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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二11~18

11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

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

12 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

13 又說：我要倚賴他；又說：看哪，我與 神所給我的兒女。

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 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

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要釋 那 為

16 他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

17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為要在 神 事 成為慈悲忠信 大祭為要在 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18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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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二5b 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你看作者這樣描述的時候，你看作者這樣描述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想要跟他的讀者說：

「若是神藉著耶穌基督，

重新在這個撒但掌權、罪轄制的世界當中，

建立祂自己的國的話，那這個神所建立的國度，

若不是要交給天使管轄，那會交給誰管轄呢？若不是要交給天使管轄，那會交給誰管轄呢？」

作者只是在這裡沒有說出來，神要交給凡屬乎祂的人，

那個心意已經是非常的明顯。

不過，如果只看到第10節，

也許心中在想，不錯，耶穌成為人的樣子來到我們當中，

祂成就了救恩，祂的確是以無罪代替有罪的人，

開啟的一個新例，事實上是絕無僅有的例外，

祂已經在神的面前得著那個先前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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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已經在神的面前得著那個先前為人

所沒有辦法期盼的尊貴榮耀。

若用保羅的話來講：恩典不是自己作王，

恩典按照 羅馬書 保羅的口吻來講，恩典是憑著「義」作王的，意思就是說：恩典按照 羅馬書 保羅的口吻來講，恩典是憑著 義」作王的，意思就是說：

神赦免人的罪，就是神也不能夠說赦免就赦免了，

人的罪得赦免，也需要符合神的公義。

因此即便在這裡，我們看到耶穌是一個例外，

祂已經在神的面前為神悅納，

擁有 個為人所無法想像 無法得著的尊貴榮耀擁有一個為人所無法想像，無法得著的尊貴榮耀。

如果只讀到第10節，讀者們包括我們，

當然還是有一個問題 耶穌是 個例外，當然還是有一個問題—耶穌是一個例外，

但是耶穌的例外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耶穌的例外可以轉嫁、或歸算在我們身上嗎？

當然這卷書講到現在為止，都關心的是

終末神所賜給人的祝福，人可能不可能得到。

我們的 生是許多預嘗終末祝福經驗的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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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一生是許多預嘗終末祝福經驗的累積，

禱告蒙應允、經驗末世的祝福臨到我們，都是終末經驗的預嘗。



二11~18 耶穌基督這唯一的例外，怎麼會歸算在我們的身上呢？

雖然在 9 10 經文都有清楚的話這樣說：耶穌基督得著尊貴榮耀的結果雖然在 9、10 經文都有清楚的話這樣說：耶穌基督得著尊貴榮耀的結果，

是神的作為，不單讓祂經過這樣的路程，至終得享尊貴榮耀，

神還是讓祂嘗過死味，經過死而復活的經驗。

經文是用一點都不含糊的字眼，這樣說耶穌所走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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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說神兒子成為人的方式，先享有為人的那一份尊貴榮耀，

這一個先驅者先行的經驗，是神旨意的一個部分，神讓祂的兒子先有這個經驗這一個先驅者先行的經驗，是神旨意的一個部分，神讓祂的兒子先有這個經驗

神為了要讓祂的兒子有這個經驗，讓祂的兒子嘗過死味，讓祂的兒子受過苦難，

連這個也是神的心意；原來神藉著耶穌所成就這唯一的例外，

它不是一個偶發性的經驗，它是神旨意的一個部分

神差祂的兒子，神讓祂的兒子經歷苦難， 神讓祂的兒子經過死亡，

神讓祂的兒子走過這 切 而且是得勝地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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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讓祂的兒子走過這一切，而且是得勝地走過。

用保羅的話來講，是神讓祂的兒子以無罪的代替我們成為罪。

無罪為什麼需要經過懲罰呢？尊榮的為什麼要接受羞辱呢？

神讓祂的兒子走過整個的流程，經文說：「這本是合宜的。」神讓祂的兒子走過整個的流程，經文說： 這本是合宜的。」

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所走過這悲苦的路，它不是一個意外

人看為卑屈的、人看為是意外的，神讓這一切，

成就祂自己的旨意：

讓祂的兒子先成為成功的第一例

可是我們的問題還沒有回答 耶穌這成功的第 例可是我們的問題還沒有回答，耶穌這成功的第一例，

怎麼樣祂的成功會歸算在所有的信徒身上呢？

成功對祂自己本身來講，因為神要讓祂經過成功對祂自己本身來講 因為神要讓祂經過

使祂所經歷的這一切成為我們的必要

耶穌所經歷、所走過的路、父讓祂所走過的路，

如何可以成為我們的呢？

耶穌所得著的這個尊貴榮耀，如何可以讓所有跟隨祂的人，

藉著耶穌基督看到自己將來可以得著尊貴榮耀，看到這個盼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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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耶穌基督看到自己將來可以得著尊貴榮耀，看到這個盼望呢？

