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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引用舊約範例—神碩專題報告                    指導老師--吳獻章 

新     約 

耶利米書31:31-34在希伯來書8:8-12的用法 

  

(神碩舊約組：鍾平貴2004/10/25) 

一、前  言 

耶31:31~34是新約引用舊約最長的一段引句。當耶利米預告新約之時，猶大

正處於被擄亡國的危機中，在這危急時刻，耶利米發出希望與安慰的信息。希伯

來書作者在闡述耶穌基督大祭司的工作時，引用了耶31:31-34，指明耶穌基督已

實現了新約的應許1（來8:8-12;10:16-17）。 

 

其實在耶穌與門徒設立聖餐時，祂也提到「新約」的訂立（太 26:26-29;可

14:22-25;路22:19-21;林前11:25）。希伯來書另有『新約』三段記錄（來8:13;9:15; 

12:24），其餘兩次是保羅對『新約執事』（林後3:6）和將來以色列的罪要蒙赦免

（羅11:27）的相關討論。昆蘭社群2與基督教會皆聲稱新約應驗在他們身上，究

竟為何呢？ 

 

學者對本段經文的引用，曾經引起一個困難，就是當耶利米預告新約時，立

約的對象是『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後來如何轉移到『教會』？「以色列」

是否就被撇棄了？這個問題嚴重到一個地步，以致曾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許多

人支持一種『兩個新約』的說法3—一個給以色列，一個給教會。還好今天已很

                                                 
1 這段常被引證的經文（locus classicus）就是當初刺激 Origen成為第一位將聖經最後廿七卷命
名為『新約』的根據。華德‧凱瑟著,『新約中之舊約引據』,梁潔瓊著,(台北：中華福音神學
院,1994,4),頁 223-224 

2 參最後『附錄』部份。 
3 華德‧凱瑟著,『新約中之舊約引據』,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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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如此看法了。 

 

新舊兩約的連續性或不連續性是基督教學者的老生常談，通常正統人士認為

新舊約之間有基本的整體性，但這種看法不是被所有學者接受。例如早期教會時

代的馬吉安就拒絕這項假設4，他完全不承認舊約是基督教的書卷，他認為舊約

已經過時，他堅持一個「純新約」的信仰，任何舊約的部份都要揚棄。在使徒教

父時代，舊約僅被視為道德行為的手冊，例如 1Clement將舊約當作基督徒行為

的來源，舊約的祭祀禮儀不過是準確事奉的原型；早期教父幾乎忽略了約的應許

部份5。 

 

今天許多神學家所採取的進路是找出兩約之間的關係，但 John L. Mckenzie

卻主張舊約神學與新約是分開的，是可以離開新約的研究，他的著作無視新約的

存在 6。而賴德（George E. Ladd），這位歷史性前千禧年派 7（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的主要代表者則聲稱8：「新約將舊約預言應用於教會上，將教

會當作屬靈的以色列」、「保羅眼中的教會就是屬靈的以色列」，他不將以色列與

教會嚴加區分。千禧年後派的博納（Loraine Boettner）也表示9：「彌賽亞既已來

到，且完成救贖的工作，猶太人所擔任的特殊角色也已完成⋯他們和其他世人一

樣，在教會普世進展下個別地悔改歸信基督」。無千禧年派的侯克馬 10（A. 

Hoekema）認為對以色列與教會視為兩批不同的子民，並沒有聖經的根據。但時

                                                 
4 參黃錫木著,『新約研究透視』,(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11),頁 252。楊牧谷主編，「馬吉安」，『當
代神學詞典』（下冊），（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7,4）,頁 713-714 

5 參 John S.Feinberg,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Westchester, N.Y.:Crossway,1988),pp.18-19 

6 參黃錫木著,『新約研究透視』,頁 29 
7 歷史性前千禧年派認為基督再來和被提是同一件事，他們不認同因著七年大災難將基督再來和
被提分開，而且千禧年應作象徵解釋，不是字面的千年，其代表學者有賴德（G.E. Ladd）,里
斯（A.Reese）,艾力生（M.J. Erickson）。參殷保羅著,『慕迪神學手冊』,姚錦燊譯,(香港：福音
證主協會,1998,6),頁 375。吳獻章著,『啟示錄導輪』,（香港：基道出版社,2003,10）,頁 89 

8 賴德,「歷史的千禧年前派」, 『千禧年四觀』,羅伯‧柯樓士編,,李經寰譯,（台北：中華福音神
學院出版社,2000,7）,頁 21 

9 博納,「千禧年後派之回應」, 『千禧年四觀』,羅伯‧柯樓士編, 頁 50-51 
10 侯克馬,「無千禧年派之回應」, 『千禧年四觀』,羅伯‧柯樓士編,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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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義11（Dispensationalism）卻一直強調保持以色列與教會之區別，而盟約神學

派則主張將以色列人的經文（如：結36:25-28）用在教會身上12。 

 

學者之間形成如此壁壘分明的歧見，多半是因採用不同的釋經進路（字義或

靈意）。雖然如此，本文仍然試圖以希伯來書 8:8-12引用耶 31:31-34作為探討的

依據，來一窺新舊兩約的關係；在神的計劃中，「以色列」與「教會」她們究竟

是同一團體，亦或兩個不同團體呢？應如何持平地回答類似的問題？另外，新約

在教會時代已完全應驗了嗎？與『末世』呈現何種張力？新舊兩約間，有哪些連

續與不連續？這些問題在本文都無可避免，必須去面對，但因主題關係，僅就『新

約』內文涉及部份作些粗淺的討論。 

  

本文的方法論是從兩段經文的背景、上下文脈，作歷史、文法性的解經13，

並參酌其他經文，學者的專文，以歸納出希伯來書作者如何引用耶31:31~34，並

且探討作者的目地及神學意含。 

 

二、舊約經文（耶31:31-34） 

1、耶利米書背景概述 

公元前七世紀到六世紀初，是近東歷史的大改變時期，稱霸兩百多年的亞述

在三十年間就瓦解、傾倒了，新巴比倫帝國興起。在猶大，約西亞王開始一系列

的宗教改革，力圖振作；但在出兵攔阻埃及法老尼哥的戰役中陣亡，他的奮發圖

強功虧一簣，自此以後，猶大國勢就一蹶不振，雖然試圖在世局潮流中掙扎，但

                                                 
11 代表學者有薛弗爾（L.S. Chafer）, 潘特科斯（J.D. Pentecost）,來利（C.C. Ryrie）,華富爾得（J.F. 

Walvoord）。參殷保羅著,『慕迪神學手冊』,頁 375 
12 同上,頁 493-495,502-503。 
13 有關“新約引用舊約”經文的解釋原則，請參蘇克著,『基礎解經法』,楊長慧譯,（香港：宣道
出版社,1996,10）,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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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遭強權相互衝擊之下，只能勉強維持獨立，而耶利米親身參與了這段歷史。   

 

耶利米先知的一生多災多難，他是一位心中經歷極大憂傷的人，因為他知道

神的審判即將臨到耶路撒冷，傳統上，他被稱為『流淚的先知』。為了傳達真實

的信息給他的同胞，他不像一些假先知只講討人喜歡的「平安」信息，因此他不

被接納，被掌摑、下監；耶利米不是不愛他的同胞，恰恰相反，他關心自己國家

的未來，盼望自己的同胞不要再受無謂的痛苦，因此他告訴百姓實情，指出巴比

倫只是神手中的杖，用來管教猶大，醫治猶大背道的病。因此他勸誡百姓，不要

妄圖脫離巴比倫的軛，巴比倫不是永恆的主，他也要像其他列國一樣按自己的行

為接受審判。 

 

Longman在他的「舊約導論」14裡，題到耶利米先知用了許多意象來描述以

色列這個國家的特殊地位，因為她是神立約的國家，先知呼召全國回到摩西的時

期，就是以色列作耶和華專一新娘的黃金時代（2:2）。如果他們想擁有這地的

話就必須忠心順服，如西乃之約的要求：盡心盡意愛神，逃避偶像（11）。神

古時與以色列立的約，代表這個國家可以倚賴祂的憐憫與恩惠（14:21），可是

以色列必須遵守神的法則（5:4-5;8:7）。然而猶大並不是一位專情的新娘，從征

服迦南之後，她就開始行淫（3:1-20）；在耶利米著名的聖殿講章中（7,26章），

他就責備猶大全國沒有遵守十誡，因此聖殿不會成為他們的避難所。 

 

但以色列卻是與神立有盟約關係的，雖然以色列毀約，神卻是守約施慈愛的

神；以色列的盼望就全在乎這個約，神要堅固祂與以色列的關係，因此，時候將

到，神要他們歸回，回到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並且要與他們另立新約。 

 

                                                 
14 狄拉德,朗文合著,『21世紀舊約導論』,劉良淑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9,9),頁 36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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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耶30~3315的結構及神學意義 

耶31:31-34不是獨立的經文，它嵌入於一段文學脈絡裡—耶利米書30~33

章。而30-31章絕大部分是詩歌體裁16，32-33則是散文，講到耶路撒冷未來還有

復興的盼望，但這短短四章中，也夾雜著審判快臨的嚴厲警告17。本段為「安慰

之書」18，其實在30:1-3先知就發出希望的信息；對耶利米來說，傳講審判的信

息是艱難的，他多次想退縮逃避，而在此，給我們看到耶和華的審判不是最終的，

耶和華要將以色列帶至一個新而永恆的關係，這是耶和華的心意。 

在30-31章裡，作者使用了具體的散文式的公義語言、誓約等來向百姓保證

要施行的復興作為，並且緊急呼籲百姓轉向耶和華。在31:23-40的五個神諭中，

作者以第三人稱來稱呼他們的後裔，這些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後合一為以色列

民），有一天要免除從罪而來的苦難，耶和華因著與他們所立的新約，將要保全

他們的未來。在所有的應許都實現之後，在耶和華的城—錫安，將再充滿喜樂的

敬拜聲，人們要驚訝赦罪的能力及聖潔的大能。然而，以色列家之所以能忠於新

約，完全是出於神憐憫的恩賜，並不是出於人的努力。而這個應許的新約，要在

末後的日子才會完全實現。 

 

