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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的职任 
希伯来书 8:1-13 

 

讲章大纲 

 

希伯来书第八章记载最美职任的大祭司,主为我们捨命,带来永远平安福乐. 

 

一、天上圣所供职的大祭司 (来 8:1-5) 

 

1. 第一要紧的事:是总结的意思:主是从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为永恒的大祭司. 

2. 主在天上真帐里作执事:(1) ｢圣所｣是指著人神相会的地方 (2) ｢执事｣是 

    天上真帐幕裏的事奉,使人神和好.(3) ｢这帐幕是主所支的｣神要与人同住. 

3. 地上不同於天上: (1) 地上大祭司是为了献祭物 (2)地上的大祭司会犯罪. 

4. 基督不是这一类地上的大祭司:不属利未支派,但是祂一次献上,永远有效. 

5. 地上是要显明天上的实体: 要谦卑,知足,追求才能得到渐进的属天启示.  

6. 旧约启示仅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形状｣是草图.｢影像｣是反射,轮廓. 

(1) 不要轻看形状和影像，这些都是準确的,是属天的启示,有丰富的内涵. 

(2) 不要让形状和影像成为拦阻,这一切是为了要显明实体,而不是取代实体.  

 

二、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 (来 8:6-9)  

 

1. ｢更美｣之约:讲到新约比旧约更尊贵,更超越,更有效,更可靠,更完全. 

2. 更美之约的中保:不是法官,乃是和事官.法官负责法律上诉讼和判断的公 

    正;和事官秉公处理纠纷,和解纷争.愿意替被告人付出保金,甚至替人还债. 

3. 旧约本身没有瑕疵,只是人守不住,被定罪.新约完全,人因信成为神的子民. 

 

三、神将律法放在人的心中 (来 8:10-13) 

 

1. 新约的中保: 刻在石版上的律法无法改变人心, 但能让人知罪,引人到基督面前来. 

2. 认识神的荣耀将充满全地: 写在我们心上的新约让人能认识神,与神有美好的交通,使生命更新. 

3. 新约的恩典取代旧约律法的捆绑: 新约超越旧约,不仅现今是新约时代,这约的应许一直延续到永恒. 

 

四、结论 

 

我们因著信,领受了新约的职事,就当存感恩的心,忠心,竭力,爱神,爱人,持守全备的真理,为主而活,广传

福音,甘心事奉,顺服主,荣耀神,直到永远. 

 

圣经经文 

  

8:1 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 

      边、  

8:2 在圣所、就是真帐幕裏、作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8:3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  

8:4 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  

8:5 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 

      『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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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8:7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後约了。  

8:8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8:9 不像我拉著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 

      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8:10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8:11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必认识我。  

8:12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  

8:13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信息内容 

 

    明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又称为国殇日，每年五月最後一个週一美国人民纪念战争中阵亡将士的联

邦节日。许多弟兄姊妹全家因著春天的来临，利用长週末外出旅遊，也许不多的人会想到战死沙场

的军人。战争是为了确保和平，然而，许多战士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有些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

的生命。他们不是为了职位上的升级，也不是为了高薪，军人的待遇一般并不高。战后复员，连很

多军官甚至将领也回到家乡，不容易找到适合的工作，更何况是一些伤残的士兵们，所以很多人接

受国家补助 GI bill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就是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於

6/22/1944设立帮助退伍军人，再进大学的学费与基本需要，与一般比他们年轻很多的同学一起学习

专业，辅导就业。 

 

    二战胜利七十多年了，美国和部份二战同盟国的老兵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一起纪念这段重要历

史。历史记载中日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两叁百架飞机被日本两千七百架飞机半年之内几乎打光了。

著名的二战「飞虎队」全名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由美国上校陈纳德创立，一百多位美籍

