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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美事的大祭司: 三次的顯現”

(希伯來書 8:1-9:28)

邓牧師



Michael Monsoor: A Navy Seal

小时气喘: 锻炼胜过, 运动健将!

爱开跑车, 但不抛弃有需要的人

May,06: Iraq war, saved a wounded (“wings”)

Sep, 06最大牺牲:救自己 or战友? 身扑榴弹!

Survivor at funeral, “Mikey looked death in 
the face that day and said, ‘You cannot take 
my brothers!  I will go in their stead.’”

两千年前/第一个受难节:基督对掌死权魔鬼说,

“You cannot take my brothers!  I will go in…”

约15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



为朋友舍命/至爱大祭司:一次被献(来9:11-28)
14何况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25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
26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
28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多人的罪,..

祭司献赎罪礼物/祭物:自己 (祭物)
祭物: 流血舍命

12..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
14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
15..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人..所犯的罪过,..
奉献自己 (祭物) = 基督的血 = 十架受死
基督的血: 一切好事根源 (除罪恶,淨良心)



基督的血: 除罪恶,淨良心 (来9:11-28)

A)老辦法 (9:1-10): 前約, 好, 不够好

9所献的..就着良心,都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

B)新辦法 (9:11-28): 新约, 更好, 一次彻底

11-14前约动物的血

基督的血能力:14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

15-22前約立约洒血

基督流血必要: 22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23-28前約祭司献祭

基督的血功效: 28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
多人的罪….



基督的血: 除罪恶,淨良心 (来9:11-28)

11-14血的能力: 永远的赎罪/买赎/救赎/赦罪

14何况基督..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
能洗净你们心,除去你们死行,..侍奉永生神?

12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
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Redemption

赎罪?其他“血/汗”:学雷锋,修身养性,靠救星,…

= 前约动物血(洁净):礼仪,外表,治标,象徵,好

But, 基督的血: 12 “只一次 … 成了永远..”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 唯靠耶穌寶血.”



11-14能力: 永远赎罪/15-22血必要: 永远产业

15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
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
应许永远的产业.

“受死(血)赎..前约之罪”:旧约百姓 (王弟兄Q)

赎罪羔羊来到;前约献祭成全!前约退场荣休

设立“新约中保,..蒙召人..得应许..永远产业”

3:1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 – CBCOC!

10:36必须忍耐,行完神旨,就得着所应许的!

“永远的产业?”:加州房地产? (致富福音!)

10:34家业被抢,甘心忍受,知道更美,长存家业



11-14血能力:永远赎罪;15-22血必要:永远产业

16-17遗嘱生效(永远产业): “留遗命的人死了”

18-22a 前约生效: 动物流血舍命

18-19“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摩西照律法”

20 “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出24:8)

22a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

22b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罪严重;换一命)

新约生效:新约中保(立约者), 必要流血舍命

路22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

8:12新约应许: 罪得赦免 (除罪恶,淨良心)

我们:白白恩典 基督:重价牺牲



咒詛你受
http://www.zanmeishi.com/song/9849.html

1) 咒诅他受, 祝福我享, 苦杯他饮, 爱筵我尝;

如此恩爱, 盖世无双, 我的心哪, 永誌不忘.

2) 看哪神子, 身钉十架, 代我罪人, 备受刑罚;

以血以命, 作我赎价, 神人和好, 称神阿爸.

3) 并非因我, 有何特长, 也非因我, 比人更强;

都因恩主, 慈爱无疆, 救我罪人, 脱离死亡.

4) 愿献此生, 全归我主, 任他支配, 是我所摹;

主爱激励, 主爱催促, 我的心哪, 惟有顺服.



11-14血能力:永远赎罪;15-22血必要:永远产业

23-28血的功效:永远的拯救

23..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前约)必须用这些祭物
洁净,..天上本物自当用更美祭物洁净.24因
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圣所(..真圣所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旧约:地上,会幕,圣所,献祭 (“样式” & “影像”)

“这些祭物洁净”:预表,过渡,等候成全
“人手造”使7;17:耶京圣殿,雅典庙宇: 次好偶像!

新约:天上,真圣所,天堂,神同在 (“如今..显在”)

“更美祭物洁净”:末世,实现 7:19..进到神面前

Chief end?: “荣耀神, 永远享受神”



23-28血的功效:永远的拯救

23-24地上圣所/这些祭物 天堂/更美祭物

25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
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26如果这样,他从创世
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
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献祭对比)

利16赎罪日:大祭司/每年/动物血 (除罪无效)

“如今/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祭,好除掉罪”

来1:3(洗净人罪)圣诞/受难:自己血/永远除罪

“他从创世以来,…”

来1:1-3 基督永存; 神的儿子



23-24地上圣所/这些祭物 天堂/更美祭物

25-26 每年动物血 献祭 一次自己血

27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28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
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
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死亡对比)

27 罪人一死: 自食其果 (罪的工资)

死后?(“二次显现”):百了,灯灭,极乐世界,美女

“审判”永远 :永火,永苦,永刑,二次死,永远沉沦

28基督一献:替罪羔羊(赛53:12命倾倒至死..)

“第二次显现”: 等候之人, 永远拯救



9:11基督已经“显现(3)”..已经实现美事大祭司.

26如今,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祭,好除掉罪.

1) 过去“显现”: 罪得赦免, 清洁良心

24基督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现在神面前

2) 现在“显现”: 天上代求, 随时帮助

28..等候他的人二次显现,与罪无关,拯救他们.

3) 将来“显现”: 永远拯救, 永远产业

“福音真光,显现心中”?(林后4:6显在基督面上)

过去: 罪的重担,良心自责

现在: 没有指望,没有上帝

将来: 面对死亡,永远审判

改变一切:
美好人生!
等候他的人?



基督的血
基督十架之死!

9:11-14寶血的能力:永远赎罪
9:15-22寶血的必要: 永远产业
9:23-28寶血的功效: 永远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