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七週) 大衛預表基督這真大衛―神要來之國的王     2022 年 6 月 20 日-6 月 26 日 

綱要 
壹 大衛預表基督這真大衛―撒上二一 1~6，撒下

二三 1~7，太十二 1~4：  
貳 大衛王預表作王的基督―撒上十六 12，撒下十

六 5~6，太一 6，二 2，二七 11，啓十九 16：  
叄 大衛的國預表基督那要來的國―撒下七 12、

16，可十一 10，啓十一 15：    

週一 6/20                                                         *禱讀 
撒母耳記上 21:4, 6 
4 祭司回答大衛說，我手下沒有平常的餅，只有聖

餅；若少年人沒有親近婦人，纔可以喫。 
6 祭司就拿聖餅給他；因為在那裡沒有別的餅，只

有陳設餅，是當時為了放上熱的餅，從耶和華面前

撤下來的。 
馬太福音 1:6; 12:1-4 
1:6 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作過烏利亞妻子的生所

羅門， 
12:1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祂的門徒餓

了，就掐起麥穗來喫。 
12:2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祂說，看哪，你的門徒在

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 
12:3 耶穌卻對他們說，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

所作的，你們沒有念過麼？ 
12:4 他怎樣進了神的殿，他們且喫了陳設餅，就是

他不可喫,跟從他的人也不可喫,惟獨祭司纔可喫的. 
撒母耳記上 2:35-36 
35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

意而行。我要為他建立穩固的家；他必永遠行在我

的受膏者面前。 
36 你家所剩餘的人都必來叩拜他，求塊銀子，求

個餅，說，求你使我有分於祭司的職任，好叫我得

點餅喫。 
路加福音 19:36-38 
36 走的時候，眾人把自己的衣服鋪在路上。 
37 當祂臨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欖山的時候，全群

的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異能，就歡樂起來，大聲讚

美神，說， 
38 在主名裡來的王，是當受頌讚的！在天上有和

平，在至高之處有榮耀！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七週,週一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九章:結論(第 1-5 段) 

週二 6/21 
詩篇 22:1 
1 我的神，我的神，你為甚麼棄絕我？為甚麼遠離

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  
希伯來書 5:7 
7 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強烈的哭號，流淚向那能救

祂出死的,獻上祈禱和懇求,因祂的虔誠,就蒙了垂聽; 
詩篇 22:9-11; 109:3-5 
22: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裡，你就使我

有倚靠的心。 
22:10 我從母胎裡就被交託給你；從我母腹中，你

就是我的神。 
22:11 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為患難臨近了，沒有人

幫助我。 
109:3 他們圍繞我,說怨恨的話，又無故的攻打我。 
109:4 他們與我為敵以報我愛，但我專心禱告。 
109:5 他們向我以惡報善，以恨報愛。 
馬太福音 27:39-44 
39 經過的人就褻瀆祂，搖著頭說， 
40 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內建造起來的，救你自己

吧！你若是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41 祭司長,同經學家和長老,也是這樣戲弄祂，說， 
42 祂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祂是以色列的王，

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靠祂。 
43 祂倚靠神，神若要祂，現在可以救祂，因為祂

曾說，我是神的兒子。 
44 連和祂同釘的強盜，也是這樣辱罵祂。 
路加福音 23:33-35 
33 他們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裡將

耶穌釘了十字架，也釘了那兩個犯人，一個在右

邊，一個在左邊。 
34 當下耶穌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

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祂的衣服。 
35 百姓站著觀看，官長也嗤笑著說，祂救了別人,

祂若是神的基督,是那蒙揀選的,就讓祂救自己吧！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七週,週二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九章:結論(6-10 段)  

週三  6/22 
詩篇 110:1-3, 7 
1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

仇敵作你的腳凳。 
2 耶和華必從錫安伸出你能力的杖來：你要在你的

仇敵中間掌權。 
3 當你爭戰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獻為彩飾，甘心

獻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對你必如清晨的甘露。 
7 祂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祂必抬起頭來。 
撒母耳記下 23:1-5 
1 以下是大衛末了的話：耶西的兒子大衛，那被興

