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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大衛之約 

Matthew- The Davidic Covenant 
⾺馬太福⾳音 Matthew 1:1; 撒下 2Samuel 7:8-17 

(參：代上 17:11-14︔；代下 6:16，24-25) 

唐興 
9/25/2016 

 
A. 前⾔言 

 

神透過中保彌賽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應許了⼟土地，後裔，國度，君王，萬國得

福。︒我們看到創世記中記錄了神奇妙的帶領亞伯拉罕的後裔成為⼀一個有 12 個⽀支派

的民族，這個民族按照神的安排，到了埃及。︒他們在埃及 400 年之後，神帶領他們

出埃及，並且降災難審判埃及⼈人和法⽼老，過了紅海，到西奈山。︒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經歷預表了信徒出世界和罪惡的捆綁中被救贖出來，神的選民從

神對世界的審判中被救贖出來︔；以⾊色列⼈人過紅海預表了信徒的受洗歸入基督。︒ 

 

當以⾊色列⼈人到了西奈山的時候已經有 250 多萬⼈人，雖然還沒有像亞伯拉罕之約所應

許的：像天上的星星，海邊的沙那樣多，但是已經構成了成為國度的條件。︒ 

 

神就藉著彌賽亞向摩西啟⽰示了摩西之約，為要開始繼續實現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 

摩西之約的頒布使得以⾊色列從⼀一個民族，成為⼀一個受外在具體形式的律法的國家，

⼀一個政治和宗教結合的神治政體。︒從道德律法中衍⽣生出禮儀律法和司法律法，以⾊色

列⼈人整個的⽣生活就成為以神為中⼼心的活動。︒神藉著摩西中保對律法的執⾏行統治、︑管

理和祝福神的百姓。︒這個地上的以⾊色列國，就成為神國度終極完成的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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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律法的頒布，⼀一⽅方⾯面，顯明了神公義的標準，預表了基督要為祂的⼦子民滿⾜足律

法的⼯工作，同時也讓神的選民有了關於罪的真知識。︒另⼀一⽅方⾯面，訂定了神百姓敬拜

的系統，救恩的真理包含在這些敬拜的禮儀中，藉此教導了關於要來的基督的救贖

⼯工作，傳達了福⾳音的真理。︒神的特殊啟⽰示進入更為清楚的階段。︒司法律法也規範和

教導神的百姓在政治、︑宗教⽣生活之外如何靠著遵⾏行律法，彰顯神的榮耀。︒這樣，以

⾊色列國，就與其他的外邦列國區分出來，持守這些律法不受外邦⽂文化的影響，因⽽而

蒙神祝福。︒若是違背律法，就會處在摩西律法的懲處之下。︒因為摩西之約是⼀一個」

雙⽅方⾯面的約」，不像亞伯拉罕之約是「單⽅方⾯面的約」。︒摩西之約的設⽴立頒布，並沒

有廢掉亞伯拉罕之約，⽽而是要服事和執⾏行亞伯拉罕之約，無論是在屬地的預表的層

次，還是在屬天的救恩的層次，都進⼀一步地啟⽰示和實現了祝福。︒ 

 

從西奈山頒布摩西之約開始，⼀一直到我們就看到摩西之約的執⾏行覆蓋了整個的舊約

歷史，特別是在對以⾊色列⼈人的罪的懲處，但是許多的地⽅方我們也看到亞伯拉罕之約

的執⾏行，通常是在以⾊色列⼈人受到神降下災難之後，悔改轉向神，神就執⾏行亞伯拉罕

之約，使他們回到祝福中。︒ 

 

所以從摩西之後的先知都有兩個職分，包括最後的先知施洗約翰，他們⼀一⽅方⾯面是摩

西之約的執⾏行者，⼀一⽅方⾯面是亞伯拉罕之約的執⾏行者。︒他們⼀一⽅方⾯面控告神百姓的罪，

⼀一⽅方⾯面發出福⾳音的信息，要神百姓悔改。︒在後來南北國分裂時期，又加入了對⼤大衛

之約的執⾏行（主要是針對⼤大衛後裔君王 ）。︒ 

 

