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書：二5~10

希伯來書 第六課…

5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 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6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 你竟眷顧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7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並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8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
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我
9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
因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叫他因著 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10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
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令人驚喜的救恩
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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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我們在看 來一1~二4，算是第一個循環，
作者引用了舊約聖經，
 仔細地解釋了耶穌基督的身位
 特別是祂現在屬靈的升天得榮的位階，
他很仔細地解釋了神兒子如今那個榮耀的位分，
不單單就祂自己來講，並且從信徒的角度來解釋，
這個榮耀的位分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在我們介紹希伯來書這卷書結構的時候，我們說這卷書的作者，
有一個跟所有其他聖經的作者，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撰寫風格。
保羅習慣於在他的書信當中
 先記述聖經比較理論的部分，或者說救恩生命的部分
先記述聖經比較理論的部分 或者說救恩生命的部分
 然後介紹他所講述的內容，比較應用的部分，或者說生活的部分
因此往往在保羅書卷當中，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看到，作者在書卷的前後，
把生命跟生活的部分分開來描述，信徒既然擁有一個這樣子的生命，
就理當活出一個與他的生命相稱的生活。
在保羅書信當中，我們看見那個結構，基本上是非常的清楚
在保羅書信當中，我們看見那個結構，基本上是非常的清楚。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他的書卷當中，從生命講到信徒在生活當中應該有的回應，
採用跟保羅書信不太一樣的結構來解釋，在他的書卷當中，
是非常頻繁地出現根據一個新的論題，他引用了一處或幾處的舊約聖經，
仔細地加以解釋，然後把這一段的聖經，用在他的讀者身上，
 就給他的讀者，從這段經訓而來的一些勸勉
就給他的讀者 從這段經訓而來的 些勸勉
 也有幾處的地方，勸勉口氣是比較凝重的，是要給他的讀者一些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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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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次看到天使跟人的關係。
我們第
次看到天使跟人的關係
經文是說：天使相對於人來講，天使是作什麼的呢？
 就位階來講，他是服役的靈
 就職責來講，他是為人效力
夾雜在這個敘述當中，當他描述人是什麼？
人是那個將來要承受救恩的那一位、那一個族類，
在經文當中是略微地透露，蒙恩的人將來的景況—他必要承受救恩。
3

4

令人驚喜的救恩

若是先前以色列人，在摩西律法的定規之下，
干犯悖逆的都需要受到報應刑罰的話，
那我們這領受這麼大救恩的人，怎麼能夠逃罪呢？

作者講到這裡的時候，他有一個很奇怪的起頭：
二5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他怎麼會突然提到 個將來的世界呢？
他怎麼會突然提到一個將來的世界呢？

信徒是什麼樣的人呢 二3 信徒是
信徒是什麼樣的人呢？
信徒是一群承受救恩的人。
群承受救恩的人
救恩是什麼？神要讓蒙恩的人經歷祂所應許的祝福，簡稱它是救恩。
不過這救恩並沒有解釋，不單給人的救恩到目前為止沒有解釋，
要給
要給人救恩的主，如今所站的位分，跟我們所要得救恩的關係，也沒有解釋。
恩的主
今所 的位分
我們所要得 恩的關係 也 有解釋

一6 作者已經含糊地說過：神將祂的兒子帶進祂的國度的同時，

所有受造的，(當然包括神的使者、神的天使)
所有受造的
(當然包括神的使者 神的天使) 都要拜祂。
在那裡我們略微地看到，一個新開始神國的一撇，作者就繼續發展這個主題—
「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那個神的國度是交給神的兒子。
若是將來神的兒子得國的那新天新地、那屬靈的新世界、那神的國，
神沒有交給天使管轄，那神交給誰管轄呢？

來一 說：這位賜救恩於我們的主，「神已經先立祂為承受萬有的」，

相較於福音書作者在描述現今我們所擁有、所站在的世界，
還在撒但、在罪權勢之下的世界。
可是神的兒子完成了救恩之後，開始了一個新的世代，
可是神的兒子完成了救恩之後
開始了 個新的世代
因著耶穌基督的救恩，已經在先前被罪捆綁、為撒但管轄的舊世界當中，
開啟了一個新的可能。這個新的可能是什麼呢？
 主是在那個先前為撒但所掌管的舊世界當中，神已經立祂為承受萬有
 對我們這些蒙恩的人， 神應許要賜我們救恩

經文前面沒有明確地說交給誰管轄，不過經文的確說：
經文前面沒有明確地說交給誰管轄
不過經文的確說
「神把這個應許賜予凡屬乎祂的人，稱它為救恩。」
但是這兩個有關聯嗎？作者在這裡就引用舊約詩篇的經文，
但是這兩個有關聯嗎？作者在這裡就引用舊約詩篇的經文
他要繼續地解釋下去，這就是神所要賜予凡屬乎祂人的救恩。
5

不過作者講到這裡的時候，他問一個問題？
二7b~8a
二7b
8a 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將神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神起初造人，把人造得是這樣子的尊榮。
不過講到這裡時，他四顧現存的世界，發現有一個矛盾，
神造人有這樣子的尊榮，那現實是什麼呢？

