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3606>同蒙<3353>

天<2032>召<2821>的

聖潔<40>弟兄<80>啊，

你們應當思想

<2657>(5657)我們

<1473>所認為<3671>

使者<652>、<2532>為

大祭司<749>的耶穌

<2424>。

3:2他為<1510>(5723)

那設立<4160>(5660)他

<846>的盡忠<4103>，

如<5613>同<2532>摩

西<3475>在<1722>神

的<846>全<3650>家

<3624>盡忠一樣。

3:3<1063>他<3778>比

<3844>摩西<3475>算

是<515>(5769)更

<4119>配多得榮耀

<1391>，好像

<2596><3745>建造

<2680>(5660)房屋

<3624>的比

<2192>(5719)房屋

<846>更<4119>尊榮

<5092>；

3:4因為<1063><3956>

房屋<3624>都必有

<5259>人<5100>建造

<2680>(5743)，但

<1161>建造

<2680>(5660)萬物

<3956>的就是神

<2316>。

3:5<2532>摩西<3475>

為<5613>僕人

<2324>，在<1722>神

的<846>全<3650>家

<3624>誠然<3303>盡

忠<4103>，為要

<1519>證明<3142>將

來必傳說的事

<2980>(5702)。

3:6但<1161>基督

<5547>為<5613>兒子

<5207>，治理<1909>

神的<846>家<3624>；

我們若<1437>將可誇

的<2745>盼望<1680>和<2532>膽量<3954>堅持<2722>(5661)<949>到<3360>底<5056>，<3739>便是<1510>(5719)<1473>他的

家<3624>了。

3:7<1352>聖<40>靈<4151>有<2531>話說<3004>(5719)：你們今日<4594>若<1437>聽<191>(5661)他的<846>話<5456>，

3:8就不可<3361>硬著<4645>(5725)<4771>心<2588>，像<5613><0>在<1722>曠野<2048>惹<3894>他發怒、<1722>試探

<3986>他的<2596>時候<2250>一樣<5613>。

3:9在那裡<3757>，你們的<4771>祖宗<3962>試<3985>(5656)我探<1722><1381a>我，並且<2532>觀看<1492>(5656)我的

<1473>作為<2041>有四十<5062>年<2094>之久。



3:10所以<1352>，
我厭煩<4360>(5656)

那<3778>世代

<1074>的人，

<2532>說

<3004>(5656)：他們

<846>心裡<2588>常

常<104>迷糊

<4105>(5746)，竟

<1161>不<3756>曉

得<1097>(5656)我的

<1473>作為

<3598>！

3:11我就<5613>在

{<1473>}怒<3709>

中<1722>起誓

<3660>(5656)說：他

們斷不可<1487>進

<1525>(5695)入

<1519>我的<1473>

安息<2663>。

3:12弟兄們<80>，

你們要謹慎

<991>(5720)，免得

<3379>你們<4771>

中間<1722>或有人

<5100>存著

<1510>(5695)不信的

<570>惡<4190>心

<2588>，把<1722>

永生<2198>(5723)神

<2316>離棄了

<575><868>(5658)。

3:13總要<235>趁著

<891><3739>還有

<2564>(5743)今日

<4594>，<2596>天

天<1538><2250>彼

此<1438>相勸

<3870>(5720)，免得

<3363><5100>你們

<4771>中間<1537>

有人被罪<266>迷惑

<539>，心裡就剛硬

了<4645>(5686)。

3:14我們若

<1437><4007>將起

初<746>確實的

<949>信心<5287>堅持<2722>(5661)到<3360>底<5056>，<1063>就在基督<5547>裡有<1096>(5758)分<3353>了。

3:15經上<1722>說<3004>(5745)：「你們今日<4594>若<1437>聽<191>(5661)他的<846>話<5456>，就不<3361>可硬著

