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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感謝袮！袮不僅用袮的愛愛我們，袮也是新約的中保，保證神與我們所立的約不
改變。袮的恩典不斷地臨到我們，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們向袮俯伏敬拜。主，我們一同
聚集在此，願袮的心得滿足、得著該有的敬拜和讚美，我們恭敬地仰望袮，把這一段時間
交在袮的手中、讓袮來掌權，願我們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這裏，我們感謝袮，聽我們的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複習：主耶穌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這有好幾層的意義：
o 祂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從前以色列的君王，沒有一個可以做祭司的，但是、我們
的主是君王，祂有尊貴與權柄；祂也是祭司、來服事我們，把我們帶到神的面前。
o 祂是長遠為祭司：以色列的祭司因著死的阻隔、不能長久，但是“我們的主長遠活
著、替我們祈求，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很多人不認識這
一點，總是想靠自己的努力，結果只看見自己的軟弱與失敗。
o 祂比舊約的祭司亞倫更尊貴：從來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這是駁不倒的理，得
祭司職任的亞倫和利未子孫，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亞伯拉罕曾經蒙受麥基洗德的祝
福，而我們的主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為祭司，因此、祂確實比亞倫更尊貴。
o 祂是仁義王、又是平安王：主耶穌是公義王，因祂的公義滿足了神的要求，所以、
祂可以往父那裏去。也因為祂的公義帶來平安、以致我們可以竭力進入那個安息。
o 祂成為祭司、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我們能夠活在神的
面前，不是靠著外面屬肉體的生命，而是主耶穌那無窮生命的大能在我們裏面。
o 主耶穌是起誓立的、祂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所有的祭司都不是起誓立的，只有主
耶穌為祭司是起誓立的，祂是更美之約的中保，祂保證所立的約不會改變。像主耶
穌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
o 祂是神的兒子為祭司：僕人不能永遠住在家裏，舊約的祭司都是僕人，不能永遠住
在神的家；我們因著主耶穌的寶血成為神的兒子，兒子是可以永遠住在家裏的。
經文解釋：希伯來書第八章
1

我們所講的事、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
的右邊。
o 很多時候、我們聽了很多道、很多事，反而忘記了一切的中心應該是主耶穌。聖靈
藉著希伯來書作者提醒我們：第一要緊的是“我們的主已經坐在寶座的右邊，因為
祂已經完成救恩的工作，現在祂乃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2

在聖所、就是真帳幕裏做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o 在舊約、帳幕是人手所支的。
o 我們的主住在聖所，這是真正的帳幕，祂在那裏做執事、做新約的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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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和祭物設立的，所以、這位大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
o 祭物、為了贖人的罪；禮物、為要滿足神的心，這是大祭司所要做的事。
o 因此、我們的主做大祭司也要有所獻，祂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完成了。

4

他若在地上、必不得為祭司，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祭司。5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
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樣
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o 在地上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祭司，因此、主耶穌不是地上的祭司。
o 耶和華在山上指示摩西有關真帳幕的異象，並提醒他、做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神在
山上所指示他的樣式去做。
o 舊約這些地上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神為何在地上這麼做？為要：
 藉著看得見的、啟示那看不見的。
 藉著物質的、啟示那屬靈的。
 藉著暫時的、啟示那永遠的。

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祂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
的。7 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o 舊約、亞倫一年一次進入至聖所，他無法久留在那裏，也不能帶以色列人進幔內。
現在、我們的主進入真正的帳幕，祂成了大祭司、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道
路，帶領我們進入幔內，過著幔內的生活與主面對面，這是更美之約。
o 更美之約就是新約，我們常常誤會舊約不美，其實舊約很美，不過、新約更美。
o 舊約有瑕疵，並不是舊約的問題，乃是人的問題，因為人無法做到。

8

所以、主指責祂的百姓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9 不像我拉
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
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o 這是以色列百姓的失敗，他們無法遵守西乃山之約。

10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
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11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
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12 我要
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13 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
的、就必快歸無有了。
o 新約有三個特點：
1) 主說：『我要將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的心上。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
要做我的民』。
2) 他們不用教導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至小的到至大的都認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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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
以上這些新約特點的背景來自耶利米書 31 章的記載：
o 耶利米時代是以色列極其荒涼的時代，耶利米被稱為哭泣的先知。31 章 1-6 節：
1
耶和華說：『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他們必作我的子民』。2 耶和華如此
說：『脫離刀劍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時候，他曾在曠野蒙恩』。3
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
你。4 以色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擊鼓為美，與歡樂的
人一同跳舞而出。5 又必在撒瑪利亞的山上栽種葡萄園，栽種的人要享用所結的果
子。6 日子必到，以法蓮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說：『起來吧！我們可以上錫安，
到耶和華我們的神那裏去』。（我們看見、神在審判中有應許與憐憫）
o 耶利米書 31 章 31-34 節（這是希伯來書第八章 10-12 節所引用的經文）：
31-32 節：耶和華說：『31 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32 不像我
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
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當摩西從西乃山下來、將耶和華的命令、典章都述說與百姓聽，百姓齊聲說：
『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結果他們都失敗了，他們遵守不了。
 舊約的精神：神像父親一樣拉著兒子的手領他們向前；神像丈夫對妻子那樣
親密，以這種親愛與親密的關係來看，你說舊約美不美？美！
 然而、父親和兒子的關係再親近；夫和妻的關係再親密，人與人之間也仍然
有問題，這是舊約，因為人不願意受轄制。



