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章 

希伯來書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希伯來書作者。 
 指出希伯來書的受書人。 
 舉出希伯來書的目的。 
 默寫希伯來書的鑰節。 
 列出希伯來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引言 

 
作者：保羅 
 
對象：猶太人（希伯來）信徒 
 
目的：說明耶穌基督比一切更美。  
 
鑰節：八 6  
 
生活和事奉原則：耶穌是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是設立在更美的應許上。 
 
主要人物：保羅、亞伯拉罕、摩西、麥基洗德。另參十一章列出的人名 
 

大綱 
 
壹、 更美的成份：耶穌比先知們尊貴：一 1－4 
 甲、 上帝藉先知和列祖曉諭：一 1 
  一、 多次 
  二、 多方 
 乙、 上帝藉兒子曉諭：一 2－4 
  一、 如今藉基督曉諭：一 2 
  二、 兒子承受萬有：一 2 
  三、 基督完成救贖工作：一 3－4 



 
弍、 更美的中保：一 3－二 18 
 甲、 耶穌比天使尊貴：一 3－4 
  一、 繼承 
  二、 名字 
 乙、 舊約已顯示耶穌比天使尊貴：一 5－14 
  一、 天使：一 5－7 
  二、 耶穌基督，上帝兒子：一 8－12 
  三、 天使：一 13－14 
 丙、 （首個）警告：二 1－4 
  一  勸勉：二 1 
  二、 舊約事例：二 2 
  三、 這警告帶來的責任：二 3－4 
 丁、 基督比天使尊貴與祂的人性並無衝突：二 5－8 
  一、 天使：二 5 
  二、 上帝的兒子：二 6－8 
 戊、 基督比天使尊貴與祂的受苦並無衝突：二 9－18 
  一、 受苦才能證明祂具人性：二 9－13 
  二、 受苦以致於死才能敗壞魔鬼：二 14 
  三、 受苦才能拯救相信的人：二 15－16 
  四、 受苦才能使耶穌成為慈悲的大祭司：二 17－18 
 
叁、 更美的創立者：基督比摩西尊貴：三 1－四 13 
 甲、 基督與摩西：比較：三 1－6 
  一、 基督和摩西對上帝都有忠心：三 1－2 
  二、 基督是建造房屋的。摩西是房屋的一部份：三 3－4 
  三、 基督是治理房屋的兒子。摩西只是房屋中的僕人：三 5－6 
 乙、 （第二次）警告：三 7－四 13 
  一、 勸勉：三 7－8 
  二、 以色列在曠野的經歷：三 8－11 

a. 以色列的態度：三 8－9 
b. 對上帝的回應：三 10－11 

三、 慎防不信：三 12－19 
a. 警告：三 12 
b. 信徒對警告的回應：三 13 
c. 回應的動機：三 14 
d. 以色列的例子：三 15－19 

四、 警告勿輕忽上帝的安息：四 1－13 



a. 警告：四 1－2 
b. 安息：四 3－5 
c. 不得安息：四 6－8 
d. 上帝的安息：四 9－11 
e. 上帝的道和知識確認警告：四 12－13 

 
肆、 更美的祭司職份：耶穌比亞倫尊貴：四 17－七 28 
 甲、 耶穌是大祭司：四 14－16 
 乙、 亞倫的祭司職份：五 1－4 
 丙、 耶穌的祭司職份：五 5－10 
 丁、 （第三次）警告：五 11－六 20 
  一、 斥責靈命不長進：五 11－14 
  二、 鼓勵要屬靈長進：六 1－3 

a. 離開道理的開端：六 1－2 
i) 懊悔死行：六 1 
ii) 信靠上帝：六 1 
iii) 各樣洗禮：六 2 
iv) 按手之禮：六 2 
v) 死人復活：六 2 
vi) 永遠的審判：六 2 

