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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三重職分 — 先知、祭司、君王，
兩千年前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人間之後，回頭一看，
千年前基督道成 身來
後
看
 發現舊約裡的先知、祭司、君王
真是能夠預表著將要來的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就是先知、祭司、君王這三重職分
完整的、最高峰的表現
先知、祭司、君王就任典禮，都要用珍貴的油來膏他，
這個是非常光榮的、表示神所設立的。
 受膏者希臘文 Christos，中文翻成基督、彌賽亞，
中文翻成基督 彌賽亞
都是音譯，原來的意思就是受膏者
 膏代表聖靈，是神的靈降在受膏者的身上，
膏代表聖靈 是神的靈降在受膏者的身上
就被神分別為聖，成為神特別使用的器皿，
來承擔先知 祭司 君王的職分
來承擔先知、祭司、君王的職分
例如：出廿九7-9；撒上十1、十六13；王上十九16

08. 基督的神人二性
09. 基督的降卑與升高
基督的再來 合併到
10. 基督的再來，合併到
最後一個主題末世論，再詳細談

職分，英文用 office，一般說是辦公室，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職分」，
例如：在單位裡職分是領導、
在公司裡職分是主任、經理，
這些就是他的職分。
新約屢次提到耶穌受膏，
例如：太三16-17；路四18；徒十38；來一9，
 耶穌集先知、祭司、君王三重角色於一身
 用時間來區分，
用時間來區分
 傳道過程，主要表達、表現先知的角色
 升天以後
升天以後，在父的右邊替我們禱告，
在父的右邊替我們禱告
是祭司的角色
 耶穌再來的時候
耶穌再來的時候，向人類所展現的，
向人類所展現的
主要是君王的角色

先知，希臘文 propheetees，英文 prophet，來源就是希臘文。


從某個角度來講，姿態、地位、職分比較高，代表神，
傳達神的旨意，說神要他說的話，做神要他做的事
 古代有些官員代表皇上宣布聖旨，
大家就跪下來恭迎聖旨、聆聽聖旨；
先知代表上帝說話，比代替皇帝說話更崇高了

不只是用講的，
不只是用講的
代下十八13b 米該雅說：「我的神說什麼，我就說什麼。」
徒四20
徒四
0 彼得
彼得、約翰說：「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約翰說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 不能不說 」
不但用嘴巴來說神要他說的，
而且不畏權勢 不怕艱難
而且不畏權勢、不怕艱難。
林後十一23 保羅提到自己多受勞苦、多下監牢，
受鞭打是過重的 冒死是常有的…
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常有的…
為了做神要他做的事，可能冒著艱難危險。

3. 做神要祂做的，例如：祂行神蹟。
路七 耶穌看見那個寡婦她死了兒子，
耶穌看見那個寡婦她死了兒子
耶穌對寡婦說：「不要哭！」按著槓 —
抬屍體去埋葬的擔架，抬的人就站住了，
耶穌就吩咐那個死人：「起來！」，他就復活了。
耶穌使寡婦的兒子復活，是做神要祂做的事情。
4. 耶穌不但自稱為先知，也被認出來祂真的是先知。
路四24 耶穌在自己的故鄉不受尊敬，祂就很感概的說：
耶穌在自己的故鄉不受尊敬 祂就很感概的說：
「沒有先知在自己的家鄉是被人悅納的。」
約四19 耶穌在撒瑪利亞在井旁跟婦人談道，
耶穌在撒瑪利亞在井旁跟婦人談道

那個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很多人認出祂是先知 而且是偉大的先知
很多人認出祂是先知，而且是偉大的先知。
太七28、29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
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 不像他們的文士
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比舊約的文士更高了，很像有權柄的先知。

基督怎麼表現祂是先知呢？
1 把看不見的上帝表明出來…
1.
把看不見的上帝表明出來
約一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神是靈，是不需要物質的肉體；
神是靈
是不需要物質的肉體；
為了讓我們認識祂，二千年前藉著耶穌基督，
有形有體的把上帝表現出來，在我們中間。
約十四8-9 腓力跟主耶穌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

耶穌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耶穌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2. 說神所說的
約八26 我在他那裏所聽見的，我就傳給世人，

我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作的。
我沒有
件事是憑著自 作的
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5. 祂是一個怎樣的先知呢？最有名的預表 —
祂是像摩西 樣的先知 這件事情的典故
祂是像摩西一樣的先知，這件事情的典故…
申十八15-18 耶和華要從你們弟兄中間，興起一位先知像我。

