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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詩
詩篇第七十二篇 彌賽亞詩彌賽亞詩

1 神啊，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給王，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2 他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

3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義使民得享平安。

4 他必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

拯救窮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

5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代！

6 他必降臨，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潤田地。

7 在他的日子，義人要發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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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仇敵必要舔土。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君王詩
詩篇第七十二篇 彌賽亞詩彌賽亞詩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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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因為，窮乏人呼求的時候，他要搭救；

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

13 他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性命。

14 他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強暴；

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

15 他們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給他；

人要常常為他禱告，終日稱頌他。

君王詩
詩篇第七十二篇 彌賽亞詩彌賽亞詩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16 在地的山頂上，五穀必然茂盛；

所結的穀實要響動，如黎巴嫩的樹林；

城裡的人要發旺，如地上的草。

17 他的名要存到永遠，要留傳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萬國要稱他有福。

18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19 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

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20 耶西的兒子─大衛的祈禱完畢。



詩篇第二篇也是一個彌賽亞詩，

也稱作「君王的登基詩」。

詩篇用第一篇，講到 ─

「要喜愛耶和華的話」

來作開始，也稱作「律法詩」

但是要以彌賽亞詩來作為成全，

祂是我們敬拜的真正的對象

詩篇七十二篇結束了詩篇的第二卷，

對於上帝、對於彌賽亞君王

將來要有的情況，作了一個最好的說明。

君王詩
詩篇第七十二篇 彌賽亞詩彌賽亞詩

題言「所羅門的詩」─ 引發爭議

所羅門寫的？寫給所羅門的？寫有關於所羅門的？

大衛為了所羅門登基，而寫的一篇詩篇。

1 神啊，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給王，

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一個王位的順利的轉移

20 耶西的兒子 ─ 大衛的祈禱完畢。

大衛寫給他的兒子所羅門的詩篇，

跟所羅門登基作王有關。

君王詩
詩篇第七十二篇 彌賽亞詩彌賽亞詩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 ‧彌賽亞

一個君王的形象，

不在乎他的車馬很多、有很多的妃嬪、積攢很多的金銀

而是在按照上帝的律法，來施行公義的審判；

特別顧念國家裡的困苦人

2 他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

我們的上帝是貧窮人的神，

特別顧念在民中最困苦的這一些人；

他們沒有力量伸張自己的權利

甚至連這樣子的知識也沒有

上帝頒佈律法，就是要特別顧念到民中這些弱勢的團體。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 ‧彌賽亞

君王施行統治後，國家得享平安，欺壓人的被砍碎。

把摩西的律法書抄錄，放在身邊常常宣讀，

明白且按照上帝所吩咐的來施行治理。

當中最重要的，就是顧念民中的貧窮人：

他們是社會的弱勢團體，經濟地位低下

甚至不知道怎麼樣為自己伸張權利

律法要保障他們，

君王就是要來替他們伸張公義，

讓社會沒有欺壓的事臨到他們。

上帝特別設立君王 申十七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 ‧彌賽亞

這個君王的治理，要能夠日久天長

這個和平、公義的君王，

他的治理也要永遠長存、繼續下去；

四圍的國家，都要來向他朝拜、進貢。

5-7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代！

他必降臨，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潤田地。

在他的日子，義人要發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長存。

8 他要執掌權柄，

從這海直到那海，

從大河直到地極。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 ‧彌賽亞

曠野 ─ 阿拉伯曠野的人都要來敬拜

仇敵要舔土 ─ 被征服者的形象

9 住在曠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敵必要舔土。

約書亞記 ─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

打敗了當地的諸王，

他們的臉面伏於下，舔地上的土，

在約書亞面前臣服的一個表現。

這個君王施行他的公義，

權柄不單是在以色列執行，在外邦也都能夠執行。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 ‧彌賽亞

他施和海島的王要進貢；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獻禮物。

諸王都要叩拜他；萬國都要事奉他。 10-11

●以色列

●他施(西班牙)
●海島(希臘)

示巴西巴
(南葉門)●

示巴的女王

拜見所羅門王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 ‧彌賽亞

已經超越在歷史上，

真正有的這些以色列的君王。

幼發拉底河
在以色列，不管是

大衛、

所羅門、

希西家王、

烏西雅王等等，

有哪一些君王真正的達成所講到的，

榮耀的君王要來施行公義的治理

讓萬邦都來向他臣服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理想的君王‧禱告與祈求 ‧彌賽亞

12-14 因為，窮乏人呼求的時候，他要搭救；

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

他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性命。

他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強暴；

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

這個王來施行治理的時候，

是以公義作為他國家治理的特色；

特別顧念到這些民中的窮乏人，

就是那些沒有辦法用自己的力量，

來照顧自己權益的人。

讓人可以盼望，將來要有一個真正的彌賽亞君王產生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理想的君王‧禱告與祈求 ‧彌賽亞

