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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英文欽定本(KJV)裡，有這樣的句子：保羅致希伯來人的信。

但是在當時中世記的神學院中 卻流行著一個戲謔式的問話：
『保羅致希伯來人的信是誰寫的呢？』

沒有人確實知道答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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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書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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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可原

3.相似於

保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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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者

必嫻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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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來書是保羅親筆之作，是東方教
會（希臘教會） 所公認的，他們以為除保羅
以外，在當時的使徒中，保羅的同工中，甚
至第二世紀的信徒中，無人能著作此書。並
認為知名的聖經闡述者當中，少有文采能勝
過保羅者，且此書的文字用詞又是十分優美
高雅。

2. 保羅所有的書信都說明是他自己寫的，
唯獨希伯來書無保羅之名，其主要原因是因
為保羅受派作外邦人的使徒（加二8），不是
作猶太人的使徒。當時各地的猶太信徒只推
崇彼得，對於保羅往往有偏見。所以保羅不
置名在本書中，以爭取猶太人信徒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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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的神學思想與保羅相近。以下舉例

因信得生：強調義人必因信得生，在新約聖經當中，只有保羅
的書信一直不斷反覆的強調這一個信念。

甲、 (羅一17)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
於信，以至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這也是
羅馬書的主要主旨。

乙、 (加三11)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義，這是明顯
的，因為經上說：“義人必因信得生。”

丙、 (來十37-38)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
並不遲延。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裏就不喜歡
他。”

丁、 而希伯來書十一章更是一直強調『因著信』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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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的神學思想與保羅相近。

十字架神學：除了四福音書中對於對於主耶穌釘十字架有關言行和見證之外，在新約其它書
信之中，只有保羅的書信一直強調關於十字架的道理，其它如彼得、雅各、猶大的書信，幾
乎沒有提及。而主耶穌藉著使徒約翰所記錄下來的啟示錄，也只有一節提到。以下舉例

甲、 (羅六6)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
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乙、 (林前二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
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丙、 (加二20)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
我，為我捨已。

丁、 (西二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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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己、 (來六6)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
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來十二2)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
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
在神寶座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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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著此書的人，必然十分熟悉希
伯來人舊約律法(本卷書中遍布舊
約背景，約有39次直接引用舊約，
其中有26次是引用希臘文舊約七十
士譯本)，並深得基督救恩要義的
人，而保羅正具有這兩種特質。

他是迦瑪列門下(徒廿二3)，是希
伯來人中的文士經師(徒九25)，又
是基督揀選啟示的使徒(加一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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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當時保羅寫了許多公開信

(例：羅一1，林前一1，加一1)，
乃教會中眾所皆知，又早被外邦仇
敵點名作記號，根本沒理由寫一封
匿名給教會的公開信。

一個使徒既會在當時具名留傳多封
書信的序言中，嚴謹地宣告他使徒
的權威，就不可能不在這封充滿豐
富信息的書信中，特別表明自己是
使徒。



保羅喜用

質問詞

保羅的

直言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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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卷的神學思想，與保羅相近，但研究者也發現，以文
學角度來看，本卷中有許多文辭使用習慣，與保羅其它書信
並不相同。且保羅書信中向來有一種粗豪的語調

比如保羅喜用尖銳質問詞，例如

甲、 (林前九8)我說這話，豈是照人的意見？律法不也是
這樣說嗎？

乙、 (林後一17)我有此意，豈是反覆不定嗎？我所起的
意，豈是從情慾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嗎？

丙、 (加一10)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
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
督的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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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卷的神學思想，與保羅相近，但研究者也發現，以文學
角度來看，本卷中有許多文辭使用習慣，與保羅其它書信並不
相同。且保羅書信中向來有一種粗豪的語調

2. 保羅的直言性格：

甲、 (林後十一17-18)我說的話不是奉主命說的，乃是像愚
妄人放膽自誇；既有好些人憑著血氣自誇，我也要自誇了。

乙、 (林後十一21-23)

