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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感謝袮！袮動了善工必定成全這工，袮要我們安靜等候，因為袮不做成這事必不
罷休。袮是那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願一切的榮耀、讚美、尊貴、權柄都歸給袮。
我們不看自己，我們要轉眼仰望袮，袮配得所有的稱頌與愛戴，我們感謝袮，請袮祝福今
天的聚會，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複習：
o 希伯來書第四章：竭力進入安息。第五、六章：竭力進入完全。
o 希伯來書第五章 14 節：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
能分辨好歹。
 這是屬靈的操練、是屬於靈裏面的。我們讀經、禱告、聚會，如果對聖靈不敏
銳、只求外面的事，不容易進入完全。當我們有了裏面的操練以後、便能擴展到
外面；反之、就容易變得枯乾。
o 屬靈的操練非常重要，心竅必須習練得通達，第六章 1 節提到：所以、我們應當離
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完全”乃是指生命長大成熟。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5 章 48 節說到『你們要完全、
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這是指“愛的完全”，『44 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45 天父
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46 你們若單愛那愛
你們的人，有甚麽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47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
比人有甚麽長處呢？就是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
 足見“愛”是衡量生命成熟與否的標準，一般來說、我們只愛那可愛的，只愛那
愛我們的，意見、想法和我們一樣的人，主說：外邦人不也是這樣嗎？
 腓立比書第 1 章 9-11 節 『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
上多而又多…』
腓立比教會的弟兄姊妹有愛、有神的生命。愛不嫌多，並且需要不斷地長進。
愛有兩個方向/特點：
1. 在知識上：愛不是盲目地，需要在知識上多而又多。知識常常叫我們自高自
大，但是這裏的知識、原文指的是“完全的知識”，它與神永遠的旨意發生
關係，聖經後面幾卷書信特別強調、愛要在神的真理（知識）中。
2. 在見識上：對愛的對象要非常敏銳，不可輕易得罪、或傷害所愛的人。譬如
我們愛神、就不要讓聖靈擔憂，也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1

希伯來書

第 15 講

希伯來書第七章 1～3 節

王諾亞弟兄

 愛心若能在知識和見識上多而又多，就產生“屬靈的分辨”，知道甚麽是上好
的揀選，主耶穌說：『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
分，是不能奪去的』。（路加福音 10:42）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誠實無過的人，不絆倒人、也不被人絆倒。
 我們等候主、直到基督的日子（祂的再來），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
就是啟示錄 19:8 提到的『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
行的義』，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一個聖經知識多、經驗多而帶下分辨能力的人，很容易看到別人的缺點，他裏
面有驕傲的靈，常常定罪別人、看低人家；但是、一個愛心在知識和見識上多
而又多的人，是真正有屬靈分辨的人，他心存謙卑、樂意扶持並造就別人。
o 希伯來書第六章：7 就如一塊田地，吃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
就從神得福。
 我們是一塊田地，吃過屢次下的雨水，就像神的恩典臨到我們，照理說、我們的
生命應該長大成熟、結滿聖靈的果子，如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溫柔、節制。
 相反地，這塊地卻長了荊棘和蒺藜，我們屬肉體的生命、好像沒有長大的嬰孩，
不合神的心意，只是僅僅得救而已，也就是第 8 節所說、8 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
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o 我們都願意進入完全，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屬靈操練的態度非常重要。希伯來
書五章 7 節『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祂免死的主，
就因祂的虔誠蒙了應允』。
 你是否進入完全？ “虔誠”的態度是關鍵點。譬如雅各在雅博渡口與神摔跤，他
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希伯來書五章 8-9 節『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祂既得以完
全、就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祂的虔誠帶來力量、能夠順從。
 保羅在羅馬書 7 章 24 節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他
心中的律與生命聖靈的律交戰，這個虔誠呼求的態度是我們每一個信徒需要的。
 但以理的虔誠是另外一個例子：但以理書 9 章
 1 瑪代族亞哈隨魯的兒子大利烏、立為迦勒底國王元年，2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但以理從書上得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論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
十年為滿。3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禱懇求。（但以理得知神的應
2