經過 40 年漂流曠野，所有在埃及出⽣生的以⾊色列⼈人都倒斃曠野，神按照亞伯拉罕之

約的應許，神把迦南地賜給以⾊色列⼈人，約書亞記 21：43，告訴我們： 

43 這樣，耶和華將從前向他們列祖起誓所應許的全地 賜給以色列人，他們就得

了為業，住在其中。44 耶和華照著向他們列祖起誓所應許的一切話，使他們四境

平安；他們一切仇敵中，沒有一人在他們面前站立得住。耶和華把一切仇敵都交在

他們手中。45 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以色列家的話一句也沒有落空，都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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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看到亞伯拉罕之約「⼟土地和安息的應許」在約書亞的時候就已經應驗了。︒

西奈山頒布摩西律法是「國度的應許」應驗的開始，摩西之約是⼀一個國度的約

（national covenant），以⾊色列國必需遵⾏行律法才能享受住在應許之地，否則就會

按照摩西之約執⾏行懲處，最後被逐出應許地。︒若是悔改之後，神就會紀念亞伯拉罕

之約⽽而把餘民從被擄地歸回。︒ 

 

在摩西之後，神藉著(15 位)⼠士師統治以⾊色列⼈人⼤大約有 350 年之久，聖經告訴我們：

「那時以⾊色列⼈人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最後⼀一位⼠士師是撒母⽿耳。︒神要撒母⽿耳

依從以⾊色列⼈人⾃自⼰己的意思，⽴立掃羅作王⼤大約 40 年（1050-1010 BC），結果掃羅不

是神所揀選的君王，沒有執⾏行神的命令，被神廢去（撒上 12:12ff︔；撒上 15:11）。︒

然後神，興起⼤大衛作王，⼤大衛是神所揀選的君王。︒ 

 

第 5 章－⼤大衛 30 歲受膏作猶⼤大和以⾊色列王（參，撒上 16:7,12 揀選的受膏; 撒下 1:4 

在希伯崙作猶⼤大家的王），攻打耶布斯⼈人，攻取錫安，就是「⼤大衛城」。︒後來又攻

打非利⼠士⼈人（聽⾒見桑樹稍上有腳步的聲⾳音，就要急速前去），⼤大衛就遵著耶和華所

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從伽巴直到基⾊色。︒在⼤大衛城建宮殿、︑⽴立后妃、︑⽣生兒女。︒ 

 

第 6 章－約櫃回到耶路撒冷 

⼤大衛之約＝國度君王之約 

發⽣生地點：錫安 

發⽣生時間：在⼤大衛犯罪，在認識⾃自⼰己的罪並且悔改之後，⼤大衛已經在他⾃自⼰己的宮殿

中住了⼀一段時期（撒下 5:11）（但似乎在神管教⼤大衛之前：詩篇 3 顯然以⼤大衛之約

為背景）。︒ 
第 7 章 5，7 節 

『你豈可建造殿宇[ַּבִית]給我居住呢』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

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這裡的「殿宇」，希伯來⽂文是「房屋」，與後⾯面經⽂文⼤大衛的「家室」是同⼀一個字。︒

⼠士師，原⽂文是[ֵׁשֶבט]tribe，「族，部落」。︒11 節的「⼠士師」是[ָׁשַפט] 

-這句話帶有負⾯面的意思。︒代上 17:4，說：「你不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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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神沒有命令要為祂建造⼀一個固定的居所。︒⼤大衛不可按照⾃自⼰己的意思建神的

殿。︒  

-其次，27 「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嗎︖？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

我所建的這殿呢︖？（所羅⾨門的禱告王上 8:27） 

 

-最後，第 6 節說“「耶和華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如果從新約完全啟⽰示的角度來

看，其中隱藏暗⽰示的意思是神在會幕中向祂的百姓說話啟⽰示，⾏行⾛走表⽰示神的同在，

神在⼯工作：神⼀一直在建造天上的聖殿，你豈可建造⼀一個「⾹香柏⽊木的殿宇」呢︖？我要

住的是靈宮（彼前），這個靈宮是你的後裔為我造的，耶和華在會幕中⾏行⾛走的時候，

就是在造那個靈宮。︒ 

 