                                                 
15 Martens在他的「耶利米書的神學」提出一交叉平行結構，顯示三十至三十三章為整卷書的核
心： 

A. 神給耶利米的個人信息（一章） 

B. 警告災難即將臨到（二至十章） 

C. 先知糾纏在百姓和神中間的故事（十一至二十章） 

D. 與諸王和眾先知的爭論（二十一至二十九章） 

E. 安慰之書（三十至三十三章） 

D1. 與諸王的爭論（三十四至三十八章） 

C1. 被劫掠的城和其餘波（三十九至四十五章） 

B1. 審判列國的神諭（四十六至五十一章） 

A1. 附錄：歷史文獻（五十二章） 
參 Elmer A.Martens,「耶利米書的神學」,『證主聖經神學辭典』,（香港:證主,2001）,上冊,頁 89 
16 耶 31:31-34本段文體，AV.;RSV.;NEB當成散文來譯，而呂振中譯本;NIV.則看成詩體來譯。楊
牧谷著,『淚眼先知耶利米』,頁 502 

17 參耶 30:5-7,12-15,22-23;31:15,18-19;32:26-35;33:4-5 
18 狄拉德,朗文合著,『21世紀舊約導論』,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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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耶30~33章）： 

一、百姓要歸回（30:1-31:26） 

1、引言（30:1-3） 

2、論到以色列和猶大（30:4-22） 

3、論到以色列或以法蓮（30:23-31:22） 

4、論到猶大地（31:23-26） 

二、新的日子（31:27-40） 

1、 建立栽植（31:27-30） 

2、 另立新約（31:31-34） 

3、 堅守定例（31:35-37） 

4、建造耶城（31:38-40） 

三、信心的實際表現（32:1-44） 

1、 耶利米購地（32:1-15） 

2、 耶利米祈禱（32:16-25） 

3、 神回答耶利米（32:26-35） 

4、 以民必歸回的應許（32:36-44） 

四、全國復興的意義（33:1-26） 

1、 再次應許被擄者歸回（33:1-13） 

2、 重新堅立大衛的苗裔（33:14-26） 

 

由以上分段得知，整個上下文（30~33章），把新約（31:31-34）這個段落

和猶太民族的復興作了極其嚴密的連結。 

 

另外，Becking將耶30-31章作了大結構句法的指示(macro-syntactical 

indicators)，每一小單元皆由預言性慣用語（prophetic formulae）引導，形成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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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則的句型19： 

    30:1-4    Introduction 

    30:5-11   Prophecy,introduced by:‘Thus says YHWH’ 

    30:12-17   Prophecy,introduced by:‘Thus says YHWH’ 

    30:18-24  Prophecy,introduced by:‘Thus says YHWH’ 

             leading to 31:1              promise of covenant 

    31:2-6    Prophecy,introduced by:‘Thus says YHWH’ 

    31:7-14   Prophecy,introduced by:‘Thus says YHWH’ 

             interrupted by 31:10-12       summons to the nations 

    31:15-22  Prophecy,introduced by:‘Thus says YHWH’ 

    31:23-25  Prophecy,introduced by:‘Thus says YHWH’ 

    31:26     Remarks on the dream-character of the prophecies 

    31:27-30  Prophecy,introduced by:‘See, the days are coming’ 

    31:31-37  Prophecy,introduced by:‘See, the days are coming’ 

31:38-40  Prophecy,introduced by:‘See, the days are coming’ 

 

Becking又觀察到，30:5-31:40與30:1-4「序言」部份，有某種程度上的句

法關連；在耶30-31章裡有七次的經文單元是由「koh ´ämar」‘Thus says YHWH’

引導的（30:5,12,18;31:2,7,15,23），而有三次的經文單元是由「hinnēh yämîm Bä´îm」

‘See, the days are coming’引導的（31:27,31,38）。這兩種慣用語在30:1-4「序言」

裡得著証實，如下列所示20： 

    30:1  word-event 的慣用語  

    30:2  藉由慣用語 koh ´ämar yhwh‘Thus says YHWH’，導入對先知的召喚 

                                                 
19 為了保留結構之美，不繙成中文。Bob Becking, “Text-Internal and Text-External Chronology in 

Jeremiah 31:31-34 ” Svensk exegetisk   Arsbok ,61 ,(1996),p.38 
20 同上,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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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使用慣用語 hinnēh yämîm Bä´îm‘See, the days are coming’，給予前述

經文的召喚一個動機 

    30:4  預言性言語的導論 
 

由此看來，Becking認為這是編輯者一項偉大的結構；在耶利米書中，30:1

賦予耶30-31章一個地位，30:2引入耶和華要說的話（30:5,12,18;31:2,7,15,23），

並且為31:26提供了解釋，它使夢-異象（dream-vision）成為可靠的神之話語；

30:3的內容就是耶30-31章的核心，30:4則是將要說出的經文轉折處。所以30:2-4

這三節經文就形成全部的「安慰之書」（耶30-31）。 

 

根據Becking的分析，耶30-31章就成了一致、完整的上下文脈21，無論學者

對此二章的來源看法如何，是出於耶利米也好，或是後人編輯也好22，基於句法

結構的分析，至少經文的神學主題是一致的。 

而且耶30-31章呈現兩個轉折，第一個轉折的主題是‘罪’guilt，它追溯過去

種種的失敗，最後導致被擄。第二個轉折是前瞻未來，並且被描述成進程的盼望，

說到他們要歸回應許之地。 

 

3、耶31:31-34的上下文脈與神學意義 

在31:23~40中，它包含一系列五小段的救恩神諭，這五個神諭形成一個交

叉平行結構（chiasm），而核心就是31:31-3423。 

                                                 
21 Kaiser將耶 30-31章分成六個段落（1）30:1-11，在耶和華的日子雅各要大受挫折；（2）

30:12-31:6，以色列無法醫治的傷痕要得痊癒；（3）31:7-14，神的長子要在地上復興；（4）
31:15-22，拉結在被擄之地為兒女哀哭；（5）31:23-34，新約；（6）31:35-40，賜給以色列不能
違背的約。華德‧凱瑟,『舊約神學探討』,廖元威等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7),
頁 298 

22 如 C. Levin 就認為 31:26是「安慰之書」的結束子句，他認為 31:27-30,31-37和 38-40三段經
文另有其他來源，它們是在後期被放入耶 30-31章裡。參 Bob Becking, “Text-Internal and 
Text-External Chronology in Jeremiah 31:31-34 ”,p.39    

23 Gerald L. Keown, Pamela J. Scalise, Thomas G. Smothers, Jeramiah 26-52.WBC.(Dallas:Word 
Books,1995),pp.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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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26   a. 關於公義的居所、聖山的神諭 

    31:27-30     b. 耶和華要建立、栽植以色列 

31:31-34       c. 新約 

31:35-37     b’耶和華保證復興以色列成國 

31:38:40   a’關於耶路撒冷城的神諭 

這個交叉平行結構，顯示耶和華與以色列立的新約是末後復興的焦點，並以

耶路撒冷城的重建作為外框，伴隨著人、牲畜的繁衍，耶和華的保證，為當代面

臨國破家亡的以色列民帶來鼓舞、盼望。 

 

這些神諭為本段之前的30-31章詩歌組成作進一步的解釋與補充，它們比安

慰之書其他部份更一致性地指向未來。這五段神諭也與32-33相連，形成一脈相

承的復興應許。 

 

31:31-34 可說是恩典的最高峰。它也是舊約聖經最接近新約思想的一段。

事實上，整本聖經之所以分作舊約、新約，本段經文是最重要的依據，甚至有學

者稱它為「福音書前的福音」24。 

 

4、耶31:31-34經文結構分析25 

Becking在他的專文裡26，對於31:31-34屬於「安慰之書」（30-31章）提供

了頗有價值的研究，他先將經文作一翻譯整理： 

 

                                                 
24 Hooper,“The Gospel before the Gospel,”in Jeremiah IB,vol.V.op.cit.,p.1037 
25 不少學者認為 31:31-34屬於申命記式的經文（Deuteronomistric Passage），作者不是耶利米，
是某個申命記派學者（Deuteronomist）；這種主張的人有 Carroll, Nicholson, Thiel。但已有不少
的論證反駁這種觀點，參 Bernard P. Robinson, ,“Jeremiah’s new covenant：Jer.31,31-34”SJOT 15 
no2 2001,p182-183。 

26 Bob Becking, “Text-Internal and Text-External Chronology in Jeremiah 31:31-34 ”, pp.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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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  See, the days are coming 

b  --oracle of YHWH— 

c  that I will conclude with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with the house of Judah a 

new covenant, 

    32  a    not like the covenant, 

        b      that I concluded with their fathers on the day   

        c         that I took them by the hand 

        d         to let them go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e     my covenant that they have broken, 

        f      although I have been master over them 

        g  --oracle of YHWH—   

    33  a    For this is the covenant 

        b        that I will conclude with the house of Israel after these days 

        c  --oracle of YHWH—: 

        d         ‘I will lay my law within them 

        e           and on their heart I shall write it. 

        F           In order that I shall be a God to them 

        g           and they shall be to me a people‘. 

34 a  Then they shall no longer teach, a man his friend and a man his brother: 

b    “Know YHWH!” 

c  for they shall all know me 

d  from the smallest one to the greatest one among them 

f  --oracle of YHWH—. 

g  and remember their sins no longer.   

