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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希伯來人書》與新約的其他書信有些
不同：沒有致候辭，未載誰是發信人，誰是
收信人。關於收信人，從歷來的口傳和本書

的標題（標題雖非出於原著，但已很古，大
約始於二世紀），得知是希伯來人，具體

地說，即歸化的猶太人所組成的教會。他們
從開始即遭受迫害（10:32-34），其導師和領
袖–耶京的主教次雅各伯宗徒，於62年為主

殉道而死。 



這些信友實在需要鼓勵與勸慰，因為他們當

時正處於背信的危險中（10:25），一方面他

們為聖殿內輝煌的敬禮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們

又為了信仰遭受著同胞的迫害（10:32-39）。

本書作者得知該教會處於這樣危險的環境中，

為慰問鼓勵他們，遂寫了本書信。 



本書目的，是勸勉鼓勵猶太信友，要他們堅

持信德；並說明新約遠超過舊約，人不可再

眷戀舊約的敬禮，因為基督親自作了大司祭

和犧牲，遠超過任何司祭和祭品。 



有關本書作者問題，學者意見不一。從前多人

以為是保祿所作，近代則對這推斷抱有很大

保留。天主教會為避免妄斷，把這文學問題交

予學者討論，甚至在禮儀讀經中刪除「聖保祿

宗徒」一語，只說：「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彌撒聖經選讀總論》1981年，#122, 5） 



主題預告 承接語 

 
三 

 
5:9-10 
• 達至完成（成全）teleiotheis 
• 救恩的根源 aitios soterias 
• 按默基瑟德品位的大司祭 archiereus   
  kata ten taxin Melchisedek  

 
 
 

 
 
 7:1-28 

 8:1-9:28 

 10:1-18  

現按范諾阿（Albert Vanhoye, SJ）的分析，
選讀全書中心部分第七至十章：基督大司祭
職及祭獻。本段的主題預告和承接語關係
如下： 



「祂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

難，學習了服從，且在達到完成之

後，為一切服從祂的人，成了永遠救

恩的根源，遂蒙天主宣稱為按照默基瑟

德品位的大司祭。」（5:8-10） 



作者再以三段解釋基督 

(1)如何達到完成（8:1-9:28） 

(2)怎樣成了救恩的根源（10:1-18） 

(3)何謂按默基瑟德品位的大司祭 

   （7:1-28） 



本段的內容大綱如下： 
 
III. 基督卓越的司祭職和祭獻（5:11-10:39） 

【勸諭】留心聽教堅固望德 5:11-6:20 

【闡釋】按默基瑟德的品位 7:1-28 

【闡釋】自我奉獻達至成全 8:1-9:28 

【闡釋】永遠救恩的大司祭 10:1-18 

【勸諭】信望愛三德的生活 10:19-39 



本書目的，是勸勉鼓勵猶太信友，要他們堅

持信德；並說明新約遠超過舊約，人不可再

眷戀舊約的敬禮，因為基督自為大司祭和

犧牲，遠超過任何司祭和祭品。 



本書目的，是勸勉鼓勵猶太信友，要他們堅

持信德；並說明新約遠超過舊約，人不可再

眷戀舊約的敬禮，因為基督自為大司祭和

犧牲，遠超過任何司祭和祭品。 



舊約的聖殿敬禮和司祭職 

司祭 

大司祭 



新約時代耶路撒冷及聖殿平面圖 



聖
殿
重
構
圖 



1. 聖殿正門 Façade 
2. 門廊 Vestibule 
3. 聖所 Sanctuary 
4. 至聖所 Holy of Holies 
5. 全燔祭壇 Sacrificial Altar 
6. 以色列庭院 Court of the Israelites 
7. 尼加諾爾門 Nicanor Gate 
8. 婦女庭院 Court of the Women 

耶路撒冷聖殿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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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內的聖所Sanctuary情況 

更換十二塊供餅 

修剪七叉燈台Menorah的燈芯及添油 

帳幔後面是至聖所 
Holy of Holies 聖所內的供餅桌及供餅 Shewbread 



大司祭在聖所內的金乳香壇獻香 混合乳香和香料 

盛乳香的香船 



約櫃 Ark of Covenant 構想圖 



贖罪節儀式 
Yom Kippur 



米市納贖罪節篇（Mishnah – yoma 1:1-2） 

1.1 贖罪節前七天，人們把大司祭由家中隔離，安
置在石室內，更為他選定臨時代理，一旦他遭到什
麼不測而未能履行職務，便有人代行職務。經師猶
達（R. Judah）說：「人們更為他選定一位妻子，
以防他的妻子會突然過世。因為經上規定：『他先
要替自己和家人贖罪』（肋16:6）；所謂家人即他
的妻子。」人們卻說：「這樣一來，便永無終
結！」 

1.2 七天之久，他要奠血、焚香、剪燈和獻牲首及
後腿；但其他的日子上，他可隨意作奉獻，因為大
司祭有優先奉獻和抽取部分牲肉的權利。 



1.3 人們選出一些議會的長老，為大司祭讀出當日
應行的儀式。他們對他說：「我主大司祭，請親
自唸一遍今天當行之禮，以免忘記或未有所
聞。」贖罪節前夕，他們領他到聖殿東門去，查
察用作犧牲的牛羊，讓他有所知識，並熟習節日
要舉行的禮儀。 

