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書

第四講

1 章 4 節–2 章 2 節

王諾亞 弟兄

o 羅馬書 11 章 33-36 節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 何其難測，祂的踪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
心，誰做過祂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祂、使祂後來償還呢？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
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
經文講解：
神的兒子與天使的比較：
o 1:4 節：祂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聖經有關天使的記載：
 猶太人不僅寶貴先知、也寶貴天使。舊約常出現“天使”，天使是服役的靈，
負責敬拜、歌頌、讚美，也奉差遣、出去執行神的命令、成就神的旨意。
 彼得後書 2:11 提到：天使的力量、權能很大。
 列王紀下 19:35 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
 神立大地根基的時候就有了天使。約伯記 38:4-7 …那時、晨星一同歌唱、神
的眾子也都歡呼。（晨星：天使）
 新約中、天使把彼得從監獄裏救出來。（使徒行傳 12:7-8）
 主耶穌降生時，天使報喜訊、讚美神。（路加福音 2 章）
 主耶穌在曠野受試探後，11 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祂。（太 4 章）
 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汗如血滴，天使來加添力量給祂。(路 22:43)
 天使報告主耶穌復活的消息。（約翰福音 20:12）
 今天、許多神的兒女被天使的事蹟所吸引、對主的話卻不感興趣。但是、希伯來
書的作者告訴我們：主耶穌的名、比天使更尊貴、且遠超過天使。
 “名”代表這一個人，是非常重要的，腓立比書 2:9-10 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
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
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神。（這就是祂所承受的名、既比
天使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o 1:5 節：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又指著
那一個說：『我要作祂的父，祂要作我的子』。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這句話引自詩篇 2:7、它是一個豫言。我們的主在
創世之前就存在。使徒行傳 13:33 “我今日生你”，指的是“耶穌的復活”。
 『…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要作祂的父，祂要作我的子』：出自撒母
耳記下 7:12，14 這個後裔不僅是指所羅門、也是指主耶穌。
 主與天使不同：主是兒子、天使是奴僕；主是“生”的、天使是“被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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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 6:17-18 『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
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
說的。（如果我們有分別為聖的生活，主就要做我們的父）。
o 1:6 節：再者、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的使者都要拜祂。』
 主第一次來、祂是“獨生子”，主再來時、祂是“長子”，要領眾子進入榮耀。
 主耶穌復活後對抹大拉的馬利亞說：你往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
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好美！）
 神的使者都要拜祂：主再來、是完全得榮耀的時候，祂在世上及宇宙中，要顯明
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o 1:7 節：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在希臘原文或希伯來原文中、“風”、“靈”與“氣”是同一個字。可以說論到
天使、神以靈為使者（因天使是靈）。換句話說：我們的主是兒子、天使只是僕
役。
o 1:8 節：論到子卻說：『神啊！袮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袮的國權是正直的。』
 國權：權柄、權杖。
 子就是神，祂有寶座、祂是王。
o 1:9 節：袮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袮，勝過膏袮
的同伴。』
 主就是基督、是受膏者。神用喜樂油膏祂。
 喜樂：是聖靈所結的果子，聖靈又稱為“喜樂油”。
 神用喜樂油膏袮，勝過膏袮的同伴: 因此，祂能夠『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
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希伯來書 12:2）
 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我們若這樣過著聖潔的生活，聖靈也會膏抹我們。因聖靈
是聖潔的，祂不會降在屬肉體的人身上。
o 1:10 節：又說：『主啊！袮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袮手所造的。
 主是造物主。
o 1:11-12 節：天地都要滅沒、袮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袮要將天地捲
起來、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惟有袮永不改變，袮的年數沒有窮盡。』
 天地都要滅沒、袮卻要長存：彼得後書 3:12 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
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神為我們預備了新天新地、永遠長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衣服是為人所用、覆蓋我們的，天地也是為我們覆蓋
的，有一天、天地會像衣服一樣、漸漸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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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袮永不改變，袮的年數沒有窮盡：我們的主、何等寶貴。我們的眼睛需要被
開啟、被祂吸引，不被其他事物吸引。（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

o 1:13 節：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袮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
的腳凳。』引用詩篇 110 篇
 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指主的尊貴與得勝。
o 1:14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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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役：在原文中是敬拜之意。
有時又奉差遣、執行命令 - 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約翰福音 1:51…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天使）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主的身體就是指“我們”，這一句話是“天使服事我們”）。（引用創世記
28:12 雅各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
下來。）（主就是梯子、道路，祂把天和地連起來。我們都是同蒙天召、走天路
的，天使為蒙救贖的我們效力。）
o 希伯來書用了這麼多節經文來說明：我們的主遠超過天使。我們要思想那位為“使
者”、為“大祭司”的主，當我們時常這樣思想的時候，我們的生命就開始改變，
那麼、神藉聖靈在我們身上就有真實的流露、有真實的事奉。
o 如果我們的生命不改變、我們的事奉在神的面前算不了數。所以、真實的事奉乃是
生命的流露、算得數的事奉乃是基督的活出，這是非常重要的。
o 聖經上提到許多不同種的天使：
 二十四長老：天使中最早被造的。
 天使長米迦勒：爭戰的。
 加百列：傳信息的。
 基路伯
 撒拉弗
 四活物
 撒但（魔鬼）：墮落的天使長，帶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同墮落。
本來、天使是不娶不嫁的，但是、一部分墮落天使不守本位、與地上女子結婚，
生下了上古的偉人。神是聖潔的，祂藉著洪水毀滅了這些人。