 

 11



在對31:31-3427進一步的綜合分析裡，Becking的細膩工夫，不得不令人佩服，

他將本段經文依照時間順序分成‘過去’then，‘現在’now，‘將來’later；又

依照本文的兩位主要人物：‘耶和華’YHWH和‘以色列民’the people作一交

叉分析，得出如下結果28： 

YHWH： 

 ‘Then’ 

- concluded a covenant（32b） 

- took the people by the hand（32c） 

- let them go out of Egypt（32d）   

- was master over them（32f）  

     ‘Now’ 

- promises s new covenant（31a） 

- is master over them（32f） 

     ‘Later’ 

- will conclude a new covenant（31a） 

- will lay his law within them（33d） 

- will write the covenant on their heart（33e） 

- will be a God for the people（33f） 

- will forgive their iniquity（34f） 

- will no longer remember the sin of the people（34g） 

    The People： 

     ‘Then’ 

- stood in a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with YHWH（32b） 

- broke the covenantal relationship（32e） 

                                                 
27 昆蘭團體和基督徒對這段經文有相當高的評價，二者皆聲稱新約應驗在他們身上。 
28 Bob Becking, “Text-Internal and Text-External Chronology in Jeremiah 31:31-34 ”,p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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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ned against YHWH（34fg） 

‘Now’ 

- still break the covenantal relationship（32e） 

- teach each other to know YHWH（34b） 

‘Later’ 

- shall be a people for YHWH（31a） 

- shall no longer teach each other to know YHWH（34ab） 

- will all know YHWH（33e）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得一些的觀察，在耶31:31-34也出現兩個轉折，第一個

轉折的主題所用的詞彙是‘to break’pārār（32e），‘iniquity’`áwön（34f），以

及‘sin’hāthā（34g）。這裡罪的主題和耶和華與人之間的舊約有關連，第二個

轉折則讓我們看見一個新要素，也就是在較後期時，耶和華與人建立的新關係。

這裡著重的是關係，不是事件。 

 

5、耶31:31-3429逐 節 分 析 

31:31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30另立新約， 

 

1. 「耶和華說」31（hw”hy>-~aun>），這用語在本段出現了四次（31:31,32,33,34），

使本段話烙上無限權威，猶大百姓對未來是悲觀、懷疑的，耶利米在此給予

的答案卻是榮耀與充滿盼望的。 

2. v.31「看哪！」KJV,RSV.NASB.耶路撒冷聖經和呂振中譯本均譯有「看哪」一

                                                 
29 聖經中文譯本以「和合本」為主。 
30 BHS和Rudolph 視hd'Why tyBe-ta,w>「猶大家」為外添的，應如v.33「以色列家」就好。但此說無
其他抄本支持。況且「以色列家和猶大家」正是指當代分裂國度的狀況，十分吻合。 

31 這是神諭公式，是宣告信息來源與權威的套語。參 TWOT§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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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與「日子將到」 32合起來，就是典型的末世論公式語（eschatological 

formulae），表示之後的內容是將來末世才會發生的事。 

3. 「新約」一詞，在舊約中只在此出現；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這約稱為新約呢？

在隨後幾節就陳明這原因。但類似的概念在舊約其他地方卻是相當普遍33，如

『永約』（賽24:5;55:3;61:8;耶32:40;50:5;結16:60;37:26），『新心』、『新靈』

（耶32:39,LXX;結11:19;18:31;36:26），『平安之約』（賽54:10;結34:25;37:26）。 

早在北國以色列將亡之時，先知何西阿34已提到新約的必需：「當那日，我必

為我的民⋯立約」（何2:18）。 

4.「以色列家和猶大家」，這是耶和華立新約的對象，這兩家原是一家，以色列

家指北國，猶大家指南國，這經文類似11:10b「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背了我與他

們列祖所立的約」。「約」是舊約用以描述耶和華與祂百姓關係的其中一個字

眼，這關係的基礎在於耶和華的主動，祂為百姓所作的事，但祂期望百姓有適

宜的態度回應。 

5. 究竟何時要設立新約呢？在此並未具體說明。「新約」設立的對象清楚指明

是「以色列家」和「猶大家」，他們也是v.27耶和華指明要拯救的對象。在耶

利米書裡，「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經常一起被放在審判（5:11;11:10,17）

及應許（33:14）之下。在3:18這兩個團體似乎成為統一的團體，一起重回應許

之地。50:4-5也描述以色列人與猶大人在哀哭中一起返回錫安，為了要尋求耶

和華。 

在30:12-15,23-24的經文中，提到神的百姓以色列因著背道已經破壞約的本

質，而且審判、咒詛也已發生效驗，耶和華指出這約已遭破壞（31:32）。因

此祂說：「我要訂立新的約」（31:31），這與出34:10「我要立約」是類似的

                                                 
32 這日子可以指「主的日子」（番 1:14,2:2），也是審判的日子，在此指應許成就的日子。 
33 華德‧凱瑟,『舊約神學探討』,頁 299 
34 Dillard和 Longman提到經文內證顯示，耶利米可能對何西阿書相當熟悉。參狄拉德,朗文合著,
『21世紀舊約導論』,頁 36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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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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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1. 在耶利米書11章可以看到有關本節的背景，耶和華將他們的列祖從埃及地領

出來，使他們脫離鐵爐，並且吩咐他們說：『你們要聽從我的話，照我一切吩

咐的去行，這樣你們就作我的子民，我也作你們的神。』（11:4-5），可是從那

日直到今日，他們卻不聽從，竟隨從自己頑梗的惡心去行。本節前半部「不

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36，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這有如大人牽拉著孩童

的一幅圖畫，可是以色列卻宛如甩掉大人牽引的小孩，要自行其路。 

2. 在11:15-16，耶和華稱祂的子民為「我所親愛的」，這裡使用婚姻親密的關係

來描述耶和華與祂子民的關係。在 v.32後半部「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

背了我的約」描述的也是夫妻親密的關係。在 11:13,17 出現的“丈夫”與 

“巴力”「l [ b」是雙關語，「巴力」是他們獻祭的對象，他們服事外邦神巴

力「l [ b」，就是棄絕那以丈夫「l [ b」身份治理他們的耶和華。因著背道造

成約的破壞，被比喻成淫亂（11:15），所以西乃之約已經來到盡頭，除非神

的憐憫才能使得二造之間的關係再次恢復，這就是新約的目的。 

 

31: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37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

                                                 
35 經文鑑別：LXX「hvme,lhsa」disregard,neglect。敘利亞譯本採更強烈語氣，譯成：「ytl[G;」“我

憎惡”。MT讀音「aV !ekurieusa」治理。Vulgate「dominatus sum」我是主。根據耶利米書 11:15-16
的用語，筆者主張保持MT的用法。  

36 這是舊約描述出埃及的獨特表達方式。參William L. Holladay, Jeremiah 2, Hermeneia.,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1989),p.197 

37 有些抄本寫成 yn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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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律法放在38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

我的子民。 

 

1. 「那些日子以後」這個日期公式值得留意，它與 v.31「日子將到」如何區分？

是指在 v.31「日子將到」之後嗎？不太可能！若是的話，不就有兩個新約或

兩件事由。從上下文這裡可以看到的是，新約是在舊約被破壞之後才立的，

也就是從 v.32 所說的耶和華將他們帶離埃及地的日子之後，直到耶利米當

代，以色列的列祖和他們一直都沒有遵守西乃之約，因此在「那些日子以後」，

耶和華要與以色列另立新約。 

2. 「以色列家」有些抄本寫成「以色列人」“laer’f.yI ynEb.”，這是五經用來描述

整體立約子民的詞彙（出 19:3-6）。本節提到立約的對象，已從兩個團體合為

一個團體「以色列家」。Robinson在他的專文39指出，這裡可能是漏寫「猶大

家」，因為v.31已將同一信仰恢復於兩家，也可能以「以色列家」代表全部。  

另外，鮑維均40強調在以賽亞書11章所描繪的復興計劃裡，「猶大家」與「以

色列家」的合一是重要的一環。他舉賽11:3說道： 

            以法蓮的嫉妒就必消散； 

擾害猶大的必被剪除。 

以法蓮必不嫉妒猶大， 

猶大也不擾害以法蓮。 

  所以有關復興異象最首要的一件事，就是重建以色列，當耶和華動手之時，祂

的子民將要回復完整，十二41支派將要聚合，好像從前一樣。以賽亞書 40~55

                                                 
38 「放在」（yTit;n），有一些抄本加添 waw consec.：「then I will put」；但這裡的完成式可以單獨存
在，表示預言性意義（prophetic sense），參 GKC§106n。 

39 Bernard P. Robinson, “Jeremiah’s new covenant：Jer.31,31-34”,p.194 
40 鮑維均著,『古道新釋—從使徒行傳看以賽亞書中救贖歷史的成全』,鄭美芳、黃愈軒、陳永財

譯,(漢語聖經協會有限公司,2003,11),頁148-149 
41 鮑維均在他的博士論文提到：「關乎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重造，以及分裂王國的復合兩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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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整大段經文都在強調耶和華要負責完成這事，耶和華被描述成以色列的創造

著（賽43:1,15）、窯匠（賽43:1;44:2,24;45:9,11）以及製作者（44:2;51:13;54:5）。 

3. 西乃之約是寫在石版上（出31:18,34:28,29；申 4:13,22），寫在書卷上（出24:7）。

而新約的律法是寫在「心」上，放在人的「裡面」42。Brueggemann認為新約

的律法（torah）與西乃之約的命令相同43。但是新約的命令不再是外面的規條

（經常引起抗拒，舊約條文並未賦予百姓遵行的能力），而是內懷的、內在的

記號，因此遵行這些命令將是十分平常的，有如呼吸一般。所有抵擋、拒絕、

不服的傾向將會消失，因為這新約的團體成員已被改變，他們懷有正直樂意

的靈。Brueggemann的看法，值得採用。 

Holladay44提醒說，在耶利米書「裡面」（b r , q ,）一詞，是用來指耶路撒冷城的

“內部”（6:1,6），而「心」（b b l）與“祭壇”平行（17:1），因此「裡面」與

「心」是指這地的“城”及城內的“聖殿”；所以我們可以結論說，「在心上」

和「在人的裡面」，就是指聖殿內將有敬拜的更新。「心」和「裡面」，希伯來

文都是單數，說明他們合一的意志及意圖45。 

4. 唐佑之46提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是祭司型的聖約公式，

本書多次出現，如 7:23,11:4,24:7,30:22,31:1,32:38；以西結書也有兩處經文

11:20,36:28。這公式都是指向末世的日子，另有四次出現在耶利米書，兩次與

西乃之約有關（7:23;11:4），另兩次也指向未來的應許（24:7;32:38）。何西阿

是首位先知將此公式應用於和好的應許，他將兩造描述成互相的委身，「你是

                                                                                                                                            
可在使徒行傳裡找到。」他以徒 1:12-26記述揀選馬提亞之事要湊成“十二”數目的舉動，確
立路加著作裡“十二”象徵與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關係。昆蘭社團也是以“十二”作為組織原

則，可見以色列人非常注重“十二”這個數字，証明了他們普遍恆切期望十二支派的復興。另

外，在使徒行傳裡，路加將“猶大”和“撒馬利亞”放在一起，這是他著作的獨有特徵，很可

能是指新世代裡南北兩國的復合。相關內文參同上,頁 163-171 
42 這裡並未告訴我們如何將律法寫在「心」上，放在「裡面」，但新約就提示答案。參羅 8:1-4。 
43 Walter Brueggemann,A Commentary on Jeremiah, Exile ＆ Homecoming, (Michigan:Grand 

Rapids, 1998)p.293 
44 William L. Holladay, Jeremiah 2,p.198 
45 同上,p.198 
46 唐佑之著,『天道聖經註釋—耶利米書（卷下）』,頁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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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以及「你是我的神」47（何 2:25）。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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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再教導」；如果律法是外在的，教導就是必須的；而現在耶和華要將律法

