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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书信 (普通书信)

希伯来书
雅各书

篇幅长的 ─十三章作者

雅各 雅各书
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雅各

彼得

彼得后书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篇幅短的 章

约翰

王良玉院长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犹大书

篇幅短的 ─一章

犹大王良玉院长 犹大书

这几卷书没有指定的接受者，或说读者群，范围广泛

犹大

有各自写作不同的背景和风格，内容精彩、丰富

看重伦理的问题，以神学为基础，生活应用为衍伸神学 活应用
对付的问题是初代教会所常遭遇的问题 ─ 逼迫、异端

希伯来书‧简介 ‧分段大纲‧钥字钥节

作者新约书信中唯一的没有注明作者的一卷，

有说是亚波罗、巴拿巴、使徒保罗写的

双作者 ─ 保罗和路加、亚居拉和百基拉一起合写

当察考希伯来书，了解这一位作者必定是 ─
熟悉旧约礼仪律法的人所写成的。

写给住在哪里的读者呢？写给住在哪里的读者呢？

耶路撒冷？书中充满着献祭、律法
罗马的信徒罗马的信徒？ 十三24 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

当大逼迫来临的时候，罗马首当其冲…当大逼迫来临的时候，罗马首当其冲…
没有确切的明证，这卷书写给哪个地方的信徒，

当察考时清楚知道 所写作的对象当察考时清楚知道，所写作的对象 ─
是在信仰当中摇动、面临信心危机的希伯来信徒。

希伯来书‧简介 ‧分段大纲‧钥字钥节

写作的时间 ─ 推测在主后六十到七十年当中，

这个时候提摩太还在这 时候提 还在

十三23 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

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被毁坏
多次提到圣所、礼仪、律法、献祭

应该是在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前的著作，

已经面临大逼迫的时期。已经面临大逼迫的时期。

成书的原因 ─ 外在环境，尼禄王的大逼迫已经开始了，

基督教被视为非法的宗教。

有一种趋势 ─ 受逼迫的信徒想找一个能够栖身的地方，

就是回到合法的宗教 ─ 犹太教的怀抱，可以苟且偷生。



希伯来书‧简介 ‧分段大纲‧钥字钥节

当时最重要的，就是信徒内在灵性的光景不好。

这些犹太基督徒原先是热心犹太教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原先是热心犹太教的，

现在信了耶稣，就被他们的同胞所弃绝

以为神的国应该实现了，以为神的国应该实现了，

可是在生活上、在信仰上却受到逼迫

就对这个信仰失望了，信心、盼望都受到了考验。就对这个信仰失望了，信心、盼望都受到了考验。

于是兴起了「不如再回到犹太教」的想法，
让可以碰、可以触摸的旧约礼仪，

做为信仰的凭借。

当我们看书卷中经文的时候，

真的可以体会信徒在真道跟生活上，真的可以体会信徒在真道跟生活上，

都面临了极大的考验！

内在灵性
希伯来书‧简介 ‧分段大纲‧钥字钥节

二1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信徒内在灵性的光景不好

二1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这样的道理我们要看重它这样的道理我们要看重它，
否则当有风吹草动、逼迫来临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将它弃之不顾了

四1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很可能就会将它弃之不顾了。

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五12 看你们学习的工夫，本该作师傅，看你们学习的 夫，本该作师傅，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粮

这些信徒信主应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像是没有长进。

内在灵性
希伯来书‧简介 ‧分段大纲‧钥字钥节

信徒内在灵性的光景不好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十25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他们把聚会都丢弃了他们把聚会都丢弃了

十三9 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

可能这样的情况正在进行当中。

希伯来书是新约书信中希伯来书是新约书信中，
唯一隐藏了作者、受者、地点、日期的书，

能是跟逼迫有关可能是跟逼迫有关。

初期教会的著作，很广泛的引用了希伯来书，

如：革利免、爱任钮、特土良、优西比乌。
革利免

希伯来书‧简介 ‧分段大纲‧钥字钥节

希伯来书大大丰富了新约的基督论，

提到耶稣基督的本质、属性、地位、身分、工作，提到耶稣基督的本质、属性、地位、身分、工作，

都是详尽而丰富

一切在信仰或宗教中可夸的人、事、物， 切在信仰或宗教中可夸的人、事、物，

跟基督来比较的话，所有的一切都毫无光彩，

因为他是主、他是王、他是创造者因为他是主、他是王、他是创造者

基于人的软弱，不自觉的把其它的人事物

高过了基督 超越了基督该有的尊荣高过了基督，超越了基督该有的尊荣，

这也是在希伯来书中一些信徒的问题。

耶稣是祭司、也是祭牲，

我们看到做神儿子的 ─ 神儿子的本质、我们看到做神儿子的  神儿子的本质、

道成肉身的重要性、开路先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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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大量引用旧约的经文，
当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当读希伯 的时候，

