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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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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頭一個名繙出來就是仁義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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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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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從來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這是駁不倒

的理。 8 在這裡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裡收十分之一的，有為

他作見證的說，他是活的； 9 並且可說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藉著亞伯

拉罕納了十分之一。 10 因為麥基洗德迎接亞伯拉罕的時候，利未已經在他先

祖的身中。 11 從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職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藉這職任能得完

全，又何用另外興起一位祭司，照麥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亞倫的等次呢？ 12

祭司的職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須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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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七13 因為這話所指的人本屬別的支派，那支派裡從來沒有一人伺候祭壇。 14

我們的主分明是從猶大出來的；但這支派，摩西並沒有提到祭司。 15 倘若照
麥基洗德的樣式，另外興起一位祭司來，我的話更是顯而易見的了。 16 他成
為祭司，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乃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 17 因為有給他
作見證的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18 先前的條例，因軟弱
無益，所以廢掉了， 19 就引進了更美的指望；靠這指望，我們便可以進到神
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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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
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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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美祭司的職任‧基督立新約超越舊約 ‧更美祭司的職任‧基督立新約超越舊約

作者用了 創世記十四章十八到二十節 的背景，

當亞伯拉罕 (亞伯蘭) 打敗敵人回來的時候，

撒冷王、耶路撒冷的祭司麥基洗德，

預備了餅、預備了酒，來迎接他；

亞伯來罕就向麥基洗德獻上了什一。

詩一一○4 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

「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才是這一章論證真正的基礎。

作者在第五章就想要提麥基洗德了，

因為他感覺讀者的光景程度還不能夠領會，

所以先講前面這一段 ─ 第五章後面幾節到第六章，

中間還有一個非常嚴肅的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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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開始講 ─耶穌基督作大祭司的資格。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因為耶穌是大衛的後裔，

對猶太人來說，大衛的後裔是作君王的，

怎麼可以作祭司？這是不合神的律法的！

所以作者用麥基洗德 ─ 神在舊約所立的人物、伏筆，

很清楚的解明耶穌作祭司真的是有資格的。

弟兄姐妹你說：「我不是要那麼了解耶穌是怎麼樣…
祂就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對外邦信徒，沒有舊約律法的轄制、困難、疑惑

但是有關於神、主的真理，都要周全、都要完備，

不能有缺口，以致於神在那個地方講不過去、

好像有了失誤，那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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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羅馬書九到第十一章講到以色列人 ─

先前被揀選、現在遭棄絕、

將來重被接納，

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真理的奧祕，

藉著使徒保羅闡釋的十分的詳盡。

你說以色列人得救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猶太信徒非常重要、對外邦信徒一樣重要！

上帝的應許是不能夠有缺失的

神的作為必須要是完美無缺、完美無暇的

當我了解神的作為是如此豐富細緻、完美無暇的時候，

我們的信心就更清楚，

信仰根基就更能夠有基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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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4 這人是何等尊貴呢！ 他是個人

七3 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麥基洗德是耶穌在舊約的顯現 ─

我們不接受這樣的說法。

七1-6 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仁義王、平安王。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經文沒有記載

祭司必須是利未支派亞倫的後裔，母親是純正的以色列人。

麥基洗德沒有族譜，事實上是經文沒有記載，

表示他祭司的職任，跟利未祭司的祖譜是無關的。

麥基洗德是誰呢？

希伯來書他的名字出現了十次

其它經卷出現兩次 ─ 創14:18、詩110:4

原來他是神在舊約預表基督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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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基洗德無生之始、無命之終，

強調的就是 ─ 他可以長遠作祭司，又是基督的預表。

七3 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他不是耶穌在舊約的顯現，

而是基督作永恆的神子的預表。

創世記十四章 ─ 他為亞伯拉罕祝福，

收納亞伯拉罕獻上的什一。

麥基洗德超越了利未子孫的工作 ─

亞伯拉罕向麥基洗德獻什一的時候，

在生命血脈相通的傳承當中，

就好像他的曾孫利未也向麥基洗德獻上了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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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節以後 ─ 基督就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作祭司。

