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
神要来之国的王
诗歌：
读经：撒上二一1～6，撒下七16，二三1～7，
摩九11～12，太一6，十二1～4
撒上21:1
撒上21:2
撒上21:3
撒上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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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21:6
撒下7:16
撒下23:1
撒下23:2
撒下23:3
撒下23:4
撒下23:5
撒下23:6
撒下23:7
摩9:11
摩9:12
太1:6
太12:1
太12:2
太12:3
太12:4

大卫往挪伯去，到了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对他说，你为什
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
大卫对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吩咐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
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找得着的食物。
祭司回答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平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吃。
大卫回答祭司说，我们实在没有亲近妇人，我出征的时候，素来如此；即使是平常行路，少
年人的器皿还是圣别的；何况今日，他们的器皿更是圣别的！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陈设饼，是当时为了放上热的饼，从耶和
华面前撤下来的。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那被兴起得高位，为雅各的神所膏，以色列的美歌
者，宣告说，
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祂的话在我舌头上。
以色列的神说话，以色列的磐石对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存着对神的敬畏执掌权柄的，
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早晨，如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
我的家在神面前岂非如此？因祂与我立了永约，这约凡事皆有安排，尽得保全。我的一切救
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祂岂不使其生长发旺？
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因为人不敢用手拿它；
碰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久它必在原处被火焚烧。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毁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
古时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这是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作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祂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祂说，看哪，你的门徒在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
耶稣却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你们没有念过么？
他怎样进了神的殿，他们且吃了陈设饼，就是他不可吃，跟从他的人也不可吃，唯独祭司才
可吃的。

壹 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撒上二一1～6，撒下二三1～7，太十二1～4：
撒上21:1

大卫往挪伯去，到了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对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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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21:2
撒上21:3
撒上21:4
撒上21:5
撒上21:6
撒下23:1
撒下23:2
撒下23:3
撒下23:4
撒下23:5
撒下23:6
撒下23:7
太12:1
太12:2
太12:3
太12:4

一

大卫对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吩咐你的这件事，不要使
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找得着的食物。
祭司回答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平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
吃。
大卫回答祭司说，我们实在没有亲近妇人，我出征的时候，素来如此；即使是平常行
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圣别的；何况今日，他们的器皿更是圣别的！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陈设饼，是当时为了放上热的饼，
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那被兴起得高位，为雅各的神所膏，以色列
的美歌者，宣告说，
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祂的话在我舌头上。
以色列的神说话，以色列的磐石对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存着对神的敬畏执掌权柄
的，
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早晨，如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
我的家在神面前岂非如此？因祂与我立了永约，这约凡事皆有安排，尽得保全。我的
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祂岂不使其生长发旺？
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因为人不敢用手拿它；
碰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久它必在原处被火焚烧。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祂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祂说，看哪，你的门徒在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
耶稣却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你们没有念过么？
他怎样进了神的殿，他们且吃了陈设饼，就是他不可吃，跟从他的人也不可吃，唯独
祭司才可吃的。

旧约中预表基督最透彻、时间最长的，就是大卫；新约里也很清楚地启示大卫预表基
督—太十二3。
太12:3

二

耶稣却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你们没有念过么？

马太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比一切预表更大，比旧约中一切预表祂的人事物更大，
基于这原则，基督乃是更大的大卫：
太12:1
太12:2
太12:3
太12:4
太12:5
太12:6
太12:7
太12:8
太12:9
太12:10
太12:11
太12:12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祂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祂说，看哪，你的门徒在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
耶稣却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你们没有念过么？
他怎样进了神的殿，他们且吃了陈设饼，就是他不可吃，跟从他的人也不可吃，
唯独祭司才可吃的。
再者，律法上记着，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渎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
有念过么？
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比殿更大的。
还有，你们若明白什么是“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祀，”就不会定无罪的为有罪
了。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于是耶稣离开那里，进了他们的会堂；
看哪，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在安息日可以治病么？为的是要
控告祂。
祂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若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
人比羊贵重多了；所以在安息日可以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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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2:13
太12:14
太12:15
太12:16
太12:17
太12:18
太12:19
太12:20
太12:21
太12:22
太12:23
太12:24
太12:25
太12:26
太12:27
太12:28
太12:29
太12:30
太12:31
太12:32
太12:33
太12:34
太12:35
太12:36
太12:37
太12:38
太12:39
太12:40
太12:41
太12:42
太12:43
太12:44
太12:45
太12:46

