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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一5‾14

5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6再者 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6再者， 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7论到使者，又说： 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8论到子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9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 神，

就是你的 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10 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11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12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

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13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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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超越天使的尊荣超越天使的尊荣

上一个段落，作者用四节的经文先标出了一个起点：
神的儿子是神最高、也是最终极的启示。

5 14作者就继续延续着前面的论题 发展他下面 个论述5~14作者就继续延续着前面的论题，发展他下面一个论述：
神的儿子较天使有更超越的地位。

一5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用这样子的起头开始了这个段落5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 个说：…用这样子的起头开始了这个段落

一13、14这个段落最后要作结束的时候，
作者又把差不多相同的话又再说一遍，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作者在这里有意的要借着前后包裹的方式，让你清楚知道，
是 个清楚的段落 在这个清楚的段落当中一5~14是一个清楚的段落，在这个清楚的段落当中，

作者要说：「神的儿子是有比天使更超越的地位」
因此我们就仔细地看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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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就仔细地看在这 段的圣经当中，

作者所引述的旧约经文，我们都得仔细地来看它

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圣经，到底有没有那个旧约经文的原意在他的脑海当中，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圣经，到底有没有那个旧约经文的原意在他的脑海当中，

也就是说这一段旧约的经文，在它原出处的地方，经文被理解，

是不是跟作者在这里引用这段经文被理解是相同的呢？

第二个问题要问得更大一点，当作者引用这些圣经的时候，

那一段旧约经文的引文在它原出处的地方，

经文上下文的情境以及神学背景是不是也在作者的脑海当中呢？经文上下文的情境以及神学背景是不是也在作者的脑海当中呢？

我们仔细地探究一5~14，中间有好多处从旧约经文的引文。
一5已经有两处旧约的圣经了：5已经有两处旧约的圣经了

上面一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二7，
下半部是撒下七14。下面连续有好几节旧约的圣经，

在 个 长的 落 作者引 多 约在这一5~14 这个不长的段落里，作者引用了这么多旧约圣经。

他势必假设他的读者们，对于这些所引用的旧约圣经在它原出处的意涵，
以及原出处附近神学的情境有相当程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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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原出处附近神学的情境有相当程度的理解。
因此我们就仔细来看作者引用这些旧约圣经，他到底要说什么呢？



他要从 1~4已经给的关乎神儿子的尊荣这个起点开始往下说，
神的儿子凭借着祂所参与创世的事工 凭借着祂所完成救赎的事工神的儿子凭借着祂所参与创世的事工、凭借着祂所完成救赎的事工，

神已经给祂一个位分承受万有、神已经接纳祂为弥赛亚的君王

以致于祂有一个胜过众先知的尊荣，胜过天使更美的名

是从这个起点作者开始往下讲。

一5第一个旧约引文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这个旧约的引文大概在新约圣经当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引文，

因为在不同的书卷当中，这段引文出现了好多次。因为在不同的书卷当中，这段引文出现了好多次。

在原初诗篇第二篇，传统上来讲会认为它是一个弥赛亚诗，
事实上那个背景更像是一个新王登基的登基诗。

因此作者在这里引述，神在这里对祂儿子的一个宣告，
就有一点像在旧约那个新王登基的时候，王被称为是神的儿子。

耶稣成就的事工 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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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成就的事工，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并且为父赐与祂那承受万有的尊荣。

这个事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第5节就把这件事情成就的时间 借着一个旧约的经文把它铺陈出来：第5节就把这件事情成就的时间，借着 个旧约的经文把它铺陈出来：
在旧约新王什么时候登基呢？

这段经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在原本诗篇第二篇的经文，上下文记述到说：

在耶和华将来所要兴起的新王，

周遭先前抵挡神百姓的 他们的政权必被降服周遭先前抵挡神百姓的，他们的政权必被降服。

因此「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一个新王登基为神所宣告的时刻，
配合着前面的上文，

到底神的儿子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耶稣经历死里复活、升天得荣、坐在父宝座的右边，

方面得着父给祂 个承受万有的新职分一方面得着父给祂一个承受万有的新职分
一方面祂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得神悦纳，不但是悦纳祂，

下文就要继续说：也悦纳那些凡属乎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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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就要 续说： 悦纳那些凡属乎祂的

因此这个诗篇先宣告了神的儿子如今所得着的新位分。

一5b我要作祂的父，祂要作我的子。
这段的圣经原本是在撒下七14这段的圣经原本是在撒下七14，

耶和华给大卫一个应许，将来有一位大卫家的王，
祂要与父神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像这段经文所说：
「我要作祂的父，祂要作我的子。」

因此两段的圣经合在一起，
让 先前所说神儿子的尊荣让 1~4 先前所说神儿子的尊荣，

不但是赋予神儿子所具有的尊荣，一个具体时间上的开始

到底神儿子所享有的尊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到底神儿子所享有的尊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从耶和华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是从那个宣告那一个剎那开始

而上文告诉我们说：
那个宣告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宣告发生在祂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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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发生在祂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那个时刻发生在神立祂为承受万有的。

6a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
下面有两段的圣经下面有两段的圣经，

分别就提到「神的使者」、或者翻译成「天使」。

神的儿子跟神的使者两个之间的关系，
在下面所引用的两篇诗篇当中，诗九十七7、诗篇一○四4，

神的儿子跟神的使者或者说天使之间的关系，
上文 4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上文一4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下文就把这个关系讲得清楚一点，不只是比祂有更尊贵的名，

