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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色列王國 

I. 大衛之約 

撒下 7：8-17 

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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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無論往那裡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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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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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惡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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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
祖同睡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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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永遠。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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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你〕面前永遠
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17 拿單就按這一切話、照這默示、告訴大
衛。 

 

因為神是與大衛立下這個盟約，神學家們稱它作大衛之約。這個約對於聖經預言中

的神未來的國度，有著特殊的意義。 

 

大衛之約的內容被記載在撒下 7：11─16，代上 17：10─15 也有類似的經文。雖然

這段經文中並沒有稱神向大衛的應許為立約，但在別處的經節卻清楚的表明神是在

與祂的僕人立約（撒下 23：5；代下 7：18；21：7；詩 89：3-4，28-29，34-37；耶

33：19-26）。 

雖然在這約裡的應許，是關乎大衛與他的王國，然而這些應許是無法和整個民族的

應許分開的。因此我們注意到在大衛之約的開場白，神再次確認祂永久選擇以色列

在他們自己的土地成為一國。神似乎是要指出，關於大衛王國的應許，是與一個在

時間和空間裡真實存在的政治國度相關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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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這個約的目的是什麼？ 

大衛之約是亞伯拉罕之約的“子孫（seed）＂觀念的延續擴大。神曾對亞伯

拉罕應許，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的後裔得福 （創 22：18），大衛之約是亞

伯拉罕之約在“如何？＂及“由誰？＂方面的擴大延續。 

這個應許就是亞伯拉罕後裔中的一位，將被興起成為全地的救贖主。在雅各

的時代，神逐漸顯明這位拯救者將會從猶大支派而出，並且祂將統管全地。

在大衛之約裡、神更明確地說出這位救贖主出自的家庭。 

這個約包括那些人? 

這個約是神與大衛之間的約，而大衛作為大衛家和其朝代具有代表性的頭，

在神面前站立。 

這個約有哪些應許? 

在大衛之約裡，神賜下關於以色列國 （撒下7：10-11）和大衛 （撒下7：12-
16）的應許。我們將特別察看與大衛有關的三個主要應許。 

 

1. 永遠的家室／子孫／後裔 

…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撒下 7：11)。…我必使你的後
裔接續你的位、(撒下 7：12) …你的家…我必堅定…直到永遠 (撒下
7：16)。 

 

家室這個詞是指大衛親生的後裔。 

 

神應許大衛的血脈會永遠延續，這是大衛將持續有肉身後裔的一個應

許。在詩篇89篇和歷代志下21章裡，神堅定這個應許。 

 

詩89：4 我與我所揀選的人立了約、向我的僕人大衛起了誓．我要建
立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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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21：7 耶和華卻因自己與大衛所立的約、不肯滅大衛的家、照他
所應許的、永遠賜燈光與大衛和他的子孫。 

耶 23：5-6 
5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
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6 在他的日子、猶大必
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西元前 586 年，在尼布甲尼撒毀滅耶路撒冷並結束大衛王朝之前，耶

利米預言：神應許祂會從大衛王的根興起一個支派（後裔）。 

2. 一個永恆的國度 

撒下7：12，16 

12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16...你的家和你
的國、必在我〔原文作你〕面前永遠堅立。 

 

大衛的國指的是他的統治範圍（他的領域），大衛的領域就是實質的

土地及以色列民。 

 

神應許大衛的國永遠不會終止，即使大衛的國也許並沒有一直持續的

運作。雖然大衛的國（以色列國）在神作了這個神聖的應許後，並沒

有一直發揮功用，但這個神聖的應許就是大衛國至終將恢復其完全功

用的保證。 

 

因著大衛之約的應許，使得生活在大衛國終止運作後幾百年的猶太

人，仍然堅持復國的期盼─由人類君王掌管的一個確實的地上政治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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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在棕樹主日，得勝地進入耶路撒冷時，猶太群眾相信耶穌就是

那應許中的像大衛一樣的君王，他們大聲呼喊說、 

可 11：10 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 

 

耶穌受死、埋葬、復活後，被接昇天之前，祂的門徒問祂，何時復興

政治性的國度在以色列？ 

 

徒1：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
這時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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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個永恆的國位 

