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勝亞伯拉罕的耶穌

-

兒子

來 7:1-4
-





考下大家：在以色列人十二個支派中，摩西是什麼支派？所以亞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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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律法之下，規定祭司是必定是亞倫的後裔，即是利未支派



耶穌是什麼支派？祖先大衛，大衛是什麼支派？猶大



所以，耶穌不能成為祭司！

-

是麥基洗德似耶穌

-

所以麥基洗德是個 copy，從他這個 copy，我們預先看到彌賽
亞的特徵，當耶穌基督一來，我們就看到一個完美的祭司出

希伯來書要告訴大家，耶穌可以，而且更勝利未支派的祭司


何以見得？作者用麥基洗德來說明。



誰是麥基洗德？



希伯來書 5:8-11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現
-





原來是難明，是大家聽不進去的



希望以下的解釋，大家聽得進去

他們的關係，是麥基洗德是預表耶穌基督

麥基洗德是預表耶穌基督


麥基洗德的身份，是預示耶穌基督



illustration（相片 copy 比喻）



耶穌和麥基洗德誰之間的關係，就好像是正本同副本 copy，誰是
正本，誰是 copy？

而當我們明白麥基洗德的身份，亦會幫我們明白耶穌的身份

所以我們有必要認識一下這位麥基洗德，看聖經唯一一段記載他
的事蹟，創世記 14 章，他和亞伯拉罕見面

麥基洗德的地位比亞伯拉罕更高(創 14:17-20)

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不進去。



他（麥基洗德）頭一個名繙出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

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論到麥基洗德，我們



不會的，不會說爸爸像兒子，而是兒子像爸爸

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

什麼支派？



你會不會看到別人老爸和仔生得好似，便說：你真的好像你



創世記 14:17-20

亞伯蘭殺敗基大老瑪和與他同盟的王回來的時

候......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著餅和酒出來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為亞伯蘭祝福......亞伯蘭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來，給麥基洗德。


亞伯蘭是亞伯拉罕原有的名字，即是以色列人的先祖。



亞伯拉罕有個姪兒，名叫羅得。


羅得當時住在所多瑪城，因為所多瑪作反，有四個王來搶掠，將
城裏的人和財物都擄去。羅得也被俘虜。



亞伯拉罕聽見消息，做長輩的一定出來去營救。所以，就率領自
己的家丁去救個絰

麥基洗德是耶穌的 copy，何以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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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有四個王，要正面打，贏唔到，要出奇制勝，所以趁

亞伯拉罕將十分之一的戰利品給了麥基洗德

夜間偷襲這四個王，大勝，把羅得拯救出來，而且奪得大量
財物。


1. 麥基洗德為亞伯拉罕祝福

就在他勝利歸回的時候，耶路撒冷的王，麥基洗德好有待客之道，特



別出來迎接他，還帶著餅和酒去款待他們，慰勞他們

福：


麥基洗德是誰？


這個麥基洗德是什麼來歷，父母是誰，沒有人知道。



這個麥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誰是至高神？耶和華



他為什麼會認識至高神耶和華？沒有人知道



-

麥基洗德應該是迦南人，拜偶像！為何會認識耶和華呢？

-

神對外邦人也有啟示，如東方三博士，波斯人



他為亞伯蘭祝福，說：「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蘭！
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裡，是應當稱頌的！」

誰膏立他？他什麼時候開始做？他幾時死？
-

接著麥基洗德在第 19-20 節做了一個重要的舉動：為亞伯拉罕祝



來 7:7 從來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這是駁不倒的理。



他比亞伯拉罕地位更高



問：亞倫地位高，還是亞伯拉罕地位高？



-

亞倫地位高，還是他後人祭司高？

-

麥基洗德高，還是利未人祭司高？

所以麥基洗德的等次，是比利未人祭司還要高！

做到幾時都無人知，因此他的祭司任期是很長久的感覺

他的名字麥基洗德是什麼意思？
-

「麥基」是王的意思，「洗德」是公義正義的意思

-

他名字就是公義的王

2. 亞伯拉罕將十分一獻給麥基洗德


亞伯拉罕從他奪得的財物中，取出十分之一，給了麥基洗德



亞伯拉罕是個尊貴的人，不過，他竟然把十分之一，獻給麥基洗
德，顯示麥基洗德比亞伯拉罕有更尊貴的身份



他又是耶路撒冷的王





-

以前叫做撒冷，所以他又是撒冷王

-

撒冷是什麼意思？shalom，平安

-

所以他又是平安的王

4 你們想一想，先祖亞伯拉罕將自己所擄來上等之物取十分之
一給他，這人是何等尊貴呢！




所以他是公義王，又是平安王

麥基洗德有更尊貴的地位

所以，耶穌按麥基洗德的等次作為祭司，雖然他不是利未人，但祂反
而比一般祭司的地位還要高

這段記載當中，有兩件事特別重要：



－－－－－－－－－－－－－－－





這些就是今天經文的背景

他祝福阿伯拉罕：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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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讀今天的經文，相信大家都會比剛才更加明白它的意思



－－－－－－－－－－－－－－－－－－－－－－



1 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長遠為祭司的。
他當亞伯拉罕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就迎接他，給他祝福。



2 亞伯拉罕也將自己所得來的，取十分之一給他。他頭一個名繙出

1. 公義王


麥基洗德的名字，是仁義的王（麥基＝王，洗德＝公義），公義
王



但是，他是 copy，預表耶穌，耶穌才是原裝真正的公義王



耶穌是公義的神

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3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兒子
相似。



