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書：一5~14

希伯來書 第四課…

5 所有的天使， 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又指著哪一個說：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6 再者， 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7 論到使者，又說： 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8 論到子卻說： 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9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
喜愛 義
神，
就是你的 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了
是
所造
10 又說：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11 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
12 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
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13 所有的天使， 神從來對哪一個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14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

超越天使的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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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天使的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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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問兩個問題，
 新約的作者引用舊約聖經
新約的作者引用舊約聖經，到底有沒有那個舊約經文的原意在他的腦海當中，
到底有沒有那個舊約經文的原意在他的腦海當中
也就是說這一段舊約的經文，在它原出處的地方，經文被理解，
是不是跟作者在這裡引用這段經文被理解是相同的呢？
 第二個問題要問得更大一點，當作者引用這些聖經的時候，
那一段舊約經文的引文在它原出處的地方，
經文上下文的情境以及神學背景是不是也在作者的腦海當中呢？

上一個段落，作者用四節的經文先標出了一個起點：
神的兒子是神最高、也是最終極的啟示。
5 14 作者就繼續延續著前面的論題，發展他下面一個論述：
5~14
作者就繼續延續著前面的論題 發展他下面 個論述
神的兒子較天使有更超越的地位。
一55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
個說：…用這樣子的起頭開始了這個段落
用這樣子的起頭開始了這個段落
一13、14 這個段落最後要作結束的時候，

我們仔細地探究 一5~14，中間有好多處從舊約經文的引文。
一55 已經有兩處舊約的聖經了
已經有兩處舊約的聖經了：
上面一處：「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詩二7，
下半部是 撒下七14 。下面連續有好幾節舊約的聖經，
在這 一5~14 這個不長的段落裡，作者引用了這麼多舊約聖經。

作者又把差不多相同的話又再說一遍，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
作者在這裡有意的要藉著前後包裹的方式，讓你清楚知道，
一5~14
~
是 個清楚的段落 在這個清楚的段落當中
是一個清楚的段落，在這個清楚的段落當中，
 作者要說：「神的兒子是有比天使更超越的地位」
 因此我們就仔細地看在這
因此我們就仔細地看在這一段的聖經當中，
段的聖經當中
作者所引述的舊約經文，我們都得仔細地來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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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勢必假設他的讀者們，對於這些所引用的舊約聖經在它原出處的意涵，
以及原出處附近神學的情境有相當程度的理解。
因此我們就仔細來看作者引用這些舊約聖經，他到底要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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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到底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第 5 節就把這件事情成就的時間，藉著
節就把這件事情成就的時間，藉著一個舊約的經文把它鋪陳出來：
個舊約的經文把它鋪陳出來：
在舊約新王什麼時候登基呢？
這段經文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在原本 詩篇第二篇 的經文，上下文記述到說：
在耶和華將來所要興起的新王，
周遭先前抵擋神百姓的，他們的政權必被降服。
因此「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是一個新王登基為神所宣告的時刻，
配合著前面的上文，
到底神的兒子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耶穌經歷死裡復活、升天得榮、坐在父寶座的右邊，
 一方面得著父給祂一個承受萬有的新職分
方面得著父給祂 個承受萬有的新職分
 一方面祂坐在父寶座的右邊得神悅納，不但是悅納祂，
下文就要繼續說：也悅納那些凡屬乎祂的
下文就要繼續說
也悅納那些凡屬乎祂的

他要從 1~4 已經給的關乎神兒子的尊榮這個起點開始往下說，
神的兒子憑藉著祂所參與創世的事工、憑藉著祂所完成救贖的事工，
 神已經給祂一個位分承受萬有、神已經接納祂為彌賽亞的君王
 以致於祂有一個勝過眾先知的尊榮，勝過天使更美的名
是從這個起點作者開始往下講。
一5 第一個舊約引文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兒
我今 生你
這個舊約的引文大概在新約聖經當中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引文，
因為在不同的書卷當中 這段引文出現了好多次
因為在不同的書卷當中，這段引文出現了好多次。
在原初詩篇第二篇，傳統上來講會認為它是一個彌賽亞詩，
事實上那個背景更像是一個新王登基的登基詩。
因此作者在這裡引述，神在這裡對祂兒子的一個宣告，
就有一點像在舊約那個新王登基的時候，王被稱為是神的兒子。
耶穌成就的事工 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耶穌成就的事工，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並且為父賜與祂那承受萬有的尊榮。

因此這個詩篇先宣告了神的兒子如今所得著的新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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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再者，神使長子來到世上的時候。

一5b 我要作祂的父，祂要作我的子。

下面有兩段的聖經，
分別就提到「神的使者」、或者翻譯成「天使」。
神的兒子跟神的使者兩個之間的關係，
在下面所引用的兩篇詩篇當中，詩九十七7、詩篇一○四4，
神的兒子跟神的使者或者說天使之間的關係，
 上文 一4
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下文就把這個關係講得清楚一點，不只是比祂有更尊貴的名，
事實上在創造者跟受造者之間沒有模糊的地帶。
經文在這裡引述 詩篇九十七篇 的經文說：
「神的使者都要拜祂」
神的兒子不但是有 個勝過天使更尊榮的位分
神的兒子不但是有一個勝過天使更尊榮的位分，
事實上創造者跟受造者之間，有一個不能模糊的差異，
就是神的使者要拜祂，
就是神的使者要拜祂
因此神的使者—天使，當然是遠遠地不及神兒子的尊榮。