撒下 2：13-16 
13 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16 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
遠。 

 

這裡涉及大衛的統治權利，以及他在國位上以君王身份所行使的統治

權柄。雖然這個權利並沒有一直持續的運用，神卻應許，統治以色列

的權利永遠屬乎大衛和他的子孫。 

雖然自從神立了這個神聖的應許後，大衛的統治權柄並沒有持續的運

用。然而這個神聖的誓言保證了，大衛的國位至終將在全方位被恢

復。神也宣告祂已起誓永遠建立大衛的國位。 

 

詩89：3-4   
3我與我所揀選的人立了約、向我的僕人大衛起了誓．4我要建立你的
後裔、直到永遠、要建立你的寶座、直到萬代。 

 

由於大衛之約的保證，在大衛統治權於猶大停止運作之後的數百年，

天使加百列能夠作這樣宣告在耶穌身上： 

 

路1：32-33 
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
也沒有窮盡。 

 

加百列能夠作這個應許的事實，就表明即使大衛子孫的統治權已經停滯好幾

百年，它仍然沒有永久的終止。 

D. 這個約是否有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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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之約本質上是沒有附帶條件的。當神與大衛立約時，祂沒有聲明任何條

件。而這個約的實現是全然倚賴神對祂話語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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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大衛之約的實現 

A. 大衛之約是否能完全的實現，取決於二件事 ： 

1. 在時間和歷史中，存在一位當政掌權的永久君王。 

2. 大衛王國的永遠存在。 

 

B. 

C. 

永久的君王─猶太人彌賽亞 

使大衛血脈永久持續的唯一可能的方法是，最後坐在大衛寶座上的王是永活

的。這個應許將實現在以色列應許要來的彌賽亞身上。彌賽亞被應許要來甚

至比大衛之約更早。 

彌賽亞應許的摘選 

在這裡略舉一些經文，用來闡明在大衛之約中永久君王的應許，與貫穿聖經

的彌賽亞應許是一樣的。 

1. 彌賽亞是神、也是個人 

創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
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賽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
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 

祂是女人的後裔，是一個嬰孩，所以祂是完全的人。三個專屬神的名

字也被用來稱呼祂，所以祂是完全的神。 

2. 彌賽亞是亞伯拉罕的子孫（猶太人） 

創 22：18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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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彌賽亞是一個得勝的王 

創 49：10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就是賜
平安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 

雅各預言有一君王從猶大而出，祂統治的範圍不僅包括以色列各支

派，並且包括列國。因著祂的來到，將有極大的祝福與恩寵臨到以色

列，並且遠超過大衛及所羅門王時代所看到的。 

巴蘭，一個受僱於摩押的長老去咒詛以色列民的先知，預言一位大能

以色列君王的興起，祂要來毀滅以色列的仇敵。以色列國在大衛時代

曾經強盛，那時四圍的列國都向以色列臣服並且常常進貢（撒下 8：

2，6）。但是這個預言僅部分實現在大衛時代，將要來的終極統治者

會因著以色列的仇敵對神子民所做的，而將他們全部摧毀；以色列國

將在祂的領導下強盛。 

民 24：17-19 
17 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望他卻不在近日．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
興於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毀壞擾亂之子。18 他必得以東為基
業、又得仇敵之地西珥為產業．以色列必行事勇敢。19 有一位出於雅
各的、必掌大權、他要除滅城中的餘民。 

4. 祂將坐在大衛的寶座上（以色列的王），祂的國永無止盡。 

賽 9：6-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
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賽 16：5 必有寶座因慈愛堅立．必有一位誠誠實實坐在其上、在大衛
帳幕中施行審判、尋求公平、速行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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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彌賽亞出身卑微，但滿有神的聖靈 

賽 11：1-2 
從耶西的本〔原文作木〕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耶和
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
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耶西的幹或根，是指大衛在伯利恆小山的卑微出身。就像大衛出身於

最卑微的背景，而神卻興起他作以色列的王，同樣地，彌賽亞王也是

生在卑微的環境，但神興起祂坐在祂父大衛的寶座上。 

這裡的經文指出，直到大衛的血脈不再運作的時候（它只是一個沒有

枝葉的幹），彌賽亞才會來。彌賽亞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廢墟中，重

建大衛的帳幕（或王國）。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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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彌賽亞是以色列的安慰者，並將以色列從她仇敵的手中拯救出來，祂