墮落天使的特點：要人敬拜他、要奪取人向神的敬拜：
 主耶穌在四十天的禁食後，魔鬼試探祂：你若敬拜我，我就把世上的萬國與
萬國的榮華都賜給你。主說：『當要拜主你的神、單單事奉祂。』（今天、
仇敵也對我們說：你不需要背十字架、不需要走十字架的路，我把屬世的豐
富給你。換句話說、你不需捨己、就可以發達。這就是把敬拜歸給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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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中、使徒約翰兩次差點敬拜天使（啟示錄 19、22 章）。他是個非常認
識主的人，但是在異象中、因所看見的太榮耀了，他禁不住要敬拜天使，但
天使說：千萬不可。
 在歌羅西有個異端、就是敬拜天使。歌羅西書 2:18 不可讓人因著故意謙虛、
和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
 這異端說：神太崇高、住在三重天之上，人太卑賤、不能直接敬拜神，人
要謙卑地藉著敬拜天使、來討神的喜悅。
 今天、在基督教裏沒有這樣明顯的教導，但也不知不覺落入同樣的光景。
歌羅西書 2:16-17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
讓人論斷你們，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舊約這些東西
都是影子而已，當形體還沒有來的時候，我們藉著影子可以了解形體，但
是形體已經來了，影子就應該過去。我們不應該仍然在飲食、節期、月
朔、安息日上被捆綁，而失去在基督裏的自由。
 歌羅西書 2:18a 不可故意謙虛、覺得不配，而敬拜天使，免得被奪去你們
的獎賞。保羅在腓立比書 3:14 說：…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
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這獎賞乃是主自己）
 歌羅西書 2:18-19 這等人拘泥在所見過的，隨著自己的慾心，無故地自高
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著他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神大得長
進。（很多的學說，把我們的焦點從主耶穌挪走，不持定元首）
 哥林多前書 6:3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足見神的兒子比天使更尊貴。
勸勉：第二章 1-4 節
1 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2 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3 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
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
o 1 節：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所以：綜合第一章所說…
 所聽見的道理、就是主的話，就是第三節所講“這麼大的救恩”。
 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當我們聽見神的話、就要存在心裏、反覆思想、蒙聖
靈的光照，藉著聖靈引導我們、改變我們。因神的話、是靈、是生命。
 每一天、即使有一句神的話，我們反覆思想，當作食物吃了，就可成為我們的營
養、生命。若聽了很多、也覺得很好，倘若沒有鄭重的心，就隨流失去了。
 隨流失去：在原文中有下面幾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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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掉了：好像錢裝在破漏的囊中。打水在竹籃子裏。
 失去了方向：主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如果我們沒有向著標竿直
跑、便容易在屬靈的路上走彎路，隨著異教之風飄來飄去。
 達不到目標：被好多事情吸引、沒有定睛在主的身上。
 我們對主的話、不必貪圖太多、但要精，要反覆思想、成為我們的幫助。
為什麼要這麼鄭重呢？
o 2 節：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什麼是天使所傳的話？是神在西乃山所傳的的律法、典章、律例、誡命。
 從出埃及記 20-23 章的經文看見、神對摩西說十誡、律例、典章、命令…
 申命記 33:1-5 描述摩西當時領受十誡的背景，誡命、律法都是藉天使所
傳：耶和華從西乃而來、從西珥向他們顯現、從巴蘭山發出光輝、從萬萬聖
者中來臨，從祂右手為百姓傳出烈火的律法，祂疼愛百姓，眾聖徒都在祂手
中，他們坐在祂的腳下、領受祂的言語，摩西將律法傳給我們作為雅各會眾
的產業…耶和華在耶書崙中為王。
 萬萬聖者:指“千萬天使”。
 耶書崙：耶和華對以色列百姓一個很親密的名字，也是豫表我們，他代
表正直、公義、聖潔，因以色列百姓在神眼中就是這樣。
 使徒行傳 7:53 你們受了天使所傳的律法，竟不遵守。

 既是確定的：白紙黑字、是不可否認的、是灑血在上面所立的約。
 出埃及記 24:1-8 節、、、摩西下山、將耶和華的命令、典章都述說與百姓
聽。眾百姓齊聲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摩西將耶和華的
命令都寫上、、、築壇、、、獻祭、、、摩西將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灑在
祭壇上、、、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說：你看，這是立約的血、是耶和華按
這一切話與你們立約的憑據。
 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干犯：神禁止我們做的、我們去做。
 悖逆：神要我們做的、我們不去做。
 我們若忽略神兒子講的話，怎能逃罪呢？（這不是向外邦人說的、乃是向神
的兒女說的，我們需要有警惕的心。）
禱告：主我們感謝袮！謝謝袮在這末後的時代、藉著神的兒子向我們說話，願我們有
一個鄭重的態度、對袮和袮的話能夠留意，讓我們思想主、並思想主的話，保
守我們與袮有更深的連結、住在袮裏面。讓我們明白袮這麼大的救恩，脫離一
切試探和罪惡，活在袮的面前、討袮的喜悅。把一切的榮耀、讚美、敬拜都歸
給袮，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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