這段的聖經原本是在 撒下七14，
耶和華給大衛一個應許，將來有一位大衛家的王，
祂要與父神之間的關係親密得像這段經文所說：
「我要作祂的父， 祂要作我的子。」
因此兩段的聖經合在一起，
 讓 1~4
~ 先前所說神兒子的尊榮，
先前
神兒子 尊榮
不但是賦予神兒子所具有的尊榮，一個具體時間上的開始
 到底神兒子所享有的尊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是從耶和華宣告：「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是從那個宣告那一個剎那開始
而上文告訴我們說：
那個宣告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宣告發生在祂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宣告發生在祂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那個時刻發生在神立祂為承受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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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神的兒子跟天使的比較之後，然後來到第 8 節，
那到底神的兒子祂是 位怎麼樣的呢？
那到底神的兒子祂是一位怎麼樣的呢？
一8 論到子卻說： 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希伯來書的作者沿用七十士譯本的經文，
比原本希伯來文的經文多一個連接詞，
以致於原本這個敘述：
「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7 是另外一處引用舊約的經文，來描述神兒子的論述，
中文在這裡的翻譯是跟舊約是 樣的：
中文在這裡的翻譯是跟舊約是一樣的：
「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按照中文的翻譯、或舊約希伯來文經文的翻譯，
可以理解成為神使用各樣的媒介，作為成就祂旨意的工具。
不過七十士譯本在翻譯這一段聖經的時候，
它把在原本希伯來文經文當中的受詞跟受詞補語對調了，
它把在原本希伯來文經文當中的受詞跟受詞補語對調了
因此如果按照七十士譯本的翻譯的話，那個句子也許應該這樣翻譯：
神以祂的使者為風 神以祂的僕役為火焰 」
「神以祂的使者為風，神以祂的僕役為火焰。」
風跟火焰它們存留的時間都非常的短暫，
神的使者相較於神的兒子來說，他們的職分是極其短暫。
因此作者在這裡引用兩段詩篇的經文，
要澄清在神的兒子跟神的使者兩者之間
有 個不能夠模糊的差異 是創造者跟受造者的差異
有一個不能夠模糊的差異，是創造者跟受造者的差異，
神的使者都要拜祂，因為祂是神。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這裡借用這一篇詩篇，
講述神兒子的尊榮有兩個特質
講述神兒子的尊榮有兩個特質：
 祂的權柄直到永永遠遠
 祂的權柄是正直的，祂管理天地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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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3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既然在 8 已經強調了神的兒子祂所擁有的尊榮，
在 10
10~12
12 引用 詩一○二25
詩一○二25~27
27 ，就把這一點用另外一段經文再強調一遍，
一10~12 又說：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
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
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這 段的問話、引言，跟前面 5 是
這一段的問話、引言，跟前面
是一樣的，
樣的，
 上文說：「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
神曾經對任何哪一個天使這樣子的宣告說：
我今日生你、我膏你、我讓你作為承受萬有的？沒有
 下文同樣的語句再說一遍：
13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 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下半句不但是平行於上半句，是神對於祂兒子尊榮的一個宣告：
那個先前潔淨了人的罪、如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這一段的聖經跟前面幾節的聖經都是一樣，每一次經文引述的時候，
作者都在所引述的經文前面都記上
神說、神從來對哪 個說、又指著哪 個說、
「神說、神從來對哪一個說、又指著哪一個說、
神使長子來世上的時候就說、論到神的使者又說、
論到子的時候卻說、10 一開始又說」。
換句話來講，作者把這些舊約的經文這麼多頻繁地引述，
每一次引述的時候，他都放一個「神說」在這個引述的前面，
好叫下面所澄清關乎神兒子的身位跟使命
好叫下面所澄清關乎神兒子的身位跟使命，
是一個按照神旨意受差、是一個按著神的旨意被膏立的承受萬有者。

因此這一段的經文下文講到說：
一9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樂油膏你 勝過膏你的同伴
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一8~9 所引用的詩篇，是來自 詩篇四十五6~7。

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不只是祂換了位子而已，
好像你原本是坐在這個位子上換到另外一張，換一個位子而已，不是，
 這個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容許坐在父寶座的右邊，
是一個經過父神的允准，以致於祂先前成為肉身，潔淨了人的罪；
先前卑微為人，如今可以坐在父寶座的右邊
 這是一個經過父神的允許、有神的悅納、有神所嘉予的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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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在 一5 宣告基督所擁有的新身分：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宣告基督成就了救恩以後的一個新身分。
一13 同樣是一個宣告： 「你坐在我的右邊。」
宣告的是一個新時代，因為下文說：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救恩已經完成 等待蒙恩的人 可以因著耶穌基督的救恩來到祂的面前
救恩已經完成，等待蒙恩的人，可以因著耶穌基督的救恩來到祂的面前。

一14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

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
作者在這裡用一個「問號」把這一整章作結束。
作者在這裡用
個 問號」把這 整章作結束
我們從他的語氣來講，這個問題當然答案是：是的。
若是天使是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那 使豈 相較於神 兒 是卑微嗎
那天使豈不相較於神的兒子是卑微嗎？
答案當然是：是。

這就有一點像是一場戰爭，戰爭基本上已經結束，
 不過還有一些小的戰役還沒有結束
 但是嚴格來講，這場戰爭勝敗已分、大勢已去
這個地方所敘述的基本上來講是一樣的：
這個地方所敘述的基本上來講是
樣的
他宣告耶穌基督已經坐在父神寶座的右邊，
然後父神在下面就說：「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耶穌的救恩已經成就 等候更多蒙恩的人親身經驗這樣子的救恩
耶穌的救恩已經成就，等候更多蒙恩的人親身經驗這樣子的救恩，
宣告一個新時代。

我們結束了這第一章，
第
第一章
章 講述神兒子是神最高
講述神兒子是神最高、最後的啟示
最後的啟示
 一5~14 講述神兒子有超越天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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