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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7-2018 

希伯來人書#7: 基督一 次而為永遠的奉獻 

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 Hebrews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on Hebrews, Mary Healy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SN = Special notes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SK = 中文思高聖經   CCC=天主教教理  

A 經文大綱 - 希 9:1-28 

 

• 承接著第八章「論述的要點」(8:1)，作者繼續詳談耶穌的

司祭職。喜訊是：雖然人犯了罪,干犯了天主，耶穌一次而

為永遠的犧牲和奉獻，不但讓人獲得救贖，而且給人一顆新

和潔淨的心，彌補了人和天主之間破裂了的關係。 
 

• 第九章開始詳述以色列的敬禮和聖殿。這地上的一切並不能

解決罪惡的禍害，「因為這一切都是屬於外表禮節的規程」

(9:10) ，但也「是現今時期的預表」(9:9) 。 
 

• 「可是基督一到，」(9:11) 便「 帶著自己的血，一 次而為

永遠進入了天上的聖殿，獲得了永遠的救贖。」(9:12) 
 

• 作為「新約的中保」(9:15) ，耶穌滿全舊約和用自己的死

亡重新訂立天人盟約。 
 

• 基督進入了天上非人手所造的聖殿，「只一次奉獻了自己」

(9:27) ，完成救贖的功能。「將來衪要再次顯現…要向那

些期待衪的人施行救恩」(9:28)。 

9:1-28 

 

 

 

 

 

 

9:1-10 

 

 

 

9:11-14 

 

 

9:15-22 

 

 

9:23-28 

 

 

B 以色列的帳幕和敬禮相對基督的奉獻 

 

• 第一個盟約規定了「屬於世界的聖殿」，即帳幕。它是「屬

於世界的」(希臘原文 kosmikos)因帳幕的建築設計代表著

整個宇宙萬有，意味著整個創造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聖殿，

萬物都在它內光榮和欽崇天主。聖所(前邊的帳幕) 是司祭

們供職之所， 指舊約時期、教會、人的外在；至聖所是安

放約櫃之所，指新約時期、天堂、人的內在。 

 

• 聖所擺設: (1)七盞金燈臺(menorah)，用橄欖榨的清油點亮, 

長明不熄，代表天主臨在, 也記念燒不毀的荊棘。(2)放十

二個供餅和盛祭酒器具的桌子，記念西乃山盟約完成後梅瑟

和以色列七十長老在天主面前「能吃能喝」；用餅提醒以民

天主基於愛與他們訂立了永久盟約；逢安息日更換新鮮供

餅，並一年三次在逾越節，五旬節和帳棚節抬起桌和供餅在

聖所外面的庭園巡遊，並呼喊：「看！天主賜你的大愛。」

(3) 金香壇。 

9:1-14 

 

9:1, CCSS 163, 

默 4:2-11, 

CCC1138 

CSB 

 

 

 

9:2,CCSS164-5, 

CSB,肋 24:2-4, 

出 3:3 

出 24:11 

肋 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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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色列的帳幕和敬禮相對基督的奉獻(…續上) 

 

• 至聖所的擺設: 帳幔、約櫃及存放櫃內的「金罐，和亞郎開

花的棍杖及約版」。櫃上是「天主榮耀」所在，革魯賓遮著

的贖罪蓋是最神聖的地方，是聖母和教會預像。 
 

• 「司祭們就常進前邊的帳幕去行敬禮…大司祭一年一次進

去，常帶上血，去為自己和為人民的過犯奉獻」。相對耶穌

卻「帶著自己的血，一 次而為永遠」地奉獻。 

 

• 「那更大、更齊全的，不是人手所造，不屬於受造世界的帳

幕」是指基督復活和光榮的身體，他「不是人手所造，不屬

於受造世界」；是耶穌預言他要在耶路撒冷聖殿被拆毀後，

三天之內重建起來的聖殿(若 2:19) ，即基督妙身，也是教

會，他在其中不斷地行使天上的禮儀和祭獻。 

9:1-14 

 
9:3-5；路 1:39-56；撒

下 6:3-15；肋 16:2, 14-

15; 詠 80:2；
CCSS166; SN1 

 

9:6-12, CSB, 

CCSS167, SN2 
 

 

9:11, CCSS 174-5 

 

 

 

 

 

 

