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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文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

「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

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

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二、序言 

今日的信息很难但是却很重要。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时，众人拿了棕树枝，喊着：「和撒那！和撒那！

大卫的儿子！」原来这位「弭赛亚」、「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圣殿真正的主人、整个以色列

的主人、整个世界的主人！所以祂当然有权柄来洁净圣殿了。祂又对众人讲解天国的奥秘，及将来必发生的事。

那时耶稣是天天进城、晚上出城，第二天再进城，这是当时耶稣每天所做的事了。 

然而法利赛人却是最抵挡耶稣基督的。虽然他们对耶和华上帝、犹太教最为热心，但原来这热心竟成为最

会逼迫的。他们动员了希律党、撒都该人、文士与律法师等，虽然他们对信仰的看法皆不相同，但是对于逼迫

耶稣基督的心却完全同心合一的。所以希律党人用纳税的事来试探耶稣基督，结果自己反而蒙羞了；撒都该人

用婚姻与复活的事来试探耶稣基督也蒙羞了；律法师再用律法上的难题来试探但却无法回答耶稣的反问。耶稣

基督逐一地赶出他们的诡计，但法利赛人又聚集在一起，最后耶稣基督讲很重要的话了《太 22 章》。还记得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基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当时因时候还没到，所以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

他是基督。但如今时间表到了，耶稣亲自说出自己是基督意思：「我就是创造你们的上帝、我就是掌管你们生

命与永远的上帝！」如此地宣告后，让这些试探耶稣的一群人完全无法回答！ 

许多人决志后，却仍不知相信耶稣基督、跟从耶稣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当然，我们听了福音、明白幷接受

了，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那是很奇妙的圣灵感动，爱主的心也会产生出来的，但总是因认识耶稣基督不清楚，

结果当试探来临时，很快便跌倒。有些人虽然决志祷告、也受洗了，但对信仰生活仍是不冷不热的，根本就不

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在这种状态下生活，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有礼拜天在教会时，上帝才是主人；甚至，

只有礼拜天才呼求耶稣基督之名，其它的六天根本就不呼求上帝的名！ 

这样反复地生活，终于有一天时间表到了，我们不得不在主的面前选择：耶稣祂是真的上帝吗？或只是历

史上伟大的人物；祂真是今日仍活着的上帝吗？还是暂时休息的上帝；祂是连我头发的数目都能数算的上帝

吗？还是根本就不管我的上帝；祂是清楚知道我的上帝吗？还是已忘记我很久的上帝。总之在这两者当中，要

决定的时刻到了。祂是真能解决我们儿女、贫穷……等等问题的上帝吗？祂是真能负责我们明天的上帝吗？当

我们的生命通过这些抉择之后，才能开始享受祂的赐福，因为我们不会再试验上帝、也不会再怀疑上帝了！我

们能随时享受上帝！ 

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祂正在我们的生命里做什么、祂有否告诉我们明天要做什么？我们都要做决定了！因

为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接受不冷不热的人。因耶稣基督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太5:37》，所以没有介于「是」

与「不是」的中间选择了。耶稣基督要考验法利赛人与文士，因为知道他们心中是抵挡耶稣基督的，所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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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谁的子孙？」幷引用了诗篇第一百一十篇：「耶和华对我主说…」，又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

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在圣经中重要的时刻里，上帝总是会考验以色列人，所以当

耶稣基督问：「我是谁？」时，听到的人总要于两个当中要选择一个，然而法利赛人与文士听到时，却是选择

杀害耶稣基督了。 

今日，我们站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确认，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之人是会与众不同的！当生命更像耶稣之时，

我们与世界的人之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是真正蒙爱之人，所以脸上是蒙爱的；是真正喜乐之人，脸上是

喜乐的；听见上帝己给永远的盼望，脸上是盼望的。因此，凡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真正得到基督生命

之人是不一样！在遇见问题与难处时，均能得着更大的祝福，也有更多的见证，因为基督宝座的能力被彰显出

来了，所以内在与外在都会结果子。 

 

三、内容 

1. 结束一切试探的「一句问」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能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

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1) 耶稣基督提问的暗中意思是甚么？他们为何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从那日以后, 他们又为何不敢再问什么?  

当时, 人人都知道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 瞎子巴底买《太 20:30》，当进耶路撒冷时《太 21:9》。现在, 

耶稣问法利赛人说：「我不但是大卫的子孙, 原来是大卫的主; 你们可以接纳么?」《约 8:56》记录着, 「耶稣

又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内容;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 就快

乐」; 耶稣还有说,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他们不敢再试探耶稣了, 也不要接纳耶稣了, 就要杀耶

稣了。 

   

2) 对于耶稣基督, 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总是有两种的分类; 你信不信「耶稣, 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那

位神的儿子」？ 

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 许多不同的看法. 耶稣再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祝福他说：「西门巴乔纳, 你是有福的。《太 16:13-20》。你的生命要成为盘石, 我要把

