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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居上: 三个对比” (IV)

(希伯来书 7:1-28)

邓牧師



“我不需要祭司!”:
D. Trump: “live in your own reality自欺欺人”
破碎人生 (神, 人, 万物): 祭司修补/拯救

“虚空的虚空,..凡事..虚空人一切..在日光之下
的劳碌,有什么益处?” (苦海!...辛苦? 没意思!)
“经过日子..震怒之下, 度尽年岁..一声叹息!..
但..所矜夸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
罪:“不需求赦免,I am good;..my best”(Trump)
死亡/审判: “未知生, 焉知死?” (孔孟之道)

神: 无神论 or God is Dead!

你倚靠的祭司?: 修补/拯救破碎人生?!

犹太背景基督徒: 利未祭司! (好, 但不够好!)



祭司修补/拯救破碎人生: “耶穌更好” (來 7)

讲道经文: 诗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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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 “麦基洗德等次/像/样式?”(创14:17-20)

3 “..与神的儿子相似”(预表): 神儿子为祭司

 28“..律法以后起誓的话(诗110:4)是立儿子为
大祭司,..(是一位永远的, 完全的大祭司)”

儿子? (1:1-3)..儿子晓谕我们…承受万有,..创造
世界…神荣耀所发光辉,神本体真像,..他..托住
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

4:14升入高天..祭司, 神的儿子耶稣,..承认的道.

你祭司:Hillary?Donald?..人的儿子 (..不够好!)



讲道经文: 诗110:4 “耶穌更好” (來 7)
1-10: “麦基洗德等次”: 神儿子为祭司 (创14)
11-19: 旧约(上下文): 利未祭司不足/软弱

11-12 ...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 祭司的
职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圣经启示: 救赎历史; 时间先后
亚伯拉罕 摩西 大卫
麦基洗德 利未人祭司 会幕与圣殿

(2000 B.C.) (1500 B.C.)     (1000 B.C.)

摩西五经 诗 110:4
麦基洗德

改变祭司制度!

创 14:17-20
麦基洗德



11-19: 旧约(上下文): 利未祭司不足/软弱
圣经启示: 救赎历史; 时间先后 (來 4)

4:7-8..过多年,大卫书上又定一日,..说: “你们
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诗95) 若
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
提别的日子了.”
亚伯拉罕 约书亚 大卫

(2000 B.C.)   (1400 B.C.)          (1000 B.C.)

進入应许地 诗 95:7-11“今日”
神的安息应许! 

9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非最终神的安息)



讲道经文:诗110:4 “利未祭司不足/软弱”(來 7)

11-12 旧约(上下文) 

圣经启示: 救赎历史; 时间先后

(11)诗110:4在后:神要换祭司 利未祭司不足

(12): 祭司更改 律法更改

(18-19a):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律法废掉

摩西律法/利未祭司:更改;废掉 (过渡性)

主任牧师来到: 过渡牧师 (ILP) - “更改;废掉”

“麦基洗德-祭司兴起”: 后来居上; 取代次好!

摩西律法:更改;废掉 (“不是要废掉” 马太 5:17)



讲道经文: 诗110:4 “耶穌更好” (來 7)
A.1-10: “麦基洗德等次”: 神儿子为祭司 (创14)
B.11/2,18/9:旧约上下文: 律法祭司不足/软弱
• 13-17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永远为祭司.”
属肉体条例 (短暂) 无穷的生命 (永恒)
你倚靠的祭司?: 修补/拯救破碎人生?!

C. 20-28 “耶和华起了誓, 决不后悔, 说: . . .”

20,28 “..不是不起誓立的..律法以后起誓的话”

第一個對比 (20-22): 起誓立的 不起誓立的

6:17..神..显明他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

起誓立的祭司: 不更改的, 永远的, 最终的祭司



第一個對比 (20-22): 起誓立的 不起誓立的
22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不起誓立的祭司: 次美之约中保 (你的祭司?)
第二個對比 (23-25): 一位祭司 多位祭司
•多位: “有死阻隔, 不能长久” (23)
•一位: “永远常存, 长久不更换”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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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22“撒旦得着..我已经为你祈求,.不失信心..”
拯救到底?:

•Forever: 永远有效 (no expiration date!)
•Completely:完全有效 (全然成圣;灵, 魂,身体)



第一個對比 (20-22): 起誓祭司 不起誓祭司
第二個對比 (23-25): 一位祭司 多位祭司
第三個對比 (26-28): 合宜祭司 不合宜祭司
•完全祭司(26):“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
,高过诸天大祭司”: 无罪,洗罪,复活,升天 (1:3)
•完全祭物 (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不完全),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
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除罪)成全.”
讲道“耶穌更好”(诗110:4):总结 -- 7:28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律法以后起
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合宜祭司(神的儿子) or 不合宜祭司(软弱的人)



Funeral: “Are you ready to meet your God?”
“have you made peace with God, sir?” (来9:27)

“I have paid!”: 靠自己, 累积功德无量, . . .
•学雷锋, 毛主席, 孔孟, 佛祖, 默罕默德, 德/赛
先生, 主义, 哲学,..习近平, 蔡英文 …软弱的人!

不合宜 “祭司”: 有死阻隔, 不能长久!
Pastor: “合宜祭司 (神的儿子): 拯救到底!”

“You guys keep talking about Asking Jesus for 
forgiveness. Well, I never did nothing for him! . 

. . Why would Jesus do anything for me?”
耶稣基督福音: “We did nothing for him; but

He did everything for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