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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救贖時代的開啟 
The Inauguration of A New Era of Redemption 

⾺馬太福⾳音 Matthew 1:1-17 
 

唐興  
10/2/2016 

 
天⽗父，聖約的主，我們求你預備我們的⼼心，⽤用厚恩待你的百姓，開我們的眼睛，使

我們看出你話語中的奇妙，不要向我們隱瞞你的命令，使我們切慕你的典章，思想

你的律例，按照你的應許把你的律法刻寫在我們⼼心裡，我們就得以存活，遵守你的

話！ 

 
A. 經⽂文：⾺馬太福⾳音 Matthew 1:1-17 

我們講過⾺馬太福⾳音簡介之後，花了四個主⽇日查看了亞伯拉罕之約、︑摩西之約和⼤大衛

之約。︒帶著對這三個舊約時期重要的聖約的認識，今天要開始進入⾺馬太福⾳音的本身。︒ 

 

新約的第⼀一卷書，以⼀一連串⼈人的名字作為開始，這些從希伯來⽂文翻譯的名字有的很

熟悉，有的很陌⽣生。︒因為是⼈人名沒有許多敘述⽂文字，通常很容易就會忽略它背後所

要傳達的意義，僅僅知道這裡的家譜是要證明：耶穌是⼤大衛的⼦子孫，⼤大衛王位的繼

承者，也就是所應許的彌賽亞基督。︒ 

 

但是，⾺馬太對耶穌的家譜做了⼀一些特別的安排，這些刻意的佈局，不但督促我們要

仔細地去思考其背後所蘊藏的信息，也指⽰示出⼀一條入⾨門的道路，引導我們進入其中

的真理。︒ 

 

我們注意到：家譜中除了⾺馬利亞之外，另外有四個婦⼈人的名字。︒另外，⾺馬太在第 2

節⽤用「猶⼤大和他的兄弟」和在 11 節⽤用「耶哥尼雅和他兄弟」。︒「猶⼤大和他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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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11 節同樣⽤用「和他兄弟」引起許多神學家，和聖經注釋的學

者們熱烈的討論。︒⾺馬太的⽤用字不是偶然的，他在傳達⼀一個信息，也是我們後⾯面要解

釋的。︒ 

 

最明顯的是第 17 節。︒17 節告訴我們⾺馬太省去了⼀一些名字，把家譜按照三個不同的

救贖歷史階段作了⼀一個結構性的安排。︒每個階段有 14 代，是⾺馬太刻意的安排。︒神

學家對 14 這個數字作了不同的解讀，不在此詳述。︒因此，我們要從不同的角度來

思耶穌的家譜 

 