經過了大約一千年，神說：“我要與他們另立新約”，但是、立約之前神要先
做一件新事，那就是耶利米書 31:22『背道的民哪！你反來復去要到幾時呢？
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
 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原文的意思是：“神要創造一件新事，這是一
件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這裏的“女子”和“男子”都是單數。男子：指“主耶穌”
 女子護衛男子：護衛、整個包圍起來。一個女子無法將一個男子圍起來，除
非是把他裝在肚子裏面。以賽亞書 7:14 節『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
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這件新事與主的降生有關。
 神必須在地上造一件新事，才另立新約，換句話說、惟有主耶穌降生之後才
能立新約 ，因為主是更美之約的中保，沒有主耶穌、無法立新約。
新約的精神：
 父在我裏面，我也在父裏面。（約翰福音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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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約翰福音 15:5）
 這種裏面生命的聯合比外面父親與兒子、丈夫與妻子的聯合更好。
 立約是為了加強雙方的互信，如舊約、耶和華以虹做記號、與挪亞立永約，
為的是堅固他們的信心，保證不再用洪水毀滅大地。神也與亞伯拉罕立約。
 我們的神是信實的，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不需要與我們立約。但是
祂愛我們、體恤我們的軟弱，寧願降卑自己與我們立約。
 在耶利米時代、神與以色列另立新約直到主第二次回來：
 那日…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他們要悔改）…。（撒
迦利亞書 12:10）
 那日、必給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開一個泉源，洗除罪惡與污穢。
（撒迦利亞書 13:1）
 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擘餅祝謝了，飯後又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
血所立的新約…』（路加福音 22:20）使徒們看重新約、天天擘餅記念
主，今天、我們也要看重並且經歷這個新約，讓主耶穌十字架的生命活
化在我們的心中。
 舊約美；新約更美。舊約是雙邊條約；新約是單邊條約。新約是恩典之約。
33-34 節：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
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
民。34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
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
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上耶利米書 31:33-34 與希伯來書 8:10-12、是新約的特點,讓我們再來看一看：
1)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
 舊約都是獻牛羊的血，這血不能除罪、只是暫時把人的罪遮蓋；惟有主耶穌
的血能夠洗淨人的一切罪孽，祂也忘記我們過去的罪惡。
 以賽亞書 1:18、耶和華說：『…你們的罪雖如硃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
丹顏、必白如羊毛』。這是主耶穌寶血的功效。
 啟示錄 12:11『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
 我們的神因為慈愛與恩典，把祂的兒子給了我們，祂的寶血為我們而流。
 神的信實與公義：『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
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一書 1:9）。認罪是先決的條
件，認罪是很嚴肅的事，認罪的態度很重要，認罪後要有真實悔改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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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寶血洗清我們的罪，我們才能來到神面前。
2) 你該認識耶和華：
 舊約、對神的認識是客觀的，是知識的；新約、對神的認識是主觀的、是從
裏面認識，不需要分析的。
 舊約、對神的認識需要教導，每一年的住棚節，利未人教導百姓認識律法、
認識神。可惜到後來他們墮落、竟然把律法書都弄丟了，如列王紀下 22 章
記載、大祭司在耶和華殿裏找到律法書，交給約西亞王，他是南國猶大的最
後一個好王，他聽了律法書上的話便撕裂衣服。
 新約、聖靈住在我們裏面，有直覺、恩膏的教訓、和微小的聲音。約翰一書
2:27『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
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面』
 這種對神的認識與我們屬靈的生命有關，帖撒羅尼迦前書 5:19-20『不要消
滅聖靈的感動，不要藐視先知的講道』，人的直覺有時反而成了盲點，“聖
靈的感動”和“先知的講道”，兩方面必須平衡。
 神對我們的要求也隨著我們屬靈生命的成長不同，以前可以過關的、現在神
要更嚴格地對付我們。
 約翰福音 1:3-4『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
的。生命在祂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不需要教導人去認識神，這個屬
靈的直覺已經在他裏面了，而且、這個直覺會隨著屬靈生命的成長越來越敏
銳。約伯對神主觀的認識以及親身的經歷之後，他說：『我從前風聞有袮；
現在親眼看見袮』。讓我們更深地認識神，這是新約非常寶貴的地方。
 屬靈書籍是歷世歷代屬靈偉人的經歷，正如亞倫做大祭司一樣，其幫助有
限，所有這些外面的人事物的教導、只能把我們帶到聖殿的門口，只有聖靈
把我們引進去，更重要的是我們主觀、個人對神的親身經歷。
3)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
的子民:
 摩西見過神、他曉得神的法則；以色列人沒見過神，他們只見過神的作為。
 舊約、律法寫在石版上；新約、律法寫在人的心上。
 律例、典章、和誡命在石版上雖有千百條，但無法解決人實際的問題，後
來、有拉比出來解釋這些規條、成為人的遺傳。主耶穌曾對他們說、『你們
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馬可福音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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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是更美之約，神要把律法寫在祂百姓的心上，無需去問拉比。這律法是
『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羅
馬書 8 章）。
 舊約、神藉著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頒布律法，神對百姓有要
求，但是他們做不到；新約五旬節聖靈降臨，神對百姓有要求，同時也賜下
能力使人脫離罪和死的律，以滿足神的要求。主耶穌說：『莫想我來要廢掉
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馬太福音 5:17)
 神說：『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感謝主！聖靈提醒我們回
到希伯來書第八章第一節：『我們所講的事、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有
這樣的大祭司，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第八章第六節『如今、
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祂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
許立的』。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今天、我們能夠享受在新約裏一切屬天的福氣，祈求聖靈在我們裏
面做開啟的工作，讓我們不僅聽見、也經歷了這一切的寶貴，讓我們越發懂得從心中向袮
敬拜，謝謝袮這麼恩待我們，把所有的榮耀、頌讚、愛戴、智慧、能力與權柄都歸給袮，
奉基督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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