<4645>(5725)<4771>心<2588>，像<5613>惹他發怒的<3894>日子<1722>一樣。」

3:16那時<1063>，聽見<191>(5660)他話惹<3893>(5656)他發怒的是誰<5101>呢？豈<235>不<3756>是跟著<1223>摩西

<3475>從<1537>埃及<125>出來<1831>(5660)的眾<3956>人嗎？

3:17神四十<5062>年<2094>之久，又<1161>厭煩<4360>(5656)誰<5101>呢？豈不<3780>是那些犯罪<264>(5660)、屍首

<2966>倒<4098>(5656)在<1722>曠野<2048>的人<3739>嗎？



3:18又<1161>向誰

<5101>起誓

<3660>(5656)，不

<3361>容他們進

<1525>(5696)入

<1519>他的<846>安

息<2663>呢？豈

<1508>不是向那些

不信從的

<544>(5660)人嗎？

3:19這樣<2532>看

<991>(5719)來

<3754>，他們不

<3756>能

<1410>(5662)進入

<1525>(5658)安息是

因為<1223>不信

<570>的緣故了。

4:1我們既蒙留下

<2641>(5746)，有進

<1525>(5658)入

<1519>他<846>安息

<2663>的應許

<1860>，就當

<3767>畏懼

<5399>(5667)，免得

<3379>我們（原文

是你們<4771>）中

間<1537>或有人

<5100>似乎

<1380>(5725)是趕不

上了<5302>(5760)。

4:2因為

<2532><1063>有

<1510>(5719)福音傳

給<2097>(5772)我們，

像<2509>傳給他們

<2548>一樣；只是

<235>所聽見的

<189>道<3056>與他

們<1565>無<3756>

益<5623>(5656)，因

為他們沒<3361>有

信心<4102>與所聽

見的<191>(5660)道

調和<4786>(5772)。

4:3但<1063>我們

<3588>已經相信

<4100>(5660)的人得

以進<1525>(5736)入<1519>那安息<2663>，正如<5613><2531>神所說<3004>(5758)：「我在<1722><1473>怒<3709>中起誓

<3660>(5656)說：『<1487>他們斷不可進<1525>(5695)入<1519>我的<1473>安息<2663>！』」其實<2543>造物之工

<2041>，從<575>創<2602>世<2889>以來已經成全了<1096>(5666)。

4:4<1063>論到<3779><4012>第七日<1442>，有一處<4225>說<3004>(5758)：「到<1722>第七<1442>日，<2250>神

<2316><2532>就歇了<2664>(5656)<575>他<846>一切的<3956>工<2041>。」

4:5<2532>又<3825><1722>有一處<3778>說：「<1487>他們斷不可進<1525>(5695)入<1519>我的<1473>安息<2663>！」



4:6既<1893><3767>有必

<620>(5743)進

<1525>(5658)<1519>安息

的人<5100><846>，那

<2532>先前<4386>聽見福

音的<2097>(5685)，因為

<1223>不信從<543>，不

得<3756>進去

<1525>(5656)。

4:7所以<4594>過了

<3326>多<5118>年

<5550>，就在<1722>大衛

的<1138>書上，又<3825>

限定<3724>(5719)<5100>

一日<2250>，如<2531>以

上所

<3004>(5723)<3004>(5769)

：「你們今日<4594>若

<1437>聽<191>(5661)他的

<846>話<5456>，就不可

<3361>硬著

<4645>(5725)<4771>心

<2588>。」

4:8若<1487>是<1063>約

書亞<2424>已叫他們

<846>享了安息

<2664>(5656)，後來

<3326><3778>神<302>就

不<3756>再提

<2980>(5707)<4012>別的

<243>日子<2250>了。

4:9這樣<686>看來，必另

有一安息日<4520>的安息

為神的<2316>子民<2992>

存留<620>(5743)。

4:10因為<1063>那進

<1525>(5660)入

<1519><846>安息<2663>

的，<846>乃是<2532>歇

了<2664>(5656)<575>自己

的<846>工<2041>，正如

<5618>神<2316><575>歇

了他的<2398>工一樣。

4:11所以<3767>，我們務

必竭力<4704>(5661)進

<1525>(5658)入<1519>那

<1565>安息<2663>，免得

<3363>有人<5100>學

<1722>那不信從的

<543><846>樣子<5262>跌倒了<4098>(5661)。

4:12<1063>神<2316>的道<3056>是活潑的<2198>(5723)，<2532>是有功效的<1756>，<2532>比<5228>一切<3956>兩刃

