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英文牧师侯选人 (4/19, Sun)
 10:45am双语崇拜 (普通话-耳机)

 国语主日学暂停一次

 1pm-3pm面试, 问答 (普通话翻译)
 “系統神學: 聖道論” (4/20, Mon, 7:30pm)

教會周年联合崇拜 (4/26, Sun, 10am)
 6/12-14: 全教會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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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祭司, 作啥?” (II)

“A  High Priest, for What?”

(希伯來書 4:14-5:10)

邓牧師
4/19/2015



好的开始 (林后 5:17): 新造的人 (十位受浸)

好的结束?: 使徒保罗

提后 4:6-8 “我现在被浇奠,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
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
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公义审判的主..赐给我
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扫罗王?! 底马?! – “晚节不保”

羅馬基督徒 (逼迫):停止聚会; 打道回府!

我們? --随流失去? 倒在旷野? 赶不上了?!

關鍵: “我们既然有一位 … 大祭司” (来 4:14)



Anaheim: “我有一位大祭司!”

中了奖券: “Hi-Five!”; 得了祭司?!: “有啥用?”

“今日, 谁需要大祭司?”

大律师, 大医师, 大会计师, 建筑师, . . .

今日, 我不需要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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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哉, 圣哉, 圣哉,..耶和华!..我说: “祸哉! 我灭
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
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善始善终: 认识“大祭司耶穌” (来 5-10 章)

旧約大祭司: 耶穌畫像 (5:1-4)

工作 (v. 1)

性格 (vv. 2-3)

委任 (v. 4)

新約大祭司: 耶穌本人 (5:5-10)

委任 (vv. 5-6)

性格 (vv. 7-8)

工作 (vv. 9-10)



旧約大祭司: 耶穌畫像 (来 5:1-4)

工作/性格 (vv. 1-3) “凡从人间..大祭司, 是奉
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赎罪祭. 他能
体谅那愚蒙..失迷的人. 因为..被软弱所困…”

我有同理心: 申请作大祭司?

亞倫的委任 (v. 4)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
取, 唯要蒙神所召, 像亚伦一样.”

耶穌的委任 (vv. 5-6)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
荣耀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
子, 我今日生你” 的那一位, 6就如经上又有一
处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耶穌的委任: 蒙神所召,与众不同 (vv. 5-6) 

v. 5a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耶稣是 “基督” (被膏立做大祭司)

自己降卑 (腓 2:6-8)

被神高举 (腓 2:9-11;诗 8:5; cf. 来 2:9-10)

v. 5b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
日生你” 的那一位, (诗 2:7)

v. 6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
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诗 110:4)

诗篇是谁的话?

对谁说话?

与众不同的委任!



耶穌大祭司的委任:诗篇 2 &诗篇 110

v. 5b (诗 2:7)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诗篇 2 大衛王朝, 新王就任

新王登基: “成為”神的兒子

非神化 (本质), 乃 “子随父业” (职位):

与父亲同行? 耶稣为何是木匠?

神的兒子: 像神一样,统治全国, 秉公行义
耶穌作王: “成為”神的兒子 – “今日”? (來 1:3)

“儿子晓谕: 承受万有的, 创造诸世界, 神荣耀
所发的光辉, 神本体的真像, 他权能的命令托
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
的右边” (十架赎罪, 登基作王: 诗篇 110:1)



耶穌大祭司的委任:诗篇 2 &诗篇 110

v. 5b (诗 2:7)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诗篇 2 大衛王朝, 新王就任

耶穌作王: “成為”神的兒子 – “今日”? (來 1:3)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十架赎罪, 登基作王: 诗篇 110:1)

罗 1:3-4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
说, 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
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今日”? –受死, 复活, 升天, 坐下!

