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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希伯来书第二章 

 

破冰 

祷告 

读经：2:1-18  

 

观察与解释： 

 

一）劝诫：耶稣宣告更大救恩信息（ 2:1-4 ）  

  

     本书第一段的警告，希伯来书的作者思考到犹太因历史上的悖逆所受的惩罚，

联想更不可无视于藉基督所传达的「更完全的真理」。如果较卑微的天使所传的律

法是有效的，上帝既惩罚了悖逆者，那么神子所传上帝多方见证的救恩，岂不更值

得看重并紧紧把握吗？ 

    

1. “所听见的道理”是指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对基督所传的道理更加郑重，格外不

可忽略？ 2:1         

“所听见的道理”指神子所给我们直接或间接的晓谕(1:2)，包括祂藉圣经和传道人

向我们说的话，主要是指救恩的道理(v3)，包括对三一神位格和基督救赎工作的正

确认识。因为基督远比天使高超 ，    “恐怕”，即免得“随流失去”走错路。而这

裡所形容的是某些基督徒有如一条船因为锚没有抓紧海底而被潮流冲走。             

 

2.“随流失去”所失去的指什么？ 

漂离，从旁漂过，滑过，滑跌，漏掉。意指失去最高的道，不知不觉地被漂离正确

的方向，或滑过而达不到目的地，或漏掉所已经得着的。 

 

3. 藉天使传的话是什么？神如何处治干犯悖逆的人？2:2    

（旧约）是确定的“藉天使所传”：即是“律法”。上帝藉天使传律法这一观念到

了新约已经成为人所熟悉的观念，司提反（徒 7:53 ）和保罗（ 加 3:19 ）都有提

及。 

真理的教导，是要听见的人明白而遵行的；信徒对神所启示的心意，凡是不顺服遵

行的，就是悖逆，等同干犯。基督徒在属灵的事上，绝对没有中立的可能；袖手旁

观的人，在消极方面没有达到神的要求。 

 

4. 为什么说“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 v3-4 讲到有哪三重见证？  

 “这么大的救恩”是说救恩的丰盛伟大，不单救恩的内容和性质伟大，更是指救恩

的起源和执行者之伟大，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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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源自神自己的旨意； 

 (2)基督所完成并亲自传讲； 

 (3)圣灵的证实，三一神均有分于这个救恩，所以是『这么大的救恩』。 

v3-4 讲到有三重见证： 

 (1)这救恩一开始是比天使大的基督亲自传达的。 

 (2)我们所听见的救恩是由亲耳听见的第一手证人所传达的； 

 (3)上帝用神蹟、奇事和各样的异能以及圣灵的恩赐一起作见证。 

无法逃罪： 

人的危险是在于“忽略”了它，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不相称(参弗四 1)。 

 救恩是神的施与，忽略救恩就是不尊重施恩的神。主所要赏赐给信祂之人的救

恩，是『这么大的救恩』，终我们一生之久，也不能享受竭尽。 

我们所蒙受的恩典越大，所负的责任也越大；我们不可徒受祂的恩典(林后六 1)。 

罪对人来说是一种捆绑，叫人过无自由的生涯；人若忽略救恩，就不能逃罪，就难

免被罪捆绑； 

对于圣经上的话，我们应当按正意分解(提后二 15)，不可曲解；对于传道人或别人

的讲论，我们不要藐视，但宜慎思明辨(帖前五 20~22；林前十四 29；徒十七 11)。 

 

5. 你如何理解“神迹奇事”、“圣灵恩赐”？v4 

“神迹”表记，记号，异兆；“奇事”神奇的事；“异能”能力，权，力量；“恩

赐”分赐，原文是“分配”。“圣灵的恩赐”：可能是“圣灵所分配的恩赐”。

“所分配的圣灵” 可能是指圣灵所赏赐下来的「属灵恩赐」。 

「按自己的旨意」： 上帝自己用异能、奇事....。又按照自己的旨意，把圣灵的恩

赐分给我们。」 

 

二）基督在权柄上超越天使   2:5-9 

 

6. “将来的世界”是指什么？现今的世界在谁手里？v5-8 

上帝并没要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掌管，却在圣经中说到要让“人”管理世界。 

v5，“将来的世界”指的是“新天新地”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从这句

话可见，此处所说的“世界”不是指现今显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因为现今的世界原

是交付给天使长掌管的(参路四 5~6)，撒但(原为天使长)至今仍旧窃占这个世界(参

约十二 31；约壹五 19)。 

但那『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叫它服于天使(原文直译)，而将服于比天使微小一

点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因信蒙受这么大的救恩的人，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提后

二 12；启廿二 5)。 

 

7. v6-7 这“人”是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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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人算甚麽....”：引自 诗 8:4-6 。  