于是祂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一伸，手就复了原，像另一只手那样的康健。
但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抵挡祂，为要除灭祂。
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祂，祂把他们都治好了，
又嘱咐他们，不要显扬祂。
这是要应验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爱，我魂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放在祂身
上，祂必将公理宣布与外邦。
祂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祂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火把，祂不吹灭，直到祂施行公理，至于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祂的名。”
当下，有一个鬼附、又瞎又哑的人，被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治好了他，以致那
哑吧又说话，又看见。
所有的群众都惊奇，说，莫非这是大卫的子孙么？
法利赛人听见了，却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对他们说，凡国自相分争，必至荒凉；凡城或家自相分
争，也难站住。
若撒但赶逐撒但，他就自相分争，他的国怎能站住？
我若是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又是靠着谁赶呢？这样，他们就要审判你们
了。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人怎能进壮者家里，抢夺他的家具？除非先捆绑那壮者，才能洗劫他的家。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都能得赦免；唯独亵渎那灵，不能得赦
免。
并且无论谁说话抵挡人子，他都能得赦免；但无论谁说话抵挡圣灵，无论在今
世，或是在来世，他都不能得赦免。
或说树好，果子就好；或说树坏，果子也坏；树总是凭果子认出来的。
毒蛇之种，你们既是恶的，怎能说出善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所存的恶，发出恶来。
我还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称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当时有几个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应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
看。
耶稣回答他们说，邪恶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除了申言者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
有神迹给它。
因为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必照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
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同这世代站起来，并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
约拿所传扬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比约拿更大的。
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同这世代起来，并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
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的。
污灵从人里面出来，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
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我的屋里去。到了，就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装饰好
了。
于是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一同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
就比先前更坏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耶稣还对群众说话的时候，看哪，祂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找祂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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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2:47
太12:48
太12:49
太12:50

有人对祂说，看哪，你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找你说话。
祂却回答那对祂说话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因为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1 主在马太十二章三至四节的话含示祂是真大卫：
太12:3
太12:4

耶稣却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你们没有念过么？
他怎样进了神的殿，他们且吃了陈设饼，就是他不可吃，跟从他的人也不可
吃，唯独祭司才可吃的。

a 大卫有跟从的人，基督这位真大卫也有门徒作跟从祂的人。
b 这一切含示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是基督和祂门徒的预表。
2 主在马太十二章三至四节的话也含示从祭司职分到君王职分时代的转换：
太12:3
太12:4

耶稣却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你们没有念过么？
他怎样进了神的殿，他们且吃了陈设饼，就是他不可吃，跟从他的人也不可
吃，唯独祭司才可吃的。

a 大卫的来，转换了时代，将祭司时代转到君王时代，叫君王在祭司之上。
b 借着基督的来，时代也转换了，这次是从律法时代转到恩典时代；这时基督是在
一切之上。
c 在马太一章六节，称大卫为“王”，因为国度和君王的职分，是借着他带进的；
他是两个时代的界碑，他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创了另一个时代。
太1:6

三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作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

诗篇二十二篇、一百零九篇、和一百一十篇启示大卫预表受苦的基督：
诗22标题
诗22:1
诗22:2
诗22:3
诗22:4
诗22:5
诗22:6
诗22:7
诗22:8
诗22:9
诗22:10
诗22:11
诗22:12
诗22:13
诗22:14
诗22:15
诗22:16
诗22:17
诗22:18
诗22:19

