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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绪论希伯来书绪论((一一))
希伯来书在新约所有的书卷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

弟兄姐妹第一次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这卷书的撰写的方式、

内容跟其他新约的书卷非常的不一样内容跟其他新约的书卷非常的不 样。

作者在这个书卷当中有相当多旧约的背景、旧约的经文，
因此第一次读这卷书的人多少会有一点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读者会读这一卷书？

吴存仁博士

就可以这样子读下去、读得懂？因此我们在仔细研读这卷书分卷的内容之前，
我们先有一点的时间来看看，这卷书相关内容的导论。

在看导论之前 我们先提出 些问题 在过去这么长久的日子里面在看导论之前，我们先提出一些问题，在过去这么长久的日子里面，
读者们、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他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曾经问过哪些问题？

我们试着把这些问题稍微归纳一下，以致于当我们在下面导论的时候，我们试着把这些问题稍微归纳 下，以致于当我们在下面导论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问题慢慢地拿出来

解经、分解经文的解释，可以放在后面经文讨论的时侯，再回来仔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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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的问题，若是先搜集，会让我们在比较容易抓到那些别人问过的问题，
或许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帮助我们回答问题、也抓住一个好的读圣经的路向。

一、撰写奇特
作者撰写一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属天的历程，作者撰写 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属天的历程，

描述成为一个看不见世界的行程。
这个书卷当中有许多的用词，几乎可以说在其他新约的书卷当中，

我们都没有看到其他新约的作者如此地用它们

作者在他的书卷当中提到耶稣基督，彷佛是带领所有的信徒，

在他生命还在地上的日子走一个信仰的历程在他生命还在地上的日子走一个信仰的历程

在教会历史，有一本书《天路历程》，基督徒在信主之后并不真的走一条路，
可是他们与主的关系，在生命随着他遭遇不同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回应，可是他 与 关系，在 命 着他遭遇不同事件 时候他 回应，

彷佛就构成一条走天路历程，这个天路客在其中，他需要学习如何应对，
他的反应就构成他生命历程的一个部分。他继续不断地有意外、有困难。

希伯来书的作者 把基督徒的 生描述得好像是 个走在旅程当中的客旅 样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基督徒的一生描述得好像是一个走在旅程当中的客旅一样。

「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大祭司」这些用词在整本新约其他的书卷当中没有看到，
因此我们当然就非常的好奇 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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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当然就非常的好奇，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上，
以致于他可以描述基督徒属灵的行程、他与主的关系是这样。

二、要读者面对苦难
当然苦难的问题 这个是第一世纪教会基督徒在他个别人生的历程当中当然苦难的问题，这个是第 世纪教会基督徒在他个别人生的历程当中，

或者整体初代教会基督徒所必要面对的，几乎我们可以说信仰 基本的问题。

在那个大环境当中，基督徒如何在一个对圣经信仰、对神基本上来讲，
是一个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大环境当中

维持住自己的信仰，并且保持着一个与神亲密的关系

我们可以理解若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像 个牧人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若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像一个牧人的话，
弟兄姐妹在难处当中，我们大概不会责怪他，
若是他碰到弟兄姐妹来到他的面前，因着自己在走着人生天路的历程当中若是他碰到弟兄姐妹来到他的面前，因着自己在走着人生天路的历程当中

所有碰到的这些难处，若是弟兄姐妹他们遭遇逼迫走不过去了，

若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他说一些比较和缓、
或者说稍微放松一点信仰立场的话，

我想我们站在一般人的立场我们会体谅。
唯有你真正看到一个受苦的人 差不多要走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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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你真正看到 个受苦的人，差不多要走不过去，

我们可能会想他说话、可能那个立场不会那么严格。



不过，当我们在这一卷书好几个篇章当中，
第十章他把基督徒在走天路历程的过程当中第十章他把基督徒在走天路历程的过程当中，

紧紧地抓住我们信仰的盼望这件事情，
描述得彷佛是一个没有办法妥协的抉择
在生命的每一个历程当中

都是这样一个没有办法妥协的抉择

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说，
几乎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是：

「既然面对苦难，

那你就面对它，作你该作的决定。」
我们实在是佩服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实在是佩服希伯来书的作者，

帮助他的读者面对苦难、

面对灵程当中许多困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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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样子的直言不讳。

三、着重基督论
这一卷书着重关于基督论的特点 是其他的新约书卷当中没有说的这 卷书着重关于基督论的特点，是其他的新约书卷当中没有说的。

在新约当中，描述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
好比说当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描述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

特别是马可福音把耶稣的生平描述得好像是平铺直叙：
直接从加利利开始事奉、经过中间的路程、一路走到南方的犹大省、

最后进入耶路撒冷 经过最后 个礼拜的时间 就被钉十字架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经过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被钉十字架。
福音书把耶稣的事奉描述得好像这个人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主要的事奉就是要完成一个经历死亡、复活、升天这么样的一份事奉主要的事奉就是要完成 个经历死亡、复活、升天这么样的 份事奉

