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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第一章到第七章作者已經建立了下面的論點： 

1. 耶穌超越天使是神在末日傳信息的“先知” 

2. 耶穌在神家的事奉勝過摩西 

3. 耶穌是比按照律法從利未支派出來的大祭司更尊貴 

在這個基礎上,作者更進一步探討耶穌為大祭司的超越性： 

1）更美的約（8） 

2）更美的聖所（9）  

3）更美的祭物（10） 

雖然我們這樣的分段,但請注意：這三章聖經中,約/祭司
/聖所/祭物都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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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更高等次的祭司所服事的(8:1) 

 在天上 

 坐在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2.是在更美之處事奉(8:2-5) 

 真帳幕-（天上的）聖所-主所支的 

 地上供奉的事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 

3.是建立在更好的應許之上(8:6-13) 

 

更美的約中的事奉 



1. 我們所講的事,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有這樣
的大祭司,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2. 在聖所,就是真帳幕裏,作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
的,不是人所支的. 

3. 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和祭物設立的,所以這位大
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 

4. 他若在地上,必不得為祭司,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
禮物的祭司. 

5.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
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
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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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講的事,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
祭司,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 

這樣的大祭司 –  
1. 為百姓獻上挽回祭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2:17) 
2. 已升入高天尊榮,能體恤我們軟弱的大祭司(4:14-

15) 
3. 已經進入幔內的大祭司(6:19-20) 
4. 神起誓立下的大祭司(7:21) 
5. 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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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人祭司 基督為祭司 

非起誓立的 起誓立的 

按亞倫的等次 按麥基洗德的等次 

照屬肉體(血統世
襲)的條例 

照無窮生命(不能
毀壞)的大能 

人數多 
有死阻隔 
不能長久 

獨一 
長久不更換 

 

須先為己罪獻祭 

聖潔、無邪惡、無
玷污 遠離罪人、

高過諸天 

多次獻祭 一次獻祭 



在聖所,就是真帳幕裏,作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的,
不是人所支的. 
----------------------------------------------------------------------------------------------- 

1. 在聖所作執事的-在七十士譯本中用來稱呼祭司 
2. 聖所-指帳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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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帳幕 帳幕 

在天的 在地的 

長存的 暫時的 

主所支的 人所支的 

不屬這世界的 在這世界的 

是“實體” 是“影像” 



影像-柏拉圖的洞穴寓言 

1. 我們的知識正如在洞穴中的人一樣:看到的只
是在牆上的影像(shadow) 

2. 經由教育使人認識真理是一個鬆綁的提升過程 



1. 理型：希臘文：eidos; idea;英文：form 
2. 柏拉圖解釋世界事物何以有相似性及其根源何在

的理論 
3. 我們假定每一類雜多的東西都有一個單一的“型”

或“類型”假定它是統一體而稱之為真正的實在 
4. 理型真實存在於理型的世界,獨立於世間的具體個

別的事物之外. 
5. 個別的”美”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乃是由於分享/

分有(partake)了”美”的本身 

柏拉圖的理型論(Form) 





1. 哪些事物有理型哪些沒有？美,善,正義有理型,那
麼泥土,頭髮,灰塵是否有理型? 

2. 醜,惡,不正義是否有理型?  
3. 理型論蘊涵的超雜日常世界的傾向 
4. 單一理型是否存在？Third man argument. Ad 

infinitum (to infinity) 
 

柏拉圖的理型論的困難 



 
 

人際關係好並不等於有好（健康）的人際關係 
-顧韞老師 

是否有單一的/最好的人際關系？ 

理型論的例子？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
要造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
樣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 

有一個天上的帳幕.地上帳幕是它的的形狀和影像.耶
穌作為我們的大祭司,是在天上的帳幕裏事奉. 
1. 形狀/影像 和合本 
2. 仿本/影像 呂振中版 
3. 副本/影像 新譯本 
4. copy/shadow  NASB/NIV/NKJV 

5. example/shadow KJV 

6. sketch/shadow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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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
人論斷你們.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1. 影兒/形體(和合本) 
2. 影兒/真體(呂振中版) 
3. 影子/真實的本體(當代譯本) 
4. Shadow/reality (Net Bible) 
5. Shadow/substance(NKJV,NASB) 

西2:16-17 



1. 地上的會幕是天上會幕的影像；地上的敬拜是反
映天上的敬拜；地上的祭司是天上祭司不完美例
子.這些事情都指向超越它們自己的實體
(reality). 

2. 希伯來書作者在舊約中看到了類似的教導：「你
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樣
式.」 （出25：40） 

3. 地上的祭司不能帶我們到神的面前；天上的祭司
耶穌可以. 

4. 唯有耶穌能帶領我們突破困境,進入那使人得到滿
足的”真實(reality)”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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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
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7. 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8.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或譯：所以主指前約的缺
欠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
新約, 

9. 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
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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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
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
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11.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
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
識我. 

