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希伯來書第七章第20-28節

七:20 再者，耶穌為祭司，並不是不起誓立的。
And inasmuch as not without an oath he was made priest :
七:21 至於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穌是起誓立的；因為
那立他的對他說：「主起了誓，決不後悔，你是永遠為祭司。」
(For those priests were made without an oath; but this with 
an oath by him that said unto him, The Lord sware and will 
not repent, Thou art a priest for ever after the order of 
Melchisedec:) without...: or, without swearing of an oath
七: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By so much was Jesus made a surety of a better testament.
七:23 那些成為祭司的，數目本來多，是因為有死阻隔，不能長久。
And they truly were many priests, because they were not 
suffered to continue by reason of death:
七:24 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
But this man , because he continueth ever, hath an 
unchangeable priesthood. an...: or, which passeth not from 
one to another
七:25 凡靠著他進到　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
活著，替他們祈求。
Wherefore he is able also to save them to the uttermost that
come unto God by him, seeing he ever liveth to make 
intercession for them. to the...: or, evermore
七:26 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
原是與我們合宜的。
For such an high priest became us, who is holy, harmless, 
undefiled, separate from sinners, and made higher than the 
heavens;
七: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
祭；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
Who needeth not daily, as those high priests, to offer up 
sacrifice, first for his own sins, and then for the 
people's: for this he did once, when he offered up himself.
七:28 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是立
兒子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遠的。



For the law maketh men high priests which have infirmity; 
but the word of the oath, which was since the law, maketh 
the Son, who is consecrated for evermore. consecrated: Gr. 
perfected

「麥基洗德」新舊約聖經中總共 13 筆資料， 新約聖經中總
共 10 筆資料都在希伯來書中
創十四:18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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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十四:20 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裡，是應當稱頌的！」亞伯蘭就
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來，給麥基洗德。
詩一百一十篇:4 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
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來五:6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
司。」
來五:10 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
來五:11 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
不進去。
來六:20 作先鋒的耶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
就為我們進入幔內。
來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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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七:6 獨有麥基洗德，不與他們同譜，倒收納亞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為那蒙應許的亞伯拉罕祝福。
來七:10 因為麥基洗德迎接亞伯拉罕的時候，利未已經在他先祖的身
（原文是腰）中。
來七:11 從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職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藉這職任能得
完全，又何用另外興起一位祭司，照麥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亞倫的等
次呢？
來七:15 倘若照麥基洗德的樣式，另外興起一位祭司來，我的話更是
顯而易見的了。
來七:17 因為有給他作見證的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
祭司。」

約 (G1242)διαθήκη 30處 16-29
七: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八: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
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八:8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或譯：所以主指前約的缺欠說）：日
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八:9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
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八:10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
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
們要作我的子民。
九:4 有金香爐（爐：或譯壇），有包金的約櫃，櫃裡有盛嗎哪的金
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版；
九:15 為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
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九:16 凡有遺命必須等到留遺命（遺命：原文與約字同）的人死了；
九:17 因為人死了，遺命才有效力，若留遺命的尚在，那遺命還有用
處嗎？
九:20 「這血就是　神與你們立約的憑據。」
十:16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
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又要放在他們的裡面。
十:29 何況人踐踏　神的兒子，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又
褻慢施恩的聖靈，你們想，他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
十二: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
所說的更美。
十三:20 但願賜平安的　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神，

更美(G2909)
來七:19 （律法原來一無所成）就引進了更美的指望；靠這指望，我
們便可以進到神面前。
來七: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來八: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
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來九:23 照著天上樣式做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
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來十:34 因為你們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
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



來十一: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
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
仍舊說話。
來十一: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
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來十一:35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
得釋放（原文是贖），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
來十一:40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
就不能完全。
來十二: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
的血所說的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