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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绪论((二二))
紧接着上一次我们所探讨的议题，今天我们要看关于导论、

关于作者、关于读者、这一卷书大致的结构、书写的目的。
我们盼望对于一卷书外面的轮廓 我们愈了解我们盼望对于 卷书外面的轮廓，我们愈了解、

会愈能够掌握作者在这一卷书当中所要仔细述说的讯息。

这一卷书的作者的确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很仔细地叙述，
在我们信仰当中「基督论」这个最核心的部分。接着上一集我们思想作者...

一、这卷书的作者
他使用希腊文撰写书卷的造诣 在新约所有的书卷当中他使用希腊文撰写书卷的造诣，在新约所有的书卷当中，

大概会是所有的学者一致公认，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希腊文撰写

他所要强调的重点，是所有新约书卷当中，他所用的希腊文是最优美的他所要强调的重点，是所有新约书卷当中，他所用的希腊文是最优美的
传递所要表达的论点的时候，他的确在语言上表露出他是

深深地受过这个语言关于修辞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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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犹太传统当中，是怎么样借着希腊文来表达

先前希伯来文经文当中那些重要的神学议题

二、这卷书的结构
既然他的希腊文好 这一卷书的结构也显然跟新约其他作者在结构上非常不一样既然他的希腊文好，这一卷书的结构也显然跟新约其他作者在结构上非常不一样，

他不但是语言表达的能力好，他处理旧约经文的能力好，

并且他是非常精练的讲员，换句话来讲，
他不只是一个好的神学的学者，足以把他在这一卷书当中

所要强调的主题「基督是我们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说清楚。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整卷书每一个段落、每一个新论题开始的时候，

他都是在引用旧约开始解经，然后讲到应用。

所有读这一卷书的人都会非常惊讶 作者他怎么能够所有读这 卷书的人都会非常惊讶，作者他怎么能够
从旧约圣经当中引这个主题来述说耶稣基督在天上圣所的事奉呢？

作者他怎么样从旧约圣经当中，看出那些论到耶稣基督的经文、

论到那些基督的神学指示，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

他的结构也配合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他很清楚地解释基督论 并且把他所解释的基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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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清楚地解释基督论，并且把他所解释的基督论

跟他的读者属灵的现况作紧密的连结

三、作者轮廓－神学家、教师、牧者
在全书当中 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耐心的解说者；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在全书当中，看到他是 个非常耐心的解说者；他是 个很好的教师；

不单是这样，他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牧者。
他温柔坚定地告诉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

面对难处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我们的信仰回应在受逼迫的情况，

他用具体的建议帮助他的读者们面对他们的惧怕

对于若干可能在摇摆的弟兄姐妹 他给他们严重的警告对于若干可能在摇摆的弟兄姐妹，他给他们严重的警告。

当然，往往也就在严厉地警告之后，

他同样马上就给了非常温暖的鼓励跟应许，

让主的话不但是让他的弟兄姐妹足以信服，

也让主的话鼓舞他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

因此我们看到他不只是 个熟练的神学家 他也实在是 个好的牧者因此我们看到他不只是一个熟练的神学家；他也实在是一个好的牧者。

当他在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不只是会读旧约经文的希腊文译本 (七十士译本)，
并且他非常地熟悉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来理解 解释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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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非常地熟悉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来理解、解释圣经的，

他非常熟悉拉比的解经原则。



我们在进入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如何用一个具体的例子，
继续推论到他的读者们的现况 事实上那就是一个很典型拉比解经的范例继续推论到他的读者们的现况，事实上那就是 个很典型拉比解经的范例。
他清楚地看到圣经是我们信仰跟生活伦理的最高准则，

熟练地使用拉比的解经技巧

所有在拉比解经的过程当中所常用的，不管是类比、推论、

并且借着一连串的经文来强调讲说者的论述

基本上来讲 这都是很典型的拉比解经的基本技巧基本上来讲，这都是很典型的拉比解经的基本技巧，
好叫拉比所要强调的那个论述借着一连串的经文，

不但是那个论述愈来愈清楚，并且格外有力。

四、具备多种语文修辞学训练
他还可能具备有希腊和罗马修辞学的训练

整卷书当中，当他要讲一段论述，尝试把它讲清楚、

尝试把它强调、尝试把他所论述的跟他的读者作连结的时候，

他用很多希腊文学习用的那种修辞学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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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很多希腊文学习用的那种修辞学表达出来，

