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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居上: 更改/废掉律法?” (III)

(希伯来书 7:1-28)

邓牧師



“今日, 谁需要祭司? 祭司,有啥用?”

法律/律师; 病痛/医师; 学习/老师; 手机/专家...

破碎人生: 祭司修补 (神, 人, 万物)

“我不需要祭司”: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世俗沖蝕: “属神的事”, 可有可无?

神的縮小: 小神无神, 何需 “中保”?

罪的淡化: 收买良心, 何需 “献祭”?

“..Donald, I know you live in your own reality,..”

你倚靠的祭司?: 修补破碎人生!

犹太背景基督徒: 利未祭司/摩西律法!

开倒车/求次好: Icloud/唱盘; Ip/Landp?! (來 7)



“耶穌祭司比利未祭司更好三原因” (來 7) 

 1-10: “麥基洗德的等次” (创 14:17-20)

麦基洗德 (Ip7) > 亚伯拉罕 > 利未人 (LP1)

 11-19: “利未祭司的不足/软弱”

诗 110:4 “耶和华起了誓, 决不后悔, 说: ‘你是
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

11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
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
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

12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圣经启示: 救赎历史; 时间先后



圣经启示: 救赎历史; 时间先后

亚伯拉罕 摩西 大卫

麦基洗德 利未人祭司 会幕与圣殿

(2000 B.C.) (1500 B.C.)     (1000 B.C.)

摩西五经
诗 110:4
麦基洗德

改变祭司制度!

创 14:17-20
麦基洗德



“利未祭司的不足/软弱”(來 7:11-19)

诗 110:4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永远为祭司 .”

7:11-12….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
次,..?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圣经启示: 救赎历史; 时间先后

(11)诗110:4在后:神要换祭司 利未祭司不足

(12): 祭司更改 律法更改

(18-19a):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律法废掉

摩西律法/利未祭司:更改;废掉 (过渡性; ILP)

“麦基洗德-祭司兴起”: 后来居上; 取代次好!



“百姓完全:Eschatological Perfection”來7:11,19

“从前百姓在..祭司职任…受律法,若借这职任
能得完全,..律法..一无所成 nothing perfect’’

圣经(旧/新约)主要目的: 提后3:16 “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 ..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各样善事.”

基督徒目标/盼望/dream:成为完全Perfection!

太 5:48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罪恶:除罪 10:14..一次献祭,…永远完全.

世界:作王 2:8万物都服在他脚下..进荣耀去.

应许:实现 11:40 ..不与我们同得,就不完全.

上帝:和好 7:19靠这更美指望,..进到神面前.



基督徒目标/盼望/dream:完全 Perfection!

罪恶:除罪 10:14..一次献祭,…永远完全

“不能不犯” to “可以不犯 “ to “不能再犯!”

世界:作王 2:8万物都服在他脚下..进荣耀去.

2:5 “将来的世界,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应许:实现 11:40 ..不与我们同得,就不完全.

10:36..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得着所应许的

上帝:和好 7:19靠这更美指望,..进到神面前.

12:23 ..总会,审判..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灵魂,
追求完全?罪中乐,红豆汤,美国梦,登科..百年后?

百姓不能完全:摩西律法/利未祭司:更改;废掉

“麦基洗德-祭司兴起”: 后来居上; 取代次好!



12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摩西律法 & 利未祭司: 唇齿相依

11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

“以下”:[基础上] --祭司职任:摩西律法的基础

摩西律法本质: 约书非法书

基础: 祭司/献祭系统 &  结构: 律法条文十诫

更改/废掉利未祭司 更改/废掉摩西律法

12,18 “更改/废掉摩西律法”:神人立约的关系

在过去: 旧约 (摩西) &利未祭司制度 (律法)

但现今: 新约与麥基洗德等次祭司 (恩典) 

更美之约:更美指望/祭司/祭物: 百姓完全



11-12更改利未祭司/摩西律法:百姓不能完全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13-14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
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
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摩西律法之下: 耶稣不能是祭司!

基督徒:遵守律法; 守安息日? --耶稣非祭司!

更改利未祭司/摩西律法: 耶稣属犹大支派



11-12更改祭司/律法: 百姓不能完全

13-14 更改祭司/律法: 耶稣不同支派

15-17此祭司非彼祭司: 祭司職任根基

“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
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
不是照属肉体[族谱]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
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说: ‘你是照着
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诗 110:4] ’”

属肉体的条例: 世袭必死的祭司 (亚伦等次)

无穷生命大能: 复活永远的祭司 (麦基洗德)

耶稣(复活节): 作王 (罗1:3-4); 作祭司 (来 7:16)



无穷生命大能: 复活永远的祭司 (麦基洗德)

18-19..因软弱无益,..废掉 (律法..一无所成),..
更美指望(诗110),..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人生指望?谁是祭司?:修补破碎(神,人,世界,罪)

1) 罪人无望 (弗 2:12): 不好

 “与基督无关..沒有指望 ,沒有神.”

Anaheim一条龙:黄土一把,棺木一只.(世界王)

2) 律法盼望 (罗 3:20): 次好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软弱无益“利未祭司”:自己,雷锋,毛主席,孔孟,
佛祖,默罕默德, 德/赛先生,主义,哲学,… (必死)



无穷生命大能: 复活永远的祭司 (麦基洗德)

人生指望? 谁是祭司?

罪人无望 (弗 2:12): 不好- 耶稣基督无关.

律法盼望 (罗 3:20): 次好- 软弱无益祭司

信徒指望 (来 7:19): 更好/美: 复活永远祭司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这指望, 我们便可
以进到神面前.”

A lady (9/28 called; 9/29 died): “… I am her!”

修补破碎人生: 成为完全 (神, 人, 世界, 罪)

“破碎人生需要修補, 上帝恩典是粘合膠水.”

- Eugene O’Ne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