大卫的诗，交与歌咏长；调用朝鹿。
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也得不着安宁。
但你是圣别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祖宗信靠你；他们信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信靠你，就不羞愧。
但我是虫，不是人，是众人所羞辱，百姓所藐视的。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护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我从出生就被交托给你；从我母腹中，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患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包围我。
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衣服拈阄。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帮助啊，求你快来援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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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22:20
诗22:21
诗22:22
诗22:23
诗22:24
诗22:25
诗22:26
诗22:27
诗22:28
诗22:29
诗22:30
诗22:31
诗109标题
诗109:1
诗109:2
诗109:3
诗109:4
诗109:5
诗109:6
诗109:7
诗109:8
诗109:9
诗109:10
诗109:11
诗109:12
诗109:13
诗109:14
诗109:15
诗109:16
诗109:17
诗109:18
诗109:19
诗109:20
诗109:21
诗109:22
诗109:23
诗109:24
诗109:25
诗109:26
诗109:27
诗109:28
诗109:29
诗109:30

求你救我的魂脱离刀剑，救我宝贵的生命脱离犬类的爪；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求你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祂！你们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祂！你们以色列的
后裔，都要畏惧祂！
因为祂没有轻看、厌恶受苦之人的苦难；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向祂呼求
的时候，祂就垂听。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
卑微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祂—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向祂；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国度是耶和华的，祂在列国中掌权。
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
在祂面前下拜。
必有后裔事奉祂；主的事必传述与后代。
他们必来把祂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是祂所行的。
大卫的诗，交与歌咏长。
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
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
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
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祷告。
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
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
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被定为恶；愿他的祷告，反成为罪。
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
愿他的儿女飘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
愿债主设下网罗夺取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走他劳碌得来的。
愿无人向他延施怜悯；愿无人恩待他的孤儿。
愿他的后人断绝；愿他的名字在下代就被涂抹。
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记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
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以致祂将他们的名号从地上剪除；
因为他未曾想过要施慈爱，却逼迫困苦、穷乏、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
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祝福，祝福就远离他。
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入他里面，像油进入他的骨头。
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常束的腰带。
这就是我的对头，和说恶言攻击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
主耶和华啊，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
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
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掉。
我因禁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消瘦无油。
我也成了他们所羞辱的：他们看见我，便摇头。
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照你的慈爱拯救我；
他们就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行了这事。
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
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
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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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109:31
诗110标题
诗110:1
诗110:2
诗110:3
诗110:4
诗110:5
诗110:6
诗110:7

因为祂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那些审判他魂的人。
大卫的诗。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
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间掌权。
当你争战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
清晨的甘露。
耶和华起了誓，必不后悔；祂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主在你右边；祂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
祂要在列邦中施行审判，使那处满了尸首；祂要在大地上打伤仇敌的头。
祂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祂必抬起头来。

1 在二十二篇我们看见，受苦的大卫预表经过死之受苦的基督—1节上，6～21节。
诗22:1
诗22:6
诗22:7
诗22:8
诗22:9
诗22:10
诗22:11
诗22:12
诗22:13
诗22:14
诗22:15
诗22:16
诗22:17
诗22:18
诗22:19
诗22:20
诗22:21

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但我是虫，不是人，是众人所羞辱，百姓所藐视的。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护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
吧。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我从出生就被交托给你；从我母腹中，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患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包围我。
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
中。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衣服拈阄。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帮助啊，求你快来援助我。
求你救我的魂脱离刀剑，救我宝贵的生命脱离犬类的爪；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求你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

2 一百零九篇是大卫为他苦难所献的祷告：
诗109标题
诗109:1
诗109:2
诗109:3
诗109:4
诗109:5
诗109:6
诗109:7
诗109:8
诗109:9
诗109:10
诗109:11
诗109:12

