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7:1-10



1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
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
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 2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 取十分
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 “仁义
王”, 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
的意思。 3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
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4 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
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
尊贵呢！



5 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 领命照例向百
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
亚伯拉罕身中生的, 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6 独有麦基洗德, 不与他们同谱, 倒收纳亚伯
拉罕的十分之一, 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
福. 7 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 这是驳
不倒的理. 8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
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证
的说他是活的. 9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
利未 , 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 ,
10 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利未
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SERMON

信息

4/17/16



“後來居上: 十一奉獻” (II)

(希伯来书 7:1-28)

邓牧師



麦基洗德, 何方神圣? (创 14:17-20;诗 110:4)
7:1-2a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
司. 他当亚伯拉罕杀败..,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 .”

1) 王, 2) 祭司, 3) 祝福先祖; 4) 接受奉献

2b-3a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 “仁义王”,他又
名 “撒冷王”,就是 “平安王”的意思.

像麦基洗德的王: “公义王”, “平安王”

公义的统治 平安的国度

麦基洗德样式的王 弥赛亚(神的儿子/王) 



公义的统治 平安的国度

诗72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
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
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
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申冤,拯救穷
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7在他的日子义人
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

赛32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借公平掌权
…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
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
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
住处.平静的安歇所.



公义的统治 平安的国度

赛53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
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
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
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
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
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
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枪杆子 十字架



麥基洗德很像神的兒子 (vv. 1-3,创 14:17-20)

•名字,职称: “公义王”, “平安王” (vv. 1-2) 

背景:v.3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
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创世记: 家谱/族谱 (重要人物; cf. 创 5)

• “无父,无母”:父母是谁? “无族谱”:家譜为何?

• “无生之始,无命之终”: 生辰? 忌日?

结论: …与神的儿子相似,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麥基洗德“像”神的兒子, 非“是”神的兒子 !
预表:来1,阿拉法,俄梅戛,首先,末后,初,终,昔在,.

麥基洗德“長遠” 為祭司, 非“永遠”祭司!

“经常不断” 10:1 (not 永遠 7:17, 21, 24, 28)



耶穌:麥基洗德等次的祭司 (vv. 1-3, cf. 创 14)

1)非只是祭司 --王+ 祭司 = (君尊-兒子祭司)

2)非亚伦等次的祭司 --不按族谱

3)非软弱的人作祭司 –是神的兒子作祭司

4)非短暂的祭司 –是永遠的祭司

应对: 麥基洗德大于亞伯拉罕 (vv. 4-10)

v.4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
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

•麥基洗德 > 亞伯拉罕 > 利未

•麥基洗德等次的祭司 > 利未等次的祭司

旧约百姓(预表/应许) < 新约百姓(实体/应验)



原因: 麥基洗德大于亞伯拉罕 (vv. 4-10)

vv.6-7 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
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
祝福. 7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
驳不倒的理.

1) 他祝福亞伯拉罕;  2) 他接受亞伯拉罕的10%

1) 神祝福我们;           2) 神接受我们的奉献

神大?    你大?

利未祭司:收纳以色列人的 10% (摩西律法)?!

麥基洗德 利未祭司们



利未祭司们 麥基洗德 (vv. 4-10)

5-6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
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
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
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
的十分之一.

弟兄们 先祖 (vv. 5-6)

按族谱 律法以先 (vv. 5-6)

8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
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证的说他是活的.

必死之人 活着的人 (v. 8)



利未祭司们 麥基洗德 (vv. 4-10)
弟兄们 先祖 (vv. 5-6)
按族谱 律法以先 (vv. 5-6)
必死之人 活着的人 (v. 8)

9-10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借着
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
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利未祭司们献给麥基洗德十分之一 (9-10)!

• “代表”观念: “在他先祖的身中” (v.10)
•中国人: 在他祖先黄帝的身中

•在亚当里 (罗 5) “眾人都犯了罪, 众人成为罪
人,众人都被审判/定罪; 众人都死了”



•在亚当里 (罗 5): “眾人都犯了罪, 众人成为罪
人,众人都被审判/定罪; 众人都死了”

•在基督里 (林前15): “在亚当里, 众人都死了,
照样, 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在基督里 (林后5):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
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
们身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
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你在那里?

在亚当里 (移民) 在基督里

你信靠“祭司”?:生离死别, 生老病死, 永恒归宿



你在那里?: 亚当里 or 基督里

你信靠的“祭司”?

• “必死的人” (利未祭司):

•自己, 雷锋

•毛主席, 孔孟, 佛祖, 默罕默德, . . .

•德先生, 赛先生, 主义, 哲学, . . .

• “为他作见证的说他是活的” (耶稣):

• 7:24-25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 他祭司的职
任就长久不更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
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
他们祈求.



你在那里?: 亚当里 or 基督里

你的“祭司”?: “必死的” or “永活的”

你的奉献?:

•以色列人奉献 10% 给利未祭司!

•亞伯拉罕奉献 10% 给麥基洗德!

我们的奉献 --少于10%?

给“麥基洗德等次”何等尊贵祭司 (耶稣)!

•路12:48 “因為多給誰, 就向誰多取; 多託誰, 
就向誰多要.”

•罗 12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
身体献上, 当做活祭,.. (100%献上, 为主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