<1366>的劍<3162>更快<5114>，甚至<5037>魂<5590>與<2532>靈<4151>，<5037><2532>骨節<719>與<2532>骨髓<3452>，

都能刺<1338>(5740)入<891>、剖開<3311>，連<2532>心<2588>中的思念<1761>和<2532>主意<1771>都能辨明<2924>。



4:13並且<2532>被造的

<2937>沒<3756>有

<1510>(5719)一樣在他

<846>面前<1799>不顯

然的<852>；<1161>原

來萬物<3956>在那

<3739>與<4314>我們有

<1473>關係<3056>的主

<846>眼<3788>前，都

是赤露<1131><2532>敞

開的<5136>(5772)。

4:14我們既然<3767>有

<2192>(5723)一位已經

升入<1330>(5761)高天

<3772>尊榮的大<3173>

祭司<749>，就是神

<2316>的兒子<5207>耶

穌<2424>，便當持定

<2902>(5725)所承認的

道<3671>。

4:15因<1063>我們的

<3756><2192>(5719)大

祭司<749>並非不

<3361>能<1410>(5740)

體恤<4834>(5658)我們

的<1473>軟弱<769>。

他也曾凡事<3956>受過

<2596>試探

<3985>(5772)(5625)，與

我們一樣

<2596><3665>，只是

<1161>他沒有<5565>犯

罪<266>。

4:16所以<3767>，我

們只管坦然無懼地

<3326><3954>來到

<4334>(5741)施恩

<5485>的寶座<2362>前，

為<2443>要得

<2983>(5661)憐恤

<1656>，<2532>蒙

<2147>(5661)恩惠

<5485>，作<1519>隨時

的<2121>幫助<996>。

5:1<1063> 凡<3956> 

從人<444> 間<1537> 

挑選的<2983> (5746) 

大祭司<749> ，是奉派<2525> (5743) 替<5228> 人<444> 辦理屬<4314> 　神<2316> 的事，為<2443> 要獻上<4374> 

(5725) <5037> 禮物<1435> 和<2532> 贖罪祭<2378> （或譯：要為<5228> 罪<266> 獻上禮物和祭物）。

5:2他能<1410> (5740) 體諒<3356> (5721) 那愚蒙的<50> (5723) 和<2532> 失迷<4105> (5746) 的人，因為<1893> 

他自己<846> 也<2532> 是被軟弱<769> 所困<4029> (5736) 。



5:3<2532> 故

<1223> 此<5026> 

，他理當<3784> 

(5719) <2531> 為

<4012> 百姓<2992> 

<3779> 和<2532> 

<4012> 自己<1438> 

獻祭<4374> (5721) 

贖<5228> 罪<266> 

。

5:4<2532> 這大祭

司的尊榮<5092> ，

沒有<3756> 人

<5100> 自<1438> 

取<2983> (5719) 

。惟<235> 要蒙 

神<2316> 所<5259> 

召<2564> (5746) 

，像<2509> <2532> 

亞倫<2> 一樣。

5:5如此<3779> ，

基督<5547> 也

<2532> 不<3756> 

是自<1438> 取榮耀

<1392> (5656) 作

<1096> (5677) 大

祭司<749> ，乃

<235> 是在乎向

<4314> 他<846> 說

<2980> (5660) 

「你<4771> 是

<1488> (5748) 我

的<3450> 兒子

<5207> ，我<1473> 

今日<4594> 生

<1080> (5758) 你

<4571> 」的那一位；

5:6就如<2531> 經

上<1722> 又<2532> 

有<2087> 一處說

<3004> (5719) ：

「你<4771> 是照著

<2596> 麥基洗德

<3198> 的等次

<5010> 永遠<1519> 

<165> 為祭司

<2409> 。」

5:7基督<3739> 在<1722> <846> 肉體<4561> 的時候<2250> ，既<3326> 大聲<2478> 哀哭<2906> ，<2532> 流淚

