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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文  

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說：「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答說：

「是大衛的子孫。」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麽還稱他爲主，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

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脚下。』大衛既稱他爲主，他怎麽又是大衛的子孫呢？」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

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麽。 

 

二、序言 

今日的信息很難但是却很重要。當主耶穌進耶路撒冷城時，衆人拿了棕樹枝，喊著：「和撒那！和撒那！

大衛的兒子！」原來這位「弭賽亞」、「大衛的子孫」就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是聖殿真正的主人、整個以色列

的主人、整個世界的主人！所以祂當然有權柄來潔淨聖殿了。祂又對衆人講解天國的奧秘，及將來必發生的事。

那時耶穌是天天進城、晚上出城，第二天再進城，這是當時耶穌每天所做的事了。 

然而法利賽人却是最抵擋耶穌基督的。雖然他們對耶和華上帝、猶太教最爲熱心，但原來這熱心竟成爲最

會逼迫的。他們動員了希律黨、撒都該人、文士與律法師等，雖然他們對信仰的看法皆不相同，但是對于逼迫

耶穌基督的心却完全同心合一的。所以希律黨人用納稅的事來試探耶穌基督，結果自己反而蒙羞了；撒都該人

用婚姻與復活的事來試探耶穌基督也蒙羞了；律法師再用律法上的難題來試探但却無法回答耶穌的反問。耶穌

基督逐一地趕出他們的詭計，但法利賽人又聚集在一起，最後耶穌基督講很重要的話了《太 22 章》。還記得

在馬太福音十六章，耶穌基督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當時因時候還沒到，所以耶穌囑咐門徒不可對人說

他是基督。但如今時間表到了，耶穌親自說出自己是基督意思：「我就是創造你們的上帝、我就是掌管你們生

命與永遠的上帝！」如此地宣告後，讓這些試探耶穌的一群人完全無法回答！ 

許多人决志後，却仍不知相信耶穌基督、跟從耶穌基督是怎麽一回事。當然，我們聽了福音、明白幷接受

了，這絕對是聖靈的工作，那是很奇妙的聖靈感動，愛主的心也會産生出來的，但總是因認識耶穌基督不清楚，

結果當試探來臨時，很快便跌倒。有些人雖然决志禱告、也受洗了，但對信仰生活仍是不冷不熱的，根本就不

知道自己信的是什麽，在這種狀態下生活，自己成爲自己的主人，只有禮拜天在教會時，上帝才是主人；甚至，

只有禮拜天才呼求耶穌基督之名，其它的六天根本就不呼求上帝的名！ 

這樣反復地生活，終于有一天時間表到了，我們不得不在主的面前選擇：耶穌祂是真的上帝嗎？或只是歷

史上偉大的人物；祂真是今日仍活著的上帝嗎？還是暫時休息的上帝；祂是連我頭髮的數目都能數算的上帝

嗎？還是根本就不管我的上帝；祂是清楚知道我的上帝嗎？還是已忘記我很久的上帝。總之在這兩者當中，要

决定的時刻到了。祂是真能解决我們兒女、貧窮……等等問題的上帝嗎？祂是真能負責我們明天的上帝嗎？當

我們的生命通過這些抉擇之後，才能開始享受祂的賜福，因爲我們不會再試驗上帝、也不會再懷疑上帝了！我

們能隨時享受上帝！ 

我們與基督的關係、祂正在我們的生命裏做什麽、祂有否告訴我們明天要做什麽？我們都要做决定了！因

爲耶穌基督絕對不會接受不冷不熱的人。因耶穌基督說是就是，說不是就不是《太5:37》，所以沒有介于「是」

與「不是」的中間選擇了。耶穌基督要考驗法利賽人與文士，因爲知道他們心中是抵擋耶穌基督的，所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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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誰的子孫？」幷引用了詩篇第一百一十篇：「耶和華對我主說…」，又說：「大衛既稱他爲主，他怎

麽又是大衛的子孫呢？…」却沒有一個人能回答。在聖經中重要的時刻裏，上帝總是會考驗以色列人，所以當

耶穌基督問：「我是誰？」時，聽到的人總要于兩個當中要選擇一個，然而法利賽人與文士聽到時，却是選擇

殺害耶穌基督了。 

今日，我們站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確認，真正認識耶穌基督之人是會與衆不同的！當生命更像耶穌之時，

