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希伯來書第八章第10節到第九章第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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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is is the covenant that I will make with the house of 
Israel after those days, saith the Lord; I will put my laws 
into their mind, and write them in their hearts: and I will 
be to them a God, and they shall be to me a people: put: Gr.
give in: or, upon
八:11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
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And they shall not teach every man his neighbour, and every 
man his brother, saying, Know the Lord: for all shall know 
me, from the least to the greatest.
八:12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
For I will be merciful to their unrighteousness, and their 
sins and their iniquities will I remember no more.
八:13 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
了。
In that he saith, A new covenant , he hath made the first 
old. Now that which decayeth and waxeth old is ready to 
vanish away.
九:1 原來前約有禮拜的條例和屬世界的聖幕。
Then verily the first covenant had also ordinances of divine
service, and a worldly sanctuary. ordinances: or, ceremonies
九:2 因為有預備的帳幕，頭一層叫作聖所，裡面有燈臺、桌子，和
陳設餅。
For there was a tabernacle made; the first, wherein was the 
candlestick, and the table, and the shewbread; which is 
called the sanctuary. the sanctuary: or, holy
九:3 第二幔子後又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
And after the second veil, the tabernacle which is called 
the Holiest of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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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had the golden censer, and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verlaid round about with gold, wherein was the golden pot 
that had manna, and Aaron's rod that budded, and the tables 
of the covenant;
九:5 櫃上面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罩著施恩（施恩：原文是蔽罪）座。
這幾件我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And over it the cherubims of glory shadowing the mercyseat; 
of which we cannot now speak particularly.
九:6 這些物件既如此預備齊了，眾祭司就常進頭一層帳幕，行拜　
神的禮。
Now when these things were thus ordained, the priests went 
always into the first tabernacle, accomplishing the service 
of God .
九:7 至於第二層帳幕，惟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獨自進去，沒有不帶著
血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
But into the second went the high priest alone once every 
year, not without blood, which he offered for himself, and 
for the errors of the people:
九:8 聖靈用此指明，頭一層帳幕仍存的時候，進入至聖所的路還未
顯明。
The Holy Ghost this signifying, that the way into the 
holiest of all was not yet made manifest, while as the first
tabernacle was yet standing:
九:9 那頭一層帳幕作現今的一個表樣，所獻的禮物和祭物，就著良
心說，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
Which was a figure for the time then present, in which were 
offered both gifts and sacrifices, that could not make him 
that did the service perfect, as pertaining to the 
conscience;
九:10 這些事，連那飲食和諸般洗濯的規矩，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
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
Which stood only in meats and drinks, and divers washings, 
and carnal ordinances, imposed on them until the time of 
reformation. ordinances: or, rites, or, ceremonies

耶利米書卅一章
:31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32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
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33 耶和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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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
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
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出廿五:8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9製造帳幕和
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40要謹慎做這些物件，
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出卅九:32帳幕，就是會幕，一切的
工就這樣做完了。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樣做了。

盛嗎哪的金罐，出十六:33摩西對亞倫說：「你拿一個罐子，盛一滿
俄梅珥嗎哪，存在耶和華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
亞倫發過芽的杖，民十七:10耶和華吩咐摩西說：「把亞倫的杖還放
在法櫃前...。」；
兩塊約版，申十:1「那時，耶和華吩咐我說：『你要鑿出兩塊石
版，...又要做一木櫃。:2...其上的字我要寫在這版上；你要將這版
放在櫃中』」；
櫃上面有榮耀機璂璐柏的影罩著施恩（施恩：原文是蔽罪）座，出廿
五:17要用精金做施恩座（施恩：或譯蔽罪；下同），長二肘半，寬
一肘半。:18要用金子錘出兩個璂璐柏來，安在施恩座的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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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