放在人的「裡面」、「心上」，教導就不再需要了。所以，這節就是耶和華將律

法放在人心中的結果了。 

2. 「認識耶和華」；在耶利米書，認識神包括對神的屬性以及神作為的本質之了

解（9:2）；Childs對此所下的定義非常好48，他說：「最初以色列不認識神，在

後來才知道神的需要是什麼。認識祂本身和祂的旨意是同一件事，兩者都是

建立在神的自我啟示上。」所以，在應許的新約裡，每一個人的渴望和決定

都將包含神的自我啟示49。 

3. 「從最小的到至大的」，它的意思可能是 “從年幼到年長的”，或“從低階

層到貴族” 50（參5:4-5; 6:11,13）。 因此，認識神將要擴展到所有年齡層及各

階級。 

4. 「我要赦免⋯不再記念」，「赦免」（j l s）在耶利米書最早出現於5:1,7，在那

裡耶和華雖想赦免，卻不能，因為他們拒絕悔改，但如今祂可以赦免了。在

14:10b「耶和華不悅納他們⋯要記念他們的罪孽，追討他們的罪惡」；「記念」，

意謂著採取行動，所以耶和華應許不再記念他們的罪，也就是保證在耶和華

                                                 
47 參 Holladay, Jeremuah 1,7:23 
48 Childs S. Brevar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n a canonical context,p.51  
49 WBC,p.135 
50 William L. Holladay, Jeremiah 2,p.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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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祂的百姓之間沒有任何障礙51會危害彼此自由交通的關係。Brueggemann52說

到：他們的心刻著神的啟示，因此不會再轉向罪惡。 

 

6、小  結 

這新的關係與舊約是有一些不同，主要的區別在於增強的內心真誠性質，新

約不再在人的外面，而是在人的中心內在化。此外，應當要留意的是，在 31:33

裡，‘新’這個形容詞是形容‘約’，不是形容‘人’；而且這個‘新’ 53hdš

字的希伯來文字義主要是‘更新’的意思，而不是‘全新’54。 

 

而這新約的特點55： 

1、耶和華要主動與百姓設立新約，並且是祂要成就、實現這約。這裡的百   

姓是以色列家與猶大家（全以色列民）。 

2、這約是在內心的，不是外在的，不再需要人的教導。 

3、個別性：強調每一個人與耶和華的關係。 

4、普世性：從最小的到最大的，從最低階層到最高階層都要認識耶和華。 

5、完全的赦免。 

 

 

 

                                                 
51 包括他們本身和他們祖先的罪。WBC,p.135 
52 W. Brueggemann, Jeremiah 26-52:To Build,To Plant.ITC.(Eeerdmans,1991),p.71 
53 TWOT§613 
54 華德‧凱瑟著,『新約中之舊約引據』,頁 224-225 
55 Becking 認為 31:31-34是由一些彼此相關連的子句所形成的一個複雜句子，句法結構的中心
焦點乃是（1）神要立約（31c），（2）百姓不再互相教導，（3）祂要赦免所有的罪。v.32,33是
插入語、括弧，在本段經文中找不到一些失序的元素、子句或字群，因此 31:31-34是一完整、
合一的單元。參 Bob Becking, “Text-Internal and Text-External Chronology in Jeremiah 
31:31-34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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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所拉、七十士譯本和新約的經文比對 

 

馬所拉經文 

（耶31:31-34） 

七十士譯本 

（耶38:31-34） 

新  約 

（來8:-12） 

 
 
~yaiÞB' ~ymiîy" hNE±hi 31 

          hw"+hy>-~aun> 

  
      tyBeó-ta, yTiªr:k'w> 

           lae²r"f.yI 

 

hd"ÞWhy> tyBeî-ta,w> 

`hv'(d"x) tyrIïB. 

 

        rv<Üa] tyrIªB.k; al{å 32 

 

~t'êAba]-ta, yTir:’K' 

 

 

~d"êy"b. yqIåyzIx/h, ‘~AyB. 

 

 

~yIr"+c.mi #r<a,Þme ~a'ÞyciAhl. 

 

 

ytiªyrIB.-ta, WrpEåhe hM'heø-rv,a] 

 

 

~b' yTil.[;îB' yki²nOa'w> 

`hw")hy>-~aun> 

 

tyrI‡B.h; tazOæ yKiä 33 

laeør"f.yI tyBe’-ta, trok.a, rv<åa] 

~heh., ~ymiÛY"h; yrE’x]a; 
hw"ëhy>-~aun> 

 

 

 

31 ivdou. h`me,rai e;rcontai 

fhsi.n ku,rioj 

 

kai. diaqh,somai tw/| oi;kw  

 Israhl 

 

kai. tw/| oi;kw| Iouda 

diaqh,khn kainh,n  

 
32 ouv kata. th.n diaqh,khn 

 

h]n dieqe,mhn toi/j patra,sin  

auvtw/n 

 

evn h`me,ra| evpilabome,nou mou th/j 

ceiro.j auvtw/n 

 

evxagagei/n auvtou.j evk gh/j  

Aivgu,ptou 

 

o[ti auvtoi. ouvk evne,meinan evn th/| 

diaqh,kh| mou 

 

kai. evgw. hvme,lhsa auvtw/n fhsi.n 

ku,rioj 

 
33 o[ti au[th h` diaqh,kh 
h]n diaqh,somai tw/| oi;kw| Israhl

meta. ta.j h`me,raj evkei,naj 

fhsi.n ku,rioj 

 

8 memfo,menoj ga.r auvtou.j le,gei(

 

VIdou. h`me,rai e;rcontai( 

le,gei ku,rioj( 

 

kai. suntele,sw evpi. to.n oi=kon 

VIsrah.l 

 

kai. evpi. to.n oi=kon VIou,da  

diaqh,khn kainh,n( 

 
9 ouv kata. th.n diaqh,khn( 

 

h]n evpoi,hsa toi/j patra,sin  

auvtw/n 

 

evn h`me,ra| evpilabome,nou mou th/j 

ceiro.j auvtw/n 

 

evxagagei/n auvtou.j evk gh/j  

Aivgu,ptou( 

 

o[ti auvtoi. ouvk evne,meinan evn th/| 

diaqh,kh| mou( 

 

kavgw. hvme,lhsa auvtw/n(  

le,gei ku,rioj\ 

 
10  o[ti au[th h` diaqh,kh( 

h]n diaqh,somai tw/| oi;kw| VIsrah.l

meta. ta.j h`me,raj evkei,naj( 

le,gei ku,ri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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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ir"AT)-ta yTit;Ûn" 

~B'êr>qiB' 

 

~B'Þli-l[;w> 

hN"b<+T]k.a, 

 

~yhiêl{ale( ‘~h,l' ytiyyIÜh'w> 

`~['(l. yliî-Wyh.yI) hM'heÞw> 

 

 

dA[ª WdåM.l;y> al{ôw> 34 

Wh[eørE-ta, vyaiä 

 

wyxia'-ta, vyaiÛw> 

rmoêale 

 

hw"+hy>-ta W[ßD> 

     ytiøAa W[’d>yE •~L'Wk-yKi(, 
           ~N"Üj;q.mil. 

          ‘~l'AdG>-d[;w> 

          

          hw"ëhy>-~aun> 

     

     ~n"ëwO[]l;( ‘xl;s.a, yKiÛ 

 

 

           ~t'ÞaJ'x;l.W 

`dA[]-rK'z>a, alï 

didou.j dw,sw no,mouj mou  

eivj th.n dia,noian auvtw/n 

 

kai. evpi. kardi,aj auvtw/n 

gra,yw auvtou,j 

 

kai. e;somai auvtoi/j eivj qeo,n 

kai. auvtoi. e;sontai, moi eivj lao,n

 

  
34 kai. ouv mh. dida,xwsin  

e[kastoj to.n poli,thn auvtou/ 

 

kai. e[kastoj to.n avdelfo.n auvtou/ 

le,gwn 

 

gnw/qi to.n ku,rion  

o[ti pa,ntej eivdh,sousi,n me 

avpo. mikrou/ auvtw/n  

kai. e[wj mega,lou auvtw/n  

 

 

 

o[ti i[lewj e;somai tai/j 

 avdiki,aij auvtw/n  

 

kai. tw/n àmartiw/n auvtw/n 

 ouv mh. mnhsqw/ e;ti 

didou.j no,mouj mou  

eivj th.n dia,noian auvtw/n 

 

kai. evpi kardi,aj auvtw/n  

evpigra,yw auvtou,j( 

 

kai. e;somai auvtoi/j eivj qeo,n( 

kai. auvtoi. e;sontai, moi eivj lao,n\

 

 
11 kai. ouv mh. dida,xwsin 

 e[kastoj to.n poli,thn auvtou/ 

 

kai. e[kastoj to.n avdelfo.n auvtou/ 

le,gwn( 

 

Gnw/qi to.n ku,rion( 

o[ti pa,ntej eivdh,sousi,n me  

avpo. Mikrou 

 e[wj mega,lou auvtw/n( 

 
 

 

12 o[ti i[lewj e;somai tai/j 

avdiki,aij auvtw/n  

 

kai. tw/n àmartiw/n auvtw/n 

 ouv mh. mnhsqw/ e;tiÅ 

 

根據以上經文比對，馬所拉、七十士譯本及新約（GNT）之間的相異處不多。

但有幾處值得注意： 

（1） MT：hw"+hy>-~aun （耶31:31,32,33） 

--declares the Lord, 

     LXX：fhsi.n ku,rioj（耶38:31,32,33） 

--saith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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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T：le,gei ku,rioj（來8:8,9,10） 

--says the Lord 

     

七十士譯本與GNT使用了不同字來表達MT的「-~aun」。「le,gei」；此字在希伯

來書的用法，是指神的話--應許保證的話56。 Ellingworth57認為希伯來書作者在

以後幾節都用「le,gei」」是沿用 v.8a之故，並不是要避免 v.5的「fhsi.n」。而

Watts則認為希伯來書作者在此用「le,gei」」現在式動詞，其目的可能是要讓當

時的讀者感受到引文與其有切身之關係。58 

 

（2） MT：t y r i B ] t r ' K ;（耶31:31-33） 

--make a covenant 

     LXX：diaqh,somai diaqh,khn（耶38:31-33） 

--make a covenant 

     GNT：suntele,sw59 diaqh,khn（來8:8） 

--effect a covenant（NASB），make a covenant（NIV） 

     GNT：evpoi,hsa diaqh,khn（來8:9） 

-- the covenant which I made 

     GNT：diaqh,somai diaqh,kh（來8:10） 

-- the covenant that I will make 

 