我們與世界的人之生命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爲是真正蒙愛之人，所以臉上是蒙愛的；是真正喜樂之人，臉上是

喜樂的；聽見上帝己給永遠的盼望，臉上是盼望的。因此，凡與耶穌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真正得到基督生命

之人是不一樣！在遇見問題與難處時，均能得著更大的祝福，也有更多的見證，因爲基督寶座的能力被彰顯出

來了，所以內在與外在都會結果子。 

 

三、內容 

1. 結束一切試探的「一句問」 「大衛既稱他爲主，他怎能又是大衛的子孫呢?」，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

答一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麽！   

1) 耶穌基督提問的暗中意思是甚麽？他們爲何沒有一個人能回答? 從那日以後, 他們又爲何不敢再問什麽?  

當時, 人人都知道耶穌就是「大衛的子孫」= 瞎子巴底買《太 20:30》，當進耶路撒冷時《太 21:9》。現在, 

耶穌問法利賽人說：「我不但是大衛的子孫, 原來是大衛的主; 你們可以接納麽?」《約 8:56》記錄著, 「耶穌

又用亞伯拉罕的例子來說明自己」的內容;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見了, 就快

樂」; 耶穌還有說, 「還沒有亞伯拉罕, 就有了我」，他們不敢再試探耶穌了, 也不要接納耶穌了, 就要殺耶

穌了。 

   

2) 對于耶穌基督, 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總是有兩種的分類; 你信不信「耶穌, 就是那位要來的基督、那

位神的兒子」？ 

耶穌問：「人說我人子是誰?」, 許多不同的看法. 耶穌再問：「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祝福他說：「西門巴喬納, 你是有福的。《太 16:13-20》。你的生命要成爲磐石, 我要把

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這是神永遠不會改變的話語，因

此，我們的家人、地區、世界列國，都會在這個磐石上面蒙恩，就算是有危險、逼迫、刀劍、疾病與貧窮都不

能勝過我們。這是很清楚認識耶穌基督所給很重要的祝福了。各位，我們再來觀察曆世歷代，教會裏禮拜堂之

人的樣式是怎麽樣？各位的生命是怎麽樣？各位的夫婦生活、與兒女關係、對自己身體建康、永生的確據又是

如何？在問題來的時候，問題又是如何的挪開，所看見的確據是怎麽樣？ 

 

3) 在教會裏有許多人, 真正地認識「耶穌就是基督」的人不多, 因此真正得著「基督生命」、享受「基督能力」，

而建造「基督教會」的人也不多。 

許多信徒的無權柄無能力的生活, 都是「不認識基督」,他們是「否認基督」的(因爲自己沒有知識、錯誤

的認知、部分的認識、只有知識却不懂如何依靠與遵從基督了) 。真正認識基督的人, 必會：與基督同死同復

活, 而得著新造的重生生命；隨時依靠基督, 而享受基督寶座的權柄和能力；凡事上遵從基督, 天天會結出基



Website:  http://www.spring4life.net 
Email:  info@spring4life.org 大衛怎麽稱自己子孫爲主呢? 

clcwdc@yahoo.com  

 
第二卷   第七十 伍 期  

 

2007/08/31

 

- 3 -

督的果子。當我們察看自己的生命時, 就能知道自己是否真正認識基督了！所以當各位在地上多活十年之時，

就多得著天上的冠冕了，比如遇見了一百件的事情，就得著一百件事的冠冕！    

 

2. 基督, 是「大衛的子孫」, 也是「大衛的主」 

1) 這就是, 「神成爲人· 道成肉身」的奧秘= 基督的「神性(神子)和人性(人子)」《賽 9:6, 約 1:1-18, 西

1:15-18》 

祂是看不見的上帝的顯現，萬物都是借著祂所造而造的，無論是地上或天上、看得見看不見的，都是因祂

而被造的！因爲基督在凡事上是居首位的，各位，我們今天要决斷了，我們要享受神的一切豐盛。我們的存在

都是因著耶穌基督，所以我們的生命是尊貴的，幷我們的一個細胞、一根頭髮祂都數算過了！ 

 