起得高位,為雅各的神所膏,以色列的美歌者,宣告說, 
2 耶和華的靈藉著我說，祂的話在我舌頭上。 
3 以色列的神說話，以色列的磐石對我說，那以公

義治理人，存對神的敬畏執掌權柄的， 
4 祂必像日出的晨光，如無雲的早晨，如雨後的晴

光，使地發生嫩草。 
5 我的家在神面前豈非如此？因祂與我立了永約，

這約凡事皆有安排，盡得保全。我的一切救恩，和

我一切所想望的，祂豈不使其生長發旺？ 
路加福音 1:68-70, 76-79 
68 主以色列的神是當受頌讚的，因祂眷顧祂的百

姓，為他們施行救贖， 
69 在祂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 
70 正如祂從時間起首,藉著聖申言者的口所說的， 
76 孩子阿，你要稱為至高者的申言者，因為你要

行在主的面前，豫備祂的道路， 
77 叫祂的百姓因罪得赦，就認識救恩。 
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

到我們， 
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

到平安的路上。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七週,週三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九章:結論(11-14 段) 

週四 6/23 
以西結書 34:23-24 
23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就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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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大衛；他必牧養他們，作他們的牧人。 
24 我耶和華必作他們的神，我的僕人大衛必在他

們中間作首領。我耶和華已經說了。 
耶利米書 30:9 
9 他們卻要服事耶和華他們的神，和我為他們所要

興起的王大衛。 
以賽亞書 32:1-2 
1 看哪, 必有一王憑公義作王, 必有首領按公平掌權. 
2 必有一人像避風所，和避暴雨的隱密處，像河流

在乾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路加福音 1:31-33 
31 看哪，你將懷孕生子，要給祂起名叫耶穌。 
32 祂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祂祖

大衛的寶座給祂， 
33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祂的國也沒有窮盡. 
約翰福音 10:11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何西阿書 3:5 
5 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尋求他們的神耶和華，和

他們的王大衛；在末後的日子，必心存敬畏歸向耶

和華，領受祂的美善。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七週,週四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九章:結論(15-18 段)   

週五 6/24 
撒母耳記下 7:12-13, 16 
12 你在世的日子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興

起你腹中所出的後裔接續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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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

位必永遠堅定。 
啟示錄 11:15 
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

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以賽亞書 9:6-7 
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

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的名稱為奇妙的策士、全能

的神、永遠的父、和平的君。 
7 祂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祂必在大衛的寶座

上，治理祂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

時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哥林多前書 12:12 
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

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歌羅西書 3:10-11 
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

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

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七週,週五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九章:結論(19-22 段) 

週六 6/25 
阿摩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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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毀壞的建立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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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行這事的耶和華說的。 
啟示錄 12:10-12; 11:15 
12: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

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

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

經被摔下去了。 
12:11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

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 
12:12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要歡樂。只

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曉得自己的時候不多，

就大大發怒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

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詩篇 2:1-2, 6-9 
1 外邦為甚麼吼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2 地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抵擋耶

和華並祂的受膏者， 
6 說，我已經立我的王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7 受膏者說，我要傳述耶和華的命令；祂曾對我

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

產業。 
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

器摔碎。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七週,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756 

主日 6/26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使徒行傳 2:22-25, 29-36 
22 諸位，以色列人哪，你們要聽這些話：神藉著

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

蹟，將祂證明出來，正如你們自己所知道的。 
23 祂既按著神的定議先見被交給人，你們就藉著

不法之人的手，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了。 
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復活了，因為祂不

能被死拘禁。 
25 大衛指著祂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因祂

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 
29 諸位，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的

對你們說，他死了，也葬了，並且他的墳墓直到今

日還在我們這裡。 
30 大衛既是申言者，又曉得神曾用誓言向他起

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 
31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的復活說，祂不被

撇在陰間，祂的肉身也不見朽壞。 
32 這位耶穌，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是這事

的見證人。 
33 祂既被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領受了所應許

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34 大衛並沒有升到諸天之上，但他自己說，“主

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35 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 
36 所以，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

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了。 

參讀：撒母耳記生命讀經第十四篇, 三十八篇, 二十

三篇；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十篇, 三十八篇；阿摩

司書生命讀經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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