大卫的诗，交与歌咏长。
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
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
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
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祷告。
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
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
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被定为恶；愿他的祷告，反成为罪。
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
愿他的儿女飘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
愿债主设下网罗夺取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走他劳碌得来的。
愿无人向他延施怜悯；愿无人恩待他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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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109:13
诗109:14
诗109:15
诗109:16
诗109:17
诗109:18
诗109:19
诗109:20
诗109:21
诗109:22
诗109:23
诗109:24
诗109:25
诗109:26
诗109:27
诗109:28
诗109:29
诗109:30
诗109:31

愿他的后人断绝；愿他的名字在下代就被涂抹。
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记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
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以致祂将他们的名号从地上剪除；
因为他未曾想过要施慈爱，却逼迫困苦、穷乏、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
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祝福，祝福就远离他。
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入他里面，像油进入他的骨头。
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常束的腰带。
这就是我的对头，和说恶言攻击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
主耶和华啊，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
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
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掉。
我因禁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消瘦无油。
我也成了他们所羞辱的：他们看见我，便摇头。
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照你的慈爱拯救我；
他们就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行了这事。
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
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
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祂；
因为祂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那些审判他魂的人。

a 在此大卫是基督的预表，而大卫的苦难预表基督的苦难。
b 大卫为他苦难的祷告预表基督的祷告。
3 一百零九篇的祷告在一百一十篇得着答应：
诗一○九
诗110标题
诗110:1
诗110:2
诗110:3
诗110:4
诗110:5
诗110:6
诗110:7

（略）
大卫的诗。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
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间掌权。
当你争战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对你必
如清晨的甘露。
耶和华起了誓，必不后悔；祂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主在你右边；祂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
祂要在列邦中施行审判，使那处满了尸首；祂要在大地上打伤仇敌的头。
祂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祂必抬起头来。

a 既然一百一十篇是对一百零九篇里预表基督之大卫祷告的答应，一百一十篇就该
视为对基督祷告的答应—来五7。
诗一○九、一一○ （略）
来5:7
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地哭号，流泪向那能救祂出死的，献上祈祷和恳
求，因祂的虔诚，就蒙了垂听；

b 神不仅借着基督的复活，也借着基督的升天答应这祷告—徒二23～24，32～33，
五31。
徒2:23
徒2:24

祂既按着神的定议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祂钉在十
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复活了，因为祂不能被死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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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2:32
徒2:33
徒5:31

四

这位耶稣，神已经叫祂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
祂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
听见的，浇灌下来。
这一位，神已将祂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作元首，作救主，将悔改和赦罪赐
给以色列人。

大卫在他末了的话里也预表基督—撒下二三1～7：
撒下23:1
撒下23:2
撒下23:3
撒下23:4
撒下23:5
撒下23:6
撒下23:7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那被兴起得高位，为雅各的神所膏，以
色列的美歌者，宣告说，
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祂的话在我舌头上。
以色列的神说话，以色列的磐石对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存着对神的敬畏执掌
权柄的，
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早晨，如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
我的家在神面前岂非如此？因祂与我立了永约，这约凡事皆有安排，尽得保全。
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祂岂不使其生长发旺？
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因为人不敢用手拿它；
碰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久它必在原处被火焚烧。

1 大卫预表基督存着对神的敬畏，以公义治理人—3节下。
撒下23:3

以色列的神说话，以色列的磐石对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存着对神的敬畏执
掌权柄的，

2 大卫预表基督像日出无云的晨光—4节上。
撒下23:4

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早晨，如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

3 当基督存着对神的敬畏，以公义治理人，祂就像日出的晨光，“如雨后的晴光，使
地发生嫩草”—4节下。
撒下23:4

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早晨，如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

贰 大卫王预表作王的基督—撒上十六12，撒下十六5～6，太一6，二2，二七11，
启十九16：
撒上16:12
撒下16:5
撒下16:6
太1:6
太2:2
太27:11
启19:16