實現了神與亞伯拉罕的約。 

路 1：54-55 
54 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55 為要記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施
憐憫、直到永遠、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路 1：68-75 
68 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為他們施行救
贖．69 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70（正如主藉著
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 71 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一
切恨我們之人的手．72 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念他的聖約． 73 就是
他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74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75 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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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25-32 
25 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
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26 他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
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27 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
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著孩子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28 西面
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 神說、29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
人安然去世．30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31 就是你在萬民
面前所豫備的．32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D. 耶穌、彌賽亞－大衛的子孫 

新約聖經明確的指出，人子耶穌就是預言中的彌賽亞。大衛永遠後裔的應許

在耶穌身上得到完全成就。祂是應許中的像大衛一樣的君王。因祂是永活的

人，大衛寶座會一直有夠資格的人坐在位上。 

路 1：26-33 
26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 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
叫拿撒勒．27 到一個童女那裡、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
女的名字叫馬利亞。28 天使進去、對他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
你同在了。29 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復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
30 天使對他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 神面前已經蒙恩了。31 你要懷孕
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32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 神要把
他祖大衛的位給他．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天使加百列引用以賽亞書 9：7，確認馬利亞的兒子將會是彌賽亞─大衛之國

的繼承人、以色列的安慰者、和外邦人的光。 

E. 耶穌─猶太人的王 

除非耶穌是猶太人，否則祂無法成為彌賽亞。神將自己與實現祂對以色列國

的應許綁在一起，祂自己也永遠地成了猶太人。聖經的確證實了耶穌是大衛

血統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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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由約瑟（和馬利亞）成為大衛的後裔。 

路 3：32  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依人看來、他是約瑟的兒
子、…大衛的兒子  

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都稱耶穌是大衛的子孫─彌賽亞的一個稱號（太

9：27；15：22；20：30，31；21：9；可 10：47，48；路 18：38，

39） 

2. 在歷史的末了，耶穌宣告祂的猶太人身分，大衛血統的子孫。 

啟 22：16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我是
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3. 耶穌的許多名字與祂的猶太身分和祂身為以色列的王有關。 

苗裔（耶 23：5；亞 3：8）；以色列的安慰者（路 2：25）；眾民的
中保（賽 42：6）；大衛（耶 30：9）；救主（羅 11：26）；以色列
的榮耀（路 2：32)）；救主以色列的神（賽 45：15）；拿撒勒人耶
穌（可 1：24；路 24：19）；拿撒勒人耶穌、猶太人的王（約 19：
19）；耶穌、猶太人的王（太 27：37）；以色列的王（約 1：
49）；猶太人之王（太 2：2）；羔羊（啟 5：6，8；6：16；7：9-
10，17；12：11；13：8；14：1，4；15：3；17：14；19：7，9；
21：9，14，22-23，27）；神的羔羊（約 1：29）；設律法的（賽
33：22）；外邦人的光（賽 42：6）；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啟 5：
5）；立約的使者（瑪 3：1）；彌賽亞（約 1：41）；以色列的大能
者（賽 1：24）；雅各的大能者（賽 49：26）；拿撒勒人（太 2：
23）；大衛的後裔（啟 22：16）；逾越節的羔羊（林前 5：7）；拉
比（約 1：49）；拉波尼（約 20：16）；公義的苗裔（耶 23：5）；
大衛的根（啟 5：5；22：16）；耶西的根（賽 11：10）；沙崙的玫
瑰花（歌 2：1）；以色列中掌權的（彌 5：2）；亞伯拉罕的子孫
（加 3：16）；以色列的牧者（詩 80：1）；亞伯拉罕的後裔（太
1：1）；大衛的子孫（太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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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大衛國的性質 

我們已經證實大衛之約至少部分應驗在耶穌身上。 

1. 祂是一個有大衛血統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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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祂死了、復活了、並永遠活著─因此大衛的家室將會持續存在。 