二6~8a 作者引用 詩八 的經文，是以大衛為名，是一個讚美的詩篇，

詩人在神所創造的天地宇宙之下，想到神創造的能力，
他詠出向神的頌讚！
詩八3~5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或許你來到海邊 看大海澎湃；在眾星都可以看到的夜晚
或許你來到海邊，看大海澎湃；在眾星都可以看到的夜晚，
你躺在地上想一想：祂是一個怎麼樣的神？
夠
樣 規
行
能夠把這個世界造得如此的奇妙，並且是這麼樣地規律運行。
詩人在神創造的這個大宇宙當中，他讚嘆神創造的奇妙，
可是他不只是注意到神創造的偉大，並且他看到人在 神創造的世界當中，
人有一個很特殊的位分，這正是他在 來二5~8a，引用詩八 的理由。
經文甚至是這樣說， 神賦予這個受造的人，在所有受造的宇宙當中，
 他有超過所有其他受造物更高的尊榮，神派他管理一切其他的受造物
 人被賦予的尊榮，從他受造的那個時刻開始，神就已經命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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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叫萬物都服在人的腳下，
既然是叫萬物都服在人的腳下
那按說就沒有一件事情發生自然災害、沒有任何其他的受造物，
干擾 阻斷神所賦予人的尊貴榮耀 對不對？
干擾、阻斷神所賦予人的尊貴榮耀，對不對？
不過事實上不然，只是我們如今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我們共同的經驗是神起初造人，賦予人的尊榮，
事實上我們在現世當中沒有看到、沒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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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起初造人，的確把人造在所有受造物之上，
使他享有比其他受造物更高的尊榮
使他享有比其他受造物更高的尊榮，
但是經驗告訴我們：人並沒有享受這樣子的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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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知道耶穌已經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呢？
耶穌基督潔淨了人的罪，祂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因著耶穌已經為父所悅納，可見得我們知道：
那個先前為人，在人的眼中看為是卑微的耶穌，
事實上祂已經得著了尊貴榮耀—
人先前失去，不再有機會擁有的尊貴榮耀。

怎麼會這樣呢？
在舊約的背景當中，以色列人已經從人犯罪的事實當中，
當人犯罪離開神，
他就失掉那個起初蒙神祝福尊榮的位分。
對希伯來書的作者來講，
 他倒不是對於人失去他先前尊榮的位分有什麼問題
 是他要解釋給他的讀者們，彷彿這段經文應許給人的，
人已經沒有資格再支取、人沒有資格再享有神起初造人的尊榮
不過有一個例外，
不過有
個例外
二9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雖然所有的人，的確是因為他們犯罪，失去了神起初造他們那個榮耀的位分，
不過耶穌不是屬於這個類別，他仔細地描述耶穌為什麼會是例外。
作者引用舊約希伯來文經文的希臘文譯文，
翻譯得非常的好 講得非常的清楚
翻譯得非常的好，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先描述耶穌為人，祂的確跟我們有不一樣的。

但是耶穌，我們知道祂是一個例外，
但是耶穌
我們知道祂是 個例外
祂先前雖然卑微像人，祂暫時比天使小一點，
不過這個耶穌 祂已經得著尊貴榮耀為冠冕
不過這個耶穌，祂已經得著尊貴榮耀為冠冕，
我們在祂的身上看到一個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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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們先前讀 詩八 的時候，以為神應許人的那個尊貴榮耀，
因著人犯罪，在所有受造物之上的尊貴榮耀，已經沒有希望重新擁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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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個所得著尊貴榮耀是有一個對象，
二10 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經文不只是說， 耶穌基督成為人，得著了尊貴榮耀，
原來神讓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經歷死亡，
好叫祂擁有一個可能性，帶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

但是作者說不然，事實上在耶穌身上，我們看到一點丁的盼望，
為人 我
盼望
為為人的耶穌
為 所
他為人給我們一個盼望，因為為人的耶穌已經為父所悅納，
他進到神的面前、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一個為人的耶穌，他可以、也先得著了尊貴榮耀。
作者在這裡引用 詩篇 的經文，要給所有的讀者們一個盼望。
的經文 要給所有的讀者們 個盼望
原來我們以為舊約這段經文所給人的盼望，已經失去機會擁有了，
作者說不然，那個神所應許將來神國的新世界，要藉著耶穌基督重新給我們。
 從耶穌基督已經為父所悅納，這件事情上看到
 不單是這樣，經文還繼續往下說，那位暫時比天使小的耶穌，
祂不但是得了尊貴榮耀的冠冕，並且經文是這樣說：
祂藉著受死的苦，得著了這樣尊貴榮耀
換句話來講 耶穌基督祂不是父神說要給祂尊貴榮耀
換句話來講，耶穌基督祂不是父神說要給祂尊貴榮耀，
事實上祂的確是付了代價，祂才擁有這樣子的尊貴榮耀。

作者幾乎在這裡可以聽到他興奮的口吻，我們原來以為 詩篇
神應許人當初受造的尊榮，人已經失掉了全部的希望，
但是不然，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為人的耶穌，
祂已經成功地在神面前 重新拿回人可以在神的面前
祂已經成功地在神面前，重新拿回人可以在神的面前
擁有尊貴榮耀的這個身分，耶穌基督已經拿回人先前失掉的尊榮。

神的兒子，不只是祂自己成功地走完，以人的方式走完，
在神的面前為父所悅納，得著人原本失去的可能性。
耶穌基督透過死亡，是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
以致耶穌所經過的這件事情、成就的事情，
是為所有的信徒成就一個新的可能—
耶穌基督已經所擁有的尊貴榮耀，
要算在、要轉嫁在、要歸算在所有跟隨祂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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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這段的聖經，作者一直要很仔細的帶著非常喜悅的口吻說：
我們讀這段的聖經 作者 直要很仔細的帶著非常喜悅的口吻說
原來人沒有失去起初創世給人的尊榮，透過耶穌基督，那個盼望已經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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