這一點，其實保羅自己也是知道的，並用自己的方式承認說明。

丙、 (林後十9-10)我說這話，免得你們以為我寫信是要威嚇
你們。因為有人說：“他的信又沉重、又厲害，及至見面，卻
是氣貌不揚、言語粗俗的。”

這也與希伯來書所用是更高雅的語調不同。而在文思方面，在
保羅書信中，常為對某一點論證時，偶有離題陳述的習慣，本
書卷當中，則完全沒有這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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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從古代文獻得
到證明，除了保羅以外，
還有三個人可能是作者，
分別是路加、革利免和
巴拿巴。後來也有人推
測，可能是那極有恩賜
的亞波羅。



一如一千七百多年前俄利根所說的，只有 神自己才知道誰
是希伯來書的作者。

對我們來說，希伯來書的作者只是把信息傳達的一個聲音
而已，是誰其實無關緊要。

但我們衷心感謝我們的主神，因為這個「無名」的作者在
希伯來書中，用神所給他的啟示、恩賜與感動，並用上無可比
擬的文學技巧和美麗的文筆刻畫出我們的神耶穌基督，使這一
卷書成了聯通與打通新舊約聖經的一座屬靈之橋。

正如(提後三16-17)所言。也使我們明白，本卷所見證的對
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是引人進入神面前真正的天梯，也
是聯通我們與神之間唯一的屬靈道路。所以我們今後就只稱此
人為[希伯來書的作者]。





•這一班信徒是聽道很久的，不是新聽道的人（五
12）。內證一

•這一班信徒不是直接由主耶穌傳道而信主的，乃是
間接受教的，可能由使徒或其它門徒（二3）。內證二

•他們曾為神工作，對人顯出愛心，伺候聖徒。相信
是樂於行善的信徒（六10，十三l-2）。內證三

•他們曾為主受苦，家業被搶奪（十32-34）。內證四

•他們曾接受不少傳道人教導（十三7）。內證五
•他們認識從意大利來的信徒（十三24）。

•也有人因此推論是寫給住在羅馬，或是義大利地區
的猶太僑民。

內證六

•他們認識提摩太（十三23），稱之為弟兄。內證七





本會傳統認為是主後60-70年代。

主要原因是，書中看來聖殿祭祀仍然存在（八4；
九6；一二27；一三10），可以肯定是在耶路撒冷被摧
毀（主後70年）之前。又內容並沒有提到猶太戰爭
（戰事於主後66年開始），因此可以進一步推斷成書
日期大概是主後六十六年之前。

書中提到逼迫(來十二4)，但信徒「還沒有抵擋到
流血的地步」。如果本書可能是寫給在義大利的信徒
的話，因羅馬皇帝尼祿在歷史上曾進行血腥的迫害
（主後64年），那麼這封信的寫成日期就不會在主後
六十四年之後。

因此，本書極可能是在主後六十三
至六十四年期間所寫成的。



(來一1)~(來十18)
超越的基督

(來十19)~(來十三)
超越的基督徒



•(來一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
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一、耶穌基督

超越所有天使(一-二)

• (來三3)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

二、耶穌基督

超越先知摩西(三-四)

•(來七20-24) 再者、耶穌為祭司……
三、耶穌基督

超越所有祭司(五-七)

•(來八1-2)➔支搭與帳幕➔(來九24)，(來
十19)

四、耶穌基督

超越所有的服事者(八)

•(來十10-11)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
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

五、耶穌基督

超越所有祭物(九-十18)



•靈魂得救的七種心(來十19-39)

•七種心的十二實例見證(來十一)

一、成為

靈魂得救者

(十19-39-十一40)

•A 面對苦難操練的方法(1-4)

•B 體會苦難操練的美意(5-13)

•C 勝過苦難操練的提醒(14-17)

•D 堅立於苦難中的心態(18-29) 

二、靈魂得救者

超越的苦難觀(十二)

•(來十三1-19)超越的基督徒

•更美的聖徒，有七種特質

三、成為

超越的基督徒(十三)