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是神永远不会改变的话语，因此，

我们的家人、地区、世界列国，都会在这个盘石上面蒙恩，就算是有危险、逼迫、刀剑、疾病与贫穷都不能胜

过我们。这是很清楚认识耶稣基督所给很重要的祝福了。各位，我们再来观察历世历代，教会里礼拜堂之人的

样式是怎么样？各位的生命是怎么样？各位的夫妇生活、与儿女关系、对自己身体建康、永生的确据又是如何？

在问题来的时候，问题又是如何的挪开，所看见的确据是怎么样？ 

 

3) 在教会里有许多人, 真正地认识「耶稣就是基督」的人不多, 因此真正得着「基督生命」、享受「基督能力」，

而建造「基督教会」的人也不多。 

许多信徒的无权柄无能力的生活, 都是「不认识基督」,他们是「否认基督」的(因为自己没有知识、错误

的认知、部分的认识、只有知识却不懂如何依靠与遵从基督了) 。真正认识基督的人, 必会：与基督同死同复

活, 而得着新造的重生生命；随时依靠基督, 而享受基督宝座的权柄和能力；凡事上遵从基督, 天天会结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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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果子。当我们察看自己的生命时, 就能知道自己是否真正认识基督了！所以当各位在地上多活十年之时，

就多得着天上的冠冕了，比如遇见了一百件的事情，就得着一百件事的冠冕！    

 

2. 基督, 是「大卫的子孙」, 也是「大卫的主」 

1) 这就是, 「神成为人· 道成肉身」的奥秘= 基督的「神性(神子)和人性(人子)」《赛 9:6, 约 1:1-18, 西

1:15-18》 

祂是看不见的上帝的显现，万物都是借着祂所造而造的，无论是地上或天上、看得见看不见的，都是因祂

而被造的！因为基督在凡事上是居首位的，各位，我们今天要决断了，我们要享受神的一切丰盛。我们的存在

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尊贵的，幷我们的一个细胞、一根头发祂都数算过了！ 

 

2) 基督, 是「大卫的子孙」= 「人子」耶稣基督  

借着大卫的血统而来的亚伯、挪亚、亚伯拉罕· 以色列(摩西)、大卫的血统是历世历代, 凡蒙恩之人的

共通「福音信仰」：重生、成圣(同行)、基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

尼人,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致于信。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约 14:7》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徒 4:12》。所以各位配偶、儿女以及其它各式各样的问题，只

有人子耶稣基督才能解决的！ 

 

基督借着大卫的血统, 道成肉身成为人子, 实际地来到地上, 显现神一切的荣耀, 揭开天国的奥秘, 教

导凡事上的美意, 死而复活而成全「永远救赎工作」, 幷预言将来的事和永远国度的事, 也托付门徒「使万民

作门徒之事」, 升天坐在宝座的右边而为肢体代祷。所以今日我们要明白，所有的一切事发生皆有神的美意了。

因为大卫的子孙，人子耶稣基督，有权柄来帮助我们的！ 

 

大卫一生的终极目标, 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子, 幷要留下将要生出「人子耶稣」的所罗门及后裔。历世历代, 

凡蒙恩之人他们一生的目标也是如此。今日, 耶稣基督仍然活在「信祂名的人」身上, 一生引导他们留下「属

基督的后裔」。我一生的目标, 就要得着（回复）「基督的生命」, 借着基督为我所定的条件· 在凡事里,「学

习基督, 活出基督的样子」, 留下「基督美好的见证」, 也生出「蒙恩的后裔· 基督的羊群(门徒)」，所以，

借着大卫的子孙，我们要多思想，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了！ 

 

3) 基督, 就是大卫的主，神子(神)· 永远· 万民的主  

神子基督, 是「创造万有, 托住万有, 救赎万有, 承受万有, 统管万有的」《来 1:1-4》所以基督是大卫的

主，是所有蒙恩人的主了。天地万有万人万事, 都是藉祂而造, 为祂而造, 靠他而立, 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15-18》。 

历世历代的主角, 地上日子的终极目标, 就要得着祂子民的「重生· 成圣· 冠冕」《西 1:26, 2:2-3, 弗

1:4-10, 启 21:1-3, 来 1:1-14》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会死，死后必有审判，这是非常重要的话了！整本圣

经是见证祂的= 历世历代里, 以祂为主的人，亦是蒙恩的人, 都是认识祂而重生, 依靠祂而得胜, 事奉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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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了《约 5:39, 路 24:44, 启 5:5, 创 3:15, 来 11 章, 约 8:56, 申 18:18.》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这是今日我们要回复的了！ 

大卫被圣灵感动而说：「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仇敌, 放在你的脚下」《太 22:44》。《诗

110 篇》弥赛亚的信息/在重要的信息里被引用《徒 2:34, 林前 15:25, 来 1:13, 10:13》。基督死而复活, 升天

坐在宝座的右边, 掌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继续进行永远天国之事。每一个时代, 基督借着「信靠祂的人」, 