摩西這樣講不是因為他很驕傲，後面有解釋…
你在何烈山的時候曾求耶和華：「不要再叫我聽見耶和華
我神的聲音，不要再叫我看見這個大火，免得滅亡。」
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上帝跟摩西對話，
有大火 有雷轟 有閃電 有地震
有大火、有雷轟、有閃電、有地震，
整個山都震動了，他們都嚇壞了。
耶和華跟摩西說：「以色列人這樣要求是對的，
人是不配來面對神的。
所以我必在他們中間給他們興起 位先知像你 我要把
所以我必在他們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把
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
摩西講過這個話之後
摩西講過這個話之後，
以色列人就一直在等待這一位特別的先知。

這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是誰呢？是耶穌基督。
約一45 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 (申十八15-18) 很多先知繼續預言
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見了，
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約六14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

「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
真是那要
來 先知 」
約七40 眾人聽見這話，有的說：「這真是那先知。」
徒三18-22 神曾藉眾先知的口預言基督將要受害，就這樣應驗了。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
摩西曾說：「主 ─ 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
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向你們所說的，你們都要聽從。」
彼得講道的時候 就提到這 位摩西曾預告的
彼得講道的時候，就提到這一位摩西曾預告的，
現在已經來了，就是耶穌基督。

祭司，跟先知是相對的，先知比較崇高，代表神向人說話；
1. 祭司比較卑微，常常代表人
2. 代替人來向神獻祭，利一1-9、四14-21…
3. 為人代求，珥二17-18 向耶和華祈求：求你顧惜你的百姓…
4. 為百姓祝福，民六23-27 亞倫跟亞倫的兒子為以色列人祝福：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祝福是人求神降福給對方，從中文的角度，
祝福是人求神降福給對方
從中文的角度
 為其他的人祝福這是可以、正確的
 如果說：神祝福你
如果說：神祝福你，從中文來講其實是不對的，
從中文來講其實是不對的
中文祝福的意思，是求神降福，
上帝是不需要另外去求的，直接降福或賜福給你
如果嚴謹一點，就直接說神降福、賜福給你就好了。

耶穌有什麼地方像摩西呢？
實
實際上耶穌是比較偉大的，聖經竟然倒過來…
是 較偉
竟然
來
摩西預表耶穌，耶穌在某些方面是很像摩西。
 摩西介乎神與神的百姓之間，神不直接跟百姓說話，
罪人是不能直接面對神的，神藉著摩西向他們說話；
耶穌基督也是中保，買賣房子時有仲介，是拉攏兩方的，
耶穌基督像摩西一樣在神跟人之間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拯救者，救我們脫離罪惡，進入光明；
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苦難、罪惡來到迦南地，
只是帶到迦南地的門口，是約書亞才帶進去的…
拯救

耶和華
約書亞 — 耶和華拯救

耶穌
耶和華

拯救

基督怎麼當祭司的？
1. 祂獻祭，耶穌有沒有獻祭呢？有…
來二17 為要在神的事
來
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
成為慈悲忠信的

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來九28 也有提到這事情：
也有提到這事情

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
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
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
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耶穌所獻上的祭就是祂自己，是最高超的祭物，
 雖然沒有像一般祭司在聖殿替百姓獻祭，
雖
有像
祭司在
替
獻祭
可是祂獻自己為祭，超過所有的祭司
 所有的祭司所獻祭、所要表達的含意，
所有的祭司所獻祭 所要表達的含意
耶穌是真正來落實的

2. 祂為人代求
羅八34b 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3 祂本身沒有罪，可以隨時進入至聖所，
3.
祂本身沒有罪 可以隨時進入至聖所
 祭司要先為自己的罪獻祭、求神潔淨，才來為百姓獻祭
 耶穌不用，祂自己沒有罪，可以直接來做祭司，
耶穌不用 祂自己沒有罪 可以直接來做祭司
為我們代求、為我們獻祭
祭司老了、死了、卸任了，就沒辦法執行祭司的任務，
來七25b 祂是長遠活著
來七
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替他們祈求