    GNT在v.8-10分別用了三個不同的「立約」的「立」字，其中來8:10與LXX

                                                 
56 NIDNTT,Vol.3,p.1113 
57 Paul Ellingworth,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Michigan:Grand 

Rapids,1993),pp.415-416 
58 參William L.Lane,Hebrew 1-8,in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vol.47A,ed.John D.W.Watts
（Dallas:Word Books,1991）,p.209 
59 此字的意思是“使完成、使成就、設立”，含有“終極完全”的意思。參 Archibald T. Robertson,
『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九：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約翰一,二,三書、猶大書）』,
詹正義、賴耿中；潘秋松編譯,(美國活泉出版社,1997,8),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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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Thomas60主張這反應了耶利米的慣用語（耶41:8,15,18;LXX），表示新約將

被保存，舊約已被破壞了。事實上，這些異文是一種文學體裁的變化，如同在

LXX的其他異文一樣；Lane則認為這些體裁的變化，反應了初代教會禮拜儀式

中神諭的使用61。但馮蔭坤則舉出一些比較說法，認為這些改變（v.8,9）較可能

只是體裁上的變化，與禮拜儀式無關62；至於它們是源出於作者，還是LXX的一

個抄者，則無法得知。 

（3）MT：~b' yTil.[;îB' yki²nOa'w>（耶31:32） 

--although I was a husband unto them 

LXX：evgw. hvme,lhsa auvtw/n（耶38:32） 

--and I disregarded them 

GNT：kavgw. hvme,lhsa auvtw/n（來8:9） 

--And I disregarded them 

    GNT跟隨LXX的譯文，繙成「我輕忽、不關心」。 

 

（4） MT：~B'êr>qiB. ‘ytir"AT)-ta, yTit;Ûn"（耶31:33） 

-- I will put my law in their inward parts 

     LXX：didou.j dw,sw no,mouj mou eivj th.n dia,noian auvtw/n（耶31:33） 

-- I will surely put my laws into their mind 

GNT：didou.j no,mouj mou eivj th.n dia,noian auvtw/n（來8:10） 

--I will put My laws into their mind 

GNT在此採用LXX的譯文。 

 

根據以上經文比對，新約作者在此所引用的舊約，主要是來自 LXX譯本，

                                                 
60 WBC（Hebrews1-8）,p.209 
61 同上 
62 馮蔭坤,『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下）』, (香港：天道書樓,1997,8),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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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MT唯一比較大的不同之處，是在耶31:32的「yTil.[;îB']，但在「主說」的「說」

字和「立約」的「立」字二處，作者以較自由的方式表達，可能為顧及體裁的變

化，選擇不同詞彙來表達，但不影響原來含意。 

 

四、新約經文（來8:8-12） 

1、希伯來書背景概述 

希伯來書的作者63，他寫作的目的究竟為何？目前大多數學者主張這卷書的

目的是為「勸勉」而寫64，雖然內文有不少神學性的闡述，那不過是附屬部分，

這些闡述、解釋是為了警告、勸勉讀者65，不可背離真道，轉回猶太教。從書中

內文來看，讀者似乎處於信仰的危機中66，有人將「隨流失去」（2:1-4），作者暗

示他們不再聆聽神的道理（2:1;3:7b-4:13;5:11;12:25），甚至退縮，變得懈怠、疲倦

灰心（5:11,6:12,12:3）。甚至全書以利未的祭司體系與基督的祭司工作作對比，使

得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讀者67似乎陷於退讓於猶太教的危險中。 

 

作者寫此書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他們返回猶太教，他一方面以非常嚴厲的話

語警告他們如此背道的後果，另一方面，他積極地闡述基督乃是神在這末世日子

最後及最完全的啟示（1:2），神為祂的百姓所定的旨意，已經在基督身上完成了，

祂以大祭司的身份，以自己作為祭物獻上，一次而永遠地完成贖罪大工，亞倫祭

                                                 
63 關於希伯來書作者是誰，眾說紛紜，有說保羅，有人主張亞波羅、路加、巴拿巴，甚至是百
基拉；這些都是一些推測，並無實質證據，我們最好還是和一千七百年前的俄利根一樣，說：

“只有神才知道作者是誰”。不知道作者是誰，並不影響對希伯來書的解釋與了解。若要了解

不同作者論述的根據，可參馮蔭坤,『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上）』, (香港：天道書樓,1997,8),
頁 3-12，或巴克萊著,『希伯來書注釋』,頁 9-10 

64 如 Archibald T.Robertson; LaneⅡc; 馮蔭坤。 
65 馮蔭坤認為讀者是在羅馬的一群猶太基督徒所組成的一個家庭教會。巴克萊也採相近看法，
他認為是給羅馬的一群學者。巴克萊著,『希伯來書注釋』,頁 7-8。黃錫木持相同看法，認為
希伯來書是特別為有猶太背景的信徒寫的；參黃錫木著,『新約研究透視』,頁 6 

66 Ladd認為讀者正面臨逼迫（10:32;12:4），而且幾乎要離開基督了。賴德著,『新約神學』（下）,
馬可人、楊淑蓮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1986,1),頁 685 

67 若讀者是外邦基督徒，他們以前必是皈依猶太教的，且非常熟悉舊約。參同上,頁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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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體系無法達成的功效，耶穌已經完成，而且祂如今在父面前為我們說美言，凡

靠著祂進到父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 

 

至於本書的寫作日期，學者的意見分歧不一致68，但大致可以聖殿被毀（主

後70年）作為分水嶺，因為聖殿的被毀，意謂著獻祭活動的停止，這事的影響對

本書的論述應該有些著墨才是。但根據9:6-9作者使用的動詞，很多是現在式，表

示聖殿還在，祭祀仍然進行著；以及10:1-3也暗示獻祭的事尚未停止，況且若聖

殿已被毀，這麼重大的事作者竟然在內文裡隻字未提，也叫人覺得不可思議。基

於以上經文內証的幫助，我們將寫作日期定於主後70年前，應是合理的判斷69。 

 

2、來8:8-12的上下文脈與神學意義 

希伯來書作者在此引用這段經文有兩方面的目的：一是消極方面，在8:1-13

清楚指出引句表明舊約的不完全和它的暫時性，因此需要新約來取代。二是積極

方面，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新約的來到，使得神的百姓對未來充滿盼望。 

 

一般來說，8:8-12的經文被放在前後兩大段的（5:11~7:28與8:1~10:18）銜接

處。前段來 5:11~7:28（或4:14~7:28）的主要議題，是將耶穌的大祭司職分與亞

倫等次的祭司職分作比較。說明耶穌乃是照『麥基洗德』的等次作大祭司，不是

照屬肉體的條例，乃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7:15），其祭司職分比亞倫等次的

祭司更美70、更卓越；因為麥基洗德收納亞伯拉罕的十分之一，為那蒙應許的亞

伯拉罕祝福，而利未是在先祖亞伯拉罕的身中（7:4-10）。耶穌為祭司是起誓立的，

                                                 
68 Ellingworth主張最遲不超過主後 90-100年，巴克萊主張主後 80年，Archibald T.Robertson則
認為最可能是主後 64年之前，至遲不致晚於主後 70年。 

69 馮蔭坤根據來 12:4「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甚至推至主後 65年，尼
祿王在羅馬逼迫基督徒之前的不久寫成的。參馮蔭坤,『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上）』,
頁 22-24 

70「更美」（krei,ttono,j），在希伯來書出現 12次，用來描述新約相對於舊約的優越性。參
NIDNTT,Vol.3,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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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則不是（7:20-22），耶穌永遠長存，祂的職任長久不更換，亞倫等次的祭司

有死阻隔，不能長久（7:23-25）；耶穌不像那些大祭司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

百姓的罪獻祭，祂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 

 

接下來的 8:1~10:18，整個闡述的主題轉到耶穌作大祭司與大祭司亞倫工作

的比較。整段論述的中心焦點，乃是說明基督的大祭司事工超越亞倫等次的大祭

司事工。 

 

Vanhoye將 8:1~9:28分成六段落，並且形成交叉平行結構71，如下所示： 

  8:1-2     Introduction 

  8:3-6     A. The earthly sanctuary and its ministry 

  8:7-13      B. The second covenant 

  9:1-10        C. Worship under the old arrangement 

  9:11-14       C’.Worship under the new arrangement 

  9:15-23     B’ The new covenant 

9:24-28   A’. The heavenly sanctuary and its ministry   

    

這個結構很清楚地將大祭司事工的重點標明出來；中心焦點是舊約與新約兩

位大祭司的對比，他們在聖所裡面的事奉內容，舊約是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至聖

所，新約則是用大祭司自己的血；外層框架則是分別說明新約的意義，最外層則

是地上聖所與天上聖所的比較。 

 

此外，M. Gourgues也將 8:1-13分成如下段落72： 

  A  Christ, the ministering priest                        8:1-5 

                                                 
71 WBC,p.203 
72 WBC,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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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new ministry                                8:1-2 

     2. which is set in opposition to the old                 8:3-5 

  B  Christ, the mediator of the new covenant               8:6-13 

1.The new ministry is associated with a better covenant    8:6 

2.which is set in opposition to the old                 8:7-13 

這個對稱的結構，很清楚顯示 8:1-5的主題是基督的職分；而基督是更美之

約的中保，是 8:6-13的主題。 

 

若從希伯來書八章~十章 18節來看，大祭司的事工牽涉三項事情73：(1)、事

奉的聖所（8:1-5）。(2)、事奉的條款—新約（8:6-13）。(3)、獻上的祭物（9:1-10:18）。 

 

(1)、事奉的聖所（8:1-5） 

作者在本段依次地說明基督作大祭司的聖所74（8:2），不是地上的帳幕，而

是在天上的真75帳幕76裡作執事77（8:1-2）。地上的帳幕只是天上帳幕的副本78（8:5

形狀）和影像79（8:5）。 

 

  (2)、事奉的條款—新約（8:6-13） 

接下來，作者又進一步說明基督得了更美職任的原因，是因祂作了更美之約

的中保。地上大祭司的職事是受舊約所規範的，他是依照舊約的律法來執行他的

                                                 
73 F. F. Bruce,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Michigan:Grand Rapids,1964),p.163 
74「聖所」(tw/n àgi,wn)，聖的地方，複數形，涵蓋整個聖所，不分聖所、至聖所。馮蔭坤認為不
宜將天上的聖所視為地上聖所一般，分內外兩部份，而應視為一個整體-聖所。參馮蔭坤,『天
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下）』,頁 8-10 

