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本地宣教奉献”募款 (4/12, 午餐)

英文牧师侯选人 (4/19, Sun)
 10:45am双语崇拜 (国语耳机)

 国语主日学暂停一次
 1pm-3pm面试, 问答 (国语翻译)

 9:15am国语崇拜照常

 “系統神學: 聖道論” (4/20, Mon, 7:30pm)

教會周年联合崇拜 (4/26, Sun, 10am)

代祷: P. Chiu (O+), George, Gu, Alice, 
Susanna, … 身体心灵软弱



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4:14-5:10

(PP. 1825-1826)



4:14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
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
承認的道。 15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
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
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16所以我們
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
得憐恤，蒙恩惠，做隨時的幫助。

5:1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辦
理屬神的事，為要獻上禮物和贖罪祭。 2
他能體諒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為他自
己也是被軟弱所困。 3 故此，他理當為百
姓和自己獻祭贖罪。



4 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取，唯要蒙神
所召，像亞倫一樣。 5 如此，基督也不是
自取榮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說「你
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6 就
如經上又有一處說: “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
等次永遠為祭司.”

7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
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
應允。8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
難學了順從。 9 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
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10並蒙神
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





“隨時的幫助 Timely Help”

(希伯來書 4:14-5:10)

邓牧師
4/12/2015



“Vulcan salute: Live Long and Prosper”

“活的久; 活的好: 长生不老; 五子登科!” 

“Human salute: Live Long and Suffer!”

“活的够久; 必定受苦!”: 

“苦海人生: 咒诅, 眼泪, 悲哀, 哭号, 疼痛,死亡”

如何面对苦难?

羅馬教會:被毁谤, 遭患难, 成戏景, 众人观看!

答案: 基督论! (神学是生活)



基督论: “为大祭司的耶稣” (来 2:14-3:1)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
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败坏…魔鬼, 并要释放那
些一生…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乃是救拔亚伯
拉罕的后裔. 所以,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
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18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
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所以,..弟兄啊, 你
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 …为大祭司的耶稣.”

基督道成肉身:

献祭: 释放怕死奴隶, 救拔…后裔, 与神好和

搭救: “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基督论:“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来 4:14-16)

“所以, 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升入高天”: 神的儿子耶稣 1:1-3 … 儿子晓谕
我们; 承受万有的, 创造诸世界. 神荣耀所发的
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像,…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
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尊荣 (Great)的大祭司”: 与众不同的大祭司

2:9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
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 荣耀为冠冕. . . .”

大祭司 持定所承認的道 (坚忍到底)

“便当” & “能够” – why?



来 4:14-16大祭司 持定所承認的道

“便当” & “能够” – why?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
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
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体恤软弱: 一同受苦; 绝不孤独! (孤军奋战?)

使 9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诗 23 “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你与我同在!”

随时帮助: 施恩座前; 怜恤恩惠! (坦然无惧?)

太 14 “主啊, 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林后 1“慈悲的父,安慰的神,.曾,现在,将来救..”



基督论:“升入高天尊荣大祭司”教义 ( 5-10章)

耶穌大祭司 (5:1-10) 舊約的大祭司们

旧約的大祭司 (预表, 畫像)

新約的大祭司 (实体, 本人)

路 24:27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
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旧约是新约的隐藏; 新约是旧约的显明.”

迪斯尼乐园: 素描 --- “真像我!”

爱人: “就是你!” ---亲画象! 

“傻爱人, 亲画象? ---要亲就亲本人!!!”

猶太教 (傻爱人) 基督教



“為大祭司的耶穌” (5:1-10)

旧約大祭司: 耶穌畫像 (vv. 1-4)

工作 (v. 1)

性格 (vv. 2-3)

委任 (v. 4)

新約大祭司: 耶穌本人 (vv. 5-10)

委任 (vv. 5-6)

性格 (vv. 7-8)

工作 (vv. 9-10)



旧約大祭司: 耶穌畫像 (vv. 1-3)

工作 v. 1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
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人的代表: “替人办理”

 “属神的事”: 为罪献礼物与祭物

 利 16 “赎罪日”

性格 vv. 2-3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 他理当为
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他能体谅”: 浪子迷羊的苦恼

“也是被软弱所困”: 同病相怜; 同舟共济

“为..自己献祭赎罪”: 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7:28



新約大祭司: 耶穌本人 (vv. 7-9)

性格 vv. 7-9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

像旧約大祭司 -- “他能体谅/体恤”: 浪子迷羊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进入苦难人生: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

客西马尼园的争战

不像旧約大祭司: “只是他没有犯罪!”

•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敬畏神

• “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 “學了順從”: 經歷/真實體會順服神的代價



像旧約大祭司: “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不像旧約大祭司: “只是他没有犯罪!”

•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 还
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9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旧約大祭司: “我能体谅, 但自身难保!”

新約大祭司: “苦難中順從”的大祭司!

得以完全:“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死在十架上”

“完全”: 成就, 完成, 称职的大祭司

工作: “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你顺服基督吗? (今日若听他的话: 旷野一代?)

倪柝声的青梅竹马:苦難/试探中的順從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你若不壓橄欖成渣”



你若不壓橄欖成渣, 它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酢, 它就不能變成酒.
你若不煉哪撻成膏, 它就不流芬芳;
主我這人是否也要, 受你許可的創傷?
你是否要鼓我心絃, 發出你的音樂?
是否要使音樂甘甜, 須有你愛來苦虐?
是否當我下倒之時, 纔能識 “愛”的心?
我是不怕任何損失, 若你讓我來相親.
（副）每次的打擊, 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去的東西, 你以自己來代替.



主我慚愧因我感覺, 總是保留自己;
雖我也曾受你雕削, 我卻感覺受強逼.
主你能否照你喜樂, 沒有顧忌去行;
不顧我的感覺如何, 只是要求你歡欣.
如果你我所有苦樂, 不能完全相同;
要你喜樂須我負軛, 我就願意多苦痛.
主我全心求你喜悅, 不惜任何代價;
你若喜悅並得榮耀, 我背任何十字架.
（副）每次的打擊, 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去的東西, 你以自己來代替.



我要讚美再要讚美, 讚美何等甘甜;
雖我邊讚美邊流淚, 甘甜比前更加添.
能有甚麼比你更好? 比你喜悅可寶?
主我只有一個禱告; 你能加增我減少.

（副）每次的打擊, 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去的東西, 你以自己來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