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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的職任 
希伯來書 8:1-13 

 

講章大綱 
 

希伯來書第八章記載最美職任的大祭司,主為我們捨命,帶來永遠平安福樂. 

 

一、天上聖所供職的大祭司 (來 8:1-5) 

 

1. 第一要緊的事:是總結的意思:主是從麥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為永恆的大祭司. 

2. 主在天上真帳幕裏作執事:(1) ｢聖所｣是指著人神相會的地方 (2) ｢執事｣是 

    天上真帳幕裏的事奉,使人神和好.(3) ｢這帳幕是主所支的｣神要與人同住. 

3. 地上不同於天上: (1) 地上大祭司是為了獻祭物 (2)地上的大祭司會犯罪. 

4. 基督不是這一類地上的大祭司:不屬利未支派,但是祂一次獻上,永遠有效. 

5. 地上是要顯明天上的實體: 要謙卑,知足,追求才能得到漸進的屬天啟示.  

6. 舊約啟示僅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 ｢形狀｣是草圖.｢影像｣是反射,輪廓. 

(1) 不要輕看形狀和影像，這些都是準確的,是屬天的啟示,有豐富的內涵. 

(2) 不要讓形狀和影像成為攔阻,這一切是為了要顯明實體,而不是取代實體.  

 

二、耶穌是更美之約的中保 (來 8:6-9)  

 

1. ｢更美｣之約:講到新約比舊約更尊貴,更超越,更有效,更可靠,更完全. 

2. 更美之約的中保:不是法官,乃是和事官.法官負責法律上訴訟和判斷的公 

    正;和事官秉公處理糾紛,和解紛爭.願意替被告人付出保金,甚至替人還債. 

3. 舊約本身沒有瑕疵,只是人守不住,被定罪.新約完全,人因信成為神的子民. 

 

三、神將律法放在人的心中 (來 8:10-13) 

 

1. 新約的中保: 刻在石版上的律法無法改變人心, 但能讓人知罪,引人到基督面前來. 

2. 認識神的榮耀將充滿全地: 寫在我們心上的新約讓人能認識神,與神有美好的交通,使生命更新. 

3. 新約的恩典取代舊約律法的捆綁: 新約超越舊約,不僅現今是新約時代,這約的應許一直延續到永恆. 

 

四、結論 

 

我們因著信,領受了新約的職事,就當存感恩的心,忠心,竭力,愛神,愛人,持守全備的真理,為主而活,廣傳

福音,甘心事奉,順服主,榮耀神,直到永遠. 

 

聖經經文 

  

8:1 我們所講的事、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

邊、  

8:2 在聖所、就是真帳幕裏、作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8:3 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和祭物設立的．所以這位大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  

8:4 他若在地上、必不得為祭司、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祭司。  

8:5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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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8: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8:7 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8:8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8:9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

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8:10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

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8:11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必認識我。  

8:12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  

8:13 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  

 

信息內容 

 

    明天是陣亡將士紀念日又稱為國殤日，每年五月最後一個週一美國人民紀念戰爭中陣亡將士的聯

邦節日。許多弟兄姊妹全家因著春天的來臨，利用長週末外出旅遊，也許不多的人會想到戰死沙場

的軍人。戰爭是為了確保和平，然而，許多戰士卻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有些甚至犧牲了自己寶貴

的生命。他們不是為了職位上的升級，也不是為了高薪，軍人的待遇一般並不高。戰後復員，連很

多軍官甚至將領也回到家鄉，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工作，更何況是一些傷殘的士兵們，所以很多人接

受國家補助 GI bill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就是美國總統弗蘭克林羅斯福於 6/22/1944設

立幫助退伍軍人，再進大學的學費與基本需要，與一般比他們年輕很多的同學一起學習專業，輔導

就業。 

 

    二戰勝利七十多年了，美國和部份二戰同盟國的老兵們，在這個特殊的日子一起紀念這段重要歷

史。歷史記載中日抗戰初期中國空軍的兩三百架飛機被日本兩千七百架飛機半年之內幾乎打光了。

著名的二戰「飛虎隊」全名為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由美國上校陳納德創立，一百多位美籍