C 基督以自己的血訂立了新約 
 

• 耶穌的死亡來兩大恩寵：1. 「補贖了在先前的盟約之下所

有的罪過」，即舊約時期猶太人因不遵守梅瑟律法而犯的

罪；換言之, 基督救恩是超越時空的。2. 讓「那些蒙召的

人，獲得所應許的永遠的產業」，即整個教會的人，包括以

色列人；新約滿全了天主給亞巴郎的允許：「地上萬民都要

因你獲得祝福。」(創 12:3) 

 

• 「因為有了死亡，遺囑才能生效」- 「遺囑」原文可以是法

律上的遺囑，也可以是盟約。作者語帶相關地帶出基督的死

亡是確立新約所必須的。 

 

• 「連先前的盟約也得用血開創」- 為何用動物作祭獻？動物

代表立盟約的雙方，流血代表願意為對方交出生命，若盟約

受破壞也需用血(生命) 抵償；換言之，只有交出生命才足

以抵消盟約被破壞的傷害。的工價是死亡，要補贖罪便要犧

生命，要流血。用血立盟也代表建立親屬關係。基督用自己

的肉和血與人訂立新約，讓人加入天父家，成天主子女。留

意立西乃山盟約過程=彌撒禮儀，由聖道禮開始(出

24:3) ，然後聖祭禮(出 24:5-6,8) ，最後在宴會中共融

(出 24:9-11)。 
 

• 基督完美的祭獻(新約) 超越梅瑟律法的祭獻(舊約)：「並

非進入了一座人手所造，為實體模型的聖殿，而是進入了上 

9:15-28 

 

9:15，CCSS179, 

CSB 

 

 

 

 

 

 

9:16-17, CCSS180, 

CSB “Will or 

Covenant?” 

 

 

9:18-22, 

CCSS181,183 

 

肋 17:11 

 

CCSS181-2 

 

 

 

 

 

9:23-28, CCSS187,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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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督以自己的血訂立了新約(…續上) 

 

天本境」，「無須再三奉獻自己」，不是「好像大司祭每年

應帶著不是自己的血進入聖殿」。如贖罪節當日信眾熱切期

待大司祭從至聖所再出來宣佈罪的補贖，同樣，基督會再

來，「將來衪要再次顯現…向那些期待衪的人施行救恩。」 

 

• 若只有藉著天主羔羊所流的血，人才能獲得罪的赦免，為何

舊約有教導說施捨行義可滌除一切罪惡？教導寫於巴比倫充

軍時期，沒有聖殿(515重建) ，奉獻禮儀不能遵行，以色

列人認為天主容許他們用其它方法替代梅瑟律法規定的祭

獻。從新約教導可見，沒人能單靠自己的好行為而成義。 

9:15-28 
 

 

 

 

 

 

 

 

 

多 12:9, 德 3:4, 33 

CCSS186 

 

達 3:38-40 

 

羅 3:20-26, 弗 2:8-10 

 

希伯來人書#7: 基督一 次而為永遠的奉獻 

Special Notes 

 
1. “Even early traditions portray God as dwelling ‘in the womb’ of Israel – in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This dwelling ‘in the womb’ of Israel now becomes quite literally real in the 

Virgin of Nazareth. Mary herself thus becomes the true Ark of the Covenant in Israel…God 

in the flesh of a human being, which flesh now becomes his dwelling place in the midst of 

creation. 

 

Mary is identified with daughter Zion, with the bridal people of God. Everything said about 

the ecclesia in the Bible is true of her, and vice versa: the Church learns concretely what she 

is and is meant to be by looking at Mary.” (J. Ratzinger, Hail, “Full of Grace – Elements of 

Marian Piety According to the Bible” in Mary, the Church at the Source, 65-66.) 

 

2. Yom Kippur, the Day of Atonement was (and still is) the holiest day of the Jewish liturgical 

year, the day when atonement was made for the sins of the priests and the people and for any 

inadvertent defilement of the altar or tabernacle (Lev 16:33). On this day all Israel fasted in 

repentance for sin and gathered in solemn assembly.  

 

[2 goats and cast lots – scapegoat.] According to the Talmud, the priests had a custom of 

tying a scarlet cord to the scapegoat, and every year the cord was reported to have turned 

white as the goat was led away from the city, a miraculous sign that God had accepted the 

sacrifice (see Isa 1:18). The Talmud records that for the last forty years befor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in AD 70, the cord failed to change color, causing great consternation. 

Moreo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explicably the western light of the menorah kept going 

out and the doors of the temple kept opening of their own accord (CCSS 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