志愿军参加对抗日战争，冒著被日军砲火击落，遭到严刑拷打，被绑在柱子上，浇汽油烧死的危

险，来到中国。也有 300多位中国空军一起参加「飞虎队」训练，到抗战胜利後，仅有 50多位倖

存。「飞虎队」驾驶 P-40战机，从抗战一开始的绝对劣势，到最终打到「日本人的飞机一架都没剩

下」。空军飞行将士训练前都要写遗书，风云起兮壮士飞，抗战时空军军歌: 

 

凌云御风去 报国把志伸 遨遊崑崙上空 俯瞰太平洋滨 

看五嶽叁江雄关要塞 美丽的锦绣河山 辉映著无敌机群 

缅怀先烈莫辜负创业艰辛 发扬光大尤赖我空军军人 

同志们努力 努力 矢勇矢勤 国祚皇皇万世荣 

 

尽瘁为空军 报国把志伸 哪怕风霜雨露 只信双手万能 

看铁翼蔽空马达齐鸣 美丽的锦绣河山 辉映著无敌机群 

我们要使技术发明日日新 我们要用血汗永固中华魂 

同志们努力 努力 同德同心 国祚皇皇万世荣 

 

陆军军歌: 

 

风云起 山河动 黄埔建军声势雄 革命壮士矢尽忠 

金戈铁马 百战沙场 安内攘外作先锋 

纵横扫荡 复兴中华 所向无敌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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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旗耀 金鼓响 龙腾虎跃军威壮  忠诚精实风纪扬 

机动攻势 勇敢沉著 奇袭主动智谋广 

肝胆相照 团结自强 歼灭敌寇凯歌唱 

 

    今天让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八章来看一位最伟大的勇者，不是别人，乃是为我们捨了自己的性命，

带来永远和平安乐的和平之君，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得胜一切仇敌，是救恩元帅，祂就是救赎

人类脱离罪恶与死亡的主耶稣基督。 

 

一、天上圣所供职的大祭司 (来 8:1-5)  

 

1. 第一要紧的事 

 

｢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来 8:1) 

 

      ｢第一要紧的｣原文 Kephalaion 是总结，提要，重点，主题的意思，就是从麦基洗德这位尊贵的

祭司要进入谁有资格成为永恒的大祭司，以及大祭司的职任的地点时，点出第一要紧的事是甚麽。

第一要紧的不是圣殿的豪华、荣美、壮观、神圣，而是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已经完成了

救赎大工，从亚伦以来，从来没有大祭司在圣所，至圣所坐下的，因为所有的工作都还没有完成，

都要继续，唯有耶稣基督能坐下，因为救赎的工作靠祂已经完成。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已经讲过，耶

稣是圣洁、无邪、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凭神起誓而立的一位完全的

大祭司。祂能坐在至大者天上宝座的右边。至大者就是上帝，这宝座不是设立来地上，乃是设立在

天上的宝座，右边是尊位。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高过万名之上的名，祂是人中第一人，祂是三位一

体真神的第二位，是人与神中间唯一的桥樑，祂就是道成肉身，以马内利，神来到人间，并与人同

住，在肉身中藉著死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并且为我们死後，第三天从死裏复活，向门徒显现，四

十天後升天，将我们从罪恶与死亡中救赎出来，现今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这

是祂尽到大祭司为人代祷的职事的荣耀与权柄，我们能不讚美吗? 

 

2. 主是在天上真帐幕里作执事的 

 

｢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作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来 8:2) 

 

(1) ｢圣所｣ton hagion是指著至圣所和圣所。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你有来到神面前的素常与喜乐吗? 

(2) ｢执事｣leitourgos是指天上真帐幕裏的事奉。是属灵的事奉，天上的帐幕没有圣所与至圣所的隔

开，因为幔子已经在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从上到下裂开了，这幔子就是祂的身体。我们可以因著

进入至圣所的路已经开启，坦然地进入神的面前，在基督面居住，祂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祂使

我们与祂合一。这是祂尽到大祭司使人与神合好职事的能力彰显，我们能不讚美吗? 