耶稣的事奉，彷佛就是要走过这个死里复活的经历，完成一个代赎的救恩，

使人有机会借着这个代赎的救恩，来到神的面前

耶稣的事奉在这福音书当中，我们第一眼看过去的时候，
大概我们都会得到差不多一致的印象，就是福音书的作者把耶稣基督的描述：

祂的事工所成就的结果 就是成就了 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从死里复活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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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事工所成就的结果，就是成就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从死里复活的救恩，

以致信徒论到耶稣基督，想到祂所成就的事情，就是那个成就为我们代赎的救恩。

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在描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事奉，
他不是像圣经当中其他新约的书卷他不是像圣经当中其他新约的书卷，

圣经其他新约的书卷彷佛给了我们一些初步的印象

当然，希伯来书所说的真理并不是只有在希伯来书当中才说，
只不过是因为分散在许多新约其他的书卷里面，以致于

我们在希伯来书当中，看到的这个真理，这么清楚地呈现

呈现什么呢？呈现那个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呈现什么呢？呈现那个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
祂走完世上的日子，成就了一个以死代赎的救恩。

希伯来书继续往前说，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或者说极具挑战性的：希伯来书继续往前说，给我们 个很有趣的或者说极具挑战性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他的读者继续问一个问题，

那个已经成就十字架救恩的耶稣，之后，祂继续的事奉是什么呢？

我们过去可能想到耶稣基督的事奉的时候，
想到祂在肉身来到地上，祂具备了一个肉身与我们相似，

以致于祂可以用人的方式作成一个代赎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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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祂可以用人的方式作成一个代赎的救恩，

这个在其他的新约书卷当中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不过，当我们继续要问说，
那个已经成就了十架救恩的耶稣 那个已经成就了那个已经成就了十架救恩的耶稣、那个已经成就了

让信徒可以因信得著称义蒙恩的福音之后、

那个经过十架之后的耶稣，

祂与信徒的关系是什么呢？祂还有继续的事奉吗？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来讲，

的确比其他新约书卷的作者往前再推 些的确比其他新约书卷的作者往前再推一些：
让我们思想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一个已经成就救恩，

然后就彷佛祂已经去到父神那边，跟我们是满遥远的。佛祂 ， 满

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鼓舞我们继续地思想，
借着圣经的解释，借着他的说明，
要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全备的认识—

即便是祂已经成就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救恩，

祂今天的事奉 仍然与我们密切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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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今天的事奉，仍然与我们密切连结，
会鼓励他的读者在困难当中，知道我们所信的主离我们不是远的。



本书的正典性：根据这三个面向，
按照一般书卷的导论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我们会先看一部分按照 般书卷的导论，我们就继续往下走，我们会先看 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会把后面的部分把它读完

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一卷书的「正典性」，典性」，
新约的每一卷书它被放在新约的书卷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谓「正典」的意思，

换句话来讲，它成为神全部启示当中的一卷书。
希伯来书什么时候成为新约正典的呢 当在读这 卷书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发现希伯来书什么时候成为新约正典的呢？当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发现，

这一卷书相较于保罗书信，这一卷书显然有非常大的困难。

读者们在第一次读这卷书的时候 会把这卷书当作正典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读者们在第 次读这卷书的时候，会把这卷书当作正典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它的确不像其他的书卷，特别是不像保罗书卷，

在书卷一开始有书卷的作者，仔细介绍他自己在信仰当中有什么职分，

像保罗有一个很清楚的职分—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讯在这一卷书当中，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作者是谁
对于初代教会来讲 作者以及与作者亲密关系的同工这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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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代教会来讲，作者以及与作者亲密关系的同工这个关系，

是教会接纳这一卷书成为正典书卷的一个重要的凭据。

既然作者是初代的教会判定这个书卷是否归属于正典一个重要的凭据，

因此就不会觉得奇怪在前面两三个世纪 教会是花相当多的时间因此就不会觉得奇怪在前面两三个世纪，教会是花相当多的时间，
打算借着判定这一卷书的作者是谁来确定它的正典性。

东方教会很早就认为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保罗，

好借着这样的方式确认这一卷书的正典性

西方教会稍微迟一些。不过基本上来讲也不过迟了一个世纪

这 卷书的作者是不是保罗 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不是保罗，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一直都有学者、传道人对于这一卷书的作者真的是保罗有若干的存疑

不过因为很早的时候这一卷书的正典性已经跟它的作者连结在一起，不过因为很早的时候这 卷书的正典性已经跟它的作者连结在 起，
因此如果要确定这一卷书是留在正典书卷当中的话，

大概就非得确认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保罗。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教会才开始把这两个观念区分开来，
即便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确认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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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确认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保罗，