“成為”神的兒子: 宇宙君王

“儿子尊名”远超天使 (來 1:5, 13)



耶穌大祭司的委任:诗篇 2 &诗篇 110

v. 5b (诗 2:7)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耶穌作王 (受死/复活/升天/坐下) 是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 也委任作大祭司 (v. 6/诗 110:4)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同一个人? (诗 110:1)

“耶和华对我主 (受膏者)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

 “兒子” 來 1:5, 13 = 诗篇 2:7 + 诗篇 110:1

 耶穌, 神的兒子是王 (诗篇 2:7)

 耶穌, 神的兒子是大祭司 (诗篇 110:4)



耶穌的委任 (來 5:5-6)

神的兒子是王 (诗篇 2:7)

神的兒子是祭司 (诗篇 110:4)

亚 6:11-13 “取这金银做冠冕, 戴在约萨
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 12对他
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那名称
为大卫苗裔的, 他要在本处长起来, 并要
建造耶和华的殿. 13他要建造耶和华的
殿, 并担负尊荣, 坐在位上掌王权, 又必
在位上做祭司, 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



耶穌, 神的兒子 (來 5:5-6)

 我們的君王 (诗篇 2:7)

 我們的大祭司 (诗篇 110:4)

“升入高天, 尊荣的大祭司” 來 4:14

1) 事奉成果: 永遠有效的救恩 (v. 9; 赛 45:17)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
远得救的根源.” (罪, 死, 魔鬼的权势)

 永远赎罪的事 (9:12)/ 永远的产业 (9:15)

 永约之血 (13:20)

“凡顺从他的人”: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升入高天, 尊荣的大祭司 = 神的兒子耶穌”

 1) 事奉成果: 永遠有效的救恩 (來 5:8-9)

 2) 事奉成果: 搭救被试探的人 (來 4:14-16)

体恤我们的软弱

坦然无惧地祷告

经历随时的帮助

持定所承认的道: 善始善终

Emily:

 九月前: 美满婚姻, 家庭, 工作, 收入感谢神

 九月时:丈夫与好友之妻私奔, 离弃

晴天霹雳; 摔的粉碎!



事奉成果: 搭救被试探的人 (來 4:14-16)

Emily:

 九月前: 美满婚姻, 家庭, 工作, 收入感谢神

 九月时:丈夫与好友之妻私奔, 离别

晴天霹雳; 摔的粉碎!

 六个月后: 情况更糟!

财务:房子拍卖

孩子: 信仰危机; 反抗权柄

心中: 忿怒, 苦毒, 仇恨

How am I going to make it?

God says pray!  So I do



 坦然无惧地祷告

 Pray for my enemy & love & forgive him

Move on without him

Never forget; feel the pain to be 
healed/transformed by God

 To be excited in going through this 
nightmare!

 体恤我们的软弱

 Know God in a new level

 Trust him: completely collapsed & him 
carrying me!  It is awesome!



经历随时的帮助 (horrible situation)
 In a race: starts to rain/hits a mud pit
 Can’t go around it/Must go though it

Rain/mud weigh you down
 Can’t go through it fast/focus on each 

painful step.  
 But something is Keeping you 

upright/compelling you to continue.
You behold .. end is the sun; perfectly clear

The person gone through it: 
 Stronger; more understanding how to run;

With satisfaction/peace.
Tired & energized by the trial!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堅定相信”



1)有時黑影來遮掩，濃霧隱蔽前路；
有時黑雲增無已，白晝竟亦似暮。
當記得我們天父，祂必護佑引導；
神仍愛祂的兒女，祂垂聽禱告。

堅定的相信，神垂聽禱告；
堅定的相信，不要失望；

你擔子雖然極重，愁苦又壓心頭，
神仍然看顧引導，祂垂聽禱告



有時道路甚荒涼，孤單獨行凄苦；
已忘記慈悲天父，祂必保守看顧。
多少憂傷冤枉受，都因信心缺少；
神仍愛祂的兒女，祂垂聽禱告。

堅定的相信，神垂聽禱告；
堅定的相信，不要失望；

你擔子雖然極重，愁苦又壓心頭，
神仍然看顧引導，祂垂聽禱告



你若愁苦壓心頭，背負重擔難受；
路途縱崎嶇難走，記住神必護佑。
祂恩典必夠你用，足可忍受煩惱，
神仍愛祂的兒女，祂垂聽禱告。

堅定的相信，神垂聽禱告；
堅定的相信，不要失望；

你擔子雖然極重，愁苦又壓心頭，
神仍然看顧引導，祂垂聽禱告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

崇拜完畢, 請维持肅靜, 默禱后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