3. 祂的出生是為了坐在大衛的寶座上，祂的國永無止盡。 

大衛之約與國度性質有關的主要議題是耶穌─大衛的子孫將在地上掌

王權，祂的國永不敗壞。 

賽 9：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從今直到永遠。 

但 2：44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
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
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大衛之約的應許是非常清楚的。到目前為止這些應許都是按照字面意

義成就的。我們應該期待經文中的應許都是按照字面意義來成就，除

非經文表明要作別的解釋。對於神將賜給耶穌祂父大衛的寶座和王國

這樣的應許，我們能怎樣期待它們的實現呢？（賽 9：6-7）。 

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二個主要的學派。 

1. 大衛之國是屬靈意義上的 

持這樣觀點的人相信，當耶穌在天上，坐在神寶座右邊的時候，祂也

正在人心裡面行使大衛的統治。關於國度的應許現今正在成就中。 

根據這個看法，基督實現大衛之約所統治的國度僅僅只是一屬靈的

國，它不是一個在地上實在的政治國家。 

為了使這個看法前後一致，大衛的王權與神在天上的王權必須是同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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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衛之國，是耶穌未來在地上統治的一個實際的政治國家。 

根據這個看法，基督將榮耀的再來到地上，在如今的地球上建立並統

治一個地上實際的政治國家一千年，然後永永遠遠在新天新地掌權，

藉此成就大衛之約的應許。 

 

儘管我們清楚地知道，當耶穌在天上坐在神寶座的右邊的時候，祂已

經在行使祂的王權，但聖經也表明基督未來將在我們所處的這個地球

上，統治的一個物質的國家，來完成神對大衛的應許。 

 

G. 耶穌認可在地上一個物質之國的期望 

1. 猶太人一直期盼一個地上的政治實體國家 

 

這是對“ 我們” ─ 對以色列─ 有一嬰孩出生、有一子賜給我們。顯然
地，以色列的神是將這子賜給祂子民的那一位。這嬰孩是以色列的統
治者，是坐在大衛以色列王的寶座上。彌賽亞是在大衛國之上掌權
的，彌賽亞建立高舉的是大衛國。（“The Church and the Jews-the 
Biblical Relationship＂ Dan Gruber 72頁） 

2. 耶穌沒有否定對國度傳統的預期─祂將它擴大 

 

在祂被接升天之前，門徒們問耶穌：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徒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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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回答沒有否認，在地上會有一個基於以色列的政治國家，祂只

是簡單地說還未發生。與此同時，神國活動的重點將是屬靈的和國際

性的，而不是種族性和政治性的，這對猶太國的領袖和歷史上大多數

的以色列民而言，絕對是一個絆腳石。 

徒 1：7-8 
7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
以知道的。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
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猶太人對萬國將前往耶路撒冷的領會是正確的 （賽 2：3-4； 摩 9：

11； 亞 8：20-23）。然而，他們並沒有認識到在這發生之前，福音必

須傳到地極。依照先知給猶太民族的應許、猶太民族一直在尋求一個

政治的解救者。 

路 1：71-72 
71 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72 向我們列祖施憐
憫、記念他的聖約． 

H. 對一個第一世紀的猶太人來說，將彌賽亞視為國家性和政治性的名詞是很自

然並且合乎聖經的。耶穌的教導並沒有取代應許國度的這些層面，而是在其

上有所加添。在耶穌時代的猶太人，耶穌的教導卻使他們驚訝，他們也因此

被冒犯。他們不了解國度的屬靈層面對現今的人們是非常自然的事。耶穌清

楚地教導，當有形質的國度被恢復時，將會承受國度的人，就是那些曾在靈

裡順服王權的人。 

路 19：11-14 
11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他們以為神的
國快要顯出來、12 就另設一個比喻說、有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
13 便叫了他的十個僕人來、交給他們十錠銀子、〔錠原文作彌拿一彌拿約銀
十兩〕說、你們去作生意、直等我回來。14 他本國的人卻恨他、打發使者隨
後去說、我們不願意這個人作我們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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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所欠缺的，是我們認為是很自然的─神國是屬靈和國際性的。我們所