1.4 七天之久，人們讓他隨意吃喝，但贖罪節前夕
黃昏時，他們便不讓他吃得太飽，因為飽餐令人
昏昏欲睡。 



1.5 議會的長老把他交給司祭長，他們把他領到
阿布提納（Abtinas）的樓房，離開前殷切懇求
他說：「我主大司祭，我們受議會所委託，而
你則受我們和議會所委託。我們因那位令自己
的聖名居於這殿宇的上主殷切請求你，切勿更
改我們對你說的一切。」他遂轉面哭泣，他們
也轉面哭泣。 

1.6 他若是一位學者，就親自講解聖經，否則一
位學者的弟子就為他講解。他若精通讀經，就
親自朗讀，否則他們就為他朗讀。要給他讀些
什麼呢？要選讀約伯傳、厄斯德拉書和編年
紀。匝加利亞（Zechariah ben Kabutal）說：
「我有時會為他選讀達尼爾書。」 



1.7 他如果昏昏欲睡，一位見習司祭就會用手指
在他面前打個榧子，說：「我主大司祭，請起
來，走在冰冷的地板上，袪除睡意。」他們這
樣逗他直至臨近宰牲的時候。 

1.8 每日雞啼時分左右，他們慣常清理祭壇上的
灰燼，但在贖罪節那天，卻在半夜清理祭壇；
在朝聖節日則於第一更時分清理。雞啼破曉
前，聖殿庭院早已擠滿了參禮的以色列人。 



大司祭按手公牛頭上
承認自己和家人的罪 

雅威（Yahweh יהוה），我向你懇切祈求；我與我的家人
都犯了罪、背叛和得罪了你。雅威，我懇求你，寬赦我
和我家人的罪過、惡行和過犯。正如你的僕人梅瑟在法
律書上寫的：在這一天，你們應為自己贖罪，使自己潔
淨，應除去自己的種種過犯，在雅威面前再成為潔淨
的。（肋16:30） 

願他王國光榮的聖名永受讚美！   



大司祭抽籤選定歸於上主及歸於
阿匝則耳的山羊（＝代罪羊） 

「為上主」 （ladonai ליהוה） 

「為阿匝則耳」（laazazel לעזאזל） 

選定山羊的籤和籤盒 



大司祭按手公牛頭上
承認眾司祭的罪 

雅威，我向你懇切祈求；我與我的家人，以及你的神聖子民－
亞郎的子孫，都犯了罪、背叛和得罪了你。雅威，我懇求你，
寬赦我和我家人，以及你的神聖子民－亞郎的子孫的罪過、惡
行和過犯。正如你的僕人梅瑟在法律書上寫的：在這一天，你
們應為自己贖罪，使自己潔淨，應除去自己的種種過犯，在雅
威面前再成為潔淨的。（肋16:30） 

願他王國光榮的聖名永受讚美！   



大司祭先拿著公牛犢的血，帶著火炭和乳香，進入
聖所，並在至聖所內獻香及行贖罪禮；然後拿著公
山羊的血，舉行同樣的禮節。 



大司祭分別用公牛犢和公山
羊的血為至聖所帳幔取潔 

大司祭把牛和羊血混合為
至聖所外的金乳香壇取潔 



聖所內的贖罪禮完成後，大
司祭出到庭院中，按手在
「為阿匝則耳」的公山羊頭
上，承認全體以色列民的罪。 

雅威，我懇求你，寬赦
以色列子民全家的罪
過、惡行和過犯。正如
你的僕人梅瑟在法律書
上寫的：在這一天，你
們應為自己贖罪，使自
己潔淨，應除去自己的
種種過犯，在雅威面前
再成為潔淨的。 

願他王國光榮的聖名永
受讚美！   



「然後他命派定的人將這隻山羊
送到曠野。這羊負著他們的種種
罪惡到了荒野地方，那人應在曠
野 裏 釋 放 這 隻 羊 」 （ 肋
16:21-22）。沿途共設有十個
站，每站有人駐守，當牽羊的人
走過時，站崗者便引導他走往下
一站，這樣確保代罪羊被送到峭
壁去。到達峭壁後，牽羊者把纏
在山羊角上的朱紅綿繩除下，一
分為二，一條再纏在山羊角上，
另一條則繫於峭壁的一塊石頭
上。然後，在那裡等待直至石頭
上的朱紅綿繩變成白色，確保贖
罪禮已完成。他遂把山羊倒後的
推下峭壁。 

送代罪羊至曠野 



站崗的人用峰火方式，把
山羊被推下峭壁的消息傳

回耶路撒冷，大司祭一獲

悉此事，便繼續贖罪節的

儀式。他走到婦女庭院，

在會眾前大聲誦讀《肋未
紀》十六章的記載。整日

的禮儀便告完成，司祭吹

號宣布禮儀結束。 

司祭吹號宣布禮成 



Stanislaus Lee  30-5-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