成就了「永远大工」, 谁也不能阻挡祂的作为。就如，亚伯的殉道, 却成为美好的见证；挪亚虽然一个人, 但

是胜过了全世界；亚伯拉罕一生和其后裔的蒙恩；摩西的出埃及、过红海、旷野生活、征服迦南之地；十二位

士师的见证；大卫的得胜。 

 

3. 确认基督的同在, 享受基督的得胜, 结出基督的果子 

1) 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 今日仍然活在「信亚伯拉罕、大卫所信的福音」的人身上 

相信: 人生来所带来的根本问题(肉体、罪根、邪灵)。相信: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宝座掌权的

奥秘（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相信: 自己是蒙拣选、蒙爱的、蒙福的, 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之目标、

内容和方法), 得着圣灵, 也得着新生命, 要过新生活。从此, 主的话与圣灵, 会在凡事上引导「所信的人」

的生命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印记在我里面了，所以耶稣基督今日住在我里面；如同祂曾经住在大卫里面。那

么大卫与我一样的地方是：对基督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大卫与我不一样的地方是：时代不

一样、条件不一样、种族不一样！  

   

2) 基督也是「大卫的主」, 每当大卫依靠主基督时, 凡事上都蒙恩得胜了; 祂今日主基督仍然在，在依靠 的

人身上作王, 幷使他们在凡事上得胜有余 

基督的永远的计划(王、民、国), 得着基督「时代的计划」。基督在每一个时代的计划有所不同(挪亚、亚

伯拉罕、摩西、大卫), 思想, 如今主基督的计划何在? 在今日, 基督教会到处的被建立起来了, 基督在 21 世

纪的计划, 是要使主的子民(教会)回复「四大福音化的异象」和「以马内利(神为)」的方法, 幷培养门徒, 继

续得着「未得之民」。建立基督的思想系统, 继续以肢体、教会、门徒为中心的生活, 幷察验主在每天的计划

和美意。朝晚祷告, 昼夜检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洁净, 更新自己, 保持爱主爱人的心。在生命成圣的过程里, 

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 学习个人的保守心怀意念, 幷相信「万事互相效力」, 也寻找凡事上「感恩赞美的理由」

了。 

 

3) 基督坐在宝座右边, 直等到「得救的人数得着满足」, 祂直等到「仇敌都放在 的脚下」;今日, 主基督仍然

借着「大卫的子孙」的生命, 继续不断的生出「大卫的子孙」。 

在我们的生命里, 结出圣灵所结美好的果子（内在与外在的）。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是要学习凡事感恩, 赞

美主, 幷寻找神所拣选的子民(八福人)。以教会为中心, 幷培养门徒, 继续扩张在我们身边的「生命联络网」！ 

 

四、结语 

我们是活在事实里面，要用看得见的世界，来得着看不见的世界；用看得见的身体，来得取看不见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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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要用看得见的金钱，来得着永远的朋友！各位得着了多少？今日，我们要打开眼睛，用看得见的来天天

加添那看不见世界的基业了。所以，我们不要被骗、不要忘记神的应许，也要珍惜每分每秒，少忧愁，因为我

们的生命是尊贵的，是不可以忧愁的！这是主的话语、主已经给我们的成就！因为主耶稣基督不是平白死在十

字架上，祂现正坐在宝座的右边，掌管天上地下的事。我们要打开眼睛跟从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子孙」。但

愿主今日给我们的信息，都成就在每一个生命里！父啊！我们感谢祢，祢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祢是创

始成终的主，也是今日在我们里面，天天做工，结出永远美好果子的主，愿祢的信息，借着圣灵的感动，加倍

地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五、本周祭坛祷告题目  

 

1) 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 今日仍然活在「信亚伯拉罕、大卫所信的福音」的人身上: 确认: 我的生命和

亚伯拉罕· 大卫的生命是一样的生命么? 列出证据来! 那么, 将在未来所要遇见的和亚伯拉罕、大卫的一

生· 永远所蒙受的祝福, 也是一样的么?  

   

2) 基督也是「大卫的主」, 每当大卫依靠主基督时, 凡事上都蒙恩得胜了; 今日主基督仍然在依靠祂的人身

上作王, 使他们在凡事上得胜有余: 我在基督里发现而坚定的计划, 是否必将成就的么? 目前, 在向着标竿

奔跑的日子(过程)里, 所遇到的问题, 会带来祝福么? 有否实际的根据?    

 

3) 基督坐在宝座右边, 直等到「得救的人数得着满足」, 直等到「仇敌都放在祂的脚下」; 今日, 主基督仍

然借着「大卫的子孙」的生命, 继续生出「大卫的子孙」: 我有否掌握了「活出基督」的奥秘? 透过我的生命, 

在我旁边的人, 能否听见基督的声音? 看见基督的荣耀多少? 借着我生命, 主基督得了多少的生命? 在地区

福音化、世界福音化的事工里, 我与教会肢体之间的联络, 又是如何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