-但是，為了要做成預表性的地上聖殿，⽽而且也要當時和後來的神的百姓知道，神

的確與祂的⼦子民同在，的確住在祂所啟⽰示的樣式建造的聖殿。︒神後來向⼤大衛啟⽰示建

殿的材料和樣式。︒耶穌說：「我要把我的教會」蓋在這塊磐⽯石上。︒神的殿必須按照

神的啟⽰示來建造。︒教會是神的家，也必須按照神所啟⽰示的⽅方式來建造。︒ 
 

⼤大衛想殿是地上的殿︔；神要建的是天上的殿。︒神藉著建殿的事向⼤大衛啟⽰示關於⼤大衛

家室的應許。︒⼤大衛要替神建殿宇，神的家 house，神要替⼤大衛建王朝，⼤大衛的家

house。︒因為，⼤大衛的王朝關係到亞伯拉罕之約「國度和君王」的應許。︒ 

 

這是⼤大衛之約的背景。︒其中⼼心思想是： 
 

B. 中⼼心思想： 

彌賽亞應許⼤大衛之約，進⼀一步啟⽰示亞伯拉罕之約君王和國度的應

許，指向耶穌基督到來。︒ 

 

約這個字沒有出現在經⽂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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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看到：歷史序⾔言、︑君王、︑國度的應許，以及 14 節：⽗父與⼦子關係的⽤用語，

（宗主君王和附庸君王的關係），並且單⽅方⾯面的應許和保證：「必」，這些都是聖

約的⽤用語。︒ 

 

C. 經⽂文解釋： 

1. 歷史序⾔言是⼤大衛之約的開始：彌賽亞應許⼤大衛之約－（v. 8-9）  

現在，你要告訴我的僕人大衛說，萬軍的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

叫你不再跟從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9 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常與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a. 第 8 節是聖約的套語：歷史的序⾔言。︒⾸首先提到⼤大君王的名⼦子：「萬軍的耶和華」

講到神與⼤大衛以前的交往關係。︒耶和華是與⼈人⽴立約的神的特定名字。︒萬軍的耶

和華是指這位⽴立約的神也是創造天地的神。︒⼤大衛是這位創造天地神的僕⼈人，也

就是⼤大衛是附庸君王，神是宗主王。︒亞伯拉罕之約⽤用了同樣的語⾔言：耶和華又

對他說：「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b. 從⽺羊圈到君王：神把⼤大衛從卑微低下的身分，提升到君王的地位。︒提醒謙卑和

神的恩典。︒ 

c. ⼤大衛的勝過仇敵是出於神，是神的保守免於仇敵的攻擊。︒ 

d. 我們看到創 15:1，亞伯拉罕之約，神⽤用同樣的語⾔言：「亞伯蘭，你不要懼怕！

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賞賜你。」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

名為大（創 12:2） 

e. 「同在」是聖約關係的核⼼心：神與祂的百姓同在，是團體的也是個⼈人的關係。︒

希伯來原⽂文是過去式（Qal Imperfect Waw-consecutive ）（ESV 也是過去式）。︒ 

 

結論：所以，第 8-9 節，是彌賽亞，顯現的耶和華在向⼤大衛⽴立約的開始。︒其

本質與亞伯拉罕之約是相同的。︒這裡的應許專注在「君王和國度」。︒也就是

下⾯面的經⽂文 10-12 節所要說明的，今天經⽂文解釋的第 2 點： 

 

2. 向⼤大衛啟⽰示君王國度的應許：進⼀一步啟⽰示亞伯拉罕之約（v. 10-11a，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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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

移；凶惡之子也不像從前擾害他們，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

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

室[ַּבִית]。]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 

 

a. 10 節和 11 前半以及 12 節，講到兩件事：關係以⾊色列百姓的平安和⼤大衛本身的

平安。︒希伯來⽂文是⽤用的未來式動詞，所以這裡講到的是將來要發⽣生的事。︒ 

b. 12 節，「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與亞伯拉罕之約的內容和語⾔言幾乎相同：