1. 家譜是家族⾎血統的記錄 

⾸首先，家譜是家族⾎血脈傳承的記錄。︒耶穌的家譜告訴我們，祂是那⼀一位彌賽亞受膏

君王。︒在當時古代世界中，家譜是非常重要的⽂文獻記錄。︒因此，耶穌是亞伯拉罕的

後裔，證明祂具有的合法猶太⼈人身分。︒ 

2. 家譜是王位接續的記錄 

其次，猶太⼈人的團體，是以王權為組織中⼼心運作的。︒是社會階層互動、︑通婚、︑和產

業繼承的基礎。︒因此，⾺馬太以耶穌的家譜證明祂是⼤大衛王位的合法繼承者。︒ 

3. 家譜是聖約執⾏行的記錄 

第三，家譜是聖約執⾏行的記錄。︒⾺馬太⽤用三個階段來安排家譜的段落，記錄了舊約歷

史諸聖約（亞伯拉罕之約、︑摩西之約和⼤大衛之約）執⾏行的過程，這三個段落，代表

聖約執⾏行的三個不同階段：從「以⾊色列國度前時期」（Israel Pre-Kingdom Period）

到「以⾊色列神權政體時期」（Israel Theocratic Kingdom Period），到「彌賽亞國

度盼望時期」（Messianic Kingdom Anticipation Period）。︒ 家譜告訴我們神如何

在歷史中執⾏行聖約，實現神的國度。︒⽽而⾺馬太福⾳音則是繼續向我們啟⽰示彌賽亞國度的

到來和有關彌賽亞國度的真理。︒ 
 

1. 家譜是救贖歷史的縮影 

最後，家譜是救贖歷史的縮影，把當時熟悉舊約的猶太基督徒，帶回到他們所熟悉

的民族歷史中。︒耶穌的家譜喚醒了聽眾和讀者，關於神與祂的百姓交往的歷史。︒每

⼀一個⼈人名的背後，他們的⽣生命，他們的⼀一⽣生都處在神對聖約的處置之下，他們的⼀一

⽣生都彰顯了神守約的信實和慈愛，包括他們犯罪時神對他們對管教。︒聖約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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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們的⽣生命交織在⼀一起。︒⽽而這位神就是那⼀一位成為⾁肉身的彌賽亞。︒祂神那⼀一位向

亞伯拉罕和⼤大衛顯現啟⽰示的神。︒因此，⾺馬太以耶穌的家譜，讓我們看到這⼀一位成為

⾁肉身的彌賽亞，如何在舊約時期執⾏行和實現了聖約的應許。︒ 
 
另外，救贖歷史中蘊藏了特殊啟⽰示的發展，神在歷史中與以⾊色列⼈人⽴立約交往，這些

事件、︑⼈人物的本身和背後都蘊藏了豐富的特殊啟⽰示，就是關於神的救恩的知識。︒家

譜的背後傳達出神救贖祂的百姓的普世性原則，說明了耶穌基督的⼯工作。︒ 
 
這些提供了我們進入耶穌基督家譜的幾個切入點。︒這⼀一段經⽂文的中⼼心思想是： 

B. 中⼼心思想： 
 

耶穌是彌賽亞，作為亞伯拉罕之約所應許後裔，⼤大衛之約所應許

的君王，開啟新的救贖時期，執⾏行聖約建⽴立神的國度。︒  
 
我們現在要⼀一起進入經⽂文來證明這個中⼼心思想。︒ 

 

C. 經⽂文解釋： 
 

1. 耶穌是亞伯拉罕之約產業合法繼承者（2-6a） 
a-⾎血統身分的記錄：證明耶穌具有合法的猶太⼈人身分。︒第⼀一段的家譜，2-6 節，把

耶穌的⾎血源關係追溯到亞伯拉罕。︒亞伯拉罕是所有猶太⼈人／以⾊色列⼈人之⽗父︔；舊約聖

約團體的元⾸首。︒耶穌是出⾃自於亞伯拉罕，證明了祂合法的猶太⼈人身分：⽣生在律法之

下的猶太⼈人。︒ 

 

b-救贖歷史的縮影：從應許到預表性的應驗——國度前時期（Pre-kingdom period）。︒

從亞伯拉罕到這⼀一段段家譜可以被稱為是國度前時期段救贖歷史。︒在這個時期中，

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土地、︑後裔、︑國度、︑君王）已經實現了。︒這個實現是以⾊色列

國家民族、︑預表的、︑暫時的、︑屬地層次上的應驗。︒ 

 

-1-⾸首先，第 2 節，講到雅各和⽣生猶⼤大「和他的弟兄」，「和他的弟兄」強調了以

⾊色列的⼗〸十⼆二個⽀支派的源頭，標⽰示了聖約的家族開始成長為⼀一個神的國度。︒我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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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24 章講到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與神⽴立約的時候，神命令他們按以⾊色列⼗〸十⼆二

⽀支派⽴立了⼗〸十⼆二根柱⼦子。︒因此，⾺馬太⽤用「猶⼤大和他的弟兄」，把我們帶回到到以⾊色列

⼈人領受「摩西之約」的歷史時刻。︒那時候以⾊色列⼈人正式成為⼀一個國家。︒摩西之約預

備了⼤大衛王國的到來。︒ 

 

-2-其次，約書亞記 21 章 43-45 節，告訴我們在這個時期，亞伯拉罕之約關於⼟土地

的應許已經得著完全的應驗。︒ 

 

-3-第三，⼤大衛的名字出現在第 6 節，作為此段落第結束，標⽰示了亞伯拉罕之約應

許的實現，地上以⾊色列國度合神⼼心意的君王已經出現，國度、︑⼟土地、︑後裔、︑君王都

實現了。︒但是，關於亞伯拉罕之約中「萬國都得福」的應許又如何呢︖？ 

 