75「真」（th/j avlhqinh/j），它所指的不應等同「永恆」觀念，在希伯來書而論，它指的乃是相對於
「副本」（9:24，新譯、現中）或「影子」（10:1，思高、新譯）的實體。同上,頁 10-11 

76 就是天堂；真帳幕就是真正的聖所，也就是天堂（來 9:24）。  
77 「執事」（leitourgo.j），在此不僅指基督的祭司職分，更有「事奉」、「供職」活動等含意。參   

TDNT,v.2,p.230 
78 更清楚說明，請參馮蔭坤,『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下）』,頁 18-19 
79 即「影子」，影子是由實物投射而來，它本身並不是實物，但它不能脫離實物而存在。所以地
上的會幕，表明有真的實體存在，乃是在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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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如今基督作大祭司，乃是根據更美之約(新約)履行祂的職務，而新約是根

據那更好的應許而立的，這就是新約比舊約更美的原因。 

 

關於耶穌是更美之約的中保的「中保」一詞，在此多作一些討論。在希伯來

書「中保」有兩個不同的字：一是「e;gguoj」80（7:22），另一是「mesi,thj」

(8:6,9:15,12:24)。 

     

F. F. Bruce對於「中保」有一些觀察81，頗值得參考；他認為 7:22「中保」

(e;gguoj)82應繙譯成「保證人」較妥，這個字在新約只出現這一次，七十士譯本也

只出現五次（次經傳道經 29:15〔兩次〕、16〔兩次〕；馬加比二書10:28）。在

一般希臘文的用法，此字常出現於法律文件及其他文獻中，意思都是「抵押品」

或「保證人」，比一般的「mesi,thj」83（中保 8:6,9:15,12:24）承當比較重的責任，

他必須保證所約定之事的兌現。 

 

舊約有中保（加 3:19），但沒有保證人，在出 24:72，當摩西將約書念給百姓

聽時，百姓們都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這時並沒有一位保證人

保證以色列人必定履行他們的諾言，但耶穌這位新約的中保，卻是新約永遠有效

的保證人。至於「更美的應許」是哪些呢84？就是作者在 v.10-12 引用耶 31:31-34

的那些應許。 

 

                                                 
80 古特立著,『古氏新約神學（上）』,高以峰‧唐萬千合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90,6),頁

589-595 。 
81 Archibald T. 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九：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約翰
一,二,三書、猶大書）』,頁 121 

82 guarantor，保證實踐法律責任。參 NIDNTT,Vol.1,p.372 
83 mediator，兩造之間的中間人，負責調停爭執、糾紛。參同上,pp.372-376 
84 E. Hoffmann 認為這些應許的內容也包括永遠、末世救恩，例如不能震動的國（12:28）、將來
的城（13:14），以及為神百姓預備的安息（4:9）。不過依據上下文脈來看，還是以下文 v.10-12
的內容為最合理的解釋。參 NIDNTT,Vol.3,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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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獻上的祭物（9:1-10:18） 

這一大段闡述的重點，在於大祭司獻上的祭物。作者以舊約會幕的事奉與在

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作比較；前約禮拜裡，大祭司獨自進入第二層帳幕，一年一次

帶著血，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但卻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而現在基督

已經來到，作了更美之事的大祭司，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贖了

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祂的血已洗淨人的良心。基督的血比牛羊的血更美。 

 

談到立約方面，作者指出舊約與新約都是用血立的。 

 

在舊約裡，立約的儀式需要祭牲被肢解，祭牲是立約者的代表，它們被肢解，

代表立約者若不忠於自己所起的誓，便會像祭牲的下場；約要能生效，必須祭牲

犧牲流血。所以摩西當日將各樣誡命傳給眾百姓，就拿朱紅色絨和牛膝草，把牛

犢、山羊的血和水灑在書上，又灑在百姓身上說：『這血就是神與你們立約的憑

據85』。這裡指出西乃之約是用血立的。 

 

而基督作為新約的中保，祂不僅是立約雙方的居間者，祂代表神將此約賜給

神的百姓，而且藉著自己流血犧牲來確立此約（來 9:16-17）。這讓我們想起耶穌

在被賣的那ㄧ夜，祂與門徒吃逾越節的筵席，祂設立了聖餐，祂拿起杯來對門徒

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太 26:26-29;可 14:22-25;路

22:19-20），在此祂留了遺囑，直到祂釘死十架，遺囑才生效。 

 

孔桂成指出86，新約的時代是由十字架開始，不是由馬太福音開始；新約時

代始於主死在十字架上，主的死，新約立即生效，主未死，新約未能生效，因為

                                                 
85 有學者主張「這」字是耶穌於設立聖餐時所用之字--『這是我立約的血』（可 14:24;太 26:28;
路 22:20）的回響，表示作者把舊約的訂立和新約的訂立連起來，二者都是以血確立的。同上,
頁 110 

86 孔桂成，「新約的開始」，『為道』（雙月刊）。第43卷，第5期（1995年6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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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遺命，必須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因為人死了，遺命才有效力，若留遺命

的尚在，那遺命還有用處麼？」（來 9:16-17） 

 

最後，作者在10:16-17重述8:10,12，表明基督已完成新約的應許。因著耶穌

的祭獻使新約的應許，特別是赦罪的應許得以實現。 

 

3、來8:8-12逐節分析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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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1.「指責」（memfo,menoj），現在式關身形主動分詞，帶直接受詞「auvtou.j」（他們）；

表示祂不只在過去如此行，而是持續指責他們（百姓），大部分的學者都採這

種看法。而馮蔭坤88卻認為從經文批判學來看，動詞的受詞可以是直接受格，

也可以是間接受格（Metzger;Ellingworth和 P.E.Hughes也支持），若再根據文

脈（8:6-7,13）來看，都是對前約的不滿，所以指責的受詞應是「前約」（和

合本小字繙譯），而不是百姓（他們）。 

 

但我個人認為，根據下文 v.9，作者是指責過去百姓長期的毀約，因此繙成「主

指責他的百姓」更是合理，並無不妥。反倒馮蔭坤將直接受格的「他們」這

種說法，歸因於“抄者可能為要使使動詞「指責」有一個文法上的受格，或

是為要除去神所立的前約竟是不完全的這個令人不安的思想，而作出修改的 

結果。”89這種看法沒有根據，比較是出於馮蔭坤的個人臆測。 

                                                 
87「diaqh,kh」（約,diathēkē）與另一字「synthēkē協定」明顯不同，後者指的是立約兩造都站在同
等地位所達成的協議；前者則是由一方指定的，另一方只能接受或拒絕，這一類最高的例子就

是「遺囑」。參 NIDNTT,Vol.1,p365或巴克萊著,『希伯來書注釋』,頁 90-91 
88 參馮蔭坤,『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下）』,頁 33-35 
89 同上,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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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瑟也指出90，無論是耶利米或希伯來書的作者，都一致堅持舊約的問題不在

立約者（神），或約的本身，乃是在百姓；神找到他們的錯處，耶 31:32明白

說：『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也是來 8:8-9指責的重點：『指責他們』。 

2. 「新約」使得百姓的生命與神之間有了全新的關係，這全新的關係包含三件

特別事情91：（1）將神的律法植入他們的心中（2）認識神成了個人的經歷（3） 

除掉他們的罪。 

 

而「新約」的「新」字究竟何意？是「全新」的意思？還是「更新」的意思

呢？在希伯來書分別用了兩個不同的「新」字；一是 kainoV"，kainos92，指

「性質」方面的新（來 8:8），另一是 neo ,j，neos93，指「時間」方面的新（12:24）。

馮蔭坤在他的註釋裡提到94，新約裡有一些平行經文將這兩個「新」字連在

一起，顯示它們可交換使用（如弗 4:24與西 3:10的「新人」；弗 4:23的「更

換一新」與西 3:10 的「漸漸更新」）。馮蔭坤在這點下的工夫就比 Kaiser 來

的周延些；Kaiser95認為新約的特殊措詞是 kainos而非 neos。 

所以，「新」的意思包括三方面：（1）時間上的「新」--新約是「第二個約」，

舊約是「第一個約」96（8:7現中譯本）。（2）性質上的「新」--新約在功用、

效能及結果上都比舊約更美。（3）取代意義；新約一出現，舊約便成為舊而

無效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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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他們。這是主說的。 

 

                                                 
90 華德‧凱瑟著,『新約中之舊約引據』,頁 225 
91 F. F. Bruce,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p.172 
92 指性質上的新，以前未知的，史無前例的美妙。NIDNTT,Vol.2,pp.669-674 
93 時間上的新、年輕，以前未曾存在的。NIDNTT,pp.674-676 
94 馮蔭坤,『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下）』,頁 37 
95 華德‧凱瑟著,『新約中之舊約引據』,頁 225 
96 「第一個約」，按 v.9來看，則是指「西乃之約」，不是依照聖經年代的第一約（挪亞或亞伯拉
罕之約）。「prw 'to"」（第一），在希伯來書裡，本字隱含對比的評估要素。NIDNTT,Vol.1.p.666 

97 「!amelvew」的意思是“忽略、輕忽、不理會、不關心”。WBC（Hebrews1-8）,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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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此指責百姓「不恆心守我的約」，他們既然不守約，神也就不理會他們。

有學者指出98，先知書中多次提及毀約，每次都是人沒有守約（如賽25:5;耶

11:10,31:32;結44:7）。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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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1. 「那些日子以後」，從希伯來書作者的角度來看99，這個時候就是指來 1:2 的

「這末世」。Laddd100認為希伯來書與早期的基督徒一樣，將當時的基督徒放

在同樣的末世張力中。101基督已在『末世』顯現（來 9:26）。希伯來書認為當

今是末世的應驗期（實現末世論），而末世的完成，則需待基督的再來。在希

伯來書中，多處可見『已經 already』與『尚未 not yet』之間的張力（如

4:3-11;6:4-5）。這觀念最先出現在『安息』的議題中，在來四章說到約書亞若

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題別的日子了，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

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這個安息要在末世才來到，然而又因為當今是應

驗期，因此信徒也就進入了神的安息（4:3）。當今是一種末世福氣的預嚐（淺

嚐），也就是說，這種末世的福分已部分應驗於當今。有關『新約』的應許也

是如此。 

 

