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查经材料】

希伯来书 04–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
2021 年三月 05 - 06 日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段 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
面、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
项祷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 认领的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
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的单位，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主日崇拜：网络直播进行
周三祷告会：
周二 、周五
琴与炉：
装备密集课程：认识圣灵，主日早
（ ）
日光节约： 起，将时间往前调一个小时
牵手情深工作坊
，
（ ）
新来宾
请于聚会
于聚会前确认来宾
前确认来宾名字。
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请特别为新冠肺炎的疫情
别为新冠肺炎的疫情祷
新冠肺炎的疫情祷告：求神施恩怜悯，制止病毒持续的扩散
和变异；保守医护人员能免除病毒的感染；医治所有已遭感染者，使
他们能快快的恢复健康；疫苗的生产、运送、及接种顺畅进行。并求
神赐智慧给各地首长能逐步的解封，好让生活的各种机能也逐步的
恢复；也保守美国人民共体时艰、合一度过难关。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并应用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回应主日信息—
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分享你过去一周所思想的是什么？有什么是你需要加强或实践。（请
尽量保持在 分钟之内）
本周主题：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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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作者阐明了耶稣基督远远的超越天使及警告当时的信
徒不可忽略救恩真理，并教导他们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成为大
祭司，把自己献上，尝到世上最残酷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
成了挽回祭。耶稣基督和摩西同是受神差遣的使者，完成神所托的
使命，摩西因而得荣耀，那么，为什么作者说耶稣基督配得更大的
荣耀呢？

一、 耶稣基督和摩西同为神忠心的使者（1-2）：（请先读 V. 1-1-2
再读下文）
圣徒要注目耶稣（1）：讲完耶稣基督忍受试探为神的百
）：
A.

姓献上挽回祭和勉励信徒要倚靠耶稣胜过试探后，作者称
读者为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们，因为他们信耶稣而成为在神
的家里的弟兄：耶稣是神，祂原本是在天上，为了要救赎
世人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三天
后复活，后来升天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所以，信耶稣得救
就是领受神从天上来的呼召，因着信耶稣罪就得赦免成为
圣洁，也都进入神的家，在神的家里成为弟兄姊妹。因
此，作者称读者为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既然，信徒都是领
受神从天上来的呼召，就应当将眼目放在耶稣身上，祂是
受神差遣的使者，来到世上成为大祭司为我们献上挽回
祭，使我们成为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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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希伯来书 3：1 - 6
背诵经文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
尊荣。
（来 3：3）

：

B.

2

耶稣基督与摩西同为忠心的使者（ ） ：作者深知摩西在
希伯来人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摩西是何等的尽忠于神的
家，所以，在阐明耶稣尽忠于神的家的时候，他用摩西来
论述耶稣，让希伯来人心里能舒坦的去领受：

1. 忠心完成神的托付：神爱世人，祂差遣耶稣到世上来
忠心完成神的托付：
救赎世人脱离罪的辖制。耶稣付上代价，牺牲自己，受
到残酷的十字架的死刑，完成了赎罪祭，使世人可以因
信祂而得赦免，不再受罪的辖制；神看见以色列人在埃
及受苦，听到他们的哀声，祂差遣摩西拯救以色列人，
摩西到法老王那里，请他放了以色列人去敬拜神，一次
次都被心里刚硬的法老王拒绝，摩西却没有退缩，这样
来回共有十次，直到神差派灭命的使者击杀埃及人的长
子后，埃及法老王深深的惧怕神，唯恐神降下更大的灾
害在埃及地，就放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敬拜神。

2.