事实上在创造者跟受造者之间没有模糊的地带。

经文在这里引述诗篇九十七篇 的经文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祂」

神的儿子不但是有 个胜过天使更尊荣的位分神的儿子不但是有一个胜过天使更尊荣的位分，
事实上创造者跟受造者之间，有一个不能模糊的差异，

就是神的使者要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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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神的使者要拜祂，
因此神的使者—天使，当然是远远地不及神儿子的尊荣。



7是另外一处引用旧约的经文，来描述神儿子的论述，
中文在这里的翻译是跟旧约是一样的：中文在这里的翻译是跟旧约是 样的：

「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按照中文的翻译、或旧约希伯来文经文的翻译，

可以理解成为神使用各样的媒介，作为成就祂旨意的工具。

不过七十士译本在翻译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它把在原本希伯来文经文当中的受词跟受词补语对调了它把在原本希伯来文经文当中的受词跟受词补语对调了，

因此如果按照七十士译本的翻译的话，那个句子也许应该这样翻译：

「神以祂的使者为风，神以祂的仆役为火焰。」「神以祂的使者为风，神以祂的仆役为火焰。」
风跟火焰它们存留的时间都非常的短暂，

神的使者相较于神的儿子来说，他们的职分是极其短暂。

因此作者在这里引用两段诗篇的经文，

要澄清在神的儿子跟神的使者两者之间

有 个不能够模糊的差异 是创造者跟受造者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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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不能够模糊的差异，是创造者跟受造者的差异，

神的使者都要拜祂，因为祂是神。

讲完神的儿子跟天使的比较之后，然后来到第 8节，
那到底神的儿子祂是一位怎么样的呢？那到底神的儿子祂是 位怎么样的呢？

一8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沿用七十士译本的经文，

比原本希伯来文的经文多一个连接词，

以致于原本这个叙述：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借用这一篇诗篇，
讲述神儿子的尊荣有两个特质：讲述神儿子的尊荣有两个特质：

祂的权柄直到永永远远
祂的权柄是正直的，祂管理天地万有

因此这一段的经文下文讲到说：
一9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膏你 胜过膏你的同伴

10

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一8~9所引用的诗篇，是来自诗篇四十五6~7。

既然在8已经强调了神的儿子祂所拥有的尊荣，
在 10~12 引用 诗一○二25~27 就把这一点用另外一段经文再强调一遍在 10~12 引用 诗一○二25~27，就把这一点用另外一段经文再强调一遍，

一10~12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
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这一段的圣经跟前面几节的圣经都是一样，每一次经文引述的时候，
作者都在所引述的经文前面都记上
「神说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又指着哪一个说「神说、神从来对哪 个说、又指着哪 个说、

神使长子来世上的时候就说、论到神的使者又说、
论到子的时候却说、10一开始又说」。

换句话来讲，作者把这些旧约的经文这么多频繁地引述，
每一次引述的时候，他都放一个「神说」在这个引述的前面，

好叫下面所澄清关乎神儿子的身位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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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叫下面所澄清关乎神儿子的身位跟使命，

是一个按照神旨意受差、是一个按着神的旨意被膏立的承受万有者。

一13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这一段的问话 引言 跟前面5是一样的这 段的问话、引言，跟前面5是 样的，
上文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神曾经对任何哪一个天使这样子的宣告说：

我今日生你、我膏你、我让你作为承受万有的？没有
下文同样的语句再说一遍：

13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 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13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下半句不但是平行于上半句，是神对于祂儿子尊荣的一个宣告：

那个先前洁净了人的罪、如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不只是祂换了位子而已，
好像你原本是坐在这个位子上换到另外一张，换一个位子而已，不是，
这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容许坐在父宝座的右边，

是一个经过父神的允准，以致于祂先前成为肉身，洁净了人的罪；

先前卑微为人 如今可以坐在父宝座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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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卑微为人，如今可以坐在父宝座的右边

这是一个经过父神的允许、有神的悦纳、有神所嘉予的尊荣



先前在一5 宣告基督所拥有的新身分：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宣告基督成就了救恩以后的一个新身分。
一13同样是一个宣告：「你坐在我的右边。」

宣告的是一个新时代，因为下文说：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救恩已经完成 等待蒙恩的人 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祂的面前救恩已经完成，等待蒙恩的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祂的面前。

这就有一点像是一场战争，战争基本上已经结束，
不过还有一些小的战役还没有结束不过还有 些小的战役还没有结束

但是严格来讲，这场战争胜败已分、大势已去

这个地方所叙述的基本上来讲是一样的：
他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然后父神在下面就说：「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耶稣的救恩已经成就 等候更多蒙恩的人亲身经验这样子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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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救恩已经成就，等候更多蒙恩的人亲身经验这样子的救恩，
宣告一个新时代。

一14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一14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作者在这里用一个「问号」把这一整章作结束。作者在这里用 个「问号」把这 整章作结束。
我们从他的语气来讲，这个问题当然答案是：是的。

若是天使是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天使 较 神的儿子 卑微那天使岂不相较于神的儿子是卑微吗？
答案当然是：是。

我们结束了这第一章，
第一章 讲述神儿子是神最高、最后的启示第 章 讲述神儿子是神最高、最后的启示
一5~14 讲述神儿子有超越天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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