希伯來書

第 15 講

希伯來書第七章 1～3 節

王諾亞弟兄

許 70 年為滿，當時、以色列被擄已經 68 年，再忍耐兩年吧！然而、但以理毫
不怠慢，抓住神的應許、定意向神迫切禱告祈求。）
 4 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祈禱、認罪，說：『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愛主守主誡命的
人、守約施慈愛。5 我們犯罪作孽、行惡叛逆、偏離袮的誡命典章，6 沒有聽從
袮僕人眾先知奉袮名向我們君王、首領、列祖、和國中一切百姓所說的
話…。』（但以理沒有犯罪，但他代求、向神承認“我們犯罪作孽”。
 20 我說話、禱告、承認我的罪、和本國之民以色列的罪，為我神的聖山在耶和
華我神面前懇求。21 我正禱告的時候、先前在異象中所見的那位加百列、奉命
迅速飛來，約在獻晚祭的時候按手在我身上。22 他指教我說：『但以理啊！現
在我出來要使你有智慧、有聰明，23 你初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我來告訴
你，因你大蒙眷愛，所以、你要思想明白這以下的事和異象。24 為你本國之民
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但以理如此虔誠，他大蒙眷愛，初次禱告
便蒙神垂聽，他只求七十，神給他七十個七，這是完全的完全）。
o 希伯來書第六章 12-20 節：…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亞伯拉罕既
恆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祂的旨意是不更改
的，就起誓為證，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持
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
靠、且通入幔內，做先鋒的耶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就為我們
進入幔內。
 亞倫做大祭司、每年一次代表百姓進入幔內，但是、他沒有留在幔內，也不能把外
面的百姓帶進幔內。
 做先鋒的主耶穌不一樣，祂不但進入幔內、仍然留在幔內，並且為我們開了一條又
新又活的路，把我們帶進至聖所，這是非常寶貴的。
 “進入幔內”與“進入完全”息息相關，我們若不進入幔內、便無法進入完全。因
此、我們要認識主耶穌是照麥基洗德的等次成為大祭司，並非照亞倫的等次。
o 希伯來書第三章 1 節：『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
大祭司的耶穌』。祂是使者、在地上為我們成就了救贖的工作，又為大祭司在幔內為
我們禱告、扶持我們，並帶我們進入幔內、使我們的生命達到完全的地步。
o 希伯來書第四章 14 節：『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
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也曾凡
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
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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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的靈魂體一生都受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
 彼得前書 4:1『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
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主耶穌將受苦的心志為兵器與罪斷絕，我們
也要這樣學習。
 施恩座在幔內，耶和華曉諭摩西“我要在那裏與你相會”（出埃及記 25:22），
足見施恩座是我們與神交通、得啟示的地方。
 施恩座也是我們得幫助的地方，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座前。
 約翰一書 2:28『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裏面，這樣、祂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
然無懼…』。我們是否能坦然無懼、與住在主裏有絕對地關係，今天坦然無懼，
到那一天、也能坦然無懼。
 約翰一書 3:21『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
了』。這裏的心、指“良心”。如何使我們的良心不責備我們呢？惟有行在光
中、就是在神的面前，因為神就是光。我們如果來到神的寶座前親近祂，就是來
到光中，神兒子的血洗清我們一切的罪，那麼、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了。
 約翰一書 4:17『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
無懼…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如何才能坦然無懼呢？我們從以上約翰一書的經文中看見：
 住在主裏：這是恩膏的教訓（聖靈），一個活在靈裏的人，便能坦然無懼。
 住在光中：親近神、在神的光中，主的寶血洗清我們的罪，便能坦然無懼。
 住在愛裏：因為愛裏沒有懼怕，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
經文解釋：希伯來書第七章
o 希伯來人只知道亞倫是大祭司，他們不知道主耶穌是按著麥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
司，因此、無法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寶座前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o 希伯來書 5:11『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不進去』。
因為屬靈的事必須用屬靈的話才能解釋，而這些希伯來人的生命不成熟，他們仍是
嬰孩，這好些話難以向他們解明,即使說了，他們也聽不進去、聽不明白。
o 希伯來書第五、六章，三次提到主耶穌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為祭司：
 5 章 6 節：袮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5 章 10 節：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祂為大祭司。
 6 章 20 節：做先鋒的耶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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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聖經第一次提到麥基洗德是在創世記 14 章、當亞伯拉罕救回羅得的時候，有撒冷
王麥基洗德出來迎接他。經過一千年左右、大衛在詩篇 110 篇提到『…你是照著麥
基洗德的等永遠為祭司』。又經過了大約一千年，希伯來書再次提到麥基洗德。


