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書緒論((一)
希伯來書緒論
希伯來書 第一課…

希伯來書在新約所有的書卷當中是非常特別的一卷書，
弟兄姐妹第一次在讀這一卷書的時候，這卷書的撰寫的方式、
內容跟其他新約的書卷非常的不一樣。
吳存仁博士
作者在這個書卷當中有相當多舊約的背景、舊約的經文，
因此第一次讀這卷書的人多少會有一點問題：到底是什麼樣的讀者會讀這一卷書？
就可以這樣子讀下去、讀得懂？因此我們在仔細研讀這卷書分卷的內容之前，
我們先有一點的時間來看看，這卷書相關內容的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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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撰寫奇特
作者撰寫一個基督徒來到神的面前那個屬天的歷程，
作者撰寫
個基督徒來到神的面前那個屬天的歷程
描述成為一個看不見世界的行程。
 這個書卷當中有許多的用詞，幾乎可以說在其他新約的書卷當中，
我們都沒有看到其他新約的作者如此地用它們
 作者在他的書卷當中提到耶穌基督，彷彿是帶領所有的信徒，
在他生命還在地上的日子走一個信仰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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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讀者面對苦難
當然苦難的問題，這個是第一世紀教會基督徒在他個別人生的歷程當中，
當然苦難的問題，這個是第
世紀教會基督徒在他個別人生的歷程當中，
或者整體初代教會基督徒所必要面對的，幾乎我們可以說信仰最基本的問題。
在那個大環境當中，基督徒如何在一個對聖經信仰、對神基本上來講，
 是一個不友好、甚至是敵對的大環境當中
 維持住自己的信仰，並且保持著一個與神親密的關係
我們可以理解若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像一個牧人的話，
我們可以理解若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像
個牧人的話
弟兄姐妹在難處當中，我們大概不會責怪他，
若是他碰到弟兄姐妹來到他的面前 因著自己在走著人生天路的歷程當中
若是他碰到弟兄姐妹來到他的面前，因著自己在走著人生天路的歷程當中
所有碰到的這些難處，若是弟兄姐妹他們遭遇逼迫走不過去了，
若是這一卷書的作者他說一些比較和緩、
或者說稍微放鬆一點信仰立場的話，
我想我們站在一般人的立場我們會體諒。
唯有你真正看到一個受苦的人，差不多要走不過去，
我們可能會想他說話、可能那個立場不會那麼嚴格。

在教會歷史，有一本書《天路歷程》，基督徒在信主之後並不真的走一條路，
可是他們與主的關係 在生命隨著他遭遇不同事件的時候他們的回應
可是他們與主的關係，在生命隨著他遭遇不同事件的時候他們的回應，
彷彿就構成一條走天路歷程，這個天路客在其中，他需要學習如何應對，
他的反應就構成他生命歷程的一個部分。他繼續不斷地有意外、有困難。
希
希伯來書的作者，把基督徒的一生描述得好像是一個走在旅程當中的客旅一樣。
書
像
「天上的聖所、天上的大祭司」這些用詞在整本新約其他的書卷當中沒有看到，
因此我們當然就非常的好奇 希伯來書的作者到底是站在 個什麼樣的經歷上，
因此我們當然就非常的好奇，希伯來書的作者到底是站在一個什麼樣的經歷上，
以致於他可以描述基督徒屬靈的行程、他與主的關係是這樣。

在看導論之前，我們先提出一些問題，在過去這麼長久的日子裏面，
在看導論之前
我們先提出 些問題 在過去這麼長久的日子裏面
讀者們、弟兄姐妹們、基督徒，他們在讀這卷書的時候，曾經問過哪些問題？
 我們試著把這些問題稍微歸納
我們試著把這些問題稍微歸納一下，以致於當我們在下面導論的時候，
下 以致於當我們在下面導論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問題慢慢地拿出來
 解經、分解經文的解釋，可以放在後面經文討論的時侯，再回來仔細探討
一般性的問題，若是先蒐集，會讓我們在比較容易抓到那些別人問過的問題，
或許這也是我們的問題，幫助我們回答問題、也抓住一個好的讀聖經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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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重基督論
這 卷書著重關於基督論的特點，是其他的新約書卷當中沒有說的。
這一卷書著重關於基督論的特點，是其他的新約書卷當中沒有說的。