2) 基督, 是「大衛的子孫」= 「人子」耶穌基督  

借著大衛的血統而來的亞伯、挪亞、亞伯拉罕· 以色列(摩西)、大衛的血統是曆世歷代, 凡蒙恩之人的

共通「福音信仰」：重生、成聖(同行)、基業。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利

尼人, 因爲神的義, 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義是本于信, 以致于信。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約 14:7》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 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徒 4:12》。所以各位配偶、兒女以及其它各式各樣的問題，只

有人子耶穌基督才能解决的！ 

 

基督借著大衛的血統, 道成肉身成爲人子, 實際地來到地上, 顯現神一切的榮耀, 揭開天國的奧秘, 教

導凡事上的美意, 死而復活而成全「永遠救贖工作」, 幷預言將來的事和永遠國度的事, 也托付門徒「使萬民

作門徒之事」, 升天坐在寶座的右邊而爲肢體代禱。所以今日我們要明白，所有的一切事發生皆有神的美意了。

因爲大衛的子孫，人子耶穌基督，有權柄來幫助我們的！ 

 

大衛一生的終極目標, 是要活出基督的樣子, 幷要留下將要生出「人子耶穌」的所羅門及後裔。曆世歷代, 

凡蒙恩之人他們一生的目標也是如此。今日, 耶穌基督仍然活在「信祂名的人」身上, 一生引導他們留下「屬

基督的後裔」。我一生的目標, 就要得著（回復）「基督的生命」, 借著基督爲我所定的條件· 在凡事裏,「學

習基督, 活出基督的樣子」, 留下「基督美好的見證」, 也生出「蒙恩的後裔· 基督的羊群(門徒)」，所以，

借著大衛的子孫，我們要多思想，與主耶穌基督的關係了！ 

 

3) 基督, 衛就是大 的主，神子(神)· 遠永 · 萬民的主  

神子基督, 是「創造萬有, 托住萬有, 救贖萬有, 承受萬有, 統管萬有的」《來 1:1-4》所以基督是大衛的

主，是所有蒙恩人的主了。天地萬有萬人萬事, 都是藉祂而造, 爲祂而造, 靠他而立, 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15-18》。 

曆世歷代的主角, 地上日子的終極目標, 就要得著祂子民的「重生· 成聖· 冠冕」《西 1:26, 2:2-3, 弗

1:4-10, 啓 21:1-3, 來 1:1-14》因爲按著定命，人人都會死，死後必有審判，這是非常重要的話了！整本聖

經是見證祂的= 曆世歷代裏, 以祂爲主的人，亦是蒙恩的人, 都是認識祂而重生, 依靠祂而得勝, 事奉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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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了《約 5:39, 路 24:44, 啓 5:5, 創 3:15, 來 11 章, 約 8:56, 申 18:18.》所以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子孫！

這是今日我們要回復的了！ 

大衛被聖靈感動而說：「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把你仇敵, 放在你的脚下」《太 22:44》。《詩

110 篇》彌賽亞的信息/在重要的信息裏被引用《徒 2:34, 林前 15:25, 來 1:13, 10:13》。基督死而復活, 升天

坐在寶座的右邊, 掌管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繼續進行永遠天國之事。每一個時代, 基督借著「信靠祂的人」, 

成就了「永遠大工」, 誰也不能阻擋祂的作爲。就如，亞伯的殉道, 却成爲美好的見證；挪亞雖然一個人, 但

是勝過了全世界；亞伯拉罕一生和其後裔的蒙恩；摩西的出埃及、過紅海、曠野生活、征服迦南之地；十二位

士師的見證；大衛的得勝。 

 

3. 確認基督的同在, 享受基督的得勝, 結出基督的果子 

1) 衛 孫基督就是「大 的子 」; 亞 衛今日仍然活在「信 伯拉罕、大 所信的福音」的人身上 

相信: 人生來所帶來的根本問題(肉體、罪根、邪靈)。相信: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復活、寶座掌權的

奧秘（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相信: 自己是蒙揀選、蒙愛的、蒙福的, 願意與基督同死同復活(之目標、

內容和方法), 得著聖靈, 也得著新生命, 要過新生活。從此, 主的話與聖靈, 會在凡事上引導「所信的人」

的生命了！因爲耶穌基督已經印記在我裏面了，所以耶穌基督今日住在我裏面；如同祂曾經住在大衛裏面。那

麽大衛與我一樣的地方是：對基督的認識、對自己的認識、對世界的認識；大衛與我不一樣的地方是：時代不

一樣、條件不一樣、種族不一樣！  

   