也不伤害这一卷书作为正典书卷的一员。

为什么会认为是保罗呢？
在新约所有的书卷当中无疑保罗确定是一个多产的作者在新约所有的书卷当中无疑保罗确定是 个多产的作者，

神也的确拣选祂的仆人将祂的启示很精准地留下来

在希伯来书当中的确有若干的主题，是跟在保罗书信当中常常看到的主题，
非常相近而且频繁出现的：论到基督参与在起初创世的工作当中；

论到基督虽然为神的儿子，可是却卑微地以人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升到父神的右边 基督为信徒代求的主题并且升到父神的右边；基督为信徒代求的主题；

甚至在 后论到新约代替旧约这个重大的议题，换句话来讲，
人来到神的面前，原来律法它是软弱无益、一无所成的，

希伯来书说的比保罗书信还更清楚。

因此就是因为有许多的希伯来书的主题也出现在保罗书信当中，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虽然学者们、传道人

都觉得这卷书的作者如果是保罗的话大概会有问题；

不过因为有这些主题的相近 以致于这一个保罗作者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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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有这些主题的相近，以致于这 个保罗作者的身分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才正式为教会放弃。

为什么作者不是保罗呢？教会的理由是这样的：
一 在这一卷书一开始、在这 卷书 开始，

特别是这一卷书的作者描述他是怎么样听到福音的…

二3b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这卷书的作者描述他是一个怎么样听到福音的人，
他彷佛是一个第二手经由别人把福音传给他的人，

二3b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他彷佛是 个第二手经由别人把福音传给他的人，
这个确定不是一个保罗论到他自己怎么蒙恩的口吻。

保罗总是在描述他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或者蒙召成为一个传道人？

他毫不隐讳地直接明讲他曾经在大马色的那个经验，

他是直接从主领受 他所领受的信息也是神直接的启示他是直接从主领受、他所领受的信息也是神直接的启示。

因此这一卷书的作者，他会用这样的口吻说：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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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是 亲 讲 ，后来是听 我 实 ，

这卷书的作者他这样子的描述方式确定不是保罗的口吻。



二、保罗的书卷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非常清楚地讲述他自己是这个书卷的撰写者他是非常清楚地讲述他自己是这个书卷的撰写者。

同时，往往也留下自己在神的面前所得的职分，

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这一卷书的作者在一开始，没有保罗书信的这种明显的特征，
这也让我们多少有一点怀疑这一卷书的作者真的是保罗吗？

历世历代已经有许多的传道人 学者问了差不多相同的问题了历世历代已经有许多的传道人、学者问了差不多相同的问题了。

三、这一卷书的作者他所用的词汇也显然跟保罗不太一样，
虽然有一些主题彷佛平行于保罗书信虽然有 些主题彷佛平行于保罗书信，

不过作者在这一卷书当中所用许多的字汇，都不见于保罗的书信。

不单是这样，作者选用的希腊文的描述方式，也跟保罗非常的不一样，
保罗大部分的书卷结构基本上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给个人也好、或给教会也好，多半都分成两个部分：
讲论信仰实质的部分 生命或者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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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论信仰实质的部分，生命或者说理论

讲论生活方面

这一卷书的作者他选用描述的这个结构方式，跟保罗书信非常的不一样，
他频繁地交替使用解经劝勉 解经劝勉 解经劝勉这样的方式他频繁地交替使用解经劝勉、解经劝勉、解经劝勉这样的方式，

显然在这个架构上非常的不一样，

他是解经讲道、解经讲道、解经讲道交替用这样的方式

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把所有关于耶稣基督救恩解释的部分，

都放在他书卷的最前面— 理论的部分或者说解经的部分；

把关乎这信仰应用的部分 放在书卷的后半部把关乎这信仰应用的部分，放在书卷的后半部。

保罗书信往往具备有这样的特征，前面一半是讲生命，后面一半是讲生活

既然作者他的词汇不一样 结构不一样既然作者他的词汇不 样、结构不 样，
他强调的神学重点，相对来讲也非常的不一样。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这一卷书当中特别强调「基督论」的重心，

是所有新约其他的作者都没有讲述的内容，

就是基督是我们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
基督是祭司 基督是大祭司这样子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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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祭司、基督是大祭司这样子的描述，
我们在保罗书信当中没有看到。

相反的，保罗书信所对于基督论常用的名词
好比说「在基督里」 「因信称义」 「恩典与行为」好比说「在基督里」、「因信称义」、「恩典与行为」，

这样子理论、应用、生命、生活的这种方式，

讲肉体、讲圣灵。保罗书信当中显然这样子的书写结构
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是这样书写，因此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

同样在平行描述保罗所说那个从死里复活的经历、基督的行程的时候，

描述的是基督祂已经升上高天 坐在父神的右边描述的是基督祂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

因此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
所以学者们认为当保罗作为这一卷书作者是不合适的时候所以学者们认为当保罗作为这一卷书作者是不合适的时候，

我们就回到原点：若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不是保罗，
我们就接受一本书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可是它仍然可以是正典的一个部分
这就带我们回到保罗的书信当中 论到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一卷书，尽管在新约所有其他的书卷我们多半都知道作者是谁，

可是在这里这 卷书我们对于它的作者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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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这里这一卷书我们对于它的作者不清楚，

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接受它是正典书卷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