“世人”：原文直译是「人子」，亦即是表达”人”的意思。但是在此应该是指着 

2:9 的基督,因为这裡作者关心的应该是基督与天使的比较，而非人未来的命运，详

细讨论请参阅（冯荫坤希伯来书注释卷上 p129-133）。 

v7,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译：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 

比”天使”微小一点：希伯来文圣经的原文直译是”仅仅低于神”，意即”仅仅低

于上帝自己”，但是这”神”（天使）字另外有一个罕见的意思是”神明”或”天

使”。而七十士译本就採取这种翻译法， 翻译为“比天使微小一点”意思也在

于， 天使是现今还是世界的管理者。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本句是形容人子将来所要达致的光景。“并将你手所造的

都派他管理”对应 作者接下去所引用的“万物都服在他脚下” “宇宙万物”。 

  

8. v8“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是什么意思？ 

我们眼前的世界，“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并不是说基督现在无法使万物服他，这

种情形是暂时性的，如“暂时比天使小”一样。 

我们虽然还看不见基督掌王权，让万物都服他。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预言中神所应许

的，已经实现的神的作为，我们若运用信心的眼睛，就能从远处望见，且欢喜奔跑

前程(来十一 13)。预言的最后一部份：“万物都服基督”终究会实现。 

 

9. 耶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对他是神子的尊荣有无影响？何故？v7v9 

不是因为耶稣本来的身份不够高超，而是因为他要与人类认同，以及救赎职务上的

必须。而且因为基督也经历过真实的人性与人世间的试探，所以更能帮助那些  在

试探之中的人。作者告诉读者一个是眼见，一个是盼望。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万物都

服从基督，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基督成为比天使小的人，因为受死而得了荣耀尊贵为

冠冕。  v7-9   

 

“比天使小一点”：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暂时比天使小”， 翻译成“暂时”可能

更适合。 作者不是要详细表明基督成为肉身时怎样比天使小，而是耶稣实质的降

卑自己成为人。表明耶稣“道成肉身”的事实。 我们就应该避开太过于一一对应

的牛角尖问题，而抓住作者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基督不是单单高超而已，他还愿意放下他远超过天使的地位 ，而道成肉身经历死

亡，目标是为了与我们认同，替代我们的死，这才是福音真正引人侧目的地方。基

督不但是个高贵的君王，而且是一个降卑替死的救主。 

 

三）基督受苦完成救赎的工作  2:10-18  

 

10. 第 10 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是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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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要领许多儿子们进荣耀裡，而让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是合宜的。2:10   

“原来”：原文是因为。 

“为万物所属”：意即“万物因他而有”。这指出上帝是万物被造与存在的原因，

也是万物的目标和归向。 

“为万物所本”：是指万物是藉他而造，意即上帝是“万物的根源”。万物都是为

着神而造的(启四 11)，所以宇宙万物都属于祂；万物也都本于祂(罗十一 36；林前

八 6)，祂是万物的起源。 

 

11. 称救主为“元帅”是什么意思？v10 

『救他们的元帅』指救恩的创始者(参来十二 2)和开拓者(参来六 20)耶稣基督。祂

不仅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祂也要领导我们完满达成救恩的终极目标。 

可以解释成“基督是基督徒救恩的来源和创始者”。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裡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为要带领

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裡去，使救他们的元帅藉着受苦而得到完全，“使耶稣经历苦

难，成为完全，为要使许多儿子一起享受他的荣耀”。 

主耶稣作我们救恩的元帅，祂所要带领我们走的道路，祂自己先走过，所以祂清楚

在这条路上将会遭遇的情况，也为我们作好万全的准备，我们只管跟随祂的脚踪

行，必定会达到目的地。 

祂既是元帅，祂必负我们完全的责任，解决跟随祂的人一切的困难，又供给我们一

切的需要。但我们必须在信心里完全顺服元帅的命令，又要时常借着祷告支取祂的

供应。 

 

12. 为什么他要“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是“合宜的”？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 

 上帝为要使许多基督徒进入荣耀，就让基督徒救恩的来源和创始者耶稣透过受苦

的过程而成为完全适合从事救恩的来源和创始者的工作，这样的安排是非常适当

的。因为祂是“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我们不但是为着祂而存在，并且

也靠着祂才能存在；我们的所是与所有，都应当为着祂并靠着祂。 

『本是合宜的』指祂有了如此的经历，就适合作我们救恩的元帅，带领我们进荣耀

里去。主耶稣承担了信徒的罪，为救我们脱离死亡，他为着成为神众儿女们救恩的

元帅，领他们进入荣耀里去，祂自己必须先受苦难才得以完全；我们这些跟从祂的

人，要进入神的国，也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徒十四 22)。 

 

v11“使人成圣”的指耶稣，“得以成圣”的指基督徒，“都是出于一”。因为基督

和基督徒都是来自上帝，所以基督称他们为弟兄。圣经说明基督在三方面认同基督

徒  

 (1)他称基督徒为弟兄。 

 (2)与基督徒一同称颂上帝，对上帝採取信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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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基督和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 

v12「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引自 诗 22:22 。 

“我要倚赖他‘： 表明圣子也信靠圣父，为众儿女做的榜样。 

 “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引自赛 8:18 。 

  