 

(3) ｢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这与地上人所支的帐幕完全不同，神的帐幕在人间，耶稣要与人同住。这是神的意愿，是人最高

的尊贵、荣耀、权柄。 

 

3. 如何可成就这事呢?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来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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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上的大祭司设立的目的 

 

    地上的大祭司设立的目的是甚麽? 是献礼物和祭物。牛、羊、鸽子等类的祭、燔祭、素祭、平安

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是为了使人与神和好，因为有罪隔在神与人中间。献完了祭，神赦免我们的

罪，与主甜美的交通又恢复了。但是不久後，人又犯罪，又失去了平安与神的同在，於是又献祭，

又犯罪，再献祭，再犯罪。 

 

2. 连地上的大祭司也是会犯罪的 

 

    连地上的大祭司也是会犯罪的，所以也要继续不断地献祭，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必

须｣ anankaios献祭，认罪，悔改，永无止境地陷入无助的黑暗、败坏的深渊中。我真是苦啊! 谁能

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罗 7:24) 

 

4. 基督不是这一类地上的大祭司 

 

｢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来 8:4) 

 

    这是真正的福音。耶稣基督不属於利未支派，必不得为地上的祭司，但是祂也要献祭，不同的是

祂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祂是无罪的。祂为人所献的祭，不是律法的要求，是超越律法的。不需

要每年献祭，不是多次献祭，乃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 

 

5. 地上是要显明天上的实体 

 

｢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

谨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 8:5) 

 

1. 神有完全的计划，人所知道地上的事是天上事物渐进的启示。 

 

(1) 要谦卑: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林前 13:9)  

(2) 要知足: ｢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 (伯 36:26)  

(3) 要追求: ｢隐祕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

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申 29: 29)  

 

2. 旧约启示仅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形状｣hypodeigma 样本，草图。 ｢影像｣ skia 反射，幻影，轮廓。  

 

(1) 不要轻看形状和影像，这些是準确的，是属天的启示，有丰富的内涵。是神所吩咐祂的僕人摩西

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记录下来，谨慎遵行的。 

 

(2) 不要让形状和影像成为最後的实体，因为这一切是为了要显明实体，而不是为了取代实体。 

 

    大学毕业后，在野战砲兵营当过前进观测官，主要的任务是将地形与砲弹的弹著点看清楚了，经

过精密的测量，报回指挥部，用以修正 155榴砲的弹道，射程是 12,330公尺，後来改进后最大射程

是 14.6公里，经过精密的计算，不同地方发射的炮弹，可以同时落在地上或海上的目标上，密集猛

烈地摧毁敌军的阵地，这叫同时弹著。训练时要搭两人座的小侦察机，飞到目标的上空，空中照

像。相片虽然是真实的景况，但是是平面二度空间的，如何能够从照片看到实体呢? 将两张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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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并排放置，透过一种特殊设计的放大镜，居然看见的是三度空间的立体实像，现在看来很平

常，1971年第一次看见这立体形像时，的确让我万分惊讶。 

 

    今天我们从旧约中可以看见基督是透过圣灵的启示，令人惊讶地从远处看见了旧约关乎耶稣基督

的一切豫言。这是超过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从影儿看到本体的真像，从律法看到耶稣基督是律法的

总结。(罗 10:4) 正如主耶稣复活时指示门徒关乎这些旧约豫言应验在基督身上的奥秘，｢耶稣对他们

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

的、凡指著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路 24:44) 

 

    神赐下更大的恩典，透过圣灵的启示，让我们亲身感受到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係，神如何藉著耶

稣基督与我们立约的方示与内容，使我们更加清处我们与基督的关係，如此才能更加地因感恩而顺

服，因顺服而蒙福，因蒙福而满足父神的心愿，让父神的旨意成就，让神的名得到称讚。 

ˊ 

二、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 (来 8:6-9)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来 8:6) 

