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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讀經



希伯來書 9:1-11



1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 2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
，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 3 第二幔
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 4 有金
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吗哪的金
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版， 5 柜上
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罩着施恩座。这几件
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6 这些物件既如此
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
拜神的礼。 7 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
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
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8 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 9 那头一层
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
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
全。 10 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
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
的时候为止。

11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
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
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SERMON

信息

10/30/16



“帶來美事的大祭司: 更美的會幕”

(希伯來書 8:1-9:28)

邓牧師



“美好人生: It is cool!”:

好事-平安良心:“生平不作亏心事;..” Halloween

壞事-不安良心:欺骗,偷窃,作弊,网站,…

Coping: 安慰/收買/麻醉/壓抑/怪罪/ . . .

痛苦(anxiety, depression)&破裂關系(人,神)

更好辦法:“潔淨/完全”良心來9:11美事大祭司

9:9...叫礼拜人的良心…得以完全!

9:14…能洗净你们良心,除去..死行,使..侍奉神?

10:2..既被洁净, 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10:22…良心亏欠洒去,身体..洗净.. 来到神面前

13:18..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凡事按正道而行.



9 章: 兩個辦法: 处理罪與不安良心

A) 老辦法 (9:1-10): 前約, 好, 不够好

9:1-10 旧約的敬拜/事奉

1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10这些事,饮食,洗濯..,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2-5 敬拜/事奉的擺設 arrangement

6-7 敬拜/事奉的活動 activities

8-10敬拜/事奉的指向anticipation(圣灵指明)

1, 11属世界 earthly, creation 天上,永恒

10属肉体 physical, external7:16 内在,真实

B) 新辦法 (9:11-28): 新约, 更好, 一次彻底



2-5 Tabernacle會幕: Two rooms兩個房間

約櫃 施恩座 至聖所 (3-5)

金香爐

金燈台 聖所 (2)

餅桌

(?)利16

现在不能
一一细说:

OT 预表性



6-7 敬拜/事奉的活動 activities

6..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

7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
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无知)过错献上.

v. 6: 聖所(祭司們): “常 repeatedly”: F-重修
v. 7: 至聖所: 
只有大祭司, 一年一次,

不能不帶血:(无知)过错 擅敢行事(民15:30)

門禁深嚴:东南海,紫金城,白宫!? 神高不可攀?

利16:13耶和华面前,…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
施恩座,免得他死亡!

赛59..罪孽…与神隔绝,..罪恶使他..不听你们



8-10 敬拜/事奉的指向 anticipation

8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
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 1)旧约隐藏性(关系)

9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
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

以完全. 2)旧约预表性 (除罪,安良)

10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
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3)旧约过渡性 (等候应验, 振兴时候):
11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将来美事大祭司,经
过那更大,更全备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
属乎这世界.  新约: 更美, 天上, 真会幕/事奉



9:1-10 旧约会幕敬拜/事奉: 主日崇拜?
以神為中心: 6 “行拜神的礼”
我得着什么?我感觉? 枯噪不来?!

按照神的話: 1, 10 “礼拜的条例..诸般..规矩”
人的喜好? 热闹, “user-friendly” Service?

處理罪惡&不安良心:
7 “为自己和百姓过错献上.”
9 “叫礼拜的人良心, 得以完全.”
不再讲罪,生活应用,正面思想,成功致富,..?
基督大祭司事奉: 新约更美会幕 -- 在何处?

8:1-5 真, 主支 , 天上;
9:11 更大, 更完全, 不属这世界



9:11 新约/美事大祭司: 更美, 天上, 真会幕?

約1:14 “道成了肉身, 住在(真帳幕)我們中間.”

弗2:22“在他裏面, 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所在.”

詩歌: “這裡有神的同在哦 ,這裡有神的言語
這裡有聖靈的恩膏; 這裡是另一個天地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如同那黑門的甘露; 降在錫安山地

愛在這裡 , 和平在這裡
光明在這裡, 生命也在這裡
耶和華所命定的福, 都在這裡

你若想要得到他, 在耶穌基督裡”

CBCOC 教会: 初尝真帐幕的美善!



舊約的帳幕 真帳幕
出 40 約 1; 弗 2; 來 8; 啟 21:3-4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 他要與人同住 , 他們要
作他的子民 .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
神 .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眼淚; 不再有死亡, 也不
再有悲哀 , 哭號, 疼痛, 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坐寶座的說: 看哪! 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新天地 至圣所
美好人生终点:新约更美,真会幕 (进入至圣所)
美好人生道路: 1) 悔改, 信福音 (now);

2) 受浸, 入会, 初尝 (12/25/16)
美好人生起点?: 旧约会幕启示



以色列男人:12支派

以色列女人:12支派

祭司們

大祭司

利未人

你我
外邦人
???



弗 2:11-18 “所以你们应当记念: 你们从前按
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那时你
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
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亲近神？罪得赦？安良心？

“振兴的时候”已经来到! (来 9:10-11)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
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
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传
和平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9:14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
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
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Offering 奉獻

&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哀哉!主流寶血為我”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1/5

哀哉! 我主寶血流出

甘心替我受苦

貴重身體為我釘死

愛我罪人如此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And did my sovereign die?

Would He devote that sacred Head

For sinners such as I?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2/5

實在因我所犯的罪

使主十架懸掛

無限慈悲無量恩惠

如山如海廣大

Was it for sins that I have done 

He suffered on the tree?

Amazing pity! grace unknown!

And love beyond degree!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3/5

大地昏暗紅日消失

隱藏一切榮光

正當基督救主耶穌

為人擔罪死亡

Well might the sun in darkness hide 

And shut his glories in,

When Christ, the great Redeemer, died 

For man the creature’s sin.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4/5

我今念主死於十架

心裡無限羞慚

我剛硬心漸被改變

不覺淚流滿面

Thus might I hide my blushing face 

While His dear cross appears,

Dissolve my heart in thankfulness,

And melt mine eyes to tears.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5/5

我的眼淚縱然流盡

不能報答主心

願將身心完全奉獻

滿足祂的愛情

But drops of grief can ne’er repay 

The debt of love I owe;

Here, Lord, I give my self away

‘Tis all that I can do.





Welcome 

歡迎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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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BENEDICTION

祝禱



SILENT PRAYER 默禱

POSTLUDE 殿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