同 为 中保为
中保 为 人代求：耶稣为所有信徒代求，虽然耶稣
人代求：
基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祂仍然按着神的心意为所有
信徒代求，使信徒永不与神的爱隔绝（罗 8：34）；所
有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的人，耶稣都能拯救到底，祂替
他们祈求（来 7:25 ）；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当以色
列人悖逆得罪神，摩西站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为以色列
人代求，例如摩西在西奈山与神面对面四十昼夜时，以
色列人拜金牛犊吃喝玩乐犯罪得罪神，惹得耶和华神发
怒要灭绝他们，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耶和华神转意而
没有灭绝以色列人（出 32:1-13）。

讨论问题 1： 忠心的定义是什么呢？
忠心的定义是什么呢？试举
试举一个例子
试举 一个例子说
一个例子说 明？（破冰
明？（破冰
题）
讨论问题 2： 为 何作者形容耶稣
何作者形容耶稣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 忠？他们
忠？他 们
是如何尽
是如何尽忠？（观察题）
忠？（观察题）
二、 耶稣基督比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3-6）：（请先读 V. 33-6

再

读下文）
A. 耶稣是造物主、摩西是受造者（ 3-4 ）：讲完耶稣和摩西
）：
尽忠于神的家后，作者转入他所要讲的，就是“耶稣配得
更大的荣耀”。他用建造房屋和房屋的关系来比喻耶稣和
摩西的关系，房屋造的好，得到尊荣和美名，建造房屋的
人应得到更多的尊荣和声望；耶稣是神，祂是造物主，建
造万物，摩西是受造者，摩西能得到荣耀，那么，造他的
耶稣配得更大的荣耀，因为受造者的荣耀不可能大过造他
的主。
B.

耶稣基督治理神的家（ 5-6 ）：摩西是神的仆人、他所做
）：
的是听从他的主人-- 神的吩咐，完成神的托付，尽忠管理
神的家。在旧约里，神的家是神的选民 -- 以色列人，所
以，摩西所管理的是以色列人；耶稣是神的儿子，祂治理
神的家，祂有绝对的主权，按着自己的心意来治理神的
家。在新约里，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教会的成员是所有
信耶稣而成为神的子民，因此，耶稣基督所治理的是因信
耶稣而得救的人。神吩咐摩西拯救以色列人也是为要证明
神的儿子耶稣会来到世上拯救世人。
最后，作者勉励读者，要持守可夸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所
有信耶稣的人将来必得神的基业和进入神的荣耀里，并且

要信靠神忠心坚持到底，当所有信徒都照着做的时候，就
是神家里的人，因为神家里的人必须一起同行才能完成耶
稣基督赐给所有信徒的大使命（太 28：19-20）。

3
4
讨论问题 5： 我 们 既是神的儿女又是祂的仆人
既是神的儿女又是祂的仆人，
神的儿女又是祂的仆人， 这 如何帮助我们
如何帮助我 们
讨论问题 ： 作者如何引用建造房屋来说明耶稣基督比摩西配得
更大的荣耀？（观察题）
讨论问题 ： 神的儿子和神的仆人有何异同呢？他们职
神的儿子和神的仆人有何异同呢？他们职分有何不
们职分有何不
同呢？（
同呢？（观
？（观察题）
行事为
行事为人和在教会里服事呢？（
人和在教会里服事呢？（应
？（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谢谢祢按着祢的形象造人，使
人有祢的尊荣，虽然人堕落犯罪而与祢隔绝，祢仍然眷顾人，将祢
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人，祂不只和摩西一样在祢的家尽忠，也使所
有相信祂的就必得救，脱离罪的辖制，重新与祢连结。也谢谢祢让
我们明白，受造的摩西因着尽忠于祢的托付而的荣耀，造物主耶稣
稣基督是应当配得更大的荣耀。愿我们持守祢赐给我们的盼望，坚
定的信靠祢，言行能见证祢的荣耀，人就将荣耀归给祢。我们如此
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

10 分钟）

第四时段 祷告服事（

请小组长带领大家，
带领大家，为
大家，为彼此的需要祷
彼此的需要祷告。
03/12

希伯来书 3：7-19

03/19

生活查经

03/26

希伯来书 4：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