七16 他成為祭司，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

乃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

神讓祂的兒子耶穌從死裡復活，彰顯出生命的大能；

我們這些屬神的兒女在世上有苦難，

但是當主得勝，他把得勝的恩典經歷也放在我們身上。

一位姐妹、教會很好的同工、得癌症，

在臨終，這個姐妹想要跟我講話…
在電話裡我大聲背詩篇二十三篇，

我叫她的名字：「耶穌得勝、妳也得勝妳也得勝！」！」

很短的時間之後，她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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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對我來講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我用神的話、我十分的有把握告訴她 ─

耶穌得勝、妳也得勝，死亡不能轄制我們。

二14 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

所有神的兒女都靠主得勝，

無窮生命的大能在我們的生命中。

每一天我們的基督徒的生命、生活，

都有那無窮生命的大能在支持、托住、保守、鼓勵我們，

讓我們可以往前去。

七25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主不斷的在為我們禱告，祂能夠拯救我們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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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的立約，新約
更美的贖罪血

更美的贖罪祭

第八章 ─

第九章 ─

九23 – 十18 ─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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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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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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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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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

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9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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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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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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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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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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九十11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

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

人沒有按著神該受的敬畏
來敬畏祂

主發怒的權勢有多大呢？就與祂職掌、權柄是一樣的範圍，

主怒氣的權勢是無止盡的、是宇宙萬有。

求主幫助我們更深的認識祂，祂現在升上高天，

在真帳幕裡作執事、作服事者、為我們禱告

祂的職掌是全備的，祂所立的約叫作新約

我們我們的主，祂的職任、職責、工作之所以偉大，

是因為祂履行職任的範圍是十分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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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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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八8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所以主指前約的缺欠說）：…

舊約的瑕疵不是約的瑕疵、而是人的瑕疵，

人的軟弱沒有辦法履行、明白神的約的寶貴，

神就與人藉著祂的兒子，立了新約。

耶利米書三一31-34 ─ 神與祂的兒女要立新約

耶穌來到地上與我們立新約，

最後晚餐 ─ 這是我的血與你們所立的新約

在基督的恩典中我們領受約的祝福，

被主來保守、被主來拯救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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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舊約的禮儀、規範，會幕裡的陳設的物品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九1 原來前約有禮拜的條例和屬世界的聖幕。 2 因為有預備的帳

幕，頭一層叫作聖所，裡面有燈臺、桌子，和陳設餅。 3 第二幔子

後又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 4 有金香爐，有包金的約櫃，櫃裡

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版； 5 櫃上面有榮耀

基路伯的影罩著施恩座。這幾件我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6 這些物件

既如此預備齊了，眾祭司就常進頭一層帳幕，行拜神的禮。 7 至於

第二層帳幕，惟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獨自進去，沒有不帶著血為自己和

百姓的過錯獻上。 8 聖靈用此指明，頭一層帳幕仍存的時候，進入

至聖所的路還未顯明。 9 那頭一層帳幕作現今的一個表樣，所獻的

禮物和祭物，就著良心說，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 10 這些

事，連那飲食和諸般洗濯的規矩，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命定到振

興的時候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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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6 這些物件既如此預備齊了，

眾祭司就常進頭一層帳幕，行拜神的禮。

會幕有外院、聖所、至聖所

聖所、至聖所中間有幔子相隔

大祭司在贖罪日要進到至聖所

祭司每天都要經理、管理，

讓會幕來保持神所安排的樣式

他們認真於所承受神聖的職分。

上帝頒律法是好的，讓人知罪、把人領到神面前，

我們脫離了獻祭…，律法沒有辦法為我們成全救恩。

舊約的服事者，是把物件一一預備齊了，才進去服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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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約的事奉者、對今天在教會服事的你我而言，