祂能夠體恤人的軟弱，

永遠的祭司

來二17a 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

祂成為一個凡人，經歷過人生各樣的難處，
祂成為
個凡人 經歷過人生各樣的難處
能夠體恤我們的軟弱，比一般祭司更高超。

來五6b 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5. 耶穌基督是最高等次的祭司，
就像麥基洗德那麼崇高
就像麥基洗德那麼崇高。
創十四17-20 亞伯拉罕殺敗敵人回來的時候，

撒冷王，就是平安的意思，
撒冷王
就是平安的意思
他又叫麥基洗德，意思是公義的王，
來迎接亞伯拉罕。
麥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就為亞伯拉罕祝福；
亞伯拉罕就把自己所得到的十分之一
給麥基洗德。
亞伯拉罕是那時候的族長，像國王一樣，是非常崇高的，
 這個大祭司顯然在屬靈或獻祭方面，比亞伯拉罕更崇高
這
祭司顯然在屬靈或獻祭方面
亞 拉罕更崇高
 亞伯拉罕也獻祭，可是麥基洗德是更高等次的祭司

4. 祂本身就是完美的祭物，祂獻自己為祭，
 這樣的祭是一次獻上永遠有效
 不像一般祭司，所獻的祭物
 並不能除去人的罪
 只是來提醒人，我們有罪該死，
動物在預表耶穌基督替我們死
那些動物並不除罪 如果能夠除罪
那些動物並不除罪，如果能夠除罪，
就不需要年年歲歲，一而再、再而三的獻祭了
 就是因為無效
就是因為無效，所以要一再的獻祭，
所以要 再的獻祭
一再在神面前來表達懺悔、得救的期待


耶穌來了，一次獻上永遠有效，
不需要再獻祭了，
這是耶穌身為祭司，是最高祭司的表現。

後來在以色列人中當中卻留下這樣的傳說…
來七1 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長遠為祭司的。
3a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
他無
無
無族譜 無生之始 無命之終
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那應該是耶穌基督，只有祂合乎這個條件。
耶穌雖然有地上的母親馬利亞 養父約瑟
耶穌雖然有地上的母親馬利亞、養父約瑟，
 耶穌不是被造的，並不是父母把祂生下來的
 雖然聖經有祂的族譜
雖然聖經有祂的族譜，
但是耶穌並不是從這個家譜裡產生出來的，
祂是藉著馬利亞生到人間，
耶穌說「我在自己身上就有生命」，祂不是被造的生命
怎麼可能有 個人，無父、無母、無祖譜呢？
怎麼可能有一個人，無父、無母、無祖譜呢？
有，就是耶穌基督，祂真的是無生之始、無命之終。

麥基洗德到底是誰呢？舊約的傳說，希伯來書卻加以肯定，
造成 個聖經難題 讓我們很困惑 —
造成一個聖經難題，讓我們很困惑
 不可能有這樣的人物，莫非他就是耶穌基督？
 是耶穌基督提早在亞伯拉罕的時代顯現嗎？
基
時
更正確的答案，應該是…
來七3b 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不是相同，只是預表

麥基洗德應該不是神的兒子，只是很像神的兒子。
麥基洗德可能是從外地突然來到亞伯拉罕這個地區，
有很高的屬靈品質，被大家認出來 —
 是至高神的祭司、最高等次的祭司
 可能不告而別，大家很尊崇、懷念他
上帝許可這個神秘傳說來預表耶穌基督
上帝許可這個神秘傳說來預表耶穌基督，
而耶穌基督就是最高等次、永遠的祭司。

2. 祂有至高的權柄，
祂醫病、趕鬼、平靜風浪、使人復活、赦免人的罪，
醫
鬼 平靜 浪
復
免
罪

君王 — 真正的王是有很高的王權的。
耶穌怎麼表現祂是一個君王？
1. 祂的王位永固…
賽九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耶穌有沒有政權呢？有！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有偉大、正確的策略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不是在講耶穌是聖父，
好像 個永遠陪伴 照顧我們的父親
好像一個永遠陪伴、照顧我們的父親
和平的君」。
賽九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
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耶穌的政權是不是永遠的？是！
兩千年來，太多想要消滅耶穌的，而這些政權全部都要垮台…

