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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人書#3: 取用人血肉的基督是值得信靠的
大司祭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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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大綱 - 希 2-3 章
基督是真人

希2

•

希 1 要證實基督的天主性，希 2 則表明祂的人性，「稍微遜
於天使」。除了罪，一切與人相同的基督，是偉大的大司
祭，堪當天人中保。

CCSS 51

•

勸諭信眾既然以色列抗舊約的教導 -「藉著天使所傳示的
話」- 也被懲罰，人若忽視主的救恩必難逃重罰。「因為它
是主親自開始宣講」，並由那些聽講的人給我們證實，「又
是天主以神蹟、奇事和各種異能」所證實的。

2:1-4, CSB, CCSS
52-57

•

人和有真實人性的基督一樣，「稍微遜於天使」；但卻因帶
來新的創造的新亞當耶穌基督，天主本來的計劃最終要實
現，讓人「接受了尊崇和光榮的冠冕」，超越天使，統管新
創造。

2:5-9,CCSS 57-60
CSB

•

聖子降生成人另一原因是天主要「藉苦難來成全拯救眾子的
首領」。首先，祂這樣做「是適當的」，讓人繼續活在敗壞
中才不適當。第二，祂「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衪的光
榮」，降生成人是苦痛，逾越苦難更加是。承擔人的苦痛讓
祂成為完美無瑕，天主悅樂的祭品，在十字架上全面奉獻。
第三，這不只是聖子的祭獻，也是基督妙身，整個教會的祭
獻，「因為，祝聖者與被祝聖者都是出於一源」。

2:10-11，CCSS
61-63，CSB
路 24:26
SN1

引用三句經文證明基督擁有真實人性，同情人，是人的弟
兄。聖詠 22 是基督人性的寫照：從危難中的哀求和堅持清
白變成對天主讚美信靠並承諾獲拯救後在盛大集會中「向我
的弟兄，宣揚你的聖名」。這在主復活後實現了。

2:12-13, CCSS6364, CSB

•

•

聖子降生成人就是為了死亡！「毀滅那握有死亡的權勢者」
的方法不是逃避而是親自面對，十字架成了天主與撒旦決定
性的一役，從死亡中，將人從魔鬼的枷鎖一次過釋放出來。
十字架苦難是「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補贖人民的罪惡」的
聖祭，是舊約贖罪祭(Yom Kippur) 所指向和期待的。

宗 2:43, 4:30

得後 4:3，伯前 2:9，
出 19:6, 哥 1:24

瑪 28:10, 若 20:17

2:14-18, CCSS
64-69,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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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屋主」梅瑟預告著基督

3:1-6

•

梅瑟訂立的法律和肋末司祭職是以色列人信仰和供奉天主的
根基。梅瑟是忠信臣僕，代天主管理以色列家是為了「給那
當要宣布的事作證」，即為基督作證。耶穌不只是天主忠信
的臣僕，也是祂兒子；「管理自己的家；衪的家就是我
們」，即教會。

CCSS 71-74

「只要我們保存由望德所生的依恃和榮耀」-「榮耀」希臘
原文是「誇張」=>福傳。

CCSS 74

•

D

斐 2:7-8
撒下 7:12-13, 伯前
2:5

警戒切勿背信

3:7-19

•

用詠 95 警戒信徒不要像以色列祖先們般，縱有天主特別眷
顧，仍然心硬，在曠野期間背離天主，結果「不得進入我的
安息」。「安息」指福地，希 4 再詳論深遠意義。

3:7-11, CSB

•

「你們要小心，免得你們中有人起背信的惡心」- 「你們」
是已信主的人，即我們！背信要比不信還要差，以色列祖先
們是例子。

3:12, CCSS 80,
6:4-6, 10:26-27,
伯後 2:20-21

•

「只要還有『今天』」相對「那日子」(10:25) ，生命的終
結，末日的審判。像以色列祖先們般，我們在曠野般的現世
飄流，也像他們般，我們也會心硬，背離天主，換來「不得
進入我的安息」的可怕結局。但不用氣餒，「因為我們已成
了有分於基督的人」，藉著洗禮帶來與基督的結合和救贖恩
典(不因人的努力) ，「只要我們保存著起初懷有的信心，
堅定不移，直到最後」，我們已置身祂的國度中！

3:13-19
CCSS 80

希伯來人書#3: 取用人血肉的基督是值得信靠的大司祭
Special Notes
1. As “leader”, the Son brings “many children to glory” and leads the Church in our worship
(2:10):
“When we speak to God in prayer, we do not separate the Son from God; and when the body
of the Son prays, it does not separate its head from itself. The one sole savior of his body is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who prays for us, prays in us, and is prayed to by us.
He prays for us as our priest, he prays in us as our head, and he is prayed to by us as our
God” (St. Augustine on Psalm 85.1, quoted in CCSS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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