一

耶西就打发人去带了他来。他面色红润，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
他，你起来膏他。
大卫王到了巴户琳，见有一个人从那里出来，是扫罗家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
出来时，一面走一面咒骂，
又拿石头打大卫王和王的众臣仆；众民和众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作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
那生为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因为祂的星出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就前来拜祂。
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问祂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么？耶稣说，你说的是。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大卫王预表基督—神要来之国的王—作为神所立的王，争战的王，人所厌弃的王—撒
上十六12，撒下十六5～6：
撒上16:12
撒下16:5

耶西就打发人去带了他来。他面色红润，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
是他，你起来膏他。
大卫王到了巴户琳，见有一个人从那里出来，是扫罗家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
每；他出来时，一面走一面咒骂，
二○二一年十二月半年度训练 纲要附经文 114

撒下16:6

又拿石头打大卫王和王的众臣仆；众民和众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1 基督由大卫所预表，是争战的王，祂胜过了一切仇敌，得着了土地，并预备了一切
材料，以建造召会作神的殿—代上二一22～25，二九29。
代上21:22
代上21:23

代上21:24
代上21:25
代上29:29

大卫对阿珥楠说，请你按足价将这禾场的地卖给我，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
座坛，使百姓受的灾疫止住。
阿珥楠对大卫说，你只管拿去；我主我王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看哪，我也
将牛给你作燔祭，打粮的器具给你当柴烧，麦子给你作素祭。这些我都送给
你。
大卫王对阿珥楠说，不然；我必用足价向你买。我不愿拿你的物给耶和华，也
不愿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
于是大卫为那块地给了阿珥楠六百舍客勒重的金子。
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申言者拿单并先见迦得的书
上；

2 基督据有地以后，要在国度里作王管理地，同祂得胜的信徒治理列国—启二十4，
6，二26～27。
启20:4

启20:6
启2:26
启2:27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为耶
稣的见证、并为神的话被斩者，以及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额上和手上也没
有受过它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别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
还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
柄一样；

3 基督是要来的王，要在千年国时在神要来的国里作元首和中心；这将是以赛亚三十
二章一节，耶利米二十三章五节，和撒迦利亚十四章九节、十七节的应验。
赛32:1
耶23:5
亚14:9
亚14:17

二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作王，必有首领按公平掌权。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祂必作王掌权，行事精
明，在地上施行公理和公义。
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的神，祂的名也是独一的名。
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给他们。

众申言者说到大卫与基督时，将他们当作一个—耶三十9，结三四23～24，三七24～
25，何三5，摩九11：
耶30:9
结34:23
结34:24
结37:24
结37:25

他们却要服事耶和华他们的神，和我为他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
的牧人。
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首领。我耶和华已经说
了。
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他们众人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遵行我的典章，谨
守遵行我的律例。
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
孙，并子孙的子孙，都必住在那里，直到永远。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首领，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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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3:5
摩9:11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
必心存敬畏归向耶和华，领受祂的美善。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毁坏的建立起来，重
新修造，像古时一样；

1 “他们却要服事耶和华他们的神，和我为他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耶三十9。
耶30:9

他们却要服事耶和华他们的神，和我为他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2 这是指基督，祂是真大卫；祂也是复兴时，即千年国时的王—赛三二1，启二十4，
6。
赛32:1
启20:4

启20:6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作王，必有首领按公平掌权。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为耶
稣的见证、并为神的话被斩者，以及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额上和手上也没
有受过它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别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
还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3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祂必牧养他们，作他们
的牧人。…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首领”—结三四23～24：
结34:23
结34:24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祂必牧养他们，作他
们的牧人。
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首领。我耶和华已经说
了。

a 大卫预表基督，神群羊的真牧人，喂养我们，使我们得饱足并满足—约十11，来
十三20，赛九7，何三5，弥五2，路一32～33。
约10:11
来13:20
赛9:7