13.  祂为什么要“亲自成了血肉之体”？2:14-15               

祂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 

基督若非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祂就不能经历死，也就不能成就救赎的事工，所以祂

穿上了人肉身的形状乃是必要的。 

祂要藉着死里复活败坏掌握死权的魔鬼，并释放基督徒 。 

“败坏那掌死权的”：绝对掌握生死之权的是上帝（雅 4:12  路 12:5 ）。而这裡的

意思应该是或说魔鬼有引诱人犯罪以至于死的力量。『掌死权』指掌管死亡的黑暗

权势，又称为『阴间的权势(或门)』(参太十六 18)；『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

鬼』指祂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伤了魔鬼的头(参创三 15；约壹三 8)，夺回死亡和阴

间的钥匙(启一 18)，最后死亡和阴间因不再有用处，而将与魔鬼一同被扔在火湖里

(启二十 10，14)。 

 

14. 基督徒与世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有什么区别？ 

v15“一生因怕死而为奴僕的人” ，：指人害怕肉身死亡，因而受魔鬼引诱、控

告、恐吓而犯罪，被魔鬼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为魔鬼的奴隶。结果还是无法避免肉

身的死亡，或者说人成为撒但的奴隶而犯罪，更是加强肉身死亡的合理性。 

 

15. 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恩赐给谁？ 

 v16 十字架的救恩与天使无关，没有犯罪的善天使不需救赎，犯罪堕落的天使撒

旦，故意弃绝背叛神，且死不悔改，是已经定刑得不着赦免的(参彼后 2:4、约

8:44、约一 3:8、雅 2:19、启 12:12…)。 

基督不救拔天使，而是救人，所以基督要成为人，好成为祭司献上挽回祭。而他自

己经历过被试探受苦的滋味而得胜，就能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  2:16-18   

“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耶稣的宝血“所有的基督徒”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

一同承受上帝应许的。 

 

16. 试按 v17-18， 例举五点事实证明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v17 “在神的事上”： 指人与上帝的关係中所涉及的一切事情。  “慈悲”仁慈、有

恩典，对人的体恤。“忠信”：对神忠心。“大祭司”的职责是作神与人之间的中

保(参来七 22；八 6)。“献上挽回祭”： 应该译为“赎罪”。 

v18「试探」：这裡翻译成「试探」比较好。因为逃避上帝命定的受苦和下文为了

逃避受苦而放弃信仰，都应该不是来自上帝的「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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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这是指主耶稣在肉身里曾经受过魔鬼的试探，尝过因

受试探而有的苦难。 

 

四）小结: 

 

17.  通过学习这章经文，说说基督救赎工作的过去、现在、未来是怎样？ 

 一、过去 

  1.降卑自己――暂时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9 节) 

  2.道成肉身――祂亲自成了血肉之体(14 节) 

  3.祂凡事与祂的弟兄相同(17 节) 

  4.祂被试探而受苦(18 节) 

  5.祂因受苦难得以完全(10 节) 

  6.祂受死的苦，为人人尝了死味(9 节) 

  7.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14 节) 

 二、现在 

  1.祂现在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9 节) 

  2.借着祂十字架的受死，使信祂的人得以成圣(11 节) 

  3.祂使圣父、圣子和信徒之间产生了生命的关系(11~13 节) 

  4.祂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15 节) 

  5.祂在天上作大祭司，为我们信徒除罪(16~17 节) 

  6.祂并且搭救被试探的人(18 节) 

 三、未来 

  1.将来的世界要交给我们信徒与基督一同管辖(5 节) 

  2.信主的人要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7 节上) 

  3.管理神所造的，万物都服在信的人脚下(7~8 节) 

  4.基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10 节) 

  5.众信徒要在天上永远颂扬神(11~13 节) 

  6.基督至终要毁灭魔鬼(14 节) 

 

 

五）思考： 

 

我们要怎样学习基督榜样，才能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符？ 

 

六）参考资料： 

 

《信望爱》查经资料：http://a2z.fhl.net/gb/php/pcom.php?book=3&engs=1+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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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资料大全》http://www.ccbiblestudy.org/index-T.htm 

《新约书信详解》陈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