我們有沒有把神所托付的工作 ─

預備齊了、準備好了，然後才去服事呢？

當我們每次到禮拜堂聚會的時候，

椅子排好、音響預備、地上乾乾淨淨、廁所清潔…
有人很早就到…事實上是有人預備好了。

不是只有舊約的祭司他們預備好，

任何禮儀用心靈跟誠實去做，都是好的、都是美的。

‧更美祭司的職任‧基督立新約超越舊約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九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

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12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

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13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

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 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

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 神嗎？ 15
為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著

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16 凡有遺命必須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 17 因為人死了，遺命才

有效力，若留遺命的尚在，那遺命還有用處嗎？ 18 所以，前約也不是不用血立的；

19 因為摩西當日照著律法將各樣誡命傳給眾百姓，就拿朱紅色絨和牛膝草，把牛犢山

羊的血和水灑在書上，又灑在眾百姓身上，說： 20 這血就是 神與你們立約的憑據。

21 他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皿上。 22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

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23 照著天上樣式作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

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24 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

所，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 25 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像那大祭司

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 26 如果這樣，他從創世以來，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

在這末世顯現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 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

有審判。 28 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

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九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

獻上了最美的、更大、更全備的祭。

耶穌是贖罪祭，祂是祭司，祂也獻上自己成為祭牲；

耶穌基督的血帶下了救恩

耶穌的血有追溯的功效…

九15 為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

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

便叫蒙召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九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

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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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2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絕大部分

獻贖罪祭是需要見血的。

舊約神所定規 ─

如果他要獻贖罪祭，

但是太窮了、連雛鴿、斑鳩都獻不上，

那麼上帝說 ─ 獻麵吧；

重要是心靈和誠實，那也算做贖罪祭。

這是上帝為敬畏祂的人所預備的，

是何等的恩慈、神何等的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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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1 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像，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

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 2 若不然，獻祭的事豈不早已止住了嗎？因為禮拜的

人，良心既被潔淨，就不再覺得有罪了。 3 但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來； 4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 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 神啊，

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7 那時我說： 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8 以上說：祭物和禮物，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願意的，也是你不喜歡的（這都是

按著律法獻的）； 9 後又說：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見他是除去在先的，為

要立定在後的。 10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

聖。 11 凡祭司天天站著事奉 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12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13 從此，等候他仇敵成了

他的腳凳。 14 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15 聖靈也對我

們作見證；因為他既已說過： 16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

樣：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又要放在他們的裡面。 17 以後就說：我不再

記念他們的罪愆和他們的過犯。 18 這些罪過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更美的贖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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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做大祭司，

第五章 ─ 祂是比亞倫更美的祭司

七、八、九章 ─ 耶穌做大祭司這樣的資格、一條路

第十章 ─ 耶穌是更美的贖罪祭

利未人所獻上的祭物是不能完全的

律法不能為人成就神的義

主耶穌來的時候，將神的心意完成了

十5 …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十10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

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

道成肉身基督來到世上，

神為祂預備了身體，祂就獻上這個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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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創造我們，在我們活著的時候領受救恩，

與基督相遇，領受奇妙無比的恩典、進入神的國度。

羅六13 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

羅十二1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獻上的目的 ─ 為主而活，

讓主在我們生命當中的計畫得以完成。

十12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安息、完全、一切工作都已經成就

主所做的工作，不像舊約的祭司反覆、不斷的做，

不斷的獻上各樣的祭；

耶穌一次為我們成就永遠的恩典。

禱告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藉著你的愛子成就了新約，

帶領我們進入到約的祝福跟恩典裡，

我們的主拯救我們拯救到底、

為我們禱告直到如今。

謝謝主，你所獻上的成就了

最完美的贖罪祭 ─ 你將自己獻上。

求主不斷的來激勵我們，我們要把自己獻上，

活出你的榮耀、活出你的見證，

成為你在地上的見證者。

獻上感謝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