受过修辞学训练的人会这样做的方法

他用「前后包裹」的方式，有一点像是前面已经说过的，
然后中间讲主体的内容全部讲完之后然后中间讲主体的内容全部讲完之后，

最后用一个结论，再把刚才所讲过的东西再说一遍。

这种前后包裹的论述，在希腊文学当中的修辞训练是一个基本动作。
至于说前面一个段落留下一些

足以连结到下一个段落字钩的这种主题的连结，
非常工整的用句 刻意地选择在 个段落当中非常工整的用句，刻意地选择在一个段落当中，

特别是旧约经文的段落中，特别选择一个他要特别强调的辞汇，

等一下的书卷中就会看到一些「今日」、「心」这些的主题。「今日」 「心」

显然都是在希腊文学修辞训练当中一个很基本的技巧，
用非常简洁的表达好让读者感受到他论述的

强而有力的表达，对比字辞的工整跟凝聚。

换句话来讲，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不让他所描述的事情

借着经文 借着解释 借着例证 总是不会离开他所要强调主题的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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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经文、借着解释、借着例证，总是不会离开他所要强调主题的主干。

作者很显然在他的论述当中透露出他是受过这一类严格希罗修辞训练的人。

五、认识读者
作者显然对于他的读者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在这卷书当中 他不但是仔细地作者显然对于他的读者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在这卷书当中，他不但是仔细地

把他所要强调的论点，跟弟兄姐妹那个连结的关系持续不断地说清楚。
这一卷书的结构，每次当他解经完、马上就有一段劝勉、有的地方是警告，

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当他说一个段落、讲一段新的信息完之后，

他就要让他的读者们知道他是在对他们说话。

在书卷的论述过程当中他也不时透露出来 他对于读者们先前在他们在书卷的论述过程当中他也不时透露出来，他对于读者们先前在他们
信仰的过程当中，为信仰的缘故所遭遇的、所付过的代价，他显然也非常的清楚；

他很温暖地表达他的同情、他的理解，不过他仍然是非常坚定地指出来，他很温暖地表达他的同情、他的理解，不过他仍然是非常坚定地指出来，

在我们信仰的路上，你若是不紧紧抓住、你就会失去。

唯有一个跟读者关系那么亲密的牧者才足以把他受过神学的训练、语文的训练、
修辞学的训练、拉比解经的训练，用在面对面跟他的读者说话，因此我们的确是

满惊讶，初代教会当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会是这一卷书的作者，
特别是在圣经当中 我们所看到那些出名的教会领袖都曾经被考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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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那些出名的教会领袖都曾经被考虑过

会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亚波罗、亚居拉都可能。

关于这个作者我们稍微有一些认识之后，我们就要来看读者，
作者会认为这样子的跟他们说话 解释经训 劝勉他们作者会认为这样子的跟他们说话、解释经训、劝勉他们，

他们会懂、会接受，我们大概可以列出几个要项：

1.熟悉圣经熟悉圣经
我们看一这卷书很快地走一遍，我们大概就会相信

这一卷书的读者他们对圣经是非常地熟悉，
以致于圣经的作者他不时的从圣经不同的地方引用经文 他 点都没有担心以致于圣经的作者他不时的从圣经不同的地方引用经文，他一点都没有担心：

他没有解释那段经文的出处、他没有解释那段经文的背景
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的读者，在他所引用的这一节经文好像 点都不担心他的读者，在他所引用的这 节经文

会不会因为对这段经文的不理解、会让他的思路打断、

会让他的论述不能够达到他预期的目标，作者好像一点都不担心

显然他对他的读者有一份充分的确信，
他相信他们对旧约圣经是够熟的，

以致于他这样子的引述 他这样子的解释 他这样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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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他这样子的引述、他这样子的解释、他这样子的结论，

他们会懂这个流程在说什么。



2. 知识成熟
他们对于新约跟旧约之间的连结显然没有太大的困难他们对于新约跟旧约之间的连结显然没有太大的困难，

这卷书一开始一1~4关于基督论是用非常简洁对比的方式，
将那成就救恩神的儿子本体论、本体

到底他的身分、他的事工、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位，

短短四节的圣经，
就把理解这整卷书信息的前提就铺张出来就把理解这整卷书信息的前提就铺张出来。

除非是一个对新约的救恩、对旧约的信息
已经有相当熟悉度的读者已经有相当熟悉度的读者，
否则他实在是不容易把新约跟旧约

两种在字面上来讲不太一样的信仰，

可以这样子的毫无困难地连结起来。

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读者
在 在 在 有 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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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信仰、在知识上、在经历上，他们是有相当的成熟度。

3.与当代犹太会堂关系密切
显然这些读者们跟当代犹太人的会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显然这些读者们跟当代犹太人的会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只需要看这一卷书的作者在他这一卷书当中传讲的方式，

跟第一世纪犹太人会堂拉比的礼拜、或者说聚会的程序
是满接近，甚至是那个程序差不多是平行的。

因此在这一卷书的作者他一开始引述了一连串的圣经，
而这样子的作法 正是当代犹太人在会堂当中他们的礼拜程序而这样子的作法，正是当代犹太人在会堂当中他们的礼拜程序：

他们会读圣经，然后在他们当中有一个讲员，那个讲员可能就是根据

刚才所读的圣经，他解释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其中的一个字词、刚才所读的圣经，他解释在这 段圣经当中其中的 个字词、