志願軍參加對抗日戰爭，冒著被日軍砲火擊落，遭到嚴刑拷打，被綁在柱子上，澆汽油燒死的危

險，來到中國。也有 300多位中國空軍一起參加「飛虎隊」訓練，到抗戰勝利後，僅有 50多位倖

存。「飛虎隊」駕駛 P-40戰機，從抗戰一開始的絕對劣勢，到最終打到「日本人的飛機一架都沒剩

下」。空軍飛行將士訓練前都要寫遺書，風雲起兮壯士飛，抗戰時空軍軍歌: 

 

凌雲御風去 報國把志伸 遨遊崑崙上空 俯瞰太平洋濱 

看五嶽三江雄關要塞 美麗的錦繡河山 輝映著無敵機群 

緬懷先烈莫辜負創業艱辛 發揚光大尤賴我空軍軍人 

同志們努力 努力 矢勇矢勤 國祚皇皇萬世榮 

 

盡瘁為空軍 報國把志伸 哪怕風霜雨露 只信雙手萬能 

看鐵翼蔽空馬達齊鳴 美麗的錦繡河山 輝映著無敵機群 

我們要使技術發明日日新 我們要用血汗永固中華魂 

同志們努力 努力 同德同心 國祚皇皇萬世榮 

 

陸軍軍歌: 



 3 

風雲起 山河動 黃埔建軍聲勢雄 革命壯士矢盡忠 

金戈鐵馬 百戰沙場 安內攘外作先鋒 

縱橫掃蕩 復興中華 所向無敵立大功 

旌旗耀 金鼓響 龍騰虎躍軍威壯  忠誠精實風紀揚 

機動攻勢 勇敢沉著 奇襲主動智謀廣 

肝膽相照 團結自強 殲滅敵寇凱歌唱 

 

    今天讓我們從希伯來書第八章來看一位最偉大的勇者，不是別人，乃是為我們捨了自己的性命，

帶來永遠和平安樂的和平之君，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得勝一切仇敵，是救恩元帥，祂就是救贖

人類脫離罪惡與死亡的主耶穌基督。 

 

一、天上聖所供職的大祭司 (來 8:1-5)  

 

1. 第一要緊的事 

 

｢我們所講的事、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來 8:1) 

 

      ｢第一要緊的｣原文 Kephalaion 是總結，提要，重點，主題的意思，就是從麥基洗德這位尊貴的

祭司要進入誰有資格成為永恆的大祭司，以及大祭司的職任的地點時，點出第一要緊的事是甚麼。

第一要緊的不是聖殿的豪華、榮美、壯觀、神聖，而是一位真正的大祭司，這位大祭司已經完成了

救贖大工，從亞倫以來，從來沒有大祭司在聖所，至聖所坐下的，因為所有的工作都還沒有完成，

都要繼續，唯有耶穌基督能坐下，因為救贖的工作靠祂已經完成。在希伯來書第七章已經講過，耶

穌是聖潔、無邪、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照麥基洗德的等次，憑神起誓而立的一位完全的

大祭司。祂能坐在至大者天上寶座的右邊。至大者就是上帝，這寶座不是設立來地上，乃是設立在

天上的寶座，右邊是尊位。因為耶穌基督的名是高過萬名之上的名，祂是人中第一人，祂是三位一

體真神的第二位，是人與神中間唯一的橋樑，祂就是道成肉身，以馬內利，神來到人間，並與人同

住，在肉身中藉著死打敗了掌死權的魔鬼，並且為我們死後，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向門徒顯現，四

十天後升天，將我們從罪惡與死亡中救贖出來，現今在父神寶座的右邊為我們代求的耶穌基督。這

是祂盡到大祭司為人代禱的職事的榮耀與權柄，我們能不讚美嗎? 

 

2. 主是在天上真帳幕裏作執事的 

 

    ｢在聖所、就是真帳幕裏、作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來 8:2) 

 

(1) ｢聖所｣ton hagion是指著至聖所和聖所。是人與神相會的地方，你有來到神面前的素常與喜樂嗎? 

(2) ｢執事｣leitourgos是指天上真帳幕裏的事奉。是屬靈的事奉，天上的帳幕沒有聖所與至聖所的隔

開，因為幔子已經在耶穌基督受死的時候，從上到下裂開了，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我們可以因著

進入至聖所的路已經開啟，坦然地進入神的面前，在基督面居住，祂是我們世世代代的居所，祂使

我們與祂合一。這是祂盡到大祭司使人與神合好職事的能力彰顯，我們能不讚美嗎? 

