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耶稣基督值得人相信祂 

Jesus Christ is Worthy of Faith 

(来 1:1-4) 

 

前言 

 

1.  希伯来书本来是写给: 

A.  离开基督及祂所讲救恩话的人 (来 2:1-4). 

a.  『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基督的福音』因为: 

1.  基督是 神的代言人. 

    2.  恐怕我们慢慢地离开 神的话语. 

b.  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的话不会免得受刑罚. 

        c.  是伟大的救恩因为是永远的而不是暂时的. 

B.  显出『存着不信的恶心』(来 3:12,13). 

a.  我们不要学习在旷野以色列人很硬的心. 

b.  假如我们学习他们在旷野的例子，我们没有办法上天堂.  

c.  我们免得离开 神的方法就是常常吃属灵的食物，就是 神的话语 (诗 119:11; 

彼前 2:2).  圣哥:『务要追求圣洁』. 

d.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彼此鼓励.  不是等到明天而是天天去行. 

C.  在离开基督『故意犯罪』(来 10:26). 

2.  所以希伯来书的主题是:  耶稣基督值得人相信祂. 

3.  希伯来书都强调人应该信任基督. 

4.  这个课程应该: 

A.  关于基督，让我们加强信心. 

    B.  培养感激基督的心. 

    C.  鼓励我们遵守基督. 

    D.  帮助我们更深的决定为耶稣过基督徒的生活. 

 

I.  耶稣是比众先知都伟大的代言人 (来 1:1-4). 

 

A.  旧约的先知都是 神的代言人 (徒 3:22-24). 

a.  他们『多次多方』说出 神的话来. 

b.  每一个先知有特别的教训处理特别的情况. 

    c.  有一些伟大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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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西. 

   2.  撒母耳. 

3. 以赛亚. 

4. 耶利米. 

5. 以西结. 

6. 但以理. 

7. 阿摩司. 

8. 何西阿. 

9. 玛拉基. 

d.  每一个先知都讲出 神启示的部分 (彼后 1:20,21). 

    e.  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显出 神的教训. 

  1.  他们在用律法，历史，诗词，及象征性的话. 

   2.  他们用戏剧的动作 (王上 11:29-32). 

   3.  有时候他们行神迹证明新的启示 (以利亚及以利沙). 

f.  他们是有限制及软弱的人类. 

  1.  以赛亚 (赛 6:5). 

   2.  耶利米 (耶 1:6). 

B.  神藉着基督的教训是完全的及最后的 (来 1:2).  参看: 可 12:1-11. 

a.  基督有神性，宇宙也是藉着祂造的 (来 1:2; 约 1:1-3). 

b.  基督是托住所造的宇宙 (来 1:3). 

c.  祂会把罪人变成新造的人. 

1.  祂『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来 9:22-28). 

2.  我们藉着基督能够得救 (来 7:25). 

   3.  『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新造的人』(林后 5:17). 

C.  基督比『近代』所谓的先知更伟大. 

a.  释迦牟尼. 

    b.  穆罕默德. 

    c.  孔子. 

    d.  约瑟史密斯. 

D.  因为耶稣比任何先知 (真的或假的) 更伟大，祂值得人相信祂. 

 

II.  耶稣是比摩西更伟大的立法者 (来 3:1-6). 

 

A.  摩西已经: 

a.  与 神『面对面』说话 (出 33:11). 

b.  作 神的先知之一 (徒 3:22-24). 

    c.  旧约的律法藉着他 (约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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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神藉着摩西的律法有时叫『摩西的律法』.  注意:  摩西的律法及主的律法指着同样的律

法 (路 2:22,23). 

a.  『摩西的律法』只是给以色列人而已 (申 5:1-5). 

b.  基督的律法会成全摩西的律法 (太 5:17,18). 

c.  摩西的律法是一个暂时的律法 (加 3:19). 

d.  摩西的律法『钉在十字架上』(西 2:14). 

e.  摩西的律法都没有给非犹太人及摩西的律法现今不生效. 

C.  基督的律法是: 

a.  给所有的人 (加 3:26-29). 

    b.  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雃 1:25; 提后来 3:16,17). 

c. 在神旧约的家摩西为仆人; 但是在神新约的家基督为儿子治理 神的家 – 就是教会 

(来 3:4-6; 提前 3:15). 

 

III.  基督是更伟大的安息供给者 (Heb. 4:8-11). 

 

A.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给他们暂时的安息 (书 21:43-45; 23:1). 

a.  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是暂时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死了 (书 24:29). 

b.  为其它的以色列人这个安息也是暂时的 (士 2:8,10). 

c.  也有其它的离开 神，所以他们的安息停止了 (士 2:11-15). 

B.  耶稣带领人享受永远的安息 (来 4:1,9,11). 

a.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息了自己的劳苦』(启 14:13). 

b. 天堂是一个安息的地方: 『不再有死亡』(启 21:1-4; 22:1-5). 请注意:  不再有; 永永 

远远. 

 

IV.  基督是更伟大的大祭司 (来 7:11). 

 

A.  在摩西的律法之下，亚伦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大祭司. 

a.  亚伦是个罪人 (来 7:27,28; 9:7). 

    b.  他在一个暂时要改变的律法职任 (来 7:12). 

    c.  这个律法不能使人完成 (来 7:11,19). 

    d.  在这个律法之下用动物的血 (来 9:7; 10:1-4). 

e.  在一个暂时的帐幕职任 (来 9:11,12). 

B.  基督在新的律法之下当祭司 (来 7:11,12). 

a.  祂『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当大祭司 (来 7:11,12). 

1.  祂同时当王跟祭司，像麦基洗德一样 (来 7:1-3). 

2.  祂祭司的职任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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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们藉着基督能够与 神接近 (来 10:21-23; 4:15,16). 

c.  基督流祂的保血洗去我们的罪 (来 9:11,12). 

 

结论 

 

1.  基督值得人相信祂. 

A.  耶稣是比众先知都伟大的代言人. 

    B.  耶稣是比摩西更伟大的立法者. 

    C.  基督是更伟大的安息供给者. 

D.  基督是更伟大的大祭司. 

2.  所以: 

A.  人应该遵守祂 (来 5:8,9). 

     a.  神拯救的计划. 

        b.  不忠实的基督徒. 

B.  人应该过基督徒的生活 (来 10:23). 

C. 基督徒因为会犯罪不要沮丧，而由主得赦 (来 4:15,16). 

D. 神的儿女应该有天堂的希望生活，死后与基督在一起 (来 6:17-20). 

3.  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