2) 衛基督也是「大 的主」, 當 衛 時每 大 依靠主基督 , 勝凡事上都蒙恩得 了; 祂今日主基督仍然在，在依靠 的

人身上作王, 幷 們 勝 餘使他 在凡事上得 有  

基督的永遠的計劃(王、民、國), 得著基督「時代的計劃」。基督在每一個時代的計劃有所不同(挪亞、亞

伯拉罕、摩西、大衛), 思想, 如今主基督的計劃何在? 在今日, 基督教會到處的被建立起來了, 基督在 21 世

紀的計劃, 是要使主的子民(教會)回復「四大福音化的异象」和「以馬內利(神爲)」的方法, 幷培養門徒, 繼

續得著「未得之民」。建立基督的思想系統, 繼續以肢體、教會、門徒爲中心的生活, 幷察驗主在每天的計劃

和美意。朝晚禱告, 晝夜檢討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潔淨, 更新自己, 保持愛主愛人的心。在生命成聖的過程裏, 

無論發生任何的事情, 學習個人的保守心懷意念, 幷相信「萬事互相效力」, 也尋找凡事上「感恩贊美的理由」

了。 

 

3) 寶 邊基督坐在 座右 , 數 滿直等到「得救的人 得著 足」, 敵 祂直等到「仇 都放在 的脚下」;今日, 主基督仍然

衛 孫借著「大 的子 」的生命, 繼續 斷不 衛 孫的生出「大 的子 」。 

在我們的生命裏, 結出聖靈所結美好的果子（內在與外在的）。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是要學習凡事感恩, 贊

美主, 幷尋找神所揀選的子民(八福人)。以教會爲中心, 幷培養門徒, 繼續擴張在我們身邊的「生命聯絡網」！ 

 

四、結語 

我們是活在事實裏面，要用看得見的世界，來得著看不見的世界；用看得見的身體，來得取看不見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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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要用看得見的金錢，來得著永遠的朋友！各位得著了多少？今日，我們要打開眼睛，用看得見的來天天

加添那看不見世界的基業了。所以，我們不要被騙、不要忘記神的應許，也要珍惜每分每秒，少憂愁，因爲我

們的生命是尊貴的，是不可以憂愁的！這是主的話語、主已經給我們的成就！因爲主耶穌基督不是平白死在十

字架上，祂現正坐在寶座的右邊，掌管天上地下的事。我們要打開眼睛跟從耶穌基督這位「大衛的子孫」。但

願主今日給我們的信息，都成就在每一個生命裏！父啊！我們感謝禰，禰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禰是創

始成終的主，也是今日在我們裏面，天天做工，結出永遠美好果子的主，願禰的信息，借著聖靈的感動，加倍

地成就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五、本周祭壇禱告題目  

 

1) 基督就是「大衛的子孫」; 今日仍然活在「信亞伯拉罕、大衛所信的福音」的人身上: 確認: 我的生命和

亞伯拉罕· 大衛的生命是一樣的生命麽? 列出證據來! 那麽, 將在未來所要遇見的和亞伯拉罕、大衛的一

生· 永遠所蒙受的祝福, 也是一樣的麽?  

   

2) 基督也是「大衛的主」, 每當大衛依靠主基督時, 凡事上都蒙恩得勝了; 今日主基督仍然在依靠祂的人身

上作王, 使他們在凡事上得勝有餘: 我在基督裏發現而堅定的計劃, 是否必將成就的麽? 目前, 在向著標竿

奔跑的日子(過程)裏, 所遇到的問題, 會帶來祝福麽? 有否實際的根據?    

 

3) 基督坐在寶座右邊, 直等到「得救的人數得著滿足」, 直等到「仇敵都放在祂的脚下」; 今日, 主基督仍

然藉著「大衛的子孫」的生命, 繼續生出「大衛的子孫」: 我有否掌握了「活出基督」的奧秘? 透過我的生命, 

在我旁邊的人, 能否聽見基督的聲音? 看見基督的榮耀多少? 借著我生命, 主基督得了多少的生命? 在地區

福音化、世界福音化的事工裏, 我與教會肢體之間的聯絡, 又是如何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