 

(3) ｢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這與地上人所支的帳幕完全不同，神的帳幕在人間，耶穌要與人同住。這是神的意願，是人最高

的尊貴、榮耀、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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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可成就這事呢? 

 

    ｢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和祭物設立的．所以這位大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來 8:3) 

 

1. 地上的大祭司設立的目的 

 

    地上的大祭司設立的目的是甚麼? 是獻禮物和祭物。牛、羊、鴿子等類的祭、燔祭、素祭、平安

祭、贖罪祭、贖愆祭都是為了使人與神和好，因為有罪隔在神與人中間。獻完了祭，神赦免我們的

罪，與主甜美的交通又恢復了。但是不久後，人又犯罪，又失去了平安與神的同在，於是又獻祭，

又犯罪，再獻祭，再犯罪。 

 

2. 連地上的大祭司也是會犯罪的 

 

    連地上的大祭司也是會犯罪的，所以也要繼續不斷地獻祭，所以這位大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必

須｣ anankaios獻祭，認罪，悔改，永無止境地陷入無助的黑暗、敗壞的深淵中。我真是苦啊! 誰能

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羅 7:24) 

 

4. 基督不是這一類地上的大祭司 

 

｢他若在地上、必不得為祭司、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祭司。｣(來 8:4) 

 

    這是真正的福音。耶穌基督不屬於利未支派，必不得為地上的祭司，但是祂也要獻祭，不同的是

祂不需要為自己的罪獻祭，祂是無罪的。祂為人所獻的祭，不是律法的要求，是超越律法的。不需

要每年獻祭，不是多次獻祭，乃是一次獻上，永遠有效。 

 

5. 地上是要顯明天上的實體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你要

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來 8:5) 

 

1. 神有完全的計劃，人所知道地上的事是天上事物漸進的啟示。 

 

(1) 要謙卑: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林前 13:9)  

(2) 要知足: ｢神為大、我們不能全知．他的年數不能測度。｣ (伯 36:26)  

(3) 要追求: ｢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

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 (申 29: 29)  

 

2. 舊約啟示僅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 

 

｢形狀｣hypodeigma 樣本，草圖。 ｢影像｣ skia 反射，幻影，輪廓。  

 

(1) 不要輕看形狀和影像，這些是準確的，是屬天的啟示，有豐富的內涵。是神所吩咐祂的僕人摩西

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記錄下來，謹慎遵行的。 

 

(2) 不要讓形狀和影像成為最後的實體，因為這一切是為了要顯明實體，而不是為了取代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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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畢業後，在野戰砲兵營當過前進觀測官，主要的任務是將地形與砲彈的彈著點看清楚了，經

過精密的測量，報回指揮部，用以修正 155榴砲的彈道，射程是 12,330公尺，後來改進後最大射程

是 14.6公里，經過精密的計算，不同地方發射的炮彈，可以同時落在地上或海上的目標上，密集猛

烈地摧毀敵軍的陣地，這叫同時彈著。訓練時要搭兩人座的小偵察機，飛到目標的上空，空中照

像。相片雖然是真實的景況，但是是平面二度空間的，如何能夠從照片看到實體呢? 將兩張相同的

照片並排放置，透過一種特殊設計的放大鏡，居然看見的是三度空間的立體實像，現在看來很平

常，1971年第一次看見這立體形像時，的確讓我萬分驚訝。 

 

    今天我們從舊約中可以看見基督是透過聖靈的啟示，令人驚訝地從遠處看見了舊約關乎耶穌基督

的一切豫言。這是超過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從影兒看到本體的真像，從律法看到耶穌基督是律法的

總結。(羅 10:4) 正如主耶穌復活時指示門徒關乎這些舊約豫言應驗在基督身上的奧秘，｢耶穌對他們

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

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路 24:44) 

 

神賜下更大的恩典，透過聖靈的啟示，讓我們親身感受到耶穌基督與我們的關係，神如何藉著耶

穌基督與我們立約的方示與內容，使我們更加清處我們與基督的關係，如此才能更加地因感恩而順

服，因順服而蒙福，因蒙福而滿足父神的心願，讓父神的旨意成就，讓神的名得到稱讚。 

ˊ 

二、耶穌是更美之約的中保 (來 8:6-9)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來 8:6) 