取其中一个他想要深入的论点

然后借着更多的圣经、借着经文之间的彼此互涉，让信息得着强力的支持，

以致于最后的结论可以四平八稳地建立在这些所引述的经文上

可见得这一卷书的作者是已经非常熟悉了当代犹太人会堂的程序。
作者也相信当他用这样子的方式陈述他所要描述的东西 他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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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也相信当他用这样子的方式陈述他所要描述的东西，他的读者

是很习惯接受的，因为当代犹太人的会堂就是按着这个程序进行他们的礼拜。

4.与罗马教会关系密切
对于罗马教会的处境是有相当的熟悉度的对于罗马教会的处境是有相当的熟悉度的，

不必说这一卷书最末了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问话，
十三24b从义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十三24b从义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

在 徒十八2 在那里论述到亚居拉，

他们从罗马被赶出来的时候那个用词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这也难怪希伯来书最早在《革利免一书》被引用的次数那么多，

因为《革利免一书》也同样是来自于罗马

因此人、事、希伯来书的被摘录都跟罗马的教会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所以若是这一卷书的读者跟罗马教会接近的话，

我们也不会觉得太奇怪；我们也不会觉得太奇怪；
若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对于作者在当中的一些用词

我们就有一点会心一笑了，因为这些人在罗马城里当然他们都是客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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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但在种族上是外来人、在属灵上来讲他们真的是客旅。

5.读者、收信人的属性
A 这卷书的读者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A. 这卷书的读者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

光看用字，大概我们没有太多大的问题要问，因为作者屡次在论述读者的时候，
他用的语气都透露出他的读者跟他一样，都已经是天路历程的天路客。

三6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祂的家了。
这一卷书的读者绝大部分是基督徒。

读者是外邦人 是犹太人B. 读者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会认为这卷书的读者主要是犹太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许多的用字包括割礼，

这样子的用字，如果不是犹太人，作者怎么会这样子的提到这些呢？这样子的用字，如果不是犹太人，作者怎么会这样子的提到这些呢？

作者在这一卷书当中引用了这么多的旧约经文，
若不是犹太人，怎么能够指望外邦人会熟悉这些旧约的经文呢？

不过第一世纪，有许多的外邦人透过希腊文的经文，也就是七十士译本，
对旧约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因此我们大概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犹太人在这 个教会当中确定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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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大概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犹太人在这一个教会当中确定是存在的，
至于外邦人，看作者这样子的论述，大概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有相当比例是外邦人。



这卷书的目的地：作者在跟他的读者说话的时候，跟罗马的教会是非常接近，
初代教会《革利免一书》频繁地引用初代教会《革利免一书》频繁地引用，

也让我们相信罗马会是这卷书撰写的最原始出处的地方。

这一卷书撰写的日期也有满多的讨论：写的日期
经文作者介绍他自己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因此不会是比较早期成书的考量

作者显然经过初期在信仰上的热情，如今冷淡了，也不会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事

《革利免 书》相当多地方引用了希伯来书《革利免一书》相当多地方引用了希伯来书。
《革利免一书》在 AC 96 成书，因此这一卷书成书应该要更早

我们把写作日期稍微归纳一下我们把写作日期稍微归纳 下，
这一卷书论到在基督徒社群当中所面对的敌意，这个敌意

在圣经相关初代教会的历史当中记述大概只有两个可能：
1. AC 49革老丢将这些在罗马的犹太基督徒赶出罗马，

不过大概不是一个全面性、只是地方性或者是暂时的

2 在尼禄逼迫基督徒之前的这 段之间2. 在尼禄逼迫基督徒之前的这一段之间

因此这一卷书成书日期极有可能应该是在六十年代中叶这一段的时间。 13

圣殿被毁当然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怎么可能圣殿被毁没有记述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太久了怎么可能圣殿被毁没有记述，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太久了

也有另外一个可能：作者他书写的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这卷书当中

论述到圣殿的价值、利未祭司按照救恩历史的启示、新约已经取代了旧约，

那他岂不更要说圣殿被毁这件事情，更支持了在这一卷书当中的论述，
若是他没有提到，也许极可能它是在 AC70之前的事

这 卷书当中其他的细节 包括记述到有这么多关于基督论的论述这一卷书当中其他的细节，包括记述到有这么多关于基督论的论述，
更早期有这么成熟的基督论吗？保罗书信当中林前八6、腓二6~11、西一15~20

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基督论，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基督论，
因此以是不是有成熟的基督论来说，这一卷书非得是晚期成书显然是不成立的

至于论到教会领袖的存在，也不能够作为它必然是晚期成书的证据

因此我们稍微作一点结论：这一卷书的作者尝试着在AD70的这一段时间，
针对他的读者们，给他们一个在面对逼迫从我们的信仰而来的劝勉，

这 卷书的书写尝试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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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卷书的书写尝试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这个主题，

放在旧约历史的范畴轨迹当中来解释这一点，因此作者引用了非常多旧约的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