創世記 14 章『17 亞伯蘭殺敗基大老瑪和與他同盟的王回來的時候，所多瑪王出
來在沙微谷迎接他，沙微谷就是王谷。18 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著餅和酒出來
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19 他為亞伯蘭祝福、說：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
福與亞伯蘭。20 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裏、是應當稱頌的。亞伯蘭就把所得
的、拿出十分之一來給麥基洗德。21 所多瑪王對亞伯蘭說：你把人口給我、財
物你自己拿去吧！』
 這一段經文的背景在 13 章 18 節『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
樹那裏居住，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亞伯蘭經歷與神的聯合與交
通，因而帶下能力（幔利、就是“能力”之意），使他能夠打下諸王、勝過
仇敵。屬靈的能力也是因著與神的聯合與交通而來的。此外、屬靈的能力也
帶出“愛”的行動，雖然、羅得曾經與他相爭，並且搶先選擇約旦河的全平
原，但亞伯蘭聽到羅得被擄的消息，毫不考慮地去搶救，這是愛的表現)。
 亞伯蘭得勝的時候，第一個來迎接他的是所多瑪王（代表世界），他在沙微
谷迎接他，沙微谷就是王谷，好像是為亞伯蘭鋪個紅地毯歡迎他回來，這是
很危險的，因為人在這樣的時候容易跌倒。
 幸而麥基洗德帶著餅（疲乏時的供應）和酒（軟弱時的振奮）出來迎接他，
為他祝福、說：『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裏、是應當稱頌的』。麥基洗德
提醒亞伯蘭的得勝是因神的幫助，亞伯蘭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來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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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蘭對所多瑪王說：『我已經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華起誓，23 凡
是你的東西、就是一根線、一根鞋帶我都不拿，免得你說：我使亞伯蘭富
足…』。亞伯蘭強調的是“我的富足不是從世界而來、乃是從神而來”。在
當時邪惡的迦南七族中，亞伯蘭稱頌耶和華那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新約
時代、主耶穌在地上受逼迫，祂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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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僕人所吃的、並與我同行的亞乃、以實各、幔利、所得的分，可以
任憑他們拿去』。這是屬靈人的度量，不以自己的想法來衡量。他自己不
拿、但是他給別人有選擇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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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當亞伯拉罕殺敗諸
王回來的時候，就迎接他，給他祝福。
o 本是長遠為祭司的：第 3 節的解釋：『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
終，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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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也將自己所得來的取十分之一給他。他頭一個名翻出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
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o 麥基洗德是“仁義王”的意思、即公義王；撒冷是地方名，為“平安”的意思。按
照聖靈的解釋：公義王在先，接著是平安王，這是屬靈的次序，換句話說、沒有公
義、便沒有平安。
 主耶穌是公義之王，因祂的公義滿足了神的要求，所以、祂可以往父那裏去。
 約翰福音 16:8-11『祂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
己。為罪、是因他們不信我；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就不再見我；為
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詩篇 85:10『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

3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o 創世記 14 章提到麥基洗德時，聖靈並未提到他的父母家族，也沒說他的出生、死
亡，經過了兩千年，聖靈在希伯來書藉著他來豫表主耶穌，這是很美的事。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袮的救恩如此完備，凡因袮進到神面前的人，袮都能拯救到底，因
為袮是長遠活著、為我們代求。主啊！幫助我們有一顆虔誠的心向著袮，讓我們學習不看
自己、只轉眼仰望耶穌，我們再次把自己交託在袮的手中。謝謝袮這麼恩待我們，把所有
的榮耀與頌讚都歸給袮，奉基督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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