 

(1) ｢更美｣之約 diaphoroteras  

 

    大家都喜歡看更美的人、事、物，昨晚有弟兄姊妹過端午節，有人說到兩約之間，亞力山大大帝

征服波斯，我以為要講但以理的豫言了，因為但以理清楚豫言巴比倫將要一夜之間被瑪代波斯所

滅，瑪代波斯被運兵神速的希臘亞力山大大帝所征服，後來亞力山大英年早逝，希臘帝國被四大將

瓜分，後來羅馬接續希臘。結果有一位慕道友講到亞力山大征服波斯後將波斯女人賜給希臘軍隊為

酬勞。他問我，知不知道這些希臘軍兵為甚麼不反抗上級的命令? 大家猜不出來，他說因為那些波

斯美女和希臘美女都很美。因此希臘與波斯混血的美女就更美了。他說埃及豔后也有波斯和希臘的

血統，這就叫我難以明白了。話說回來這更美 diaphoroteras乃是更尊貴的意思。這裏講到的是更美

之約，是新約比舊約更尊貴。 

 

(2) 更美之約的中保 

 

    因為新約不是靠人的努力來守住的，乃是靠一位中保而成全的。中保 mesitees 是兩個字 mesos 和

eimi 合成的。Mesos是中間的意思，eimi是去的意思。中保原是居間者，站在兩者中間，排解糾紛

者之意。不是法官，乃是和事官。(arbitri)法官負責法律上訴訟和判斷的公正，和事官秉公處理糾

紛，和解一切的紛爭。和事官若願意替被告人付出保金，替人還債，如此解決問題。在牧養教會的

期間，我也作過一些這樣的事，談不攏時，中保就代替付了，兩邊就和解了，死結也就解開了。 

 

  耶穌基督站在神與人中間，使我們與神和好，因信稱義，帶給我們新生命，以神為樂。 

 

(3) 更美的應許 

 

     更美的應許有以下五項豐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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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立約: 在乎應許的神。｢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說、『行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著。』。｣ (加 3:12) 

 2) 應許: 信的人有永生。｢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約 6:37) 

 3) 憑藉: 全憑神的恩典。｢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羅 3:24) 

 4) 恩典: 永生在基督裏。｢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

生。｣(羅 6:23) 

 5) 得救: 沒有人能自誇。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

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 

  

2. 人無法全守舊約 

 

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

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

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來 8:8-9)  

 

這並不是說律法不完全。耶穌告訴我們，天地都要廢去，律法的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都要成

全。(太 5:18) 有錢的少年官問耶穌要作甚麼，才可承受永生。 耶穌說，｢遵守律法。｣(來 8:8-9) 為何

主耶穌明知沒有人守得住全部的律法，祂竟然如此回答這位有錢的少年官呢? 這有兩個原因，第

一，這位有前的少年官以為自己已經遵守了所有的律法。第二，正因為無人能全守律法，因此必需

要倚靠完全律法一切要求的主耶穌基督才能得救。求主讓我們看見只有神是完全良善的，耶穌是三

位一體真神的第二位，祂是良善的，除祂以外沒有人能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可以稱義，我們都虧缺

了神的榮耀。 

 

3. 要另立新約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來 8:8) 

 

    我們因信，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真猶太人。(羅 4:11,2:29) 

 

4. 舊約的律法使人定罪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

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舊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耶 31:31-32)，如今不再是被動地被主拉著手。新約是神發動的，是神

與人立的新約，只有主能全守律法，然而，祂沒有定我們的罪。雖然，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約

3:18) 但是新約的聖徒得以因信稱義，因為不再靠自己的力量來守律法了。｢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

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

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加 2:16) 

 

    尊貴地位與職份的使命之間要有一個平衡。羅馬皇帝馬可奧熱流 (Marcus Aurelius) 有極強的治理

能力，集才智、能力、地位、權柄於一身，但是，他終身以事奉人民為己任。是一位賢明、刻苦、

有自制的君王。因為他視他的工作是盡心竭力事奉而不是站在尊貴的地位去享受。他五十九歲離

世，他幾十年的勞苦被人紀念。但是他逼迫基督徒，人間的美名從永恆來看是糞土。反觀耶穌基

督，祂是天上的大君王，竟然降卑取了奴僕的形像，存心卑微、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救贖

墮落的亞當族類。他的名言，也是唯有祂能作到的，因此讓人刻骨銘心、萬古流芳、感恩不已: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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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太 20: 28) 因此我們

要效法基督，正像保羅效法基督一樣，要甘心作眾人的僕人。(林前 9:19) 你甘心嗎? 感謝主! 

