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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居上”

(希伯来书 7:1-28)

邓牧師



关心: 工作,学习,上大学,健康,恐怖,选举, . . .

崇拜目的, 核心问题: 與神关系

伊甸園 : 完美神人關系 (天人合一)

今日?: “Life is hard. Then you die. Then they 
throw dirt in your face. Then the worms eat 
you. Be grateful it happens in that order.”

• “…苦海,..不如意,..黄土, 棺木.., 没啥意思?!”

• “..在世上,沒有指望 ,沒有神 (curse)”(弗 2:12)

圣经主题: 重返家园? 重建关系? (完美神人)

如何?: 打拚!? 雷锋!? . . . 谁是你的祭司?!



圣经主题: 重返家园; 重建关系 (完美神人)

祭司的重要 (圣经):

•创世纪: 亚伯拉罕, 以色列人的开始 (立约)

•出埃及记-申命记: 摩西与律法之约

•利未祭司制度与复杂献祭系统: 目的?

利未祭司制度献祭系统神人的關系

新约时代: 祭司制度? (祭司 = 中保/管道)

“我是道路,..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祭司”? “21世纪! 我觉得..我认为..人定胜天..”
我不需要祭司!: 何等世俗; 无知! 自欺欺人!

神人關系: 麦基洗德样式的祭司!



神人關系: 麦基洗德样式的祭司! (來 5-7)
5:10..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5:11-6:20责备警告,鼓励安慰,预备人心领受..

7:1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麦基洗德,何方神圣? (创 14:17-20;诗 110:4)
1a王&祭司: Priestly King and Kingly Priest

中保 -君王 & 君尊-祭司
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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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好掳物).” (祝福先祖; 接受奉献)

比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大! (vv. 4-10)
> 毛主席,国父,孔孟圣贤, 三皇五帝, 黄帝先祖!



1a王 & 祭司: 中保-君王 & 君尊-祭司

1b-2a 祝福先祖; 接受奉献 (尊榮)

麦基洗德样式的祭司 (來 7:1-3): 1)王 & 2)祭司

•亚 6:13 “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 並擔負尊榮, 
坐在位上掌王權; 又必在位上作祭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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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麥基洗德”: “仁義王 Righteousness”

•职位: “撒冷王” (耶路撒冷): “平安王 Peace”

弥赛亚(神的儿子-王):和平君与公义子

Not Power: “USA Great Again!”



麦基洗德: “仁义王”, “平安王”

麦基洗德样式的祭司-王 (神的儿子-王)

•来1:8-9论到子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
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恨
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

•来13:20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麦基洗德-神的儿子: 张显神的公义 & 平安

神的国 (基督国度): 公义国 & 平安国

以赛亚书 9:6-7; 耶利米书 23:5-8

撒迦利亚书 9:9-10 



麦基洗德: “仁义王”, “平安王”

麦基洗德-神的儿子: 和平 & 公义

以赛亚书 9:6-7 …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
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
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
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
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

耶利米书 23:5-8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我要给
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
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
为 ‘耶和华我们的义’. . . . .



撒迦利亚书 9:9-10 …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
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
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
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
的战马,争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
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管到地极.

麦基洗德-神的儿子: “仁义王”, “平安王”

世界和平; 除去罪恶 公义平安; 铜板两面

诗85:10 慈爱,诚实..相遇,公义,平安彼此相亲.

只要平安, 不要公义?  (联合国理想)

“饥渴慕义” “使人和睦”

“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麦基洗德-神的儿子)



麦基洗德-神的儿子: 和平 & 公义 Kingly Priest

耶穌: 重建完美神人的關系 (公義 & 和睦) 

我們的和睦 (弗 2:12-16)

“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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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两下合
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借着自己造
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借这十字
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我們的公義 (林后 5:21)

“神使那無罪的 , 替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
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



耶穌: 重建完美神人的關系 (公義 & 和睦) 

你的祭司?--麥基洗德的等次/君尊的祭司?

• 凭什么进天国? 

• 耶穌: 我的和睦 & 我的公義

成长:像耶稣 (君尊祭司) --和平 & 公义果子

来 12:10-11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
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
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
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 病床上三姊: 与母亲和好 (公义果子)

• 病床上三姊: 安慰家人 (平安果子)



像耶稣 (君尊的祭司): 和平 &公义果子

来12:10-11…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公义果子.

Cassie Bernall: a rebellious teenager.  

March 8, 1997: 她的重生

耶穌: 我的和睦 & 我的公義

April 19, 1999: 她的果子 (平安/公义)

“Stay strong; not to lose Christ”

“Honestly I want to live completely for God. 
It’s hard and scary, but totally worth it!”

April 20, 1999: 她的殉道

“Yes to Jesus; Daily!”: totally worth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