希伯來書作者接著用(來十一)中的十二例來見證



七種得救之心 對應主的登山寶訓 對應(來十一)的見證

1. 誠實無偽的心(22) (太五33-37)
11大衛、撒母耳、4撒拉

(對神)

2.全備信仰的心(22) (太五17-20)
6雅各、9以色列人、

12其它人等
(各種不同表現)

3.屬真理的愛心(24) (太五43-47) 8摩西(為敵對者代禱)

4.有恆儆醒的心(25) (太五13-16) 7約瑟(儆醒不敢行惡)

5.謹慎敬畏的心(26-31) (太五27-32)
1亞伯、10喇合
(懼怕神名仰望)

6.無怨樂意甘心(34) (太五38-42) 3亞伯拉罕(無怨甘心獻子)

7.勇敢忍耐的心(35-36) (太五11-12)(太十22)
2挪亞(忍百年傳福音)

5以撒





七種得救之心(來十19-39) 七種更美的心(來十三1-17)

1. 誠實無偽的心(22) A. 誠實加上愛心(1~2)

2.全備信仰的心(22):確信自己得救 B. 願人得救的心(3,18~19)

3.屬真理的愛心(24) C. 具聖潔的愛心(4)

4.有恆儆醒的心(25) D. 凡事知足的心(5~6)

5.謹慎敬畏的心(26-31) E. 堅固不移的心(7~14)

6.無怨樂意甘心(34) F. 頌讚感謝的心(15~16)

7.勇敢忍耐的心(35-36) G. 從心謙卑順服(17)



(來三1)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阿、你們應當思想
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來二17)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
弟兄相同、為要在
神的事上、成為慈悲
忠信的大祭司、為百
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慈悲忠信

慈悲➔憐憫的

忠信➔忠心的

相關經文

(來四15)

(約四34)

(約十五10)



(來四14)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
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
司、就是 神的兒子
耶穌、便當持定所承
認的道。

升天尊榮

升入高天➔

原本不在天?

尊榮的➔至大的

相關經文

(徒一9-11)

(約三13)

(路一31-33)



(來五9-10)

他既得以完全、就
為凡順從他的人、
成了永遠得救的根
源．並蒙 神照著
麥基洗德的等次稱
他為大祭司

(來七1-3)

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
至高 神的祭司、本是長遠為祭
司的．他當亞伯拉罕殺敗諸王回
來的時候、就迎接他、給他祝福。
亞伯拉罕也將自己所得來的、取
十分之一給他．他頭一個名繙出
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無父、無
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
終、乃是與 神的兒子相似。

諸無之義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
始➔自有的

無命之終➔永有的

與神的兒子相似➔神子耶穌就是
這自有永有的。



(來七28)

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
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後
起誓的話、是立兒子為
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
遠的。

(來五4-5)

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
人自取、惟要蒙 神所
召、像亞倫一樣。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
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
說『你是我的兒子、我
今日生你。』的那一
位．

血脈與靈脈

(太一18)

(約一18)



(來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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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種靈意

1 是尊貴的

2 代表福氣

3 代表公義

4 代表拯救

5 代表大能

相關經文

(王上二19)

(詩十六11)

(詩四十八10)

(詩六十5)

(詩一一八15-16)



(來九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
到、作了將來美事
的大祭司、經過那
更大更全備的帳幕、
不是人手所造也不
是屬乎這世界的．

更美的(已實現)

(來七19)提到主引進更美的指
望

(來七22)提到主是更美之約的
中保

(來八6)提到更美的職任與更
美的應許

(來九23)提到主耶穌本身就是
更美的祭物

更美的(未實現)=將來

(來十34)提到更美的家業

(來十一16)則是提到天上更美
的家鄉

(來十一35)說有更美的復活

(來十一40)說神給我們預備了
更美的事



(來十19-21)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
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
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
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
是他的身體．又有一位
大祭司治理 神的家．

(來三6)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
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
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
底、便是他的家了。

(提前三15)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
可以知道在 神的家中
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
生 神的教會、真理的
柱石和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