何3:5
弥5:2
路1:32
路1:33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但愿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领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
人中上来的，
祂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祂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祂的国，以公平
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
事。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
日子，必心存敬畏归向耶和华，领受祂的美善。
（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为我而
出，在以色列中作掌权者；祂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
祂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祂祖大卫的宝座给祂，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祂的国也没有穷尽。

b 当主耶稣来作牧人照料我们时，祂也来作王管理我们；主作牧人照料我们，结果
使我们顺从祂为我们的王，服在祂的君王职分之下，顺从祂在我们里面的宝座。
4 “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他们众人必归一个牧人”—结二七24：
结27:24

这些商人以美好的布料，以成卷的蓝色绣花布，又以华丽的编织物装在箱子
里，用绳牢牢捆着，与你交易。

a 这是指我们的牧人基督，祂是真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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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此处关于以色列的预言，要应验于千年国，就是复兴的时代，并应验于永世，就
是新天新地。
5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
必心存敬畏归向耶和华，领受祂的美善”—何三5：
何3:5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
子，必心存敬畏归向耶和华，领受祂的美善。

a 他们的王大卫就是千年国里的基督。
b “末后的日子”指复兴的时代—太十九28。
太19:28

三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过我的人，在复兴的时
候，当人子坐在祂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
列十二个支派。

在主要来的掌权里，神的权柄和荣耀要完全得着显明，全地连同其上的人也要被带进
神创造的公义、平安、喜乐、以及完满的福分之中—六13，赛三二1，16～18，三五1
～2，5～7。
太6:13
赛32:1
赛32:16
赛32:17
赛32:18
赛35:1
赛35:2
赛35:5
赛35:6
赛35:7

不叫我们陷入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
到永远。阿们。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作王，必有首领按公平掌权。
那时，公平要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于肥田；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静稳妥，直到永远。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欢腾，又像玫瑰开花。
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迦密与沙仑的华美，必赐给
它；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
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吧的舌头必欢呼；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
流。
灼热的沙地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水泉；在野狗居住躺卧之处，必有青
草、芦苇和蒲草。

叁 大卫的国预表基督那要来的国—撒下七12，16，可十一10，启十一15：
撒下7:12
撒下7:16
可11:10
启11:15

一

你在世的日子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接续你，我也
必坚定他的国。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
那将要来的我们祖宗大卫的国，是当受颂赞的！至高之处的和散那！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国，祂要作
王，直到永永远远。

耶和华借着申言者拿单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
必永远坚定”—撒下七16：
撒下7:16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

1 大卫的家指基督，大卫的国指基督的国，大卫的国位指基督的宝座—16节。
撒下7:16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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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卫的国就是基督的国，大卫和基督同有一个国位（宝座）—赛九7，十六5，路一
32，徒二29～31。
赛9:7
赛16:5
路1:32
徒2:29
徒2:30
徒2:31

祂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祂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祂的国，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那时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凭真实坐在其上，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
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
祂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祂祖大卫的宝座给祂，
诸位，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了，并
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既是申言者，又晓得神曾用誓言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
他的宝座上，
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的复活说，祂不被撇在阴间，祂的肉身也不见朽
坏。

3 天使长加百列传达神的话，也证实大卫的约要应验在基督身上—路一32～33。
路1:32
路1:33

祂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祂祖大卫的宝座给祂，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祂的国也没有穷尽。

4 神应许大卫，他的家和他的国必永远坚立，他的国位也必永远坚定，这应许在基督
身上都得着应验。
5 基督要照着神所应许大卫的，继承大卫的王位，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祂的国
也没有穷尽—32～33节：
路1:32
路1:33