「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裏，被人埋葬」（創 15:15） 

c. 第 10-11 節前半，講到應許⼤大衛的百姓的祝福：⼀一個安全固定的地⽅方︔；⼀一個享

受安息的地⽅方。︒ 這是申 12:11 所應許的安息和固定的敬拜地⽅方：神所選擇的居

所。︒ 

10 但你們過了約旦河，得以住在耶和華－你們上帝使你們承受為業之地，

又使你們太平，不被四圍的一切仇敵擾亂，安然居住。11 那時要將我所吩

咐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祭，並向耶和華許願獻

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華－你們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 

 

d. 這個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神的城 the city of God。︒耶路撒冷在舊約中是指⼀一個

地⽅方，同時也是指「神的百姓」。︒到了新約，許多地⽅方都是指天上的聖城，是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包括了千萬的天使，新約的中保耶穌

（來 12:23）。︒ 

e. 「栽培」原⽂文就是「栽種」。︒與詩篇 1 同樣的⽤用語，「他要像⼀一顆樹被栽種在

溪⽔水旁」。︒詩篇 23，「耶和華是我的牧者，祂引導我到可安歇的⽔水邊」。︒亞伯

拉罕之約應許後裔要在埃及為奴 400 年，然後神要帶他們出埃及並且帶著許多

財物出來（創 15:16）。︒在這裡神進⼀一步啟⽰示神的百姓終於將要在應許第享受安

歇，在固定的地⽅方敬拜。︒⼤大衛是爭戰的君王，耶和華把仇敵交在他的⼿手中，使

四週沒有仇敵攪擾，約櫃也被運到錫安山。︒錫安山在地理上是⾼高於耶路撒冷的，

預表天上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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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我們看道這⼀一段是關於⼤大衛本身和他的百姓的應許，⼤大衛之約關於國

度、︑君王的啟⽰示，實際上是亞伯拉罕之約進⼀一步的啟⽰示。︒ 

 

Palmer Robertson 指出：⼤大衛之約的應許的焦點放在兩個應許上：「⼤大衛的王朝」

和「耶路撒冷」。︒前⾯面經⽂文講到「我民以⾊色列」和「選定的地⽅方」，都是指「耶路

撒冷」。︒⽽而「⼤大衛王朝」的應許就是後⾯面經⽂文的內容，也是第 3 點： 

 

3.  永續王朝的應許指向基督（11b-12b-16） 
11b 必為你建立家室⋯我必使你的後裔[ֶזַרע]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13 他

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

我的子； 

 

a. 神要為⼤大衛建⽴立王朝，就是家室 house。︒⼤大衛的後裔要為神建造殿宇，居所

house。︒這位建神居所殿宇的⼤大衛後裔，祂的國位是永恆的。︒13 節的「他的國

位」原⽂文是「他國度的寶座」[ ֖"א ַמְמַלְכּת  ︒。[ִּכֵּס֥

b.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兒⼦子。︒這是古代宗主君王稱附庸君王為兒⼦子的聖約

⽤用語。︒詩篇 2: 7- 你是我兒⼦子，我今⽇日⽣生你。︒神稱呼⼤大衛王朝的中保君王為兒⼦子

。︒ 

c. 11 節,告訴我們⼤大衛將會有⼀一個兒⼦子接續他的王位，這⼀一位⼤大衛王朝的君王要為

神建殿宇居所 house。︒當然，我們知道⼤大衛的兒⼦子所羅⾨門接續⼤大衛作王，並且

建造聖殿。︒但是他的國度寶座不是永遠的。︒ 

d. 因此，永遠的國度寶座，指向了耶穌基督不但是⼤大衛王朝最終的君王，他更是

神的獨⽣生⼦子。︒也就是⾺馬太福⾳音 1:1 所說的：耶穌基督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

的⼦子孫。︒是耶穌基督要為神建聖殿居所。︒ 

e. 希伯來⽂文「後裔」是單數的名詞，也可以作為團體的單數。︒ 

f. 團體的後裔[ֶזַרע]，是指⼤大衛之後包括所羅⾨門的 20 個⼤大衛後裔君王。︒（耶 

14，15 節的經⽂文是指神對這些後裔君王的處理。︒讓我們先來看這兩節的經⽂文，然

後再回來看所羅⾨門和基督。︒14 節後半和 15 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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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

，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 4面前永遠堅立。

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神在這裡啟⽰示⼤大衛，他的王朝要在神的管教之下發展，但是神應許祂的聖約的愛會

