出現？ 

 永遠/長遠(forever) 

1. 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17) 

2. 主起了誓，決不後悔，你是永遠為祭司(21) 

3. 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
更換(24) 

4. 他是長遠活着，替他們祈求。(25) 

5. 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是立兒子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遠的。(28) 

觀察 



在讀第七章時，有甚麼觀點你比較難接受？ 

觀察 



1. 創世記14:18-20 

2. 詩篇110:4 

3. 希伯來書 

a) 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5:6) 

b) 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5:10) 

c) 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 (6:20) 

d) 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7:1,…) 

聖經中有三本書提到麥基洗德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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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餅和酒出來迎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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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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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14:17-20 



1.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長遠為祭司的他當亞伯拉罕殺敗諸王回
來的時候,就迎接他,給他祝福  

2.亞伯拉罕也將自己所得來的,取十分之一給
他他頭一個名翻出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
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3.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
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來7:1-3 



1.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
你的腳凳 

2. 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你要在你仇
敵中掌權 

3. 當你掌權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甘心
犧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4. 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
等次永遠為祭司 

5. 在你右邊的主,當他發怒的日子,必打傷列王 
6. 他要在列邦中刑罰惡人,屍首就遍滿各處;他要在許

多國中打破仇敵的頭 
7.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擡起頭來 

 

詩110 



在新約中被引用了27次, 描述彌賽亞祭司及得勝的王 

第一節在新約中被引用處 

1. 太22:43-45(可12:36-37) 大衛稱彌賽亞為”主” 

2. 徒2:34-35 – 大衛提到耶穌的神性及他升天 

3. 林前15:25 – 基督必要做王 

4. 來1:13 – 耶穌超越天使 

5. 來10:13 – 耶穌基督的權柄 

第四節在希伯來書中被引用:  

 5:6,5:10,6:20,7:17,7:21 

詩110篇 



1. 他既是王又是祭司(7:1) 

 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永遠為祭司的 

2. 他名字的意思 

 公義王(7:1)  

 平安王(7:2) 

3. 他給亞伯蘭祝福(7:1;創14:19-20) 

4. 他的家世不同(7:3) 

5. 亞伯蘭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來,給麥基洗德
(7:2;創14:20) 

 

 

麥基洗德是誰？ 



1. 舊約祭司制度是民族性及國家性的─（Racial & 
National）只有猶太人才能作祭司,祭司之資格非
世界性,而是只限於猶太民族,外邦人雖有信神的
亦不能當此職任 

2. 舊約祭司制度是支派性的─（Tribal & 
Levitical）只有利未支派才有資格作祭司,亞倫
家族才能作 

3. 舊約祭司制度是服侍性的─（Spiritual & Non-
royal）利未人只有服侍會幕的權利與榮燿（民
8:14-16）,故其職權是「屬靈的」;他們除獻祭之
權外,他們永不能登上王位為王 

舊約的祭司制度(1) 



4. 舊約祭司制度是暫時性的─（Non-permanent & 
Noneffi-cacious）利未人為祭司或辦理會幕之事
有年齡訂限,不是久遠,此外他們所獻之祭物不能
產生永久之功效,他們一次獻上還要不斷獻上,每
日每年如是,是以此制度與其服侍在將來（彌賽亞
時代）必束結 

5. 舊約祭司制度是遺傳性的─（Aaronical & 
Hereditary）這制度世代相沿,職責落在利未支派
中的亞倫家庭內,非人本身有什麼長處,只要他是
亞倫後裔便可,故族譜證件是必須的（參尼7:63-
65;拉2:62,63） 

舊約的祭司制度(2) 



1. 有說他與閃(Shem)為同一個人;撒都該拉比認為他
是閃的別名; 

2. ben Gizna拉比則認為他是末世國度四大建國元勳
之一（另三名分別為大衛之子彌賽亞,約瑟之子彌
賽亞,以利亞）; 

3. 猶太史家約瑟夫說他是迦南地的首領（君王）,因
他的敬虔被神立為耶路撒冷的祭司; 

4. 猶太哲學家裴羅稱他是「永恆之道」的化身,是以
他成為地上首位祭司; 

猶太人對麥基洗德的傳聞(1) 



5. 昆蘭社團之敬虔人士視他為末世復臨的勝利勇士
兼罪孽的救贖主; 

6. 另有昆蘭文獻記錄他是位元賞善罰惡的審判官這
一切皆顯出此人在猶太人的思想中佔有一極重要
的地位 

遺傳記錄只是一類神學思潮,其中甚多觀點在年代上
是處希伯來書之後,亦未能正確地解釋這位「祭司人
物」與歷史的彌賽亞有何關係 

 

猶太人對麥基洗德的傳聞(2)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兒
子相似7：3 
---------------------------------------------------------------------------------------------------------------------------- 