不過，當我們在這一卷書好幾個篇章當中，
第十章 他把基督徒在走天路歷程的過程當中，
緊緊地抓住我們信仰的盼望這件事情，
 描述得彷彿是一個沒有辦法妥協的抉擇
 在生命的每一個歷程當中
都是這樣一個沒有辦法妥協的抉擇

在新約當中，描述耶穌基督生平的時候，
描述
平
好比說當看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描述耶穌基督生平的時候，
特別是 馬可福音 把耶穌的生平描述得好像是平鋪直敘：
直接從加利利開始事奉、經過中間的路程、一路走到南方的猶大省、
最後進入耶路撒冷 經過最後 個禮拜的時間 就被釘十字架
最後進入耶路撒冷，經過最後一個禮拜的時間，就被釘十字架。
 福音書把耶穌的事奉描述得好像這個人成為肉身來到我們當中，
主要的事奉就是要完成 個經歷死亡 復活 升天這麼樣的 份事奉
主要的事奉就是要完成一個經歷死亡、復活、升天這麼樣的一份事奉
 耶穌的事奉，彷彿就是要走過這個死裡復活的經歷，完成一個代贖的救恩，
使人有機會藉著這個代贖的救恩，來到神的面前

因此希伯來書的作者對他的讀者說，
幾乎我們用現在的話來講是：
「既然面對苦難，
那你就面對它，作你該作的決定。」
我們實在是佩服希伯來書的作者，
幫助他的讀者面對苦難、
面對靈程當中許多困難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的直言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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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希伯來書的作者，同樣在描述耶穌基督在世上的事奉，
 他不是像聖經當中其他新約的書卷，
聖經其他新約的書卷彷彿給了我們一些初步的印象
 當然，希伯來書所說的真理並不是只有在希伯來書當中才說，
只不過是因為分散在許多新約其他的書卷裡面，以致於
我們在希伯來書當中，看到的這個真理，這麼清楚地呈現
呈現什麼呢？呈現那個肉身來到我們當中的耶穌，
呈現什麼呢？呈現那個肉身來到我們當中的耶穌
祂走完世上的日子，成就了一個以死代贖的救恩。
希伯來書繼續往前說，給我們一個很有趣的或者說極具挑戰性的：
希伯來書繼續往前說
給我們 個很有趣的或者說極具挑戰性的：
希伯來書的作者鼓勵他的讀者繼續問一個問題，
那個已經成就十字架救恩的耶穌，之後，祂繼續的事奉是什麼呢？
我們過去可能想到耶穌基督的事奉的時候，
想到祂在肉身來到地上，祂具備了一個肉身與我們相似，
以致於祂可以用人的方式作成一個代贖的救恩，
這個在其他的新約書卷當中我們都非常的熟悉…

耶穌的事奉在這福音書當中，我們第一眼看過去的時候，
大概我們都會得到差不多一致的印象，就是福音書的作者把耶穌基督的描述：
祂的事工所成就的結果 就是成就了 個從死裡復活的生命 從死裡復活的救恩
祂的事工所成就的結果，就是成就了一個從死裡復活的生命、從死裡復活的救恩，
以致信徒論到耶穌基督，想到祂所成就的事情，就是那個成就為我們代贖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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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我們繼續要問說，
那個已經成就了十架救恩的耶穌、那個已經成就了
讓信徒可以因信得著稱義蒙恩的福音之後、
那個經過十架之後的耶穌，
祂與信徒的關係是什麼呢？祂還有繼續的事奉嗎？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這一點上來講，
的確比其他新約書卷的作者往前再推 些：
的確比其他新約書卷的作者往前再推一些：
讓我們思想我們所信的耶穌，不是一個已經成就救恩，
彿
到 神那邊
我們是滿遙遠的
然後就彷彿祂已經去到父神那邊，跟我們是滿遙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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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的作者要鼓舞我們繼續地思想，
藉著聖經的解釋，藉著他的說明，
要讓弟兄姐妹有一個全備的認識 —
即便是祂已經成就了一個從死裡復活的救恩，
祂今天的事奉，仍然與我們密切連結，
會鼓勵他的讀者在困難當中，知道我們所信的主離我們不是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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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正典性：根據這三個面向，
 按照一般書卷的導論，我們就繼續往下走，我們會先看一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在下一次的時候，會把後面的部分把它讀完