保守王朝的接續，⼀一直到那⼀一位不會犯罪完完全全合神⼼心意的君王的到來。︒ 

 

聖經告訴我們⼤大衛雖然犯罪但是他卻是最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王上 15:5，說

「⼤大衛除了赫⼈人烏利亞那事件，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一⽣生沒有違背耶和

華⼀一切所吩咐的」。︒神因為烏利亞事件管教⼤大衛。︒卻沒有斷絕他的王朝。︒ 

 

⼤大衛的兒⼦子所羅⾨門雖然為神建聖殿，但是卻因為納外邦女⼦子為妃，最後隨從她們按

照外邦⽂文化敬拜西頓、︑摩押和亞⾨門的神（王上 11:2-6︔；32-33），神按照⼤大衛之約懲

處所羅⾨門（王上 11:34-39），沒有把國度從所羅⾨門⼿手中全部奪回，祂使所羅⾨門終身

為王，死後把國度分為南北兩國，使南國猶⼤大還留下⼀一個⽀支派，北國以⾊色列有⼗〸十⽀支

派。︒北國以⾊色列的王全部都是拜偶像的，第⼀一個王耶羅波安在伯特利鑄造⾦金⽜牛犢，

「照著外邦⼈人的惡俗為⾃自⼰己⽴立祭司」（代下 11:15︔；13:8-9），使以⾊色列的百姓都陷

在虛假敬拜的罪裡。︒  

 

南國第⼀一個王是耶羅波安（惡）， 南國共 20 位王，在耶和華眼中 8 個善，12 個惡，

其中 1 個惡的瑪拿西王最後悔改， 

10 耶和華警戒瑪拿西和他的百姓，他們卻是不聽。11 所以耶和華使亞述王的將

帥來攻擊他們，用鐃鉤鉤住瑪拿西，用銅鍊鎖住他，帶到巴比倫去。12 他在急難

的時候，就懇求耶和華－他的上帝，且在他列祖的上帝面前極其自卑。13 他祈禱

耶和華，耶和華就允准他的祈求，垂聽他的禱告，使他歸回耶路撒冷，仍坐國位。

瑪拿西這才知道惟獨耶和華是上帝（代下 33:10-13；王下 21）。︒ 

 

	  	  	  	  	  	  	  	  	  	  	  	  	  	  	  	  	  	  	  	  	  	  	  	  	  	  	  	  	  	  	  	  	  	  	  	  	  	  	  	  	  	  	  	  	  	  	  	  	  	  	  	  	  	  	  	  
4	  原文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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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的最後四個王，約哈斯（作王 3 個⽉月，被法⽼老擄到埃及），約雅敬（作王

11 年，服事巴比倫 3 年），約雅⽄斤（被擄到巴比倫）和希底家（作王 3 個⽉月，被

擄到巴比倫，終身在巴比倫王⾯面前吃飯）。︒耶路撒冷在 586BC 淪陷時，是西底家

作王（作王 11 年，背叛巴比倫王，眾⼦子被殺，他眼睛被挖，⽤用銅鏈鎖著，被擄到

巴比倫）。︒ 

 

雖然，神⼀一再管教這些⼤大衛後裔君王，但是祂持守⼤大衛之約的應許，繼續⼤大衛的王

朝。︒我們看到這樣的話重複出現在這⼀一段歷史中： 

亞比央作王： 
4 然而耶和華－他的上帝因大衛的緣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燈光，叫他兒子接續

他作王，堅立耶路撒冷。（王上 15:4） 

約蘭作王 

19 耶和華卻因他僕人大衛的緣故，仍不肯滅絕猶大，照他所應許大衛的話，永遠

賜燈光與他的子孫。（王下 8:19） 

希西家被亞述王攻打向神禱告 

34 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必保護拯救這城。』」（王下

19:34） 

希西家求神醫治 

6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壽數，並且我要救你和這城脫離亞述王的手。我為自己和

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必保護這城。』」 

 