⾺馬太特別在這段家譜中安排了四位婦女（與⼤大衛有關的烏利亞的妻⼦子被放在第⼆二

段）。︒這四位婦女都是外邦⼈人：她瑪和喇合是迦南⼈人，路德是摩押⼈人，烏利亞的妻

⼦子是赫⼈人。︒⾺馬太把這四位婦女安排在這⼀一段家譜裡⾯面，暗⽰示了外邦列國被納入亞伯

拉罕之約的事實。︒當然，這也是⼀一個暫時預表性的應驗，期盼指向新的救贖時代—

—「萬國得福」的時代之臨到（約翰福⾳音 4 章，撒⾺馬利亞婦⼈人的得救是新約萬國得

福的開端）。︒（也有許多學者認為四位婦女與把⾺馬利亞放在家譜中有關） 

 

保羅在加拉太書 3 章 13 節解釋基督在⼗〸十字架上替我們承受受律法的懲處的⽬目的，

他說： 

14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

聖靈。 

 

因此，我們從第⼀一段的家譜看到：耶穌是亞伯拉罕所應許的屬天產業的合法

承受者，是祂把亞伯拉罕之約屬天的祝福賜給祂的百姓的。︒ 

 

另外，我們我們來看這個時期聖約到執⾏行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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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聖約的執⾏行處置。︒這個救贖歷史階段，彌賽亞中保君王的⼯工作，也就是恩典之約

屬天祝福的施⾏行是透過神的話和獻祭的敬拜完成的，獻祭的敬拜包含了屬靈的真理，

藉著聖靈的運作，蒙揀選的真猶太⼈人，得著了救恩與我們⼀一樣（靠著恩典、︑藉著信

⼼心、︑在基督裡）。︒神的福⾳音先傳給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加 3:8），然後亞伯

拉罕教導他的眾⼦子和眷屬（創 18:19）。︒ 

 

我們也不可忘記神如何在曠野帶領舊約的教會，如何在帶領他們進入迦南地得地為

業，舊約教會的失敗成為我們今天的鑒戒和榜樣，神守約的信實和慈愛成為我們信

⼼心的根基。︒ 

 

在亞伯拉罕時期神特殊啟⽰示的頻率比前⾯面時期較為頻繁，⽽而且限定於⼀一定的模式。︒

到了摩西時期，神透過摩西中保向祂的百姓啟⽰示。︒因此，摩西作為舊約的中保把神

的話傳給百姓，預表了新約耶穌基督的職事。︒ 

 

現在，讓我們來看第⼆二段的家譜： 

 

2. 耶穌是⼤大衛之約永續王朝的中保君王（6b-11）  
a- ⾎血統身分的記錄：第⼆二段家譜，把耶穌的⾎血統追溯到所羅⾨門。︒⾺馬太藉此建⽴立了

耶穌為⼤大衛王朝的合法繼承⼈人。︒耶穌是那⼀一位神所⼤大衛之約中應許的永遠的中保君

王。︒使徒⾏行傳 13：22，使徒保羅指出， 

神曾經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23 從這人的後裔中，上帝已經照著所應許的，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

穌。 
 

b- 救贖歷史的縮影：這段家譜，從⼤大衛到被擄至巴比倫，可以稱為是「神權政體

時期」（Theocratic Kingdom Period）。︒我們還記得⼤大衛的兒⼦子所羅⾨門所建的聖殿

殿，聖經告訴我們那時神的榮光充滿了聖殿，連奉職的祭司們都站⽴立不住。︒雖然那

是預表性的聖殿，但也確實是榮耀的。︒接下來，虛假的、︑世俗化的、︑混合不純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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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意崇拜，又侵入了神的國度，滲透進入了舊約的教會。︒教會從所羅⾨門王建殿之後，