 

(1) ｢更美｣之约 diaphoroteras  

 

    大家都喜欢看更美的人、事、物，昨晚有弟兄姊妹过端午节，有人说到两约之间，亚力山大大帝

征服波斯，我以为要讲但以理的豫言了，因为但以理清楚豫言巴比伦将要一夜之间被玛代波斯所

灭，玛代波斯被运兵神速的希腊亚力山大大帝所征服，後来亚力山大英年早逝，希腊帝国被四大将

瓜分，後来罗马接续希腊。结果有一位慕道友讲到亚力山大征服波斯後将波斯女人赐给希腊军队为

酬劳。他问我，知不知道这些希腊军兵为甚麽不反抗上级的命令? 大家猜不出来，他说因为那些波

斯美女和希腊美女都很美。因此希腊与波斯混血的美女就更美了。他说埃及艳后也有波斯和希腊的

血统，这就叫我难以明白了。话说回来这更美 diaphoroteras乃是更尊贵的意思。这裏讲到的是更美

之约，是新约比旧约更尊贵。 

 

(2) 更美之约的中保 

 

    因为新约不是靠人的努力来守住的，乃是靠一位中保而成全的。中保 mesitees 是两个字 mesos 和

eimi 合成的。Mesos是中间的意思，eimi是去的意思。中保原是居间者，站在两者中间，排解纠纷

者之意。不是法官，乃是和事官。(arbitri)法官负责法律上诉讼和判断的公正，和事官秉公处理纠

纷，和解一切的纷争。和事官若愿意替被告人付出保金，替人还债，如此解决问题。在牧养教会的

期间，我也作过一些这样的事，谈不拢时，中保就代替付了，两边就和解了，死结也就解开了。 

 

  耶稣基督站在神与人中间，使我们与神和好，因信称义，带给我们新生命，以神为乐。 

 

(3) 更美的应许 

 

     更美的应许有以下五项丰富的内容: 

 

 1) 立约: 在乎应许的神。｢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著。』。｣ (加 3:12) 

 2) 应许: 信的人有永生。｢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裏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约 6:37) 

 3) 凭藉: 全凭神的恩典。｢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 3:24) 

 4) 恩典: 永生在基督裏。｢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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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罗 6:23) 

 5) 得救: 没有人能自誇。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这并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 

     不是出於行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 

  

2. 人无法全守旧约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後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

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著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

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来 8:8-9)  

 

    这并不是说律法不完全。耶稣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

全。(太 5:18) 有钱的少年官问耶稣要作甚麽，才可承受永生。 耶稣说，｢遵守律法。｣(来 8:8-9) 为何

主耶稣明知没有人守得住全部的律法，祂竟然如此回答这位有钱的少年官呢? 这有两个原因，第

一，这位有前的少年官以为自己已经遵守了所有的律法。第二，正因为无人能全守律法，因此必需

要倚靠完全律法一切要求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求主让我们看见只有神是完全良善的，耶稣是三

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祂是良善的，除祂以外没有人能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我们都亏缺

了神的荣耀。 

 

3. 要另立新约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来 8:8) 

 

    我们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後裔，是真犹太人。(罗 4:11,2:29) 

 

4. 旧约的律法使人定罪 

 

    不像我拉著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旧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耶 31:31-32)，如今不再是被动地被主拉著手。新约是神发动的，是神

与人立的新约，只有主能全守律法，然而，祂没有定我们的罪。虽然，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约

3:18) 但是新约的圣徒得以因信称义，因为不再靠自己的力量来守律法了。｢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

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

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加 2:16) 

 

    尊贵地位与职份的使命之间要有一个平衡。罗马皇帝马可奥热流 (Marcus Aurelius) 有极强的治理

能力，集才智、能力、地位、权柄於一身，但是，他终身以事奉人民为己任。是一位贤明、刻苦、

有自制的君王。因为他视他的工作是尽心竭力事奉而不是站在尊贵的地位去享受。他五十九岁离

世，他几十年的劳苦被人纪念。但是他逼迫基督徒，人间的美名从永恒来看是粪土。反观耶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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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

堕落的亚当族类。他的名言，也是唯有祂能作到的，因此让人刻骨铭心、万古流芳、感恩不已: ｢正

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赎价。｣ (太 20: 28) 因此我们

要效法基督，正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要甘心作众人的仆人。(林前 9:19) 你甘心吗? 感谢主! 