b. 進到完全的地步：六 1，3 
三、 離經叛道的後果：六 4－8 

a. 解釋離經叛道：六 4－6 
b. 離經叛道的後果：六 4，6 
c. 離經叛道的原因：六 6 
d. 大自然的實例：六 7－8 

四、 勿忘上帝應許的確實：六 9－20 
a. 勸說：六 9 
b. 上帝的信實：六 10 
c. 信徒的回應：六 11－12 
d. 上帝應許確實的例子：六 13－20 

i) 亞伯拉罕：六 13－15 
ii) 起誓：六 16－17 
iii) 上帝是不能說謊的：六 18－20 

戊、 麥基洗德的祭司職份：七 1－28 
 一、 概括描述：七 1－3 
 二、 麥基洗德和亞伯拉罕：七 4－10 
 三、 利未的祭司職份：七 11－13 



 四、 新的祭司職份：七 14－17 
 五、 律法下的祭司職份：七 18－21 
六、 新約下的祭司職份：七 22－27 
七、 教訓撮要：七 28 

 
伍、 更美的職事：兩個約：八 1－十 18 
 甲、 引言：八 1－6 
  一、 概括先前的教導：八 1－2 
  二、 大祭司的職事：八 3－5 
  三、 更美的職事：八 6 
 乙、 兩個約：八 7－13 
  一、 前（舊）約：八 7－8 
  二、 後（新）約：八 8－12 

a. 立約者：八 8 
b. 約：八 9－12 

三、 舊、新約的比較：八 13 
 丙、 前約的使用：九－10 
  一、 會幕：九 1－5 
  二、 大祭司的職事：九 6－10 
 丁、 新約的使用：九 11－十 18 
  一、 一般描述：九 11－12 

a. 會幕：九 11 
b. 大祭司的職事：九 11－28 

i) 為罪代贖：九 12－22 
ii) 在天上：九 23－28 

 
陸、 更美的信心源頭：行道的勸勉：十 19－十三 17 
 甲、 通往上帝那裡的新路：十 19－31 
  一、 憑信心親近：十 19－22 

a. 坦然：十 19 
b. 透過又新又活的路：十 20 
c. 藉大祭司：十 20－21 
d. 存著誠實的心：十 22 
e. 充足的信心：十 22 
f. 良心虧欠洒去：十 22 
g. 身體用清水洗淨：十 22 

二、 堅守指望：十 23 
三、 在真道上彼此勉勵：十 24－25 



a. 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十 24 
b. 不可停止聚會：十 25 
c. 彼此勸勉：十 25 

乙、 （第四次）警告：十 26－31 
 一、 警告：十 26－27 
 二、 舊約的例子：十 28 
 三、 現今境況：十 29－31 
丙、 追念往日：十 32－34 
丁、 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十 35 
戊、 必須忍耐：十 36－37 
己、 過信心生活：十 38－十一 40 
 一、 過信心生活的吩咐：十 38－39 
 二、 信心的定義：十一 1 
 三、 信心的功用：十一 2－3 
 四、 信心的例子：十一 4－38 

a. 亞伯：十一 4 
b. 以諾：十一 5－6 
c. 挪亞：十一 7 
d. 亞伯拉罕和撒拉：十一 8－19 
e. 以撒：十一 20 
f. 雅各：十一 21 
g. 約瑟：十一 22 
h. 摩西：十一 23－29 
i. 約書亞（耶利哥）：十一 30 
j. 喇合：十一 31 
k. 其他信心偉人：十一 32－38 

五、 在耶穌基督裡承受信心的應許：十一 39－40 
 庚、 忍受苦難和管教：十二 1－29 
  一、 受苦的例子：十二 1－3 

a. 許多先賢（見證人）：十二 1 
b. 耶穌：十二 2－3 

二、 受苦的解釋：十二 4－11 
a. 增強與罪相爭的力量：十二 4 
b. 上帝所愛的必管教，待他們如兒子：十二 5－7 
c. 不是兒子才不會管教：十二 8 
d. 與肉身的父比較：十二 9－10 
e. 管教的結果：十二 11 

i) 管教當時不覺快樂 



ii) 後來卻結出義的平安果子 
三、 信徒對受苦的反應：十二 12－17 

a. 挺起下垂的手和發酸的腿：十二 12 
b. 為自己的腳修平道路：十二 13 
c. 使受苦者得醫治：十二 14 
d. 與眾人和睦：十二 14 
e. 與眾人追求聖潔：十二 14 
f. 務要謹慎，免得有人失了上帝的恩典：十二 15 
g. 慎防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人：十二 15 
h. 慎防淫亂和貪戀世俗的人：十二 16－17 