既然作者是初代的教會判定這個書卷是否歸屬於正典一個重要的憑據，
因此就不會覺得奇怪在前面兩三個世紀，教會是花相當多的時間，
打算藉著判定這一卷書的作者是誰來確定它的正典性。
 東方教會很早就認為這一卷書的作者是保羅，
好藉著這樣的方式確認這一卷書的正典性
 西方教會稍微遲一些。不過基本上來講也不過遲了一個世紀
 這一卷書的作者是不是保羅，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這 卷書的作者是不是保羅
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一直都有學者、傳道人對於這一卷書的作者真的是保羅有若干的存疑

第一個部分我們要思想的是這一卷書的「正典性」，
第
個部分我們要思想的是這 卷書的 正典性」
新約的每一卷書它被放在新約的書卷當中，這就是我們所謂「正典」的意思，
換句話來講，它成為神全部啟示當中的一卷書。
希伯來書 麼時 成為新
希伯來書什麼時候成為新約正典的呢？當在讀這一卷書的時候你很快就會發現，
典
？當在讀這 卷書 時
會發
這一卷書相較於保羅書信，這一卷書顯然有非常大的困難。
讀者們在第一次讀這卷書的時候，會把這卷書當作正典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1. 它的確不像其他的書卷，特別是不像保羅書卷，
 在書卷一開始有書卷的作者，仔細介紹他自己在信仰當中有什麼職分，
像保羅有一個很清楚的職分— 他是耶穌基督的使徒
 它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資訊在這一卷書當中，讓我們可以認識這個作者是誰
 對於初代教會來講，作者以及與作者親密關係的同工這個關係，
對於初代教會來講 作者以及與作者親密關係的同工這個關係
是教會接納這一卷書成為正典書卷的一個重要的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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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作者不是保羅呢？教會的理由是這樣的：
、在這一卷書一開始，
一、在這一卷書一開始，
特別是這一卷書的作者描述他是怎麼樣聽到福音的…

為什麼會認為是保羅呢？
在新約所有的書卷當中無疑保羅確定是一個多產的作者，
在新約所有的書卷當中無疑保羅確定是
個多產的作者，
 神也的確揀選祂的僕人將祂的啟示很精準地留下來
 在希伯來書當中的確有若干的主題，是跟在保羅書信當中常常看到的主題，
非常相近而且頻繁出現的：論到基督參與在起初創世的工作當中；
論到基督雖然為神的兒子，可是卻卑微地以人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
並且升到父神的右邊；基督為信徒代求的主題；
甚至在最後論到新約代替舊約這個重大的議題，換句話來講，
來
來律
人來到神的面前，原來律法它是軟弱無益、一無所成的，
希伯來書說的比保羅書信還更清楚。
因此就是因為有許多的希伯來書的主題也出現在保羅書信當中，
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雖然學者們、傳道人
都覺得這卷書的作者如果是保羅的話大概會有問題；
不過因為有這些主題的相近，以致於這一個保羅作者的身分
不過因為有這些主題的相近，以致於這
個保羅作者的身分
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才正式為教會放棄。

不過因為很早的時候這一卷書的正典性已經跟它的作者連結在一起，
不過因為很早的時候這
卷書的正典性已經跟它的作者連結在 起
因此如果要確定這一卷書是留在正典書卷當中的話，
大概就非得確認這一卷書的作者是保羅。
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教會才開始把這兩個觀念區分開來，
即便實在沒有足夠的理由確認這一卷書的作者是保羅，
也不傷害這一卷書作為正典書卷的一員。