我們只讀了三節經文，如果想完整一點，我們應該讀十節，不過不想

-

耶穌是伸張正義的神，如果神不公義，我們就慘

-

我們為何還要做善事？做壞事神又未必會受懲罰

-

我塞點錢給耶穌咪得囉！我奉獻多點錢給他，賄賂下他，做
壞事咪不用受審判

花時間，所以只讀三節


如果我們讀全部，你會發現其實是有一個交錯法的結構（舉例）

 如果神不公義，惡人不被懲罰，無天理！

v.1 迎接

 但因為耶穌是公義王：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v.2 十分之一

詩篇 37:1-9 （大衛的詩。）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

？


因為他們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乾。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王的意思。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



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的兒子相似。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

v.4-9 十分之一
v.10 迎接


最重要的是哪個部分？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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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頭一個名繙出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

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

與耶穌有何相似？


因為麥基洗德是耶穌的 copy，準備耶穌的出現



所以，麥基洗德的身份地位，在耶穌身上，更清楚地顯示出來



我們來看麥基洗德的身分

-



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



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

聖誕節就到，我們記念神來到世上，成為肉身，耶穌好謙卑
地出生在馬糟，一生過貧窮卑微的生活

3

-

但是在將來，第二次來的時候，祂就不再是以貧窮謙卑的身
份來到，而是以王者的身分，一位公義的王，榮耀從天降臨，
要審判世上的人

-

死人也要復活，接受耶穌的審判。祂將會以公義，來審判世
界

-

2. 平安王


麥基洗德是撒冷的王。撒冷＝平安。



耶穌是原裝，最完美的平安之王，祂為世人帶來真正的平安



以賽亞書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
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你盼望這個日子來到嗎？我盼望，因為我信了耶穌，不用受

和平的君」。

審判。但這日對於未信的人，其實是好恐怖的。你能想像你

-



一生的事都被番出來，被神逐件對質



和平，原文也是平安的意思

神的公義，可以很可怕。不過，神給人一條出路



神有與眾不同的平安



約翰 14:27

其實，神的義，也有恩典憐憫的一面。怎可能？
-

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羅馬書 1:17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
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這份平安是如何得到？我們來看腓立比書 4:4-7

-

神的義怎樣彰顯出來？以福音。



腓立比書 4: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

這個福音，就是人因信就可以稱義，不是因為人做善事，而
是因為信靠祂

-

-



公義的神給我們一份大禮物－義

-

賽 61:10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靠神快樂。因他以

為何可以常常喜樂？

腓立比書 4:5 .......主已經近了
-

 你無義？唔緊要，神賜給你！

因為耶穌快要回來了，對於信主的人來說，這是值得高興的
日子



腓立比書 4:6-7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

拯救為衣給我穿上，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華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冠，又像新婦佩戴妝飾。

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

神將義好像一件外袍披在我們身上，讓我們得榮耀

-

-

公義王，不單按公義審判世界

-

祂也為我們留了一條出條，可以不用受上帝的審判，就是接

這位公義的王，不單止審判世界，也賜給你同我，公義的身分

上次講道：因為耶穌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能體恤我們的軟
弱，我們可以坦然無懼來到神的施恩座前，得隨時的幫助

-

我們可以藉著祈求得幫助，將我們的需要，我們的渴求告訴
神

受祂的救恩，因信，可以稱義。因信，神就宣判我們無罪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

-

神會賜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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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根基
-

-

沒有人知道他從那裡來。

不用怕審判


神的救恩，使神人和好

不用為明天憂慮


約翰 7:27 然而，我們知道這個人從那裡來；只是基督來的時候，

神是愛，神的看顧



咦！說得無錯，我們都知道耶穌的來歷。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耶穌的出生是個奧秘，因為祂是聖靈感孕而生



馬太 1: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
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

不用為惡人不平




耶穌的出生是一個神蹟。我們無法理解，有很多人當笑話

神為人伸冤
-

3. 神秘的來歷

但神是創造萬物的神，是創造生命的神。祂能創造亞當，自
然能使童女懷孕生子



聖經沒有訴我們，麥基洗德的來歷。是神秘的一個人



而猶太人知道麥基洗德是預表彌賽亞，詩篇有講到的。所以猶太



耶穌的根源也是神秘的，先存性
-

彌迦書 5:2

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

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

人認為彌賽亞的來歷是很神秘的，無人知他點來

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彌賽亞詩
-

詩篇 110:1-4

-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

約翰 1:1-3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

與神同在。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

你仇敵作你的腳凳......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你是

藉著他造的。

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



總結

大衛寫的詩。我主＝彌賽亞，神是起誓立彌賽亞作祭司

因此，耶穌在自己家鄉傳道時，被人蔑視，因為大家都知道祂的



來歷，祂是約瑟的兒子，是馬利亞的兒子


馬太 13:54-57 來到自己的家鄉，在會堂裡教訓人，甚至他們都

比亞伯拉罕更尊貴，是更美更高的祭司


希奇，說：「這人從那裡有這等智慧和異能呢？這不是木匠的兒
子嗎？他母親不是叫馬利亞嗎？他弟兄們不是叫雅各、約西、西

雖然耶穌不是利未支派，他是像麥基洗德一樣的等次作祭司，而且是

聖誕節就到了，我們在這個月來思想：這位從亙古就有的神，這位創
造萬物的神，竟然來到世間，認同我們，過比我們條件差很多的生活



這份愛，太大



神既然這樣愛我們，值得我們信賴



盼望我們都有這份信心，相信神看顧我們，讓我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門、猶大嗎？他妹妹們不是都在我們這裡嗎？這人從那裡有這一
切的事呢？」他們就厭棄他。


群眾在討論耶穌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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