這件事情好像沒有應驗 — 以色列這個政權滅亡了，
實際上 這是很奇妙的事情 1948 A.D. 以色列又復國了。
實際上，這是很奇妙的事情，
以色列又復國了

太廿八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徒一6-7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
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3 祂被稱為王，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3.
祂被稱為王 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十字架上的罪名，就是「這是猶太人的王 ─ 耶穌」，
耶穌真的是猶太人的王 真的是我們的王
耶穌真的是猶太人的王，真的是我們的王
4. 祂是像大衛一樣的王，
像
樣的
 大衛是在預表著耶穌基督，雖然有一些很嚴重的毛病，
預表 是預表著重
不是每
節
但預表只是預表著重點，不是每一個細節，
耶穌當然沒有像大衛那樣犯罪
 大衛是以色列人最尊敬的君王，
大衛是以色列人最尊敬的君王
已經被預告他的王權是要到永遠的

以色列也是大衛王這個王位的永不滅亡，
印證很像耶穌的王權 — 耶穌曾經死了，第三天又復活。
徒十三36 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

就睡了，歸到他祖宗那裡，已見朽壞。
耶穌基督三十三年在地上服事了那一世的人，
就睡了，死了，後來復活升天到主那裡去了，
表達跟大衛相似的地方。

基督的三重職分應用在我們身上…

林前十四1b 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

1. 我們也應該是先知，新約關於先知有進一步發展，
林前十二、十三、十四 談到聖靈的恩賜，也就是靈恩，
林前十二28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

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
第
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師
弗四11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
林前十三 愛是比這一切的恩賜更優先的，
愛是比這 切的恩賜更優先的

恩賜是聖靈隨自己的意思分給各人
 愛卻是每一個基督徒都必須有的
愛卻是每 個基督徒都必須有的


林前十四1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

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
追求恩賜以前先追求愛，只有愛沒有恩賜也是很遺憾，
追求恩賜以前先追求愛
只有愛沒有恩賜也是很遺憾
我們有愛，我們也要追求恩賜。

2. 我們是祭司，在改教運動馬丁路德提到「人人皆祭司」，
這
這並不是馬丁路德發明的，其實聖經早就提到…
是馬
德發
其實
早
出十九3-6 耶和華從山上呼喚摩西：

「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 —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這兩句話跑到彼得的口中，變成四句…
彼前二5 9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
彼前二5-9
你們來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為靈宮

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以色列人按血統來講是選民
 從屬靈的角度，我們是更真實的選民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
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講靈祭的內涵，我們每個人就要作聖潔的祭司。

原文就是先知的動詞
不是對少數基督徒講的，是對全體的基督徒講的 —
我們都要練習作先知講道。
 舊約的先知是在信徒中少數的被揀選作上帝的代言人
 林前十四1 這不一定是在台上講，
每 個人能夠成為上帝的出口 上帝可以自己講
每一個人能夠成為上帝的出口，上帝可以自己講，
祂卻樂意使用我們代替祂來傳講祂的心意
不一定在台上講才比較風光，其實只是比較危險而已，
如果講錯了、誤人子弟，那個罪是更重的
 私下跟一個人講，包括傳福音，
我們在講神的心意，就是在練習作先知講道了


我們要練習作先知，忠實的、豐富的傳講神的道。

啟一6 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神的祭司。

君尊是有王者之尊

啟五10 又叫我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啟廿6b
廿 我們
我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作神 基督 祭司
要與基督 同作
千年

不是每一個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失職了，
是在講忠於基督的人 在艱難中靠主得勝
是在講忠於基督的人，在艱難中靠主得勝，
不向魔鬼低頭、不跟罪惡妥協的得勝者，
跟基督 起作王
跟基督一起作王。
羅十五16 使我為外邦人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

外邦人，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馬丁路德所帶來的是復興、提醒，
馬丁路德所帶來的是復興
提醒
讓我們要恢復「人人皆祭司」的任務，
祭司的職分繼續在基督徒的身上
來成就、來執行、來落實。

3. 我們是君王，耶穌真的要我們跟祂一起作王…
啟五10 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彼前二 我們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之尊
啟廿1-6 提到兩種人跟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

—

殉道者，為神的道被斬者
 沒有拜過獸跟獸的像，也沒有在額頭跟手上接受獸的印記


提後二11 12 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
提後二11-12

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靠神的恩典是可以忍耐的，可以勝過苦難、魔鬼的試探

不論在教會、在社會上，我們照神的旨意來宣揚神的心意，
不論在教會
在社會上 我們照神的旨意來宣揚神的心意
也來執行、落實神要我們過的生活；
主耶穌基督雖然已經升天了，祂還是藉著我們
一起在擴展祂的國度、一起來打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