這個是下面二11~18要說的。

二11~13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

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

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

又說，我要倚賴祂，又說：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

「那使人成聖的」，指的是誰呢？

出卅一13 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關於安息日方面的教訓，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 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為這是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因為這是

你我之間，世世代代的證據，使你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

在舊約當中，耶和華給以色列人許多的吩咐，不單是民法的、刑法的，在舊約當中，耶和華給以色列人許多的吩咐，不單是民法的、刑法的，

人和人之間倫理的規範，怎麼樣來到神的面前祭祀、敬拜的條例。

耶和華藉著這許多吩咐以色列人當遵守的條例，以色列人在遵守的同時，

不但知道可以怎麼樣敬拜，不單知道人和人之間倫理的際分

也藉著摩西律法這些仔細的定規，明白人跟神之間的界分跟關係

創造者跟受造者之間那個差異 那個關係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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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者跟受造者之間那個差異、那個關係的連結，

是需要受造者、以色列人藉著遵守這許多的規定，他才慢慢得以明白。

因此在我們剛才所讀的這段聖經當中，耶和華這樣說：

這所吩咐於以色列人的是有一個目的—好叫你們知道我是聖的。這所吩咐於以色列人的是有一個目的 好叫你們知道我是聖的。

聖經中「聖」這個字，特別在利未記，常常都翻譯成聖潔；

「聖」不是只有狹窄的、指著道德方面的乾淨，就是聖潔

「聖」原本的意思，它是切開、它是隔絕、它是特別分出來，

使它成為專專為神所使用，專專為神而有

早 輩的傳道人 每次在解釋什麼是聖的時候會這樣說早一輩的傳道人，每次在解釋什麼是聖的時候會這樣說：

「分別為聖」意思是說，這個是神所特別吩咐，

就要這樣做，就要這樣用，就要這樣行，因為耶和華是聖的。就要這樣做 就要這樣用 就要這樣行 因為耶和華是聖的

以色列人周邊的鄰邦各自都有自己的神明，以色列人或在受迷惑、受誘惑這樣想：

我們有耶和華作我們的神，就好像周邊迦南民族，有自己的神一樣。

不過耶和華用各樣的吩咐，在他們當中的作為，讓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情：

我是聖的，我是創造宇宙天地萬物的主宰，我是聖的，

耶和華在這裡說聖的時候 不是著重在倫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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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在這裡說聖的時候，不是著重在倫理方面，

耶和華要說：我與他們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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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聖的概念，不是只有用在神的身上，也用在以色列百姓神的子民身上，

因此「聖」這個字，不只是耶和華說我是聖的，

耶和華也吩咐祂的百姓說：你們是聖的，你們要成為聖。耶和華也吩咐祂的百姓說：你們是聖的，你們要成為聖。

對以色列的百姓來講，他們需要遵守耶和華的律法，耶和華教導說：

藉著遵行這樣的律法，你們當在萬民當中看自己是聖的。藉著遵行這樣的律法 你們當在萬民當中看自己是聖的

不要好像地上其他的民族，各自有自己的神明一樣，

你們就看自己好像是一個神明的子民。不是！

看自己是聖的，因為你們拜的是創造宇宙天地萬物的主宰，你們是聖的。

舊約中，使人成聖的主詞是誰呢？常常是耶和華—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

蒙恩的信徒 都是出於 個源頭 神要叫所有的信徒蒙恩蒙恩的信徒，都是出於一個源頭，神要叫所有的信徒蒙恩，

是耶和華叫所有蒙恩的人，都出於一個源頭，並且祂稱他們為弟兄

神讓祂的兒子經歷預定的死亡，好成就救恩，所有成就的蒙恩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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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讓祂的兒子經歷預定的死亡 好成就救恩 所有成就的蒙恩的信徒