 

三、神将律法放在人的心中 (来 8:10-13) 

 

8:10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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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8:11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必认识我。  

8:12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  

8:13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1.  新约的中保确保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

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来 8:10)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

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耶 31:33) 

 

    神如何藉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捨身，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呢? 是藉著祂用自己的生命与

我们所立的约。主耶稣是用祂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这约是救赎之约。(路 22:20) 我们能得到基督

宝血的救赎，是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死了，并且复活了，我们也当向罪死，向神活。｢他死是向罪死

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著。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

自己是活的。｣ (罗 6:10-11)  

 

    至於神如何将律法放在我们心中呢? 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前面所讲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

信他的都得著义。｣(罗 10:4) 信主后，基督在我们里面，因此，律法也在我们里面。有何證据呢? 我

们信主後，因著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心中愿意顺服律法。这新约大有能力，因为使

我们脱离了律法定罪的权势。｢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

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於我们的字据、把他撤

去、钉在十字架上．｣ (西 2:13-15) 因著基督宝血所立的约，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如此神藉著摩西宣

告祂与愿意遵守祂所立的约的子民的豫言在此就得以成就了。｢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

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出 19:5) 到了末了，神再度宣告祂最高

的旨意就是祂 要作我们的神，我们要作神的子民。｢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

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 21:3)  

 

2. 认识神的荣耀将充满全地 

 

｢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

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 (来 8:11-12) 

 

(1)   圣灵要教导我们认识主，明白一切的真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

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约 16:13) 

 

(2)  神藉旧约先知所说的必然应验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

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 3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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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勤读新旧约全书，才能明白耶稣所设的比喻中关乎新旧约中彼此的呼应与应验，救我们脱

离世界末了的审判。｢他说。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

来。｣ (太 13:52) 如此我们的信仰必会有根有基，能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得以开启，能明白各样的奥

祕，并可以帮助痛苦绝望中的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3)  新约的恩典取代旧约律法的捆绑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来 8:13) 

 

1) 基督就是恩上加恩的真理 

 

    我们不可徒受恩典，乃要宣扬神的恩典与真理，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约 1:17) 

 

2)  神的恩典藉著耶稣基督临到众人 

 

神将祂的爱子献在祭坛上，为我们作了挽回祭，使一切的审判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信主的

人是出死入生了，为此我们当讚美神，感谢主。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

来之人的豫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

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麽。｣ (罗 5:14-15) 

 

    耶 31:33-34 所提到的这个约不是旧约的一段日子，乃是从新约的时代，一直延续到永恒。这是主

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主是我们永远的福份，是我们的救赎主，成为我们的喜乐与

诗歌。让我们竭力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听见并愿意悔改的人都得著神的恩典，不再被定罪。因

为怜悯是向审判誇胜的，信的人蒙神的恩典，在爱子耶稣基督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德国东

部莱比锡的营会中，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主被传扬，十位慕道友到台前，

跪下认罪悔改，接受基督为救主，他们信主後都很喜乐。我们也与那些流泪撒种的一同欢呼收割。

谢谢众人的祷告，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结论 

 

我们因著信，领受了新约的职事，就当存感恩的心、忠心、竭力、爱神、爱人、持守全备的真

理、为主而活、广传福音、甘心事奉、顺服主、荣耀神、直到永远。我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

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後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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