欠缺的是他們認為是很自然的─神國是政治性和種族性的。耶穌時代的猶太

人領袖沒有認識神國的這個新層面，這個層面是耶穌第一次降臨時引入的，

他們因此錯失了神的國。 

今天，等同的反向震動必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必須看神國不僅是屬靈和

國際性的，同時也是政治性、民族性和屬地的。因著我們根深蒂固的受希臘

思想的影響，我們天然的傾向會反對一個預言在地上的實現，以致於無法領

會神放在祂受造物裡的價值。我們也無法了解神希望在萬物結局之前的實際

時間和空間裡，證明耶穌在所有受造物裡的得勝。 

I. 大衛之約至終將會藉著耶穌在地上執掌一實體的國家得以實現。 

教會在神恢復以色列的計劃裡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它自己並不是那國，
也不是那國的恢復（Gruber 162 頁）。 

 

1. 大衛之國是實體的、屬地的政治國度，它會與彌賽亞國度一樣地成就 

神應許大衛，祂會堅立他的國直到永遠，大衛的國（或作掌權的範

圍）遍及以色列全地。當列國受其統治和向他進貢時，他是統治政治

的以色列國。 

神應許祂會興起一個王來永遠統治那國─以色列國。它是一個會成

長，會遍滿全地的國。以色列將會在列國領頭，如同在大衛王的時代

一樣。 

因著神對大衛之約的信實，以色列國必須作為一個永遠在那地上的國

而存在著。詩篇和先知書預言，像大衛一樣的君王將統治全地，以色

列在祂的帶領下，將再次居首不居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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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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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餘剩的
和所有稱為我名下的國．此乃行這事的耶和華說的。 

賽 2：2-4 
2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
民都要流歸這山．3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
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
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4 他必在列
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
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 

亞 6：12-13 
12 對他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那名稱為大衛苗裔的、他要
在本處長起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13 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
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
平。 

亞 8：20-23 
20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將來必有列國的人、和多城的居民來到． 
21 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說、我們要快去懇求耶和華的恩、尋求萬
軍之耶和華．我也要去。22 必有列邦的人、和強國的民、來到耶路撒
冷、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懇求耶和華的恩。23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諸族中出來、〔族原文作方言〕拉
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我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神與你
們同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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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72：8-11 
8 他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9 住在曠野
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敵必要餂土。10 他施和海島的王要進
貢．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獻禮物。11 諸王都要叩拜他、萬國都要事奉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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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2：6-9 
6 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
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8 你求我、我就
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
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 

賽 11：1-10 
1 從耶西的本〔原文作木〕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
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3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
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聞．4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
世上的謙卑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5 公義
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
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
滿洋海一般。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
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亞 14：9 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
也是獨一無二的。 

以上所有的經文都展望著一個日子，就是一位君王會在耶路撒冷施行

統治，祂的統治從耶路撒冷直到到地極，在祂的權柄下，公義將會遍

滿全地。 

2. 大衛的寶座是在地上而不是在天上─所以彌賽亞的寶座也必須是在地

上。 

多處的經文涉及大衛在以色列的國位，將它當作耶和華的國位。 

代上 29：23 於是所羅門坐在耶和華所賜的位上、接續他父親大衛作
王、萬事亨通．以色列眾人也都聽從他。 

大衛把以色列的國位當作耶和華的國位，所以他將以色列的國位與神

的國位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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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 28：4-5 
4 然而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揀選我作以色列的王、直到
永遠．因他揀選猶大為首領、在猶大支派中揀選我父家、在我父的眾
子裡喜悅我、立我作以色列眾人的王。5 耶和華賜我許多兒子．在我
兒子中、揀選所羅門坐耶和華的國位、治理以色列人。 

示巴女王認定以色列的國與國位是與耶和華的國與國位同義─是同一

個地上的國位和地上的國。 

代下 9：8 
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喜悅你、使你坐他的國位、為耶和華
你的 神作王、因為你的神愛以色列人、要永遠堅立他們、所以立你
作他們的王、使你秉公行義。 

神宣稱，祂揀選字面意義的、實體的耶路撒冷作為祂的寶座 

耶 3：17 
那時、人必稱耶路撒冷為耶和華的寶座．萬國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
華立名的地方聚集．他們必不再隨從自己頑梗的惡心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