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 

前
言 

【一1-3】神既在古時借著         ，多次多方地      列祖，就在這     借著        曉諭我們；又

早已立祂為          的，也曾借著祂             (1-2)。祂是神      所發的      ，是神       

     ，常用祂             托住萬有；祂       人的罪，就    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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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14】祂所承受的    ，既比天使的名        ，就        天使(4)。神使       到世上

來的時候，就說：神的使者都要       (6)。論到子卻說：神啊，你的       是永永遠遠的，你的 
      是正直的(8)。天使豈不都是          ，奉     為那將要          的人效力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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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留意【二 1-4】所以，我們當          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         (1)。
我們若      這麼大的       ，怎能      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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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5-18】我們所說           ，神原沒有交給天使      (5)。惟獨見那成為比天

使小一點的       ，因為         ，就得了          為冠冕，叫祂因著神的恩，

為人人           。原來那為萬物      、為萬物      的，要領許多的兒子      
   去；使救他們的       ，因受苦難得以       ，本是合宜的(9-10)。兒女既同有 
          ，祂也照樣      成了血肉之體，特要借著    敗壞那        的，就是 
      ；並要      那些一生因怕死而      的人(14-15)。祂凡事該與            
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                   ，為百姓的罪獻上          。祂

自己既然       而受苦，就能      被試探的人(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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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6】祂比摩西算是更配        (3)，摩西為      ，在神的全家           ，
為要      將來必傳說的事，但基督為      ，      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     
和      堅持到底，便是      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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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錯過安息【三 7-四 13】弟兄們，你們要      ，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      
       ，把永生神      了。總要趁著還有      ，天天          ，免得你們中間

有人被罪      ，心裏就      了(12-13)。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          ，就 
           有分了(14)。這樣看來，他們不能           ，是因為       的緣故了

(19)。【四】我們既蒙留下有            的應許，就當      ，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

似乎是趕不上了；因為有       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      與所聽見的道      (1-2)。若是          已叫他們享

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這樣看來，必另有一「       」的安息為    
      存留，因為那           的，乃是                ，正如                
一樣(8-10)。所以，我們務必            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       的樣子跌倒

了(11)。神的道是      的，是      的，比一切        更快，甚至     與     ， 
      與      ，都能      ，剖開；連心中的          ，都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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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4-五 10】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               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

便當                   (14)。因我們的      並非不能      我們的       ，祂也

曾凡事          ，與我們一樣，只是祂          。所以，我們只管          地來

到            前，為要得      ，蒙      ，作隨時的幫助(15-16)。【五】凡從人間

挑選的大祭司，是奉派替    辦理      的事，為要獻上      和         。他能  
    那愚蒙的和      的人，因為他自己也是被      所困。故此他理當為     和  
    獻祭贖罪(1-3)。這大祭司的尊榮             ，惟要          ，像      一樣

(4)。基督也不是          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祂說，「你是          ，我今日  
    」的那一位；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你是照著          的等次，      為祭司」

(5-6)。基督在      的時候，既大聲      ，流淚      ，懇求那能救祂免死的主，

就因          蒙了應允。祂雖然為      ，還是因           學了順從。祂既得以 
     ，就為凡      祂的人，成了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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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怠惰與背道【五11-六】凡只能吃奶的，都       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      ；
惟獨           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      習練得      ，就能              了
(13-14)。【六】所以，我們應當                    ，竭力            的地步；不必

再立      ，就如那      死行、信靠神、各樣      、      之禮、死人復活，以及

永遠      各等教訓(1-2)。論到那些已經          ，嘗過      的滋味，又於     
有分，並嘗過       的滋味，覺悟           的人，若是      道理，就不能叫他們 
          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            ，明明地       (4-6)。我們願你們

各人都顯出這樣的      ，使你們有滿足的       ，一直到底，並且不       ；總要 
      那些憑      和      ，承受      的人(11-12)，以          為例(13)。神決不

能      ，好叫我們這逃往         ，持定擺在我們前頭      的人，可以         
 。我們有這      ，如同          ，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      ；作      的耶穌，

既照著          的等次成了                ，就為我們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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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麥基洗德就是      王(就是「      王」的意思)，又是         的祭司，本

是      為祭司的…他無    ，無    ，無       ，無        ，無        ，乃是

與          相似(1-3)。我們的主分明是從      出來的(14)，祂成為祭司，並不是

照        的條例，乃是照                    (16)；先前的條例，因           
所以廢掉了(      原來一無所成)，就引進了             ；靠這指望，我們便可以 
            (18-19)。既是      立的，耶穌就作了          的中保(22)。那些成

為祭司的，數目本來    ；是因為有    阻隔，不能      。這位既是          的，

祂祭司的職任就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          ，因為

祂是          ，替他們      (23-25)。像這樣      、無      、無      、遠離 
      、高過諸天的         ，原是與我們      的。祂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

先為          ，後為          獻祭，因為祂只      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      
了(26-27)。律法本是立      的人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後      的話，是立      為
大祭司，乃是成全到      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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