他們就與耶穌都為弟兄。耶穌所成就的救恩，就成為這所有信徒的代表。

不過希伯來書作者本身來講，他的確講到這使人成聖的主詞的時候，

他更清楚一點地說，那個主詞是誰呢？ 是耶穌：他更清楚一點地說，那個主詞是誰呢？ 是耶穌：

十10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祂的身體，就得以成聖。

因此我們成聖是憑藉著誰呢？ 「靠耶穌基督」，

是耶穌基督因著祂救恩的作為，使我們成聖。

十14 因為祂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同樣「使人成聖 動作的主詞是誰呢？ 是耶穌 。同樣「使人成聖」動作的主詞是誰呢？ 是耶穌 。

因此在這一段當中說：「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成聖的，都是出於一。」

因為耶穌基督自己先為人，蒙祂所救贖、跟祂一樣都是人，因為耶穌基督自己先為人 蒙祂所救贖 跟祂 樣都是人

因此，在同樣所蒙這樣子救恩的信徒，他們可以稱耶穌是弟兄，

耶穌這樣稱呼他們，正是來自於同樣的一個源頭。

神怎麼樣叫祂所應許的祝福，臨到所有的信徒，臨到所有神的百姓呢？

二14~15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

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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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並且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神所應許的救恩，如何藉著耶穌基督臨到所有的信徒？

一、耶穌基督作成救恩、作成那個十字架，讓人可以得救贖的救恩、耶穌基督作成救恩、作成那個十字架，讓人可以得救贖的救恩

二、成為人，好叫所成就的救恩，可以臨到所有為人的弟兄姐妹身上

三、敗壞撒但的權柄

人在撒但的權勢之下，他真的可以作他自己的決定嗎？

經文說：為什麼神的兒子要成為血肉之體、成就救恩呢？

為因為所有那些還在罪中的人，他就像是一個被罪捆綁，

在現實生活當中，常常是一個身不由己的人。

若是在你的周遭，你是看過在毒癮中不能自拔的人若是在你的周遭，你是看過在毒癮中不能自拔的人

若是在現實生活中，那些在色情，不管是影片、網路上，不能自拔的人

一個在犯罪景況之下的人，他的生命許多的時候，他真的就是身不由己的

這段的經文，作者說：那些在犯罪底下的人，他的生命的景況，

就好像是一個被撒但用罪捆綁的人。

不但是這樣 這個人對的人生是沒有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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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這樣，這個人對的人生是沒有盼望的；

經文說：是敗壞掌死權的，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他們為什麼怕死，他們以為走過死亡，人生什麼都沒有了，

對許多人來講，那個真的不是章回小說當中所說的，人死如燈滅、好似湯潑雪。對許多人來講，那個真的不是章回小說當中所說的，人死如燈滅、好似湯潑雪。

許多的人真的是這樣相信，死亡過後沒有了

因此趁著你還有在世的年日，揮霍你的人生：

享受你可以享受的，對他們來講那就是享受，

享受你可以享受的年日，死亡之後什麼都沒有了

他們不知道走過死亡之後，人並沒有消失，

生命，也並沒有因此就不存在，走過死亡人還在。

耶穌基督的救恩，要讓所有那些在乎生命到底是什麼的人被提醒，耶穌基督的救恩，要讓所有那些在乎生命到底是什麼的人被提醒，

原來撒但捆綁一個人，讓人相信死亡之後什麼都沒有。

耶穌基督自己經歷死亡，從死亡當中復活，讓人看到—
原來死亡之後是還有的，生命不是只有到死亡為止。

因此耶穌基督成就救恩，祂以人的方式，得著尊貴榮耀這樣子的權柄，

讓人在祂的身上看到盼望 原來死亡之後還有這樣的救恩臨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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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在祂的身上看到盼望，原來死亡之後還有這樣的救恩臨到的人，

作者仔細說他們是神的弟兄、作者仔細說他們是神的兒女。



16仔細說他們是誰呢？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在舊約 的 裔 成為 的在舊約亞伯拉罕的後裔，就成為神百姓的代稱。

一個人蒙了耶穌基督的救恩，

他就歸算在神百姓的類別當中他就歸算在神百姓的類別當中

原來舊約所有給神百姓的祝福

經歷耶穌基督救恩的人，

被稱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都有分於過去所說過這所有的祝福。

17也就是作者在下面要說的，

為了要讓神的百姓有這樣的祝福，

他們不但可以擁有一個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救恩

並且繼續不斷地有耶穌在天上的聖所作大祭司，

以致於他們在世上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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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於他們在世上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