帮助我们了解第一世纪基督徒对圣经的诠释，

就可以学习怎么样来读旧约圣经就可以学习怎 样来读 约圣

特定的经文跟救恩历史之间互相的关系，

全都在希伯来书当中找到例证。全都在希伯来书当中找到例证。

诗一一○4 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原来麦基洗德是耶稣做大祭司的一个预表，
以及在旧约所埋下去的伏笔

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对于建构圣经神学，

也提供了很多可以让我们研究的一些元素

希伯来书‧简介 ‧分段大纲‧钥字钥节

我们读神的话，基本上是要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生活当中，，
约翰一书也极其强调「要将这个信仰持守到底持守到底」。

基督徒信仰要持守到底、悖道者的情况及危险，

作者都表达了极大的关注。

当我们已经熟悉了信仰的生活，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变化非常迅速的时代当中，在这样 个大环境变化非常迅速的时代当中，

基督徒每一天要面对许多的考验，

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什么是我们信仰的终极关怀呢？

是指在地上的吗？还是永远应该在天上？是指在地上的吗？还是永远应该在天上？

这一卷书不断的在发出严厉的警告。

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对于末世观，有非常清楚的提醒和教导。

希伯来书‧简介 ‧分段大纲‧钥字钥节

为什么为什么要读希伯来书呢？

它是对希伯来人、对犹太信徒讲的吗？

每一卷书都有当时代的背景，

有当时代的受众 ─作者所要表达的、读者所要面对的，

神的话 在 永

那读这些第一世纪、主前多少年所写的，要做什么呢？

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

神的话是就像他自己一样，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圣经的话做为我们的鉴诫、安慰、鼓励、提醒，圣经的话做为我们的鉴诫、安慰、鼓励、提醒，
历世历代神的儿女，

都应该以虔诚的心 受教者的心来领受。都应该以虔诚的心、受教者的心来领受。

希伯来书当然不只是为着希伯来的信徒而写的。

希伯来书 ‧简介‧分段大纲 ‧钥字钥节

希伯来书的主题 ─ 基督超越所有，

他的名高过所有的名，他的名是耶稣，他的名是主。的名高过所有的名，他的名是 稣，他的名是

希伯来书可以分成四大的部分：

壹 基督超越 旧约所有的神的仆人壹、基督超越了旧约所有的神的仆人 一:1-四:13

犹太人尊重先知、遵崇天使、民族英雄，

基督比先知更美 一1-3

因着人的软弱，作者就必须来做比较

基督比天使更美

第一个劝勉与警戒 － 忽略救恩无法逃罪
 一4-14

 二1-4

成为人子之目的

基督比摩西更美
 二5-18

 三1-6

第二个劝勉与警戒 － 不信上帝不得安息 三7-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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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伦更美的大祭司

贰、基督超越旧约的众祭司 四14-七28

 四14-五10 比亚伦更美的大祭司
第三个劝勉与警戒 － 离弃真道者最后结局

如麦基洗德的大祭司

 四14-五10

 五11-六20

 七1-28 如麦基洗德的大祭司 七1-28

参、基督立新约比旧约更美 八1-十39

有更美的新立约
有更美的赎罪血

 八1-13

 九1-22

有更美的赎罪祭
有更美的新活路

 九23-十:18

 十19-25

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创

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条又新又活的路
第四个劝勉与警戒 －故意犯罪所受刑罚 十26-39

希伯来书 ‧简介‧分段大纲 ‧钥字钥节

肆、信徒更美的新生活 十一1 - 十三25

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全章个主题就是 个全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 爱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 复活

信心的见证
信心的见证人像云彩 样围绕着我们

 十一1-40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 复活

信心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盼望与管教
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有提醒 也有管教

 十二1-13

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有提醒、也有管教

第五个劝勉与警戒 － 不可违背天上的提醒
爱心的内容

 十二14-29

 爱心的内容 十三1-17

希伯来书十一章到十三章，

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

希伯来书 ‧简介‧分段大纲‧钥字钥节

整卷书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字词：

更 完全 永远 约 血

九18 22 所以 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

更好、更美

九18-22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
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

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
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

按着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
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

按着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血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血就是耶稣基督所完成救赎工作的全部。

希伯来书 ‧简介‧分段大纲‧钥字钥节

希伯来书关键的经文 ─

四14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四14 我们既然有 位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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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
他升入高天、他是尊荣的大祭司。

看重我们所拥有的，
看重上帝借着他的儿子，

做成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工作；

他是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耶稣。

我们唯一的回应是什么？

持定所承认的道，直到见主的面。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借着作者 ─ 希伯来书的作者谢谢你借着作者  希伯来书的作者，

写下这卷重要的书信，

好让我们今日的信徒好让我们今日的信徒

能够被提醒、能够被教导，

如何的持定我们所承认的信仰，

一直到见你的面。直到见你的面。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