2.「律法」（no,mouj）複數型102，而耶利米書的希伯來文「律法」（hr;/T103）ㄧ字卻

是單數型。馮蔭坤推論 LXX的譯者用了複數型，也許是要將神的「教導」這

                                                 
98 馮蔭坤,『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下）』,頁 38 
99 同上 
100 賴德著,『新約神學』（下）,頁 689 
101 Kaiser也主張根據來 1:2神『在這末世』透過祂的兒子耶穌對新約眾聖徒說話。故此，末後
的日子早已臨及教會。華德‧凱瑟著,『新約中之舊約引據』,頁 147 

102 10:16也是複數型，新約也只在此二節出現複數型。 
103 不僅指成文律法，也包含指導、指示、教導等意思。參 TWOT§9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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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籠統的意思，與摩西的律法這個特別的法典分開。104 

「我的律法」，在此所指的顯然是「道德律法」，不是「敬拜禮儀律法」。Bruce105

指出「律法」ㄧ字的原文，在希伯來書中出現了 14次；其中 8次是指「敬拜

禮儀律法」106（ceremonial law）（7:5,19,28a;10:1;7:12;8:4;10:8;9:22），2次指「道

德律法」（8:10;10:16），另 3 次是較廣義籠統的「律法」（7:28b;9:19;10:28），

ㄧ次是完全籠統性的「律法」（7:16） 。 

 

3. 放在他們「裡面」（dia,noian107），字面意思是「頭腦、心思」，指人的內在理性、

思想的器官。寫在他們「心上」（kardi,aj108），有字面及隱喻用法，在此是隱喻

用法，指人的生命中心。馮蔭坤109指出，鑑於這裡是希伯來文的詩歌平行句法，

而作者在 10:16再次引用時，將「頭腦」與「心」的位置調換，因此，這二字

很可能是同義用法，二者皆指人內在生命的中心。神將律法放在祂子民的內

心，不僅要他們記得110祂的吩咐，更要使他們從心理遵行祂的旨意，不像舊約

律法是寫在石版上，沒有內在的驅動力。 

 

4.有關摩西的律法與基督的律法之關係，Chamblin強調說111，基督的律法並非是

與摩西的律法不同的律法，它不是新律法 nona lexa，它們都是來自於神，每

一個都被賦與相同目的—就是去愛神和愛人（太 22:37-40）。因著耶穌以及祂
                                                 
104 也有一些學者支持這種觀點，如Westcott, Guthrie。他們認為譯者有意強調律法不同的部分，
要把這些與作為整體的摩西律法分開。馮蔭坤,『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下）』,頁 40 

105 F.F.Bruce,‘Hebrews ’,in Peake’s Commentary on the Bible,ed M. Black and 
H.H.Rowley(London 1962/1967),pp.1008-1019 

106 Chamblin在他的專文“The Law of Moses and The Law of Christ”裡，不贊成將摩西律法作三
份切割，即分成道德性（the moral）、禮儀性（the ceremonial）和民事性（the civil）；因為這三
者在舊約裡，彼此間都有關連。欲知詳細，請參 John S.Feinberg,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pp.182-184 

107 NIDNTT,Vol.3,pp.122,126-130 
108 同上,Vol.2,pp.180,182-184 
109 馮蔭坤,『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下）』,頁 40 
110 Bruce說：將神的律法植入人心，比強記更有效。在申命記規勸記住神的話語（申 6:6-9），但
不確保能將所記的實行出來。F. F. Bruce,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p.172 

111 John S. Feinberg,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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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律法現今是以全新的面貌被執行，並且比過去更深地被闡述，因此它

們彼此的關係，在本質上是連續性的合ㄧ，但在形式上（form，shape）卻是

不連續的。112也就是說，基督的律法是摩西律法的進一步表達（expression），

有提升的性質113，但卻不是同一的表達。 

 

因此，Chamblin主張摩西的律法（OT）與基督的律法（NT）之間的關係，不

是 A對 A，也不是 A對 B，而是 A1對 A2。他以ㄧ簡圖表示114： 

 
                                    

                                 

A                                A 
 
                               
                      B        
         A 
                                         

                                          A2 
         A1 
 
 
 

他認為從舊約轉移到新約（A1→A2），有三個因素要考慮的115：時代性

（epochal），文化性（cultural），以及個別性（personal）。如下圖所示116： 

 
                                           A2 
        A1                             
 
 

                                                 
112 Chamblin也指出「道德」方面是連續的，「救贖」方面是不連續的。同上,p.195 
113 如太 5:17-48。 
114 John S. Feinberg,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p.183 
115 至於這三個因素的說明，不在此贅述，欲知詳細，請參考 John S. Feinberg,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pp.200-202 
116 同上,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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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舊約的瑕疵不在於律法，律法本身是聖潔的（羅 7:12-13），借用保羅的話說：

是因人的肉體軟弱（羅 8:3）。所以需要的是新的本質，一顆從罪的綑綁得釋

放 的心，一顆有能力起來遵行的心。 

 

這裡似乎暗示他們將得著一個新心，如結 36:26-27「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

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

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在此顯

示聖靈是神的子民遵行神旨意的驅動力，祂要內住在百姓裡面。Ladd117認為這

裡的說法似乎類似約翰的重生觀念，以及保羅所謂的基督藉著聖靈內住的看

法。Chamblin118說聖靈使律法內在化，也就是聖靈在最深個人的的途徑裡教導

人律法，若不藉著聖靈來明白，摩西律法就是 gra,mma119（死的字句）。 

 

保羅在羅7~ 8章指明神的兒女得勝之道，乃在於隨從聖靈，不隨從肉體；聖靈

不僅將律法指教信徒，祂賜與信徒能力遵行律法的要求（羅8:4）。 

 

6. 「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laovn120）」，這是摩西西乃之約的要

旨121（出 6:7），在曠野，耶和華再度重申祂的應許122（利 26:12），在使徒時代，

再次被引用並且應用於新約的子民—教會123（林後 6:16），這時的新約就不再

侷限於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到了啟示錄，新天新地來到，神的帳幕建立在人間，

                                                 
117 賴德著,『新約神學』（下）,頁 696  
118 John S.Feinberg,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p.192 
119 林後 3:6b『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或譯：聖靈〕是叫人活。』 
120 在福音書出現 36次，使徒行傳出現 44次。Flender注意到，只有少數例外專指猶太人。John 

S.Feinberg,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p241 

121  出 6:7『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 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 
122 利 26:12『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你們的 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123 林後 6:16『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 神的殿，就如 神曾說：我要在

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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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古老約的應許再度被提起：「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

他們的神」（啟 21:3）。這時涵蓋的就是一切在生命冊上有份的人（啟 20:15）。 

這約的公式自古迄今沒有改變，但在漸進啟示的光照之下，它逐漸產生新的意

義；到了使徒時代，神的百姓已經轉為教會--在基督裡的信徒，在耶穌的十架

救贖根基上，神拆毀了以色列與外邦人之間隔斷的牆，將兩下合而為一，歸為

一體，與神和好了；所以外邦人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乃是神家裡的人了（弗 

2:11-22）。教會包括信主的猶太人和外邦人，這是ㄧ新的信仰團體，有別於以

色列民。124 

 

Bultmann 認為教會已成為“神的子民”，是真以色列人，是一個“末世單

元”，百姓的身份不再經由肉身的生育，而是個別的呼召分別歸神；因此，神

的子民的概念，在新約裡成為末世的概念，並且應驗在基督和教會裡。125 

 

過去在舊約指以色列為“神的子民”的觀念，如今也應用於教會身上（包括猶

太人和外邦人），蒙贖的教會是“特作祂的子民”，如同以色列人一樣（多

2:14;cf.出 19:5;羅 9:25ff.;林後 6:16以及彼前 2:9-10）。如此可能會引來的爭論，

就是將早先使用於以色列的這些形容應用於教會，並不意謂教會現今就專一地

承受這特殊地位。其實這只是清楚的顯示，“神的子民”已經被擴大適用於包

括列國，教會透過在耶穌基督裡的信心，已經成為神的子民126，而以色列至今

也仍然是神的子民。 

 

Uriel Tal127主張新約紀元已經破曉，希伯來文聖經可以擱置一旁了，他就認為

                                                 
124 大部分『盟約神學』學者的立場，認為教會就是屬靈的以色列，取代了以色列的地位。他們
主張新、舊兩約的連續性多於不連續性。這與『時代主義』學者的主張產生分岐。  

125 D.L.Baker, Two Testaments:One Bible. (Downers Grove,IL:Intervarisity,1976),p170 
126 F John S.einberg,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p.241 
127 Uriel Tal,“Jewish Self Understanding and the Land and State of Union”,Unio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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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舊盟約中應許的地、政治權益都遭刪除，以色列能期盼的最多就是成為神

新的百姓—教會的一部份，128但是沒有國家、土地或國籍。 

  

Bietenhard對於將這頭銜專一地應用於教會，而帶來過於簡單連續性之結論提

出十分謹慎的反駁。他說129： 

 

當然，這不是說在新約裡，教會就輕易地取代以色列成為神的子民，好像以色列

已經失去神賜與她的優先權。這可能就是保羅在羅馬書裡要較力的主要議題，保羅的

結論是，以色列是，且仍然是神的子民，仍未被神所棄絕（羅 9-11;esp.羅

9:4f.,x11:1f.）。 

 

由此可見，新、舊兩約有關“神的子民”之概念，在連續中有不連續的性質。

130至於“以色列”在新約裡的意義，除了保羅曾經使用“新以色列” 131的觀念，

來描述由猶太人和外邦人所組成的教會之外，“以色列”一詞都是指著在舊約裡

與神有約的以色列國家，她仍然擁有在神面前的獨特恩寵地位，132即使她如今因

著不信被排除於福音救恩門外，但『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11:29）。

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133因為有一位救主要從錫

安出來，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保羅在羅11:27說到：「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

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而在論到彌賽亞的日子時，先知撒迦利亞說：「那時，必有許多國歸附耶和華，

                                                                                                                                            
Quarterly Review26(1970):pp.353-354 

128 華人學者黃彼得也採如此觀點。參黃彼得著,『基督教的末世論—末世論與釋經學』,頁105-107 
129 H. Bietenhard, “laov"”,TDNT,vol.2,p.800 
130 不在此贅述，欲知詳細，可參 Feinberg, John S.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pp221-259 
131 加 6:16，這裡的“以色列”，根據上下文推斷，是指 6:15的「新造的人」--教會。 
132 『土地』、『後裔』、『神權政治』，不會因著基督和教會的應驗，就更改這些以色列的特權。