<1144> <4374> (5660) 禱告<1162> ，<5037> <2532> 懇求<2428> 那<4314> 能<1410> (5740) 救<4982> (5721) 他

<846> 免<1537> 死<2288> 的主，就<2532> 因<575> 他的虔誠<2124> 蒙了應允<1522> (5685) 。

5:8他雖然<2539> 為<5607> (5752) 兒子<5207> ，還是因<575> 所<3739> 受的苦難<3958> (5627) 學了<3129> 

(5627) 順從<5218> 。

5:9他既<2532> 得以完全<5048> (5685) ，就為凡<3956> 順從<5219> (5723) 他<846> 的人成了<1096> (5633) 永遠

<166> 得救<4991> 的根源<159> ，

5:10並蒙<5259> 　神<2316> 照著<2596> 麥基洗德<3198> 的等次<5010> 稱<4316> (5685) 他為大祭司<749> 。



 5:11論到<4012> 麥基洗德

<3739> ，我們<2254> 有好

些<4183> 話<3056> ，並且

<2532> 難以<1421> 解明

<3004> (5721) ，因為

<1893> 你們<1096> (5754) 

聽<189> 不進去<3576> 。

5:12看你們學習的工夫

<2532> <1063> <5532> 

<5550> ，本該<3784> 

(5723) 作<1511> (5750) 

師傅<1320> ，誰知還得

<2192> (5719) 有<5532> 

人將<5101> 　神<2316> 聖

言<3051> 小學<4747> 的開

端<746> 另<3825> 教導

<1321> (5721) 你們<5209> 

，並且<2532> 成了<1096> 

(5754) 那必須<2192> 

(5723) 吃<5532> 奶<1051> 

、<2532> 不能吃<3756> 乾

<4731> 糧<5160> 的人。

5:13<1063> 凡<3956> 只能

吃<3348> (5723) 奶<1051> 

的都不熟練<552> 仁義

<1343> 的道理<3056> ，因

為<1063> 他是<2076> 

(5748) 嬰孩<3516> ；

5:14惟獨<1161> 長大成

<2076> (5748) 人<5046> 

的才能吃乾<4731> 糧

<5160> ；<1223> 他們的心

竅<145> 習練<1128> 

(5772) 得<2192> (5723) 

通達<1838> ，就能<4314> 

分辨<1253> <5037> 好

<2570> <2532> 歹<2556> 

了。

6:1所以<1352> ，我們應

當離開<863> (5631) 基督

<5547> 道理<3056> 的開端

<746> ，竭力進<5342> 

(5747) 到<1909> 完全

<5047> 的地步，不<3361> 

必再<3825> 立<2598> 

(5734) 根基<2310> ，就如

那懊悔<3341> <575> 死

<3498> 行<2041> 、<2532> 

信<4102> 靠<1909> 　神<2316> 、

6:2各樣洗禮<909> 、<5037> 按<1936> 手<5495> 之禮、<5037> 死人<3498> 復活<386> ，以及<2532> 永遠<166> 審

判<2917> 各等教訓<1322> 。

6:3神<2316> 若<1437> <4007> 許<2010> (5725) 我們，我們必<2532> 如此<5124> 行<4160> (5692) 。

6:4論到<1063> 那些已經<530> 蒙了光照<5461> (5685) 、<5037> 嘗過<1089> (5666) 天<2032> 恩<1431> 的滋味、

又<2532> 於聖<40> 靈<4151> 有<1096> (5679) 分<3353> ，



6:5並<2532> 嘗過

<1089> (5666) 　神

<2316> 善<2570> 道

<4487> 的滋味、

<5037> 覺悟來<3195> 

(5723) 世<165> 權能

<1411> 的人，

6:6若是<2532> 離棄

<3895> (5631) 道理，

就不能<102> 叫他們重

新<340> (5721) 