就⽴立即從神的恩典中滑跌出去了。︒  
 
這是⼀一段幽暗的時期，神興起外邦強權，⽤用來執⾏行對教會的管教，聖殿被毀、︑百姓

被放逐到巴比倫。︒ 
 

第 11 節，說：百姓被遷到巴比倫到時候，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這

裡的⽤用語與第 2 節的「猶⼤大和他的弟兄」⼀一致。︒第 2 節的意思非常明顯，是要指出

以⾊色列⼗〸十⼆二個⽀支派在西奈山成為國度的歷史。︒問題是：為什麼⾺馬太要在這裡再次使

⽤用「和他的弟兄」呢︖？聖經告訴我們：耶哥尼雅是與百姓和皇親貴族⼀一同被擄到巴

比倫的猶⼤大王，聖殿中所有的寶物被奪⾛走，⾦金器被毀毀，連⽊木匠和鐵匠都被擄⾛走

（579BC）。︒耶路撒冷最後傾倒失陷的王是西底家（耶哥尼雅/約雅⽄斤的叔叔瑪探

雅）（代下 36）。︒但是他是巴比倫王所⽴立的，名字也是巴比倫王取的。︒所以耶穌

家譜不提他的名字。︒ 

 

所以，這是⾺馬太刻意的安排，他使⽤用相同的⽤用語，把這⼀一段的救贖歷史放在⼀一個框

架內。︒「猶⼤大和他的弟兄」標⽰示了亞伯拉罕之約預表國度應驗的開始︔；「耶哥尼雅

和他的弟兄」標⽰示了亞伯拉罕之約和⼤大衛之約預表國度應驗的結束。︒所羅⾨門所建的

聖殿被毀，正標⽰示了屬地國度的結束，盼望期待那⼀一位要來的彌賽亞要帶來新的國

度、︑新的聖殿，和新的救贖時期。︒ 

 

所以，我們從⼆二段的家譜看到：耶穌是⼤大衛之約中所應許的那⼀一位永續王朝

的中保君王。︒ 

 

另外，我們來看看這時期聖約的執⾏行： 

c- 聖約的執⾏行處置：神在這個時期執⾏行⼤大衛之約對墮落的君王施⾏行管教，並對神

的百姓施⾏行摩西之約的懲處，使他們被擄到巴比倫。︒但是，按照亞伯拉罕之約的應

許，神在百姓悔改認罪之後，帶領他們歸回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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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期的先知們的職事有雙重的功⽤用：⾸首先，他們作為聖約的守護者，警

告百姓冒犯了神的律法，褻瀆了神設⽴立的、︑在真理中的敬拜，並且向他們提出聖約

的警告和控訴：控告神百姓、︑君王、︑祭司的違約，宣告「摩西之約」和「⼤大衛之約」

的管教和懲處。︒ 

 

其次，他們也同時是「福⾳音的傳講者」，呼召百姓君王悔改、︑回轉向神，並且應許

歸回重建。︒他們的職事預先指向了彌賽亞在新救贖時代的職事。︒所有的先知書都必

須⽤用這樣的角度來理解：以⾊色列百姓君王的背約（摩西和⼤大衛之約），以及神守約

的信實和慈愛（亞伯拉罕之約/恩典之約）。︒ 
 

3. 耶穌要開啟新救贖時期建⽴立神的國度（12-17）  
a-⾎血統身分的記錄：這⼀一段的家譜，⾺馬太追溯耶穌的⾎血統到耶哥尼雅，猶⼤大最後的

君王。︒這是地上⼤大衛王朝最後的接續者。︒⾺馬太要呈現基督為所期盼的那⼀一位終極的

⼤大衛王朝接續者。︒從亞比⽟玉到最後的 9 個名字，沒有在舊約聖經中出現過。︒⾺馬太可

能是出⾃自於第⼆二聖殿中保存的家譜記錄，這些記錄在主後 70 年與聖殿⼀一同被羅⾺馬

帝國毀壞了。︒ 
 

b-救贖歷史的縮影：這⼀一段家譜，從耶哥尼雅到耶穌基督，可以稱為「彌賽亞國度

盼時期」（An Era of Anticipation of the Messianic Kingdom）。︒它把我們帶回到以

⾊色列⼈人從被擄中歸回的時代。︒「歸回」的歷史⾒見證了神在祂的百姓⼼心中恩典的⼯工作：

他們回轉歸向神，他們的⼼心意被更新變化，他們悔改認罪，正如申命記 30:2-8 
2 你和你的子孫若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上帝，照著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聽