第一種解釋： 
無父無母：是有神的屬性 
無族譜：不是被生的 
無生之始,無命之終：是神而不是有神屬性的人 
結論： 
麥基洗德是神。是耶穌道成肉身前的顯現 

評估： 
 在來7:4-10的經文中，將麥基洗德視為一位歷史
人物，不支持他是神的結論 

 聖經中其他耶穌道成肉身前的顯現都是短暫的。 

麥基洗德在哪些方面麥像神的兒子？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
的兒子相似7：3 
---------------------------------------------------------------------------------------------------------------------------- 

第二種解釋： 
1. 無父無母無族譜-不合乎利未祭司的系統 
祭司在族譜中找不到自己的譜系，不准供祭司
的職任(尼7：63-65） 

2. 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不需要人來接替他的職任。 
3. 與神的兒子相似：是神兒子的預表 

結論： 
麥基洗德只是位歷史人物。用來預表耶穌為祭司 

 

麥基洗德在哪些方面麥像神的兒子？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
的兒子相似7：3 
---------------------------------------------------------------------------------------------------------------------------- 

1. 聖經所以這樣未記載他的父母、族譜、生死的原
因,正是因為像這樣一位無從稽查其父母、族譜、
生死的人,正是宜於預表那位無始無終,是神的兒
子而為大祭司的耶穌基督 

2. 聖經未提及他獻祭贖罪的工作,只提及他為亞伯拉
罕祝福的尊榮,和他神奇的出現。預表基督為大祭
司,只是在職任之尊貴,超凡的等次,與無始無終之
職任方面而以 

麥基洗德在哪些方面麥像神的兒子？ 



4. 你們想一想，先祖亞伯拉罕將自己所擄來上等之

物取十分之一給他，這人是何等尊貴呢！  

5. 那得祭司職任的利未子孫，領命照例向百姓取十

分之一，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雖是從亞伯拉罕

身中生的，還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6. 獨有麥基洗德，不與他們同譜，倒收納亞伯拉罕

的十分之一，為那蒙應許的亞伯拉罕祝福。  

麥基洗德的等次高於亞倫 



4. 從來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這是駁不倒的
理。  

5. 在這裏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裏收
十分之一的，有為他作見證的說，他是活的；  

6. 並且可說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藉着亞伯拉
罕納了十分之一。  

7. 因為麥基洗德迎接亞伯拉罕的時候，利未已經在
他先祖的身原文是腰中。 

麥基洗德的等次高於亞倫 



來7：4-10 
1. 麥基洗德接受亞伯拉罕的十分之一（7:4） 
2. 麥基洗德祭司的職任與利未子孫不同（7:5-6） 
3. 麥基洗德為亞伯拉罕祝福（7:6下-7） 
4. 麥基洗德職任的永久性（7:8） 
5. 麥基洗德也收受利未的十分之一（7:9-10） 

麥基洗德的等次高於亞倫 



1. 因為利未人祭司職任不能得完全(7:11) 
2. 因為祭司的職任已經更改(7:12-17) 
 耶穌不是從利未派出來的(7:13-14) 
 神宣告彌賽亞是另一個等次的祭司職任(7:15-17) 

3. 因為律法不能作為我們與神建立關係的途徑
(7:18-19) 
 因為律法是軟弱無益的 
 因為律法一無所成 
 因為更美的指望已經被引進了 

 

 
 

 

為甚麼要另外興起一位祭司？來7:11-19 



 

 

為甚麼要另外興起一位祭司？來7：11-19 

亞倫 麥基洗德 

利未人的 君王的 

應驗在地         應驗在天 

代求性 祝福性 

父傳子的 非世襲的 

會停止 延續性 

單職任 雙職任 

國家性 世界性 



20.再者，耶穌為祭司，並不是不起誓立的。  

21.至於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穌是起
誓立的；因為那立他的對他說：「主起了誓，決
不後悔，你是永遠為祭司。」  

22.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23.那些成為祭司的，數目本來多，是因為有死阻隔，
不能長久。  

24.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
換。  

基督是更美的大祭司 來7:20-28 



25.凡靠着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
為他是長遠活着，替他們祈求。 

26.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
諸天的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 

27.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
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
事成全了  

28.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後起誓
的話,是立兒子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遠的 

基督是更美的大祭司 來7:20-28 



1. 耶穌是神直接起誓立的大祭司(7:20-21) 
 其他的祭司不是起誓立的 

2. 耶穌是更美之約的中保(7:22) 
3. 耶穌是永遠長存的的祭司 (7:23-25) 
 耶穌的祭司職任不受死的阻隔 

4. 耶穌更適合做大祭司(7:26-28) 
 他是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的 
 他不用先為自己的罪獻祭，勝過其他的大祭司 
 他將自己獻上 
 他是神的兒子是成全到永遠的大祭司 

 