<3825> 懊悔<1519> 

<3341> 了。因為他們

<1438> 把　神<2316> 

的兒子<5207> 重釘十

字架<388> (5723) ，

<2532> 明明地羞辱

<3856> (5723) 他。

6:7就如<1063> 一塊田

地<1093> ，<3588> 吃

過<4095> (5631) 屢次

<4178> 下的<2064> 

(5740) 雨水<5205> 

<1909> <846> ，

<2532> 生長<5088> 

(5723) 菜蔬<1008> ，

合乎<2111> <1565> 

<2532> <1223> 耕種的

<1090> (5743) 人

<3739> 用，就從<575> 

神<2316> 得<3335> 

(5719) 福<2129> ；

6:8若<1161> 長<1627> 

(5723) 荊棘<173> 和

<2532> 蒺藜<5146> ，

必被廢棄<96> ，

<2532> 近於<1451> 咒

詛<2671> ，結局

<5056> 就是<1519> 焚

燒<2740> 。

6:9親愛的<27> 弟兄們，

我們雖<1499> 是這樣

<3779> 說<2980> 

(5719) ，卻<1161> 深

信<3982> (5769) 你們

<5216> 的行為強過

<2909> <4012> 這些，

而且<2532> 近乎

<2192> (5746) 得救

<4991> 。

6:10因為<1063> 　神<2316> 並非<3756> 不公義<94> ，竟忘記<1950> (5635) 你們<5216> 所做的<2041> 工<2873> 

和<2532> 你們為<1519> 他<846> 名<3686> 所顯的<1731> (5668) (5625) <1731> (5669) 愛心<26> ，就是<3739> 先

前伺候<1247> (5660) 聖徒<40> ，如今還是<2532> 伺候<1247> (5723) 。

6:11<1161> 我們願<1937> (5719) 你們<5216> 各人<1538> 都顯出<1731> (5733) 這樣的<846> 殷勤<4710> ，使

<4314> 你們有滿足的<4136> 指望<1680> ，一直到<891> 底<5056> 。



6:12並且不<3363> <1096> 

(5638) 懈怠<3576> ，總要

<1161> 效法<3402> 那些憑

<1223> 信心<4102> 和

<2532> 忍耐<3115> 承受

<2816> (5723) 應許<1860> 

的人。

6:13當初<1063> 　神

<2316> 應許<1861> (5666) 

亞伯拉罕<1861> (5666) 的

時候，因為<1893> 沒有

<3762> 比自己更大<3187> 

可以<2192> (5707) 指著

<2596> 起誓<3660> (5658) 

的，就指著<2596> 自己

<1438> 起誓<3660> (5656) 

，說：

6:14「論<3004> (5723) 福

<2127> (5723) ，我必

<2229> <3375> 賜大福

<2127> (5692) 給你<4571> 

；<2532> 論子孫<4129> 

(5723) ，我必叫你的

<4571> 子孫多起來<4129> 

(5692) 。」

6:15這樣<3779> ，亞伯拉

罕既<2532> 恆久忍耐

<3114> (5660) ，就得了

<2013> (5627) 所應許

<1860> 的。

6:16人<444> 都<1063> 是

指著<2596> 比自己大

<3187> 的<3303> 起誓

<3660> (5719) ，並且

<2532> 以起誓<3727> 為

<1519> 實據<951> <846> 

，了結<4009> 各樣<3956> 

的爭論<485> 。

6:17照樣<1722> <3739> ， 

神<2316> 願意<1014> 

(5740) 為那承受應許

<1860> 的人<2818> 格外

<4054> 顯明<1925> (5658) 

他的<846> 旨意<1012> 是

不更改<276> 的，就起誓

<3727> 為證<3315> (5656) 

。

6:18藉<1223> 這<2443> 兩<1417> 件不更改<276> 的事<4229> ，　神<2316> 決不<102> 能說謊<5574> (5664) ，