從他的話；3 那時，耶和華－你的上帝必憐恤你，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耶和華

－你的上帝要回轉過來，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聚回來。4 你被趕散的人，

就是在天涯的，耶和華－你的上帝也必從那裏將你招聚回來。 

20 且愛耶和華－你的上帝，聽從他的話，專靠他；因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

長久也在乎他。這樣，你就可以在耶和華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

所賜的地上居住。」 

我們看到：這是亞伯拉罕之約福⾳音的有效呼召，在以⾊色列救贖歷史中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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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3 節，有⼀一個我們熟悉的名字：「所羅巴伯」。︒他是猶⼤大的省長和帶領第⼀一

批猶太⼈人歸回的⾸首領。︒從以斯拉書 3 章和哈該 1 章，我們知道他是帶領百姓開始建

造第⼆二聖殿的⾸首領/領導。︒第⼆二聖殿的建造和神百姓的復興，以及聖殿敬拜的恢復，

神這個時期的焦點。︒以斯拉書 3：10-13 

10 匠人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祭司皆穿禮服吹號，亞薩的子孫利未人敲鈸，照

以色列王大衛所定的例，都站著讚美耶和華。11 他們彼此唱和，讚美稱謝耶和華

說：他本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發慈愛。 

他們讚美耶和華的時候，眾民大聲呼喊，因耶和華殿的根基已經立定。12 然而

有許多祭司、利未人、族長，就是見過舊殿的老年人，現在親眼看見立

這殿的根基，便大聲哭號，也有許多人大聲歡呼，13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歡

呼的聲音和哭號的聲音；因為眾人大聲呼喊，聲音聽到遠處。 

 

為什麼那些⾒見過舊聖殿的年⽼老的祭司、︑利未⼈人、︑族長⼤大聲哭呢︖？因為第⼆二聖殿沒有

約櫃，沒有神顯現的榮耀（Shekinah[שכינה] Glory）,沒有神同在的雲柱。︒  

哈該 2:1-3 

7 月 21 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2 「你要曉諭猶大省長撒拉鐵的兒子所

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的百姓，說：3 你們中間存留的，

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耀呢？現在你們看著如何？豈不在眼中看如無有嗎？」 

更重要的是沒有神的中保君王。︒以⾊色列⼈人只是⼀一個傀儡國，在波斯王的統治下的附

庸國。︒ 

 

雖然如此，神提醒他們歸回的重建是摩西之約的應許，⽽而他們所要盼望的是⼀一個

「將來的聖殿」，其榮耀甚至要⼤大過所羅⾨門王的聖殿。︒ 

 

撒迦利亞書 4:8-10 8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9 「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這

工，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了。10 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

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見所羅巴伯手拿線鉈就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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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書 2:4-9 

耶和華說：「所羅巴伯啊，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啊，

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姓，你們都當剛強做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萬軍之耶

和華說的。5 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我與你們立約的話。那時，我的靈住在你們中

間，你們不要懼怕。」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

天地、滄海，與旱地。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 2，我就使這

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8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9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當然，我們知道新約告訴我們這個將來的聖殿就是：復活的耶穌基督的身體，以及

祂在天上造的聖城新也路撒冷，神所居住的靈宮，⽽而我們神的百姓就是建造靈宮的

活⽯石，是被主所建造的（彼前 2:5）。︒ 

 

c-聖約的執⾏行處置：以斯拉 3:10 說當第⼆二聖殿的根基被建造完成時，他們「照⼤大衛

所定的例敬拜」。︒這告訴我們恩典之約在律法之下的「蒙恩之道」被恢復。︒然⽽而，

舊約最後⼀一卷書的作者，瑪拉基責備這時期那些不忠⼼心的祭司和百姓，他們又毀壞

了合神⼼心意的敬拜。︒ 

你們卻褻瀆我的名，說：『耶和華的桌子是污穢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視的。』

13 你們又說：『這些事何等煩瑣！』並嗤之以鼻（瑪 1:12） 

 