申、 （第五次）警告：十二 28－29 
 一、 以色列在西乃的身份：十二 18－21 
 二、 信徒在鍚安的身份：十二 22－24 
 三、 信徒因此所作的回應：十二 25－29 
壬、 勸勉要履行基督徒責任：十三 1－17 
 一、 社會責義務：十三 1－6 

a. 關係：弟兄相愛的心：十三 1 
b. 接待客旅：十三 2 
c. 記念被綁和遭苦害的人：十三 3 
d. 尊重婚姻，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審判：十三 4 
e. 言語：不可貪愛錢財：十三 5 
f. 財產：要知足：十三 5 
g. 勿忘上帝隨時幫助：十三 5－6 

二、 宗教責任： 十三 7－17 
a. 記念那些引導你們的：十三 7 
b. 緊記耶穌不改變：十三 8 
c. 不要被諸般怪異教訓勾引：十三 9 
d. 不要被律法儀式纏累：十三 9－12 
e. 忍受福音的凌辱：十三 13 
f. 尋求將來的城：十三 14 
g. 常以頌讚為祭獻上：十三 15 
h. 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十三 16 
i. 依從和順服那些引導你們的人：十三 17 

 
柒、 私人教導：十三 18－25 
 甲、 代禱請求：十三 18－19 
  一、 好叫良心無虧：十三 18 

 二、 願意按正道而行：十三 18 



  三、 快得釋放：十三 19 
 乙、 為讀者禱告：十三 20－21 
  一、 祈求對象：十三 20 
  二、 祈求內容：十三 21 
 丙、 勸勉聽從信中叮嚀：十三 22 
 丁、 提摩太或許會來：十三 23 
 戊、 結朿前的問安：十三 24 
  一、 向：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 
  二、 由：從義大利來的人 
 己、 祝福：十三 25 
 
 

 
 
 
 
 
 
 
 
 
 
 
 
 
 
 
 
 
 
 
 
 
 
 
 
 
 



自我測驗 
 
1. 誰是提多書的作者？ 
 

                                                                   
 

2. 舉出提多書的目的。 
 

                                                                   
 

3. 誰是提多書的受書人？ 
 

                                                                     
 

4. 列出提多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提多書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希伯來書有時被稱為第五福音。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集中在耶穌在世時 
的工作、死亡和復活。希伯來書則論到祂目前在天上的工作。 

 
2. 希伯來書的一些鑰詞：更美、完全、永生、永遠、有分、天堂、祭司、大祭 
司。 

 
3. 希伯來書記錄了天父和聖子耶穌基督最長的對話。（參一 5－13，二 12－13，
十 5－9）。 

 
4. 希伯來書七至十章解釋舊約會幕的功用。 
 
5. 希伯來書十一章是聖經中有關信心最美麗的一章。 
 
6. 讀來四 12。這是聖經中有關上帝的道最好的描述。 
 
7. 研讀下列證明彌賽亞（耶穌）比天使尊貴的經文：詩二 7；四十五 7－8；一
Ｏ二 6－28；一Ｏ四 4；一一Ｏ1；撒下七 14；申卅二 43。 

 
8. 研讀四 14－七 28。比較耶穌和亞倫兩者的祭司職份。 
 
9. 研究八－十 18中兩個約的異同。用圖表說明新舊約的分別。 
 
10. 大綱中舉出五處警告的經文。研究這些經文，列出它們的主題和內容。 
 
11. 比較以色列在西乃的身份，與及信徒在鍚安的身份：來十二 1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