<1722> <3739> 好叫我們<3588> 這逃往避難所<2703> (5631) 、持定<2902> (5658) 擺在<4295> (5740) 我們前頭指

望<1680> 的人可以大<2478> 得<2192> (5725) 勉勵<3874> 。

6:19我們有<2192> (5719) 這<3739> 指望，如同<5613> 靈魂<5590> 的錨<45> ，<5037> 又堅固<804> 又<2532> 牢靠

<949> ，且<2532> 通<1525> (5740) 入<1519> 幔<2665> 內<2082> 。

6:20<3699> 作先鋒<4274> 的耶穌<2424> ，既照著<2596> 麥基洗德<3198> 的等次<5010> 成了<1096> (5637) 永遠的

<1519> <165> 大祭司<749> ，就為<5228> 我們<2257> 進入<1525> (5627) 幔內。



7:1<1063> 這<3778> 麥

基洗德<3198> 就是撒冷

<4532> 王<935> ，又是

至高<5310> 　神<2316> 

的祭司<2409> ，本是

<3588> 長遠<1519> 

<1336> 為<3306> (5719) 

祭司<2409> 的。他當

<575> 亞伯拉罕<11> 殺

敗<2871> 諸王<935> 回

來<5290> (5723) 的時候，

就<2532> 迎接<4876> 

(5660) 他，給他<846> 

祝福<2127> (5660) 。

7:2亞伯拉罕<11> 也

<2532> 將自己所得來的

<575> <3956> ，取十分

之一<1181> 給<3307> 

(5656) 他<3739> 。他頭

一個<4412> <3303> 名翻

出來<2059> (5746) 就是

仁義<1343> 王<935> ，

<1161> <1899> 他又

<2532> 名撒冷<4532> 王

<935> ，就是<3603> 

(5748) 平安<1515> 王

<935> 的意思。

7:3他無<2192> (5723) 

父<540> ，無母<282> ，

無族譜<35> ，無<3383> 

生<2250> 之始<746> ，

無<3383> 命<2222> 之終

<5056> ，乃是<1161> 與 

神<2316> 的兒子<5207> 

相似<871> (5772) 。

7:4<1161> 你們想一想

<2334> (5719) ，<2532> 

先祖<3966> 亞伯拉罕

<11> 將自己所<1537> 擄

來上等之物<205> 取十分

之一<1181> 給<1325> 

(5656) 他<3739> ，這人

<3778> 是何等尊貴

<4080> 呢！

7:5<2532> <3303> 
那<3588> 得
<2983> (5723) 祭司
職任<2405> 的

<1537> 利未<3017> 子孫<5207> ，領<2192> (5719) 命<1785> 照<2596> 例<3551> 向百姓

<2992> 取<586> (5721) 十分之一，這百姓是<5123> (5748) 自己的<846> 弟兄<80> ，雖<2539> 
是從<1537> 亞伯拉罕<11> 身（原文是腰<3751> ）中生<1831> (5761) 的，還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7:6獨有<1161> 麥基洗