 

三、神將律法放在人的心中 (來 8:10-13) 

 

8:10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

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8:11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必認識我。  

8:12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  

8:13 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  

 

1.  新約的中保確保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

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來 8:10)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

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耶 31:33) 

 

神如何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捨身，救我們脫離律法的定罪呢? 是藉著祂用自己的生命與

我們所立的約。主耶穌是用祂的寶血與我們立了新約，這約是救贖之約。(路 22:20) 我們能得到基督

寶血的救贖，是因為耶穌代替我們死了，並且復活了，我們也當向罪死，向神活。｢他死是向罪死

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著。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

自己是活的。｣ (羅 6:10-11)  

 

至於神如何將律法放在我們心中呢? 我們要再一次強調前面所講的，｢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

信他的都得著義。｣(羅 10:4) 信主後，基督在我們裏面，因此，律法也在我們裏面。有何證據呢? 我

們信主後，因著復活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所以，我們心中願意順服律法。這新約大有能力，因為使

我們脫離了律法定罪的權勢。｢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

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他撤

去、釘在十字架上．｣ (西 2:13-15) 因著基督寶血所立的約，我們成為神的子民。如此神藉著摩西宣

告祂與願意遵守祂所立的約的子民的豫言在此就得以成就了。｢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

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出 19:5)到了末了，神再度宣告祂最高的

旨意就是祂 要作我們的神，我們要作神的子民。｢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

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啟 21:3)  

 

2. 認識神的榮耀將充滿全地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必認識我。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 (來 8:11-12) 

 

(1)   聖靈要教導我們認識主，明白一切的真理。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

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約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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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藉舊約先知所說的必然應驗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

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31: 34) 

 

    我們要勤讀新舊約全書，才能明白耶穌所設的比喻中關乎新舊約中彼此的呼應與應驗，救我們脫

離世界末了的審判。｢他說。凡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裏拿出新舊的東西

來。｣ (太 13:52) 如此我們的信仰必會有根有基，能讓我們屬靈的眼睛得以開啟，能明白各樣的奧

祕，並可以幫助痛苦絕望中的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3)  新約的恩典取代舊約律法的捆綁 

 

｢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 (來 8:13) 

 

1) 基督就是恩上加恩的真理 

 

    我們不可徒受恩典，乃要宣揚神的恩典與真理，要知道這一切都是從耶穌基督來的。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約 1:17) 

 

2)  神的恩典藉著耶穌基督臨到眾人 

 

神將祂的愛子獻在祭壇上，為我們作了挽回祭，使一切的審判都歸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我們信主

的人是出死入生了，為此我們當讚美神，感謝主。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亞當乃是那以後

要來之人的豫像。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何況神的恩典、與那因耶穌

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的臨到眾人麼。｣ (羅 5:14-15) 

 

    耶 31:33-34 所提到的這個約不是舊約的一段日子，乃是從新約的時代，一直延續到永恆。這是主

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歡喜快樂。主是我們永遠的福份，是我們的救贖主，成為我們的喜樂與

詩歌。讓我們竭力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使聽見並願意悔改的人都得著神的恩典，不再被定罪。因

為憐憫是向審判誇勝的，信的人蒙神的恩典，在愛子耶穌基督裏，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在德國東

部萊比錫的營會中，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的主被傳揚，十位慕道友到台前，

跪下認罪悔改，接受基督為救主，他們信主後都很喜樂。我們也與那些流淚撒種的一同歡呼收割。

謝謝眾人的禱告，願主祝福大家。我們一同低頭禱告。 

  

結論 

 

    我們因著信，領受了新約的職事，就當存感恩的心、忠心、竭力、愛神、愛人、持守全備的真

理、為主而活、廣傳福音、甘心事奉、順服主、榮耀神、直到永遠。我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

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彼後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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