Baker, D.L. Two Testaments:One Bible. p.127 
133 Kaiser對此亦有精闢的論述。參華德‧凱瑟著,『新約中之舊約引據』,頁 26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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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的子民。」（亞 2:11）意謂著那些不在以色列之內的外族人，將要成為神

的子民。也就是說，當新約完滿實現時，“神的子民”就有普世性的意含。 

 

  凱瑟（Kaiser）認為新、舊兩約延續的脈絡有一個中心，它涵蓋屬靈與屬物質

的實體，並且它從開始就將外邦人列為那些相同恩典的參與者與受惠人—雖然

起初他們在那同樣的應許、產業與百姓中，並非絕對相等的持有人。這種共同

繼承權和共同會友權的奧秘，直到保羅才將之揭露出來。134  

 

8:11  他們不用135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136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137主；因為

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138我。 

 

1. 這是新約的第二個特點，因著每人都領受一顆新心，所以每一位神的子民對

神都有直接和個人的認識。139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在新約裡不再需要有一班「中

間人」（如先知、祭司、文士等），將神的知識教導神的子民。使徒約翰在約壹

2:27 說到：「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

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

訓住在主裏面。」似乎與本節相呼應。 

 

聖靈在新約時代擔任不可或缺的教師角色，祂在信徒心中作教導的工作，使信

徒明白「神的事」（林前 2:11-12）。不過，引用約壹 2:27時不要忽略它的上下

文脈，約翰在此所說「恩膏」的作用，是在分辨那些「引誘人」的教訓，恩膏

                                                 
134 同上,頁 229-230 
135 「ouv mh.」雙重否定詞，表達加強的否定意思。 
136 「poli,thn」，公民、同為公民之意。 
137 「Gnw/qi」；「ginVwskw」的簡單過去主動命令語氣。 
138 「eivdh,sousi,n」；「oi\da」的未來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139 F. F. Bruce,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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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訓是印證他們「從起初所聽見的」（約壹 2:24），似乎不是突如其來出於自

己的感動。  

  Kaiser在解釋珥 2:28-32應驗於五旬節時說到，五旬節聖靈澆灌的結果，就是

每一個人要即時且親自認識耶和華。140  

 

2. 「你該認識主」和「都必認識我」這二句的「認識」，在原文是不同的字(在

希伯來文裡，兩次都用同一個動詞)；前者是「ginVwskw」，141後者是「oi\da」

142。按古希臘文的用法，二字在意思上有很清楚的區別，前者指開始的、未

完成的、仍在發展中的，需要透過經驗、學習、觀察才獲得的知識。後者則

指已完成的、完全的、已達最後階段的，由心思直接掌握的知識。有時此二

字可以互換通用，但馮蔭坤143認為 LXX以兩個不同的字來翻繹同一個希伯來

動詞，也許不是體裁上的變化，而是根據此二字在古典希臘文用法上的清楚

區別。若是如此的話，神的百姓對神能有完全、成熟的認識，是新約莫大的

特徵。 

 

賽 11:9b「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也反

應了新約的特徵，在先知的預言裡，這都直指末世彌賽亞的時代特徵。 

 

然而這項新約的特徵已完全應驗了嗎？若完全應驗的話，保羅在林前 11-13

章有關聖靈各項恩賜的講論就毫無意義；今天聖靈賜下各種恩賜，為造就信

徒，教導、訓誨、勸誡，仍然在教會裡占ㄧ席之地，教導事工並未停止。保

羅在林前 13:9-12 題到「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那

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

                                                 
140 華德‧凱瑟著,『新約中之舊約引據』,頁 153-154 
141 NIDNTT,Vol.2,pp.392,397-406 
142 TDNT,Vol.5,pp.116-119 
143 馮蔭坤,『天道聖經註釋—希伯來書（卷下）』,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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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原文是如同猜謎〕；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

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現今仍然是在「有限的」時代，「那完全的」

尚未來到，可是我們每一位信徒藉著聖靈的幫助，又可直接、個別地認識神，

這裡呈現出「已然」、「未然」的張力。我們已領受末世的福分，但尚未達到

「豐滿」，雖然如此，末世的應許，卻已應驗於今日。 

 

8:12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144記念他們的罪愆。 

 

新約的第三特性就是赦罪的恩典。本節是希伯來詩體同義平行的句法，所以

「寬恕他們的不義」等同於「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在 10:17 作者又重述

此應許，那裡很清楚顯示，罪過能得赦免，是基於耶穌基督的贖罪工作。 

Chamblin 說到耶 31:31-34 的新約，將實質地實現罪得赦免的應許，但所需

要的不是一個全新的新約，而是對舊約更新及更多個人化的實行。145 

 

五、結   論 

新、舊兩約間的關係存在著連續性與不連續性。在初代教會，對於這方面的

議題，形成不少相異的看法，在宗教改革以及後來時期，甚至是近代教會更新的

階段，這仍然是重要討論的議題。146 

 

 希伯來書作者在引用耶 31：31-34 時強調：新約乃要成就舊約的教訓，舊

約所預言的都在新約應驗了；不過這「新約」並不如舊約那樣只為以色列人而立，

新約是藉著耶穌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與普世人類所立的。 

                                                 
144 「ouv mh.」雙重否定詞，後接簡單過去假設語氣，表達加強的否定意思。WBC（Hebrews1-8）,p.202 
145 John S. Feinberg,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p.187 
146 同上.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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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主義（Dispensationalism）按字面解釋聖經，認為在新約時代，教會和

以色列人是完全不同的團體；教會是個奧祕，在舊約時不為人知（弗 3:1-9;西

1:26），在新約時代透過聖靈的內化，正經歷末世應許的屬靈福氣。對於以色列

人來說，舊約中關於以色列民的預言，耶和華與列祖所立的約，應許賜給以色列

人得土地、昌盛的後裔及福氣，耶利米先知預言有關新約（耶 31:31-34）的福氣

都將實現，不會更改，而且指向耶穌基督第二次的降臨。147我個人認為時代主義

在這方面的看法要比無千禧年派 148（ Amillennialism）、後千禧年派 149

（Postmillennialism）以及歷史性前千禧年派（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的論點

來得清楚有根據。 

 

新約不像舊約，因為在人與神的關係方面，基本上它將人導向內在關係，人

的罪完全得著赦免，使得舊的傳統進入歷史。但另一方面，新、舊兩約出於同一

位神，以律法（Torah）為基礎，都是以建立人與神的關係為共同目標。150新、舊

兩約在不連續的當中卻呈現相當的連續性，甚至它們之間的連續性多過不連續

性。我不主張在舊約與新約的教義之間建立過多分裂的牆垣，特別透過希伯來書

8:8-12對耶利米書31:31-34的引用分析，可以看見不加思索地將舊約、新約二分

法是十分不智的舉動。本篇粗淺的研究，盼能對華人教會重“新約”，輕“舊約”

的態度提供一點神學反思。 

 

希伯來書作者引用耶31:31-34明顯是屬直接式的預言應驗151，作者聲稱新約

                                                 
147 參殷保羅著,『慕迪神學手冊』,頁 504-505 
148 代表學者如：伯可夫（L. Berkhof）,阿里斯（O.T. Allis）,鮑霍華（G.C. Berkhouwer）。有關無
千禧年派的看法及其他支持學者，可參吳獻章著,『啟示錄導輪』,頁 86-87。殷保羅著,『慕
迪神學手冊』,頁 375。 

149 代表學者如賀智（Charles Hodge）,華菲德（B.B. Warfield）,石威廉（W.G.T. Shedd）,施特朗
（A.H. Strong）。參殷保羅著,『慕迪神學手冊』,頁 375 

150 有關新舊約的整體性，可參凱利著,『早期基督教教義』,康來昌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
出版社,1984,10）,頁 45-48 

151 新約引用舊約有好幾種類型：如直接性的預言應驗（本篇就是），預表性的引據，權威性的引
證，總結舊約的教訓，或類比似的引用等，參蔡金玲,《新約引用舊約》,課堂筆記,（台北:

 41



已在耶穌基督裡應驗了，甚至超出了先知的預期，雖然猶太人因棄絕彌賽亞而跌

倒，卻成為神使救恩臨到外邦人的方法，152新約的對象由以色列民轉向教會，神

子民的身份超越了以色列民族的界限，153但以色列仍然保有她特殊神子民的身

份，也仍是神所關心的特別對象，而且以色列民必全家得救，終必成為神救恩的

器皿。154另一方面，新約的應驗不是立時的，而是漸進的，卻在「已然」、「未

然」的張力中呼召“神的子民”邁向榮耀的未來。 

 

基督已在『末世』顯現，教會已體會（預嚐）了新約的福分，但尚未完全，

仍然等候基督二次的來到，屆時新約應許將要豐滿地臨及普世（包括以色列與教

會）。 

 

 

 

 

 

 

 

 

 

 

                                                                                                                                            
中華福音神學院講授,2004,春季學期）。Kaiser在『新約中之舊約引據』一書中，將此分為衛

道性引句，預言性引據，預表性引據，神學性引據，應用性引據等。參華德‧凱瑟著,『新

約中之舊約引據』,頁3-8  
152 羅 11:11「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嗎？斷乎不是！反倒因他們的過失，救恩便臨到外
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 

153 鮑維均在他的博士論文，對於路加如何重新定義神的子民有精闢的闡述。參鮑維均著,『古道
新釋—從使徒行傳看以賽亞書中救贖歷史的成全』,頁128-131 

154 羅 11:26-27「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
各家的一切罪惡；又說：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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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昆蘭團體與新約 

昆蘭團體155（The Qumran community）因著企望彌賽亞時代的來臨，認為新

約的應許（耶31:31-34）已經實現在他們中間，而且他們稱自己為“大馬士革之

地的新約子民”（the new covenant in the land of Damascus）（CD6:19）。昆蘭立約者

認定他們自己是末世救恩紀元那純潔的神聖餘民，因此他們對新成員採嚴格規範

156，他們委身於聖約的律法（the laws of the covenant），這是這個社群的特色，但

這聖約實際上並非是新約，而是摩西的西乃之約之更新與重申157。 

 

但這教派在聖約上的末世看法，將他們與拉比們區別出來，拉比認為割禮等

同聖約，並且藉嚴守摩西律法視為保存的保證，但拉比視耶31:31-34的實現是在

未來。很可能因著對昆蘭社團及基督教的抗辯，新約在猶太他勒目裡是沒有地位

的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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