德，不<3361> 與<1537> 

他們<846> 同譜<1075> 

(5746) ，倒收納<1183> 

(5758) 亞伯拉罕<11> 的

十分之一，為那<2532> 

蒙<2192> (5723) 應許

<1860> 的亞伯拉罕祝福

<2127> (5758) 。

7:7從來<1161> 位分大

的<2909> 給<5259> 位分

小的<1640> 祝福<2127> 

(5743) ，這是駁不倒的

理<5565> <3956> <485> 

。

7:8在<2532> 這裡

<5602> <3303> 收<2983> 

(5719) 十分之一<1181> 

的都是必死的<599> 

(5723) 人<444> ；但

<1161> 在那裡<1563> 收

十分之一的，有為他作見

證<3140> (5746) 的說

<3754> ，他是活的

<2198> (5719) ；

7:9並且<2532> <5613> 

可說<2031> <2036> 

(5629) 那<3588> 受

<2983> (5723) 十分之一

<1181> 的利未<3017> ，

也是<2532> 藉著<1223> 

亞伯拉罕<11> 納了

<1183> (5769) 十分之一。

7:10因為<1063> 麥基洗

德<3198> 迎接<4876> 

(5656) 亞伯拉罕<846> 

的時候<3753> ，利未已

經<2089> 在<2258> 

(5713) 他先祖<3962> 的

身（原文是腰<3751> ）

中<1722> 。

7:11從前百姓<2992> 在

利未人<3020> 祭司職任<2420> <1063> 以下<1909> <846> 受律法<3549> (5718) ，倘<3767> 若<1487> <3303> 藉

<1223> 這職任能得<2258> (5713) 完全<5050> ，又<2089> 何<5101> 用<5532> 另外<2087> 興起<450> (5733) 一位

祭司<2409> ，照<2596> 麥基洗德<3198> 的等次<5010> ，<2532> 不<3756> <3004> (5745) 照<2596> 亞倫<2> 的等

次<5010> 呢？

7:12祭司的職任<2420> 既已<1063> 更改<3346> (5746) ，律法<3551> 也<2532> 必須<318> 更<1096> (5736) <1537> 

改<3331> 。

7:13因為<1063> 這<5023> 話<3004> (5743) 所指的<1909> 人<3739> 本屬<3348> (5758) 別的
<2087> 支派，那支派<3739> 裡<575> 從來沒有一人<3762> 伺候<4337> (5758) 祭壇<2379> 。



7:14<1063> 我們

的<2257> 主

<2962> 分明

<4271> 是<3754> 

從<1537> 猶大

<2455> 出來的

<393> (5758) ；

但<1519> 這

<3739> 支派

<5443> ，摩西

<3475> 並沒有

<3762> 提到

<2980> (5656) 

<4012> 祭司

<2420> 。

7:15倘若<1487> 

照<2596> 麥基洗

德<3198> 的樣式

<3665> ，另外

<2087> 興起

<450> (5731) 一

位祭司<2409> 來，

<2532> 我的話更

<4054> 是<2076> 

(5748) 顯而

<2089> 易見

<2612> 的了。

7:16他<3739> 

成為<1096> 

(5754) 祭司，並

不<3756> 是照

<2596> 屬肉體

<4559> 的條例

<3551> <1785> 

，乃是<235> 照

<2596> 無窮（原

文是不能毀壞

<179> ）之生命

<2222> 的大能

<1411> 。

7:17因為<1063> 

有給他作見證<3140> (5719) 的說<3754> ：「你<4771> 是照著<2596> 麥基洗德<3198> 的等次<5010> 永遠<1519> 

<165> 為祭司<2409> 。」

7:18先前的<4254> (5723) 條例<1785> ，因<1223> 軟弱<772> <2532> 無益<512> ，所以<1063> <1096> (5736) 

<3303> 廢掉了<115> <846> ，

7:19（律法<3551> 原來<1063> 一無<3762> 所成<5048> (5656) ）就<1161> 引進了<1898> 更美的<2909> 指望<1680> 

；靠<1223> 這指望<3739> ，我們便可以進到<1448> (5719) 　神<2316> 面前。

7:20再者<2532> ，耶穌為祭司，並不是<2596> <3745> 不<3756> 起<5565> 誓立<3728> 的。

7:21至於<1063> 那些祭司<2409> ，原不<5565> 是<3303> <1526> (5748) 起<1096> (5756) 誓立<3728> 的，只有

<1161> <3326> 耶穌是起誓立<3728> 的；因為那立他的<1223> 對<4314> 他<846> 說<3004> (5723) ：「主<2962> 起

了誓<3660> (5656) ，決<2532> 不<3756> 後悔<3338> (5700) ，你<4771> 是永遠<1519> <165> 為祭司<2409> 

<2596> <3198> <5010> 。」

7:22既是起誓立的<2596> <5118> ，耶穌<2424> 就作了<1096> (5754) 更美<2909> 之約<1242> 
的中保<1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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