二3b 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
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這卷書的作者描述他是一個怎麼樣聽到福音的人，
他彷彿是一個第二手經由別人把福音傳給他的人，
他彷彿是
個第二手經由別人把福音傳給他的人
這個確定不是一個保羅論到他自己怎麼蒙恩的口吻。
保羅總是在描述他自己怎麼樣成為一個基督徒
或者蒙召成為一個傳道人？
他毫不隱諱地直接明講他曾經在大馬色的那個經驗，
他是直接從主領受、他所領受的信息也是神直接的啟示。
因此這一卷書的作者，他會用這樣的口吻說：
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
後來是聽見的 給我們證實了
這卷書的作者他這樣子的描述方式確定不是保羅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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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羅的書卷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非常清楚地講述他自己是這個書卷的撰寫者。
同時，往往也留下自己在神的面前所得的職分，
就是耶穌基督的使徒。
這一卷書的作者在一開始，沒有保羅書信的這種明顯的特徵，
這也讓我們多少有一點懷疑這一卷書的作者真的是保羅嗎？
歷世歷代已經有許多的傳道人 學者問了差不多相同的問題了
歷世歷代已經有許多的傳道人、學者問了差不多相同的問題了。

這一卷書的作者他選用描述的這個結構方式，跟保羅書信非常的不一樣，
 他頻繁地交替使用解經勸勉、解經勸勉、解經勸勉這樣的方式，
顯然在這個架構上非常的不一樣，
他是解經講道、解經講道、解經講道交替用這樣的方式
 保羅在他的書信當中，他把所有關於耶穌基督救恩解釋的部分，
都放在他書卷的最前面 — 理論的部分或者說解經的部分；
把關乎這信仰應用的部分 放在書卷的後半部
把關乎這信仰應用的部分，放在書卷的後半部。
保羅書信往往具備有這樣的特徵，前面一半是講生命，後面一半是講生活

三、這一卷書的作者他所用的詞彙也顯然跟保羅不太一樣，
雖然有 些主題彷彿平行於保羅書信，
雖然有一些主題彷彿平行於保羅書信，
不過作者在這一卷書當中所用許多的字彙，都不見於保羅的書信。
不單是這樣，作者選用的希臘文的描述方式，也跟保羅非常的不一樣，
保羅大部分的書卷結構基本上來講是比較簡單的，
給個人也好、或給教會也好，多半都分成兩個部分：
 講論信仰實質的部分，生命或者說理論
講論信仰實質的部分 生命或者說理論
 講論生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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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的，保羅書信所對於基督論常用的名詞

好比說「在基督裡」、「因信稱義」、「恩典與行為」，
好比說「在基督裡
「因信稱義
「恩典與行為
這樣子理論、應用、生命、生活的這種方式，
講肉體、講聖靈。保羅書信當中顯然這樣子的書寫結構
 在希伯來書的作者他不是這樣書寫，因此當我們在看希伯來書，
同樣在平行描述保羅所說那個從死裡復活的經歷、基督的行程的時候，
描述的是基督祂已經升上高天 坐在父神的右邊
描述的是基督祂已經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邊
因此就是因為這樣的理由，
所以學者們認為當保羅作為這一卷書作者是不合適的時候，
我們就回到原點：若是這一卷書的作者不是保羅，
 我們就接受一本書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誰，可是它仍然可以是正典的一個部分
 這就帶我們回到保羅的書信當中 論到聖經說「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一卷書，儘管在新約所有其他的書卷我們多半都知道作者是誰，
可是在這裡這 卷書我們對於它的作者不清楚
可是在這裡這一卷書我們對於它的作者不清楚，
可是我們仍然可以接受它是正典書卷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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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作者他的詞彙不一樣、結構不一樣，
既然作者他的詞彙不
樣、結構不 樣，
他強調的神學重點，相對來講也非常的不一樣。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他這一卷書當中特別強調「基督論」的重心，
是所有新約其他的作者都沒有講述的內容，
就是基督是我們在天上聖所的大祭司，
基督是祭司、基督是大祭司這樣子的描述，
我們在保羅書信當中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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