基督是更美的大祭司 來7:20-28 



1. 麥基洗德是仁義(righteousness)王也是平安
(peace)王。仁義與平安的關係為何？ 
 平安只能在仁義的基礎上才能體會得到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得與神相和(羅5:1) 

 人不能藉著守律法得到義。只有藉著基督在
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仁義和平安才能共存 
 我不廢掉神的恩；義若是藉着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加2:21) 

 

應用 



2. 凡靠着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
底；因為他是長遠活着，替他們祈求(7:25)如
果我們對這節經文有更深的體會，我們的生命
/生活會有怎樣的改變？ 
 

應用 



3. 我們在讀經時只要相信神所說的話就可以
了。不需要太在意邏輯推理。你同意這說法嗎？
你的理由為何？在希伯來書第七章，作者用了
甚麼推理的方式？ 
1) 訴諸沉默-argument from silence 
2) “從大到小”的推論 – Greater to 

lesser reasoning/Argumentum a 
fortiori 

 
 

 

應用 



An argument from silence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something as true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or 

more specifical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evidence. 
訴諸沉默是當證據不足時,要證明某件事是真的 

訴諸沉默是把兩刃利劍，使用時要小心. 

譬如： 

 新約中沒有明說我們該為嬰兒行浸禮，所以我們不
應該為嬰兒行浸禮 

 新約中沒有禁止為嬰兒行浸禮，所以我們應該為嬰
兒行浸禮 

 

訴諸沉默-argument from silence 



聖經中的例子: 

1.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
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羅8:32) 

2.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
就丟在爐裏，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太6:30) 

 
 

“從大到小”的推論 lesser to greater reasoning 



聖經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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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2:1-4 

 

“從小到大”的推論 lesser to greater reasoning 



1. 演繹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 
2. 歸納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 
3. 類比推理(analogical reasoning) 
4. 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 

推理的方法 



是從一般性的前提出發，通過推導即“演繹”，得出
具體陳述或個別結論的過程。關於演繹推理，還存在
以下幾種定義： 
1. 演繹推理是從一般到特殊的推理； 
2. 它是前提蘊涵結論的推理； 
3. 它是前提和結論之間具有必然聯系的推理。 
4. 演繹推理就是前提與結論之間具有充分條件或

充分必要條件聯系的必然性推理。 
演繹推理的邏輯形式對於理性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對
人的思維保持嚴密性、一貫性有著不可替代的校正作
用。這是因為演繹推理保證推理有效的根據並不在於
它的內容，而在於它的形式。演繹推理的最典型、最
重要的應用，通常存在於邏輯和數學證明中。 
 

推理的方法-演繹推理 



是一種由個別到一般的推理。由一定程度的關於個別
事物的觀點過渡到範圍較大的觀點，由特殊具體的事
例推導出一般原理、原則的解釋方法。 
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般，都存在於個別、特殊之中，
並通過個別而存在。一般都存在於具體的對象和現象
之中，因此，只有通過認識個別，才能認識一般。 
人們在解釋一個較大事物時，從個別、特殊的事物總
結、概括出各種各樣的帶有一般性的原理或原則，然
後才可能從這些原理、原則出發，再得出關於個別事
物的結論。 

推理的方法-歸納推理(1) 



這種認識秩序貫穿於人們的解釋活動中，不斷從個別
上升到一般，即從對個別事物的認識上升到對事物的
一般規律性的認識。 
例如，根據各個地區、各個历史時期生產力不發展所
導致的社會生活面貌落後，可以得出結論說，生產力
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這正是從對於個別事物的研
究得出一般性結論的推理過程，即歸納推理。 
顯然，歸納推理是從認識研究個別事物到總結、概括
一般性規律的推斷過程。在進行歸納和概括的時候，
解釋者不單純運用歸納推理，同時也運用演繹法。在
人們的解釋思維中，歸納和演繹是互相聯系、互相補
充、不可分割的。 
 

推理的方法-歸納推理(2) 



根據兩個對象在某些屬性上相同或相似，通過比較而
推斷出它們在其他屬性上也相同的推理過程。 

它是從觀察個別現象開始的，因而近似歸納推理。但
它又不是由特殊到一般，而是由特殊到特殊，因而又
不同於歸納推理。 

分完全類推和不完全類推兩種形式。完全類推是兩個
或兩類事物在進行比較的方面完全相同時的類推；不
完全類推是兩個或兩類事物在進行比較的方面不完全
相同時的類推。 

 

推理的方法-類比推理 



或者說推論到最佳解釋。這種推理方法的結構較為複
雜而且可能包括演繹與歸納兩種論證。溯因推理的主
要特徵是給出一組或多或少有爭議的假定，要麼證偽
其它可能的解釋，要麼展示出贊成的結論的可能性，
來嘗試贊成多個結論中的一個。 

 

推理的方法-溯因推理 



解經螺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