在這⼀一段時間的先知們，和摩西⼀一樣，具有雙重職分：⼀一⽅方⾯面向以⾊色列和猶⼤大君王

和百姓執⾏行背約的控告，⼀一⽅方⾯面，執⾏行亞伯拉罕之約／⼤大衛之約的應許。︒他們向神

的國度和百姓同時執⾏行律法和福⾳音。︒神雖然⽤用杖責打，⽤用鞭責罰⼤大衛的後裔君王，

⼤大衛的王朝就在這樣的情況得以延續發展。︒ 

 

現在，我們要回到與建造殿宇有關的後裔的應許。︒ 

1) 單數／與建造殿宇有關的後裔＝所羅⾨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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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 並且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בִית]，12b 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

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堅定他的國位；[ַּבִית]

 直到永遠。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國度的寶座)[ִּכֵּסא][ַמְמָלָכה]
 
我們看到地上以⾊色列國度君王的應許在⼤大衛和所羅⾨門時期得到了應驗： 

所羅⾨門建殿花了 7 年，「殿和⼀一切屬殿的都按著樣式造成」（王上 6:39）。︒當約櫃

被運入聖殿時，「有雲光充滿耶和華的聖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

的榮光充滿了殿。︒（王上 8:9-10）」那時所羅⾨門說：耶和華曾說，祂必住在幽暗之

處。︒我已經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為你永遠的住處。︒ 

 

接著所羅⾨門這樣禱告： 

14 王轉臉為以色列會眾祝福，以色列會眾就都站立。15 所羅門說：「耶和華－

以色列的上帝是應當稱頌的！因他親口向我父大衛所應許的，也親手成就了。16 

他說：『自從我領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來，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選擇一城

建造殿宇－為我名的居所，但揀選大衛治理我民以色列。』」17 所羅門說：「我

父大衛曾立意，要為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名建殿。18 耶和華卻對我父大衛說：

『你立意為我的名建殿，這意思甚好。19 只是你不可建殿，惟你所生的兒子必為

我名建殿。』20 現在耶和華成就了他所應許的話，使我接續我父大衛坐以色列的

國位，又為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名建造了殿。21 我也在其中為約櫃預備一處。

約櫃內有耶和華的約，就是他領我們列祖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 

27 「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嗎？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我所建

的這殿呢？28 

 
王上 8:56	  －在約櫃被運入聖殿時，所羅門的禱告：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照著一切所應許的賜平安給他的民以色

列人，凡藉他僕人摩西應許賜福的話，一句都沒有落空。57 願耶和華－

我們的上帝與我們同在，像與我們列祖同在一樣，不撇下我們，不丟棄我們，58 

使我們的心歸向他，遵行他的道，謹守他吩咐我們列祖的誡命、律例、典章。59 

我在耶和華面前祈求的這些話，願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晝夜垂念，每日為他僕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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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民以色列伸冤，60 使地上的萬民都知道惟獨耶和華是上帝，並無別神。61 所

以你們當向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存誠實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謹守他的誡命，至終

如今日一樣。」 

所羅⾨門的禱告明⽩白的顯⽰示，所羅⾨門建殿是亞伯拉罕之約和摩西之約的應驗 
 
王上 4:20 

20 猶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邊的沙那樣多，都吃喝快樂。21 所羅

門統管諸國，從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邊界。所羅門在世的日子，這些國都

進貢服事他。 

 

所以，亞伯蘭之約藉著摩西之約的執⾏行滿⾜足了所有的應許：包括⼟土地、︑國度、︑君王、︑

百姓。︒外邦國的進貢服事代表萬國得福應許。︒ 

 

⼤大衛的王朝持續了 400 年，直到耶路撒冷被攻陷破壞，那時神透過眾先知發出神百

姓歸回聖地、︑重建聖殿、︑等候應許的永恆君王的到來。︒ 

 

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創 17:7 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

裔的上帝。 

 

阿 9:11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

來，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 

到那⽇日＝主的⽇日⼦子 

⼤大衛的帳幕＝⼤大衛的王朝 

何 3:4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獨居，無君王，無首領，無祭祀，無柱像，無以弗得，無

家中的神像。5 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 11，尋求他們的上帝－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

衛。在末後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他的恩惠。 

徒 

耶穌基督所建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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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1 節，就是接續了⼤大衛之約的應許。︒ 

基督是那⼀一位永遠的⼤大衛王朝的後裔君王，祂是神的兒⼦子，道成⾁肉身，成為完全合

神⼼心意的中保君王。︒ 

 