12.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 
13.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

必快歸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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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成了更美之約的中保(8:6) 
2. 神應許另立新約(8:7-9) 
3. 內心改變的應許 (8:10) 
4. 認識神的人都被赦免的應許(8:11-12) 
5. 舊約將漸衰,歸於無有(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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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
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 

1. 舊約的中保-摩西 
2. 新約的中保-耶穌  
3. 中保的意思 -中保的古希臘單詞是mesites,意思

是“站在兩個人中間,把他們帶到一起的人.”
（巴克萊,Barclay） 
加拉太書3:19-20 
提前2:5  
來7:22,8:6,9:15 
約壹2:1 

 

希伯來書8:6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
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提前2:5） 
中保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層次： 
1. 中間人（Mediator)（提前二 5） 
2. 擔保人（Guarantor)（來七 22） 
3. 維護者（Advocate）(約壹2:1) 

當約伯陷入極度痛苦和無法明白的試煉中時,他向上
帝哭喊：「我們中間沒有聽訟的人,可以向我們兩造
按手.」（伯九 33）約伯所期盼的「聽訟的人是想在
上帝和他之間尋找一位中間人,這位中間人正是希伯
來書中「新約的中保耶穌.」 

中保 



耶穌基督藉著道成肉身,成為世人最完全的中保,祂藉
著捨己作萬人的贖價.代表世人來到上帝面前,修護原
先被撒但和罪所破壞的一切,並且使人與上帝建立一
種新的關係,在上帝和人中間設立了新約,這約帶來了
更美的應許、更美的祭、更美的聖所和更美的盼望.
（來7:19；8:6；9:1;11:15；12:24） 
耶穌為我們降卑、忍受十架的苦難,承擔罪的咒詛,使
有限有罪的我們能認識上帝,得著救恩和盼望；使我
們能與上帝和好,（林後5:19）得以親近祂,並且藉著
基督與上帝合一,進入永恆的平安、恩典和真理、生
命中. 

耶穌是中保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
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 

舊約聖經中的約 
1. 伊甸園之約(創1:26-31,2:16-17) 
2. 亞當之約(創3:16-19) 

3. 挪亞之約 (創9:1-18) 
4. 亞伯拉罕之約(創12:1-4;13:14-17;15:1-7;17:1-8) 
5. 摩西之約(出19:4-6;20:1-31:18;24:6-8) 
6. 巴勒斯坦之約(申30:1-10) 
7. 大衛之約(撒後7:4-16,代上17:3-15) 
8. 新約(耶3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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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對象 條件 

伊甸園之約 全人類 無條件 

亞當之約 全人類 無條件 

挪亞之約 全人類 無條件 

亞伯拉罕之約 以色列國 無條件 

 
摩西之約 
 

 
以色列國 

有條件（人順從神
就得祝福,人不順
從神就得咒詛） 

巴勒斯坦之約 以色列國 無條件 

大衛之約 以色列國 無條件 

新約 先給以色列國,
然後全人類 

無條件 



1.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
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
你.」  

2. 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既無子,你還賜我甚
麼呢？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
謝.」  

3. 亞伯蘭又說：「你沒有給我兒子；那生在我家中
的人就是我的後嗣.」  

4. 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  

創世記15-神與亞伯蘭立約 



5.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
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
此.」  

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7. 耶和華又對他說：「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了迦勒

底的吾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8. 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怎能知道必得這地為
業呢？」  

9. 他說：「你為我取一隻三年的母牛,一隻三年的母
山羊,一隻三年的公綿羊,一隻斑鳩,一隻雛鴿.」  

 

創世記15-神與亞伯蘭立約 



10.亞伯蘭就取了這些來,每樣劈開,分成兩半,一半對
着一半地擺列,只有鳥沒有劈開.  

11.有鷙鳥下來,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亞伯蘭就把牠嚇
飛了. 

12.日頭正落的時候,亞伯蘭沉沉地睡了；忽然有驚人
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13.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
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
他們四百年.  

14.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
帶着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  

創世記15-神與亞伯蘭立約 



15.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裏,被
人埋葬.  

16.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
孽還沒有滿盈.」 

17.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着的火把從那些肉
塊中經過.  

18.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
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大河之地,… 

創世記15-神與亞伯蘭立約 



神應許另立新約(8:7-9) 
1. 舊約有瑕疵(8:7) 
2. 問題不在神頒布的律法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

義、良善的(羅7:12) 
3. 問題是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8:9 
 摩西下山,將耶和華的命令典章都述說與百姓

聽.眾百姓齊聲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
都必遵行.(出24:3)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
巴力, 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士師

記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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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改變的應許 (8:10) 
1. 摩西的律法可以宣告神的聖潔的標準,但無法給人

力量來順從 
2. 當人信了耶穌後,就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後1:4) 
3. 在新約裏,神的話寫在人的心上 
 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版上.(林後3:3) 
 我們眾人既然敞着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
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
主的靈變成的.(林後3:18) 

4.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5. 使一個人遵守法律的最好辦法,是使他熱愛立法者

（司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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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神的人都被赦免的應許(8:11-12) 
1. 引用耶31:31-34 
2. 預言以色列國會與猶大國聯合,在神應許的國度中

喜樂 
3. 到那時,不用與他人分享福音.因為每個人都比認

識神. 
4. 認識神的人都被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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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將漸衰,歸於無有 
1. 對於這些來自猶太背景、想要回到一個猶太化信

仰的灰心基督徒來說,信息非常明確.他們不能回
到一個次等的約中去,這個約就要快歸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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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更高等次的祭司所服事的(8:1) 
 在天上 
 坐在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2.是在更美之處事奉(8:2-5) 
 真帳幕-（天上的）聖所-主所支的 
 地上供奉的事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 

3. 是建立在更好的應許之上(8:6-13) 
 在新約中律法寫在人的心上。 
 當更美的新約來的時候,舊的約就要歸於無有了 

 

更美的約中的事奉 



神賜給人舊約和新約的目的是甚麼? 
1.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

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
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
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
度,為聖潔的國民. (出19:4-6) 

2. 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
作我的子民(利26:12) 

3.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來8:10) 
4.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

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思考問題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8:12) 

For I will be merciful toward their iniquities, and I will 

remember their sins no more. (ESV) 

你對這節經文的理解為何？ 
 
 

思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