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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希伯來書 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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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的寶座右邊， 2 在聖所，就是真帳幕裡
做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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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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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
的樣式。」



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
做更美之約的中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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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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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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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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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從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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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MON

信息

10/23/16



“帶來美事的大祭司: 更美之約”

(希伯來書 8:1-9:28)

邓牧師



“美好人生: It is cool!”:
“America is great because America is good.”
“新中国, 新人类, 无产阶级的天堂: good!”
漫画书:Superheroes: good, not“Darth Vader”

God is good; he is cool!
诗118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爱永远长存.
创 1:31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诗 16..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
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We are not cool: We are bad! (愁苦人生)
罗 8: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 
劳苦, 直到如今. …” 



苦愁人生 美好人生: 认识好神 (本为善)!
诗 16..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好神 (Good God) 坏人 (Bad People)

大祭司: 中保 (中间人 & 保证人)
启21:3-5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
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
过去了.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苦愁人生过去; 美好人生: 天人合一,世界大同
來9:11..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 祭司角度, 认识耶稣
4:14-16 前言:进入天堂大祭司: 随时的帮助

5:1-7:28 8:1-10:18
Calling 呼召 Service 事奉
Person 位格 Work 工作
Being 是誰 Doing 作啥
创 14/詩 110 耶 31/利 16

10:19-25 结尾:流血舍命大祭司:不停止聚会
基督大祭司事奉更美 (8:1-10:18):

地方(8:1-5;9:1-10):更美的会幕
关系(8:6-13):           更美的新约
崇拜(9:11-10;18):   更美的祭物

新旧中保:
好神&坏人



來9:11 基督: 带来美好事的大祭司
地方(8:1-5):更美的会幕

8:1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
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
座右边,        [进入天堂大祭司, 4:14-16]

1:3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詩110:1;來1:13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
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

8:2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
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耶稣事奉: 真实帐幕, 主所支, 在天上
旧约祭司: 暂时帐幕, 人所支, 在地上



3-4..礼物和祭物..这大祭司也..有所献.他若在
地上,必不得为祭司,..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

摩西律法 耶稣祭司
5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摩
西..造帐幕..,蒙神警戒他,说: “..,各样物件..照
着在山上指示..样式.”(出 25:9; 26:30; 27:8)
旧约祭司:暂时帐幕,人所支,地上 (古时,预表)
耶稣事奉:真实帐幕,主所支,天上 (末世,实体)

10:1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
F.R.终极实体: 世界(看见)? 天堂(看不见)?

林后5 “我们知道,..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
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10:1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
F.R.終極實體: 世界(看见)? 天堂(看不见)?

林后5 “我们知道,..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
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林后4不丧胆,外体毁坏,内心却..至暂..苦楚..
极重..永远荣耀…不是顾念..乃是顾念所不见
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约一2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美
梦)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常存.
Matrix:Blueorred pill?:福音药丸(Alice W.Land)
“行事为人凭信心(迷信?),非眼见”:实底/确据



8:6 But now如今耶稣所得职任是更美,正如他
做更美之约中保.这约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影儿时代过去(古时); 真像时代来临 (末世)

8:7解经:“那前约若没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
8:8-12经文: 耶31:31-34 (“另立新约”)

8:13解经: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但那渐旧
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解经: “新”: 旧约毛病 (7) & 旧约终止 (13)

解经: 救恩历史, 时间先后
诗110 否定利未祭司… (7:11另外兴起..?)
诗95 否定应许地安息… (4:8 ..提别的日子?)
耶31 否定旧约的永恒性 (8:7 ..寻求后约?)



解经: “新”: 旧约毛病 (7) & 旧约终止 (13)
解经: 救恩历史, 时间先后

诗110 否定利未祭司… (7:11另外兴起..?)
诗95 否定应许地安息… (4:8 ..提别的日子?)
耶31 否定旧约的永恒性 (8:7 ..寻求后约?)
旧约圣经伏笔: 暂时,过渡ILP,预表, 等候实现!
犹太教(误解) 基督教(正解)

8:7 “前约若没瑕疵,…” --旧约毛病/瑕疵?
百姓能得完全?: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7:19)
进到上帝面前?: “好神,坏人同一屋檐”

8:13旧约终止,淘汰,无有,成全: 另立新约
7:19“引进更美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



8:7,13 旧约的毛病 : 必需改变, 另立新约
8:8-12经文: 耶31:31-34 (“新约”)

8-9不像旧约
9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 这是主说的”(百姓的毛病)
羅 7 “律法是属乎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8:9 百姓的毛病: 必需改变, 成为新人
10-12 更美应许
“I will (v.10:四次 & v.12:两次):成为新造的人
新生命 (10)
新关系 (11)
新除罪 (12)



8:10-12 新约更美应许: 成为新造的人
新生命 (10)“我要将我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
在他们心上;我..他们的神,他们..我的子民.”
石版(旧)&心版:新心,新灵-“新思想/新欲望”
信靠顺服,读经祷告,传福音,9:15am..自发性
勉强, 人的压力, . . .重生吗? 律法何处?
新关系 (11)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
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旧:种族(挂名不认识神)&新:信心(重生认识神)

圣灵的浇灌:
直接的关系, 唯一的中保, 全民皆祭司



8:10-12 新约更美应许: 成为新造的人
新生命 (10)“我要将我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
在他们心上;我..他们的神,他们..我的子民.”

新关系 (11)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
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新除罪 (12) [For]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
记念他们的罪愆. (新生命 & 新关系的基础)
罪: 死亡 & 不认识神 (9:1-10:18新除罪)
新约祝福:“若有人在基督里(中保),就是新造
的人,..,变成新的了..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
们与他和好,..劝人与他和好职分赐给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