祂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祂祖大卫的宝座给祂，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祂的国也没有穷尽。

a 在来世千年国的属地部分，乃是弥赛亚国，在马太十三章四十一节称为人子的
国。（启十一15。）
太13:41
启11:15

人子要差遣祂的使者，从祂的国里薅集一切绊跌人的事，和行不法的人，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
国，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b 这将是复兴的以色列国，（徒一6，）是主所要重新修造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国。
（十五16，可十一10。）
徒1:6
徒15:16
可11:10

二

那些聚在一起的人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么？
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我要重建
它的颓墟，把它再立起来，
那将要来的我们祖宗大卫的国，是当受颂赞的！至高之处的和散那！

阿摩司预言作王的基督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摩九11：
摩9:11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毁坏的建立起来，重
新修造，像古时一样；

1 大卫的帐幕就是大卫的国和大卫的王室—撒下七12，16。
撒下7:12
撒下7:16

你在世的日子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接续
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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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尼布甲尼撒来掳掠以色列国、蹂躏那地、焚烧城邑、毁坏圣殿、掳走君王的时
候，大卫的国，他的王室就倒塌了—王下二五1～21。
王下25:1
王下25:2
王下25:3
王下25:4
王下25:5
王下25:6
王下25:7
王下25:8
王下25:9
王下25:10
王下25:11
王下25:12
王下25:13
王下25:14
王下25:15
王下25:16
王下25:17
王下25:18
王下25:19
王下25:20
王下25:21

西底家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
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
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
四月初九日，城里饥荒严重，甚至那地的百姓都没有粮食。
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墙之间的门，出城逃跑；迦勒底
人正在四围攻城，王沿着通往亚拉巴的路逃去。
迦勒底人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
迦勒底人拿住王，带他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
他们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
到巴比伦去。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来到耶路撒冷，
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耶路撒冷的一切房屋；每一大幢的房屋，他都用火
焚烧了。
跟从护卫长的迦勒底人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
所剩下的群众，都迁徙去了。
但护卫长留下那地一些最穷的人，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迦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些铜运
到巴比伦去了。
他们又把锅、铲、灯剪、调羹、并供职用的一切铜器，都带去了。
火盆和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
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器物的
铜，多得无法可称。
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柱上有铜的柱顶，高三肘；柱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
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
护卫长拿住祭司长西莱雅、副祭司西番亚、和三个守门的；
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太监，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五个人，和检点
那地人民之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那地的民六十个人。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就击杀他们，在哈马地的利比拉把他们处死。这样，犹大人被迁徙离
开了本地。

3 在阿摩司的预言里，神应许有一日，大卫的国和大卫的家要得着复兴，万国必称为
耶和华名下的国—摩九11～12。
摩9:11
摩9:12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毁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这是行这事的耶和华说
的。

4 这预言指明基督要回来作真大卫，（赛九7，十六5，耶三十9，结三四23～24，三七
24～25，何三5，）并要重建（即恢复）祂先祖大卫的国，好复兴整个宇宙。
赛9:7

祂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祂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祂的国，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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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16:5
耶30:9
结34:23
结34:24
结37:24
结37:25

何3:5

那时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凭真实坐在其上，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
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
他们却要服事耶和华他们的神，和我为他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作他
们的牧人。
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首领。我耶和华已经说
了。
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他们众人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遵行我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
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必住在那里，直到永远。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首
领，直到永远。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
子，必心存敬畏归向耶和华，领受祂的美善。

5 那时大卫的国要成为基督和神的国，直到永远—启十一15。
启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国，祂
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6 在千年国期间，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掌管雅各家（犹太人—路一32～33），并
治理地上的列国。（诗二8，七二8，但七14，二35。）
路1:32
路1:33
诗2:8
诗72:8
但7:14
但2:35

祂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祂祖大卫的宝座给祂，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祂的国也没有穷尽。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产业。
祂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
权柄、荣耀、国度都给了祂，使各族、各国、各方言的人都事奉祂。祂的权柄
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废去，祂的国必不毁坏。
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
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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