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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人書#5: 向成全的道理邁進、默基瑟德
司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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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7:28
•

進一步討論基督司祭職前，先訓導和鼓勵：要「擱下…初級
教理…向成全的課程邁進」(6:1)，莫「背棄了正道」
(6:6) ，當存「你們的希望，一直到底」(6:11) ，因天主
「以起誓來自作擔保」(6:17) ，立耶穌為我們「永遠的大
司祭」(6:20)。

•

默基瑟德司祭職超過亞巴郎與肋未司祭職(7:1-10) ；後者
是暫時的(7:11-19) ，前者是永存的(7:20-28)。

5:11-7:28

訓導和鼓勵

5:11-6:20

•

「關於這事我們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是…你們聽不入耳」－
進一步解釋基督司祭職前，要求信徒成長，不再「吃奶」，
要「吃硬食」。

5:11-14, CSB,
CCSS 111-114

•

所以，現在是時候放下「初級教理，而努力向成全的課程邁
進」，明白悔改與死亡的行為、洗禮與覆手、復活和審判的
真義。留意聖體聖事不屬初級教理之一，因為在古代慕道課
程, 這是釋奧期道理。

6:1-3, CSB, CCSS
116-117

•

基督徒經歷了五大恩賜：「曾一次被光照」、「嘗過天上的
恩賜」、「成了有分於聖神」、「嘗過天主甘美的言語」、
「及未來世代德能」。這樣的人若「背棄了正道」，便難於
「自新悔改」，必受詛咒。作者鼓勵信徒要「有更好的表
現，更近於救恩」，天主不會「忘掉了你們的善工和愛
德」，應存「希望，一直到底」。這教導清楚推翻所謂「一
旦得救便永遠得救」之說。

6:4-12, CSB,
CCSS 118-124

天主给亞巴郎應許和指著自己起誓，要祝福他的後裔，即領
他們進入自己的光榮(2:10) 和安息(4:10)，在「永生天主
的城」與「新約的中保耶穌」一起共融(12:22-24)。這雙重
的保證(應許和起誓)，給我們堅強的希望，就像「靈魂的安
全而又堅固的錨」，拋入了天主居處中一樣。耶穌也是為此
而「按照默基瑟德品位做了永遠的大司祭」。

6:13-20, CSB,
CCSS 124-128

•

CCSS 129 S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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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默基瑟德司祭職

7:1-10

•

有關默基瑟德的舊約經文只有短短兩則，即創 14:18-20、
詠 110:4；但希 7 要我們知道，這位在肋末司祭職確立前數
百年已出現的聖經人物，正是基督最終大司祭職的預象。

CSB, CCSS 130

•

默基瑟德的特徵：聖經第一位出現的司祭；名字代表正義的
君王，也是「撒冷之王」(Salem/shalom，可解作和平)，擁
有默西亞正義與和平的兩大特質；用餅酒祝福亞巴郎戰勝歸
來；聖經沒提及他作為司祭的祖譜(户 18:7, 厄 2:62) ，像
「生無始，壽無終：他好像天主子，永久身為司祭」。

7:1-3, CSB, CCSS
132-3
詠 85:11，依 9:56，創 14:18

按律法，以色列要向肋末司祭做什一奉獻。默基瑟德是不屬
肋末「世系的那一位，卻收了亞巴郎的什一之物」，並祝福
了他，正顯示他獨特的司祭職和他輩分比亞巴郎還大。
舊約與肋未司祭職是暫時的

7:4-10, CSB, CCSS
133-4, 户 18:21，
創 48:14

•

就如福地不是天主要以色列進入的真正安息，亞郎肋末司祭
職也不是天主要給以色列的最終的司祭職。它的法律和禮儀
不能淨化天主的子民，使他們成全；它只是暫時性的，是基
督永恆司祭職的預告和先聲。

CSB, CCSS 136

•

司祭職是按法律來展開的，也配合著法律，為其不足做補
贖。所以司祭職的改變(亞郎->基督) ，意味著法律的改變
(梅瑟/舊約律法->基督/新約律法) 。

7:11-12, CSB,
CCSS 136-7, 宗
15, SN2

•

何以見得有司祭職的改變？永為司祭的耶穌不按照血統所規
定來自肋末，反而按照詠 110 預告一樣，是君王司祭，出自
猶大支派。他被「興起」(raised up =>復活) ，因其死亡
和復活永為司祭。先前的誡命「不能成就什麼」，所以「如
今引進了一個更好的希望」，即基督永恆的救恩。如何明白
「先前的誡命之廢除」？

7:13-19, CCSS
138-140

•

D

E

7:11-19

CCSS 139, SN3

耶穌按天主誓言成為司祭
• 「耶穌成為司祭是具有天主誓言的」，職份是永遠的。肋末
司祭職卻沒有，所以是暫時的。司祭職的作用之一是維繫盟
約，「耶穌就成了更好的盟約的擔保人」，即為維繫新約而
付代價的「擔保人」。

7:20-28
7:20-22, 詠
110:4，CSB,CCSS
143
創 43:8-9

•

7:23-28, CSB,
CCSS 144-147

耶穌「具有不可消逝的司祭品位」，不斷「為他們轉求」；
是「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是「無辜的、無玷的」的司
祭；法律立的司祭「是有弱點的」，誓言立的「卻是成全
的，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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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1. 有關「一旦得救便永遠得救」的錯誤，請參考瑪 7:21, 24:10; 路 8:13; 格前 6:9-10;
9:24-27; 10:1-12; 迦 5:4; 弟前 1:19; 默 22:19; 教理 837。(CCSS 129)
2. Patristic writers’ defence of Christian non-observance of ordinances in the Old Covenant
Law:
•

2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law per OT scriptures: those with universal and abiding
application (usually identified with the Ten Commandments) and a set of precepts
necessitated by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God’s people.
• The sacrificial and purity laws were imposed as a response to the sin of the golden calf.
They were not part of God’s original arrangement with Israel.
• Christian non-observance of Israel’s ritual code was anticipated in the Patriarchal period.
Christianity is a return to this period.
(See Michael Barber, The Yoke of Servitude: Christian Non-Observance of the Law’s Cultic
Precepts in Patristic Sources, in Letter & Spirit, vol 7, 2011, p.69.)
Also, Ez 20:25; Jer 7:22; destruction of the Jerusalem Temple and cessation of all ceremonial
laws in 70 A.D.
3. “In this case, the thought of Hebrews is similar to that of Paul, who wrote that Jesus “has
abolished the law with its commandments and ordinances” (Eph 2:15). Both Paul and
Hebrews are declaring that in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the true aim of the Torah – a
lasting, unbreakable coven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 has been perfectly accomplished”
(CCSS 139).
“[J]ust as the fruit is separated from the seed, although the fruit comes from the seed. So
likewise the gospel is separated from the law, whilst it advances from the law – a different
thing from it, but not an alien one; diverse, but not contrary” (St. Irenaeous, ANF 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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