新約告訴我們基督復活的身體就是聖殿（約 2:19-22）。︒耶穌也是那⼀一位建殿者，

神的百姓是被⽤用來建造靈宮的活⽯石（彼前 2：4-9）。︒這個建造靈宮，建造天上耶路

撒冷的⼯工作就是恩典之約從創 3:15 節⼀一直到啟⽰示錄主再來，⼀一貫的⼯工作。︒希伯來

書的作者告訴我們亞伯拉罕⼀一直在等候天上的城，到了啟⽰示錄，天上的耶路撒冷，

基督的新婦從天⽽而降，就是神國度終極的完成。︒ 

 

結論：所以，我們看到⼤大衛之約永續王朝的應許指向耶穌基督。︒ 
 

這樣， 從經⽂文的本身和新約舊約的⼀一貫啟⽰示看來，⼤大衛之約教導我們： 

 

顯現的耶和華，彌賽亞，親⾃自向⼤大衛⽴立約，進⼀一步啟⽰示亞伯拉罕之約中「君

王和國度」的應許，並且所應許的永續王朝指向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彌賽

亞。︒ 

耶穌基督是最終極的⼤大衛的後裔君王。︒祂完全地滿⾜足了摩西之約和⼤大衛之約的要求，

祂本身也為⼤大衛的後裔君王，為神的百姓承受了他們背約的懲處。︒在基督裡，聖約

的要求和條件得到滿⾜足，神的公義和榮耀得到彰顯。︒（Robertson p.248） 

 

D. 應⽤用 

1. 我們從⼤大衛之約看到福⾳音的本質 

a. ⾸首先，神守約的慈愛：神單⽅方⾯面應許要成就祂的祝福。︒這個祝福主要是指屬

天的祝福，舊約和新約的聖徒都同被建造成為神所居住的天上的殿宇。︒只要

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必永蒙神的保守，不論是否在苦難中滅亡與否。︒真信徒

也可能招受苦難⽽而身體死亡，但最後必定會得著復活的身體和永⽣生（彼得、︑

保羅）。︒非信徒也可能在普遍恩典下被醫治，但卻沒有得救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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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次，我們要看到以⾊色列⼈人到歷史，是神的百姓⼀一個預表性的經歷，成為現

今世代教會的榜樣和學習（林前 10:1-13）。︒ 

神的管教：雖然舊約新約的信徒都是因信稱義的，得著了新的⽣生命，在成聖

的過程中，神也會像⽗父親管教兒⼦子⼀一樣，管教信徒，管教祂的教會，舊約的

歷史成為我們認識神管教的原則，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神管教我們，

當時不覺得快樂 

2. 什麼是虛假的敬拜 

以⾊色列的歷史，舊約教會的歷史，特別是南北國的歷史，告訴我們：虛假的敬拜⼀一

直是攪擾教會的罪。︒ 

到底虛假敬拜，拜⾦金⽜牛犢，與世俗結合的敬拜的原則是什麼︖？ 

如果從恩典之約的執⾏行來看，就是破壞了神所設⽴立的蒙恩之道。︒舊約的蒙恩之道，

就是那些具有外在形式的敬拜，其中包含了屬靈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換句話說，

就是破壞了特殊啟⽰示的傳達的管道。︒ 

 

所以，今天，如果拋棄、︑忽略、︑模糊、︑扭曲、︑ 淡化神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把重

點放在個⼈人主觀的經歷，以追求今⽣生的屬地的祝福為中⼼心，就是和舊約的教會⼀一樣，

與世俗結合，拜⾦金⽜牛犢的虛假敬拜。︒ 

 

作為合神⼼心意的百姓，就是要主動的，不斷的在認識神的真知識上建造⾃自⼰己，離開

虛假的敬拜，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讓我們思想我們⼤大衛之約，我們看到你守約的信實和慈愛，求你

繼續紀念你的聖約，使我們在你的救恩之中，在你的真理的光照之下，⼼心意被更新

變化，真的認識你，好讓我們被建造成為你的居所。︒讓我們不要看輕你的管教，使

你的慈愛與我們同在。︒我們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                                                                         All Saints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Ir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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