我們注意到，在救贖的歷史中，蒙恩之道的設⽴立和恢復之後，合神⼼心意的敬拜總是

受到破壞和扭曲。︒⼈人的天然本性在本質上是拜偶像的，是受到私慾和罪的捆綁的，

除非我們靠著神的恩典認識到這⼀一點，否則很難要拒絕⾃自⼰己遵⾏行神的旨意敬拜神。︒

（還記得撒旦對女⼈人說：神豈是真的這樣說嗎︖？ 

 

d-特殊啟⽰示的發展。︒這時期的特殊啟⽰示是接著眾先知向百姓和君王所發出的，這些

先知包括：耶利⽶米、︑哈該、︑西番雅，和瑪拉基。︒他們宣告了福⾳音的應許：預⾔言新的

聖殿（該 2:7），新約（耶 31:31），他們從當時的歸回重建，眺望未來，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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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新⽇日⼦子、︑新的創造、︑新的出埃及（賽︔；亞 10:10）、︑新的⼤大衛君王（亞 9:9），

神國度的終極完成。︒ 
 
神在舊約時期的特殊啟⽰示在這個時期被收集成書，舊約的正典在這個時期成形了。︒

普遍都認為以斯拉和尼希⽶米是編輯舊約正典的主要成員。︒詩篇也是在這個時候編輯

成形納入舊約正典中，預備和等候新的救贖時期的來到。︒ 
 
當神向先知瑪拉基啟⽰示之後，接下來的是「400 年靜默期」，沒有任何啟⽰示。︒有

400 年之久，神沒有向祂的百姓說話。︒ 
 

然後，我們看到第 16 節，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

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 

 
耶穌是那⼀一位應許的彌賽亞，終於出現了。︒ 
 
創世記 2:4，創世記 2:4，天地的開始的記錄（和合本：創造天地的來歷）（the 

beginning of heaven and earth） 

創世記 5:1，⼈人類起源的記錄（和合本：亞當的後代）（the beginning of mankind） 
 
新約的⼀一開始，⾺馬太福⾳音的開場⽩白，按照希臘⽂文的直接翻譯：耶穌基督的開始的

記錄，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 
 
（耶穌基督的家譜，希臘⽂文是 the book of Genesis of Jesus Christ，與希臘⽂文舊

約聖經的創世記是相同的字） 
 
1 章 1 節，不但是新約的歷史序⾔言，並且啟⽰示了⼀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新的救贖紀元

的開始。︒耶穌基督的到來開啟了新的救贖紀元。︒ 
 
然後，⾺馬太按照神在歷史中的三個救贖階段，三個接續的國度實現的階段，安排佈

置了⼀一連串的家譜⼈人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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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彌賽亞，祂是那⼀一位向亞伯拉罕顯現啟⽰示的神，祂是那⼀一

位向⼤大衛啟⽰示的神，祂是亞伯拉罕之約所應許承受屬天產業的那

⼀一位後裔︔；祂是那⼀一位成為⾁肉身的永遠的中保君王︔；祂成為⾁肉身

來到世界，開啟了⼀一個新的救贖紀元，為了要繼續執⾏行恩典之約，

建⽴立彌賽亞的國度，完成神的偉⼤大救贖計畫。︒  
 
應⽤用： 

復興的真意 

我們從以⾊色列的歷史，看到教會要如何復興，如何回到神聖約的祝福中：1）

回到：神的話/信⼼心的道，2）回到：合神⼼心意的敬拜，離開與世俗結合的敬

拜。︒3）過悔改認罪的⽣生活 
 

復興的應許 

耶穌的家譜告訴我們：雖然有許多從教會內和從外來的低檔和攻擊，這些都

是神的計畫的⼀一部分，神彰顯教會的罪，神興起管教，神也應許復興。︒ 

你聽到神呼召你回轉向祂嗎︖？ 

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敬拜神嗎︖？ 

你要致⼒力追求真理，得著認識神的真知識嗎，使⾃自⼰己蒙受恩典之約的祝福，

被建造成為靈宮嗎︖？ 
	  
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賜下亮光，讓我們看到你在歷史中做事，看到你的國度如何在你

守約的信實慈愛中帶領你的百姓。︒感謝你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到你話語中的奇

妙，求你在我們私下學習默想你的話語的時候，繼續使我們得著你話語的豐盛，建

造我們每⼀一個⼈人，建造你的百姓，成為你的居所聖殿。︒ 

 

我們禱告奉永遠長存⼤大祭司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