古代近東君王具有絕對的權威，

不一定會把別人的性命看為寶貴。

貧窮、困苦、被欺壓的人向君王呼求，

這個君王不會因貧窮忽略他們，

反而顧念他們。

14 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

為今天的君王、政府來禱告，求主賜恩 ─

要政府施展公權力，為百姓施行公義，

就是打擊犯罪，為受到欺壓的人施行拯救。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 ‧理想的君王‧禱告與祈求‧彌賽亞

當這個君王真正出來的時候，我們都要為他來禱告懇求。

中文翻譯 ─ 描述

15 他們要存活

15人要常常為他禱告，

終日稱頌他

17 他的名要存到永遠，

要留傳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

萬國要稱他有福。

禱告祈求

願他們存活

願人常常為他禱告，

終日稱頌他

願他的名存到永遠，

留傳如日之久。

願人因他蒙福；

萬國要稱他有福。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 ‧理想的君王‧禱告與祈求‧彌賽亞

18-19 頌讚─ 敬拜最後的頌榮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

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典型的彌賽亞詩篇
地上的君王帶來人期望，也讓人失望，

大衛傳位給所羅門，人期望平安，

他並沒有帶來真正永久的平安

人在上帝面前來懇求，

求上帝賜下一個真正的君王，才能夠帶來永久的平安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 ‧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彌賽亞

舊約聖經，有三類的人要受膏：

君王、祭司、先知，

後來發展，主要集中在君王身上。

彌賽亞─ 就是受膏者

有膏油澆在他的頭上，代表 ─

上帝的恩典、能力，臨到他身上

上帝的揀選，臨到他身上

上帝的託付，交在他的身上

上帝的同在也與他在一起在一起

上帝要透過他，來使萬民得到祝福使萬民得到祝福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 ‧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彌賽亞

彌賽亞─ 舊約希伯來文的音

新約希臘文翻譯出來就是基督

上帝的僕人 ─ 以賽亞書

詩篇六十九、八十六

直接稱呼祂就是神 ─ 詩篇四十五

神的兒子

詩二7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這是我的愛子，是我所喜悅的

死裡復活，證明祂真是神的兒子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 ‧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彌賽亞

詩八4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希伯來書 上帝把這國交給人來管理，

讓人暫時比天使微小一點，

讓萬有都伏在祂的腳下。

耶穌基督

人的兒子

只有看見耶穌，祂就是那個人，

萬有都服在祂的腳下。

耶穌的得勝，就帶領我們這些信靠祂的人，

都可以在祂裡面，能夠使萬有都服在我們的腳下。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 ‧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彌賽亞

詩一一○4 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君尊的祭司

創十四 亞伯拉罕殺敗列王，把十分之一獻給麥基洗德。

麥基洗德是耶路撒冷的王，

他是祭司、君王、外邦人，

敬拜這位天上的神的。

耶穌基督是祭司、也是君王。

祂不是亞倫的後裔，是猶大的後裔，

就要像麥基洗德一樣，是一個君尊的祭司；

要引導在祂的裡面的人，享受君尊祭司榮耀的職分。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 ‧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彌賽亞

詩一一八22 匠人所棄的石頭
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耶穌基督是以色列的磐石，

被人所厭棄，沒有被人選中

被上帝所揀選，是上帝所寶貝的

祂要成為磐石，

也是房角的頭塊石頭，

在祂裡面，眾人都來歸向真神。

‧以色列君王的形像 ‧理想的君王 ‧禱告與祈求‧彌賽亞

新約引用的原則，

有關於大衛的經文，

常常被用來指到耶穌基督。

路二四45 耶穌對他們說：

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大衛是耶穌基督的預表，

發生在大衛身上的事情，可以作為預表耶穌基督。

彌賽亞詩彌賽亞詩
判定彌賽亞詩的標準：

詩的內容已經遠遠超過凡人所能夠達到的

有一些彌賽亞的詞彙出現，好像說受膏者、人子等等

裡面所描述的事蹟，跟耶穌基督的生平非常的吻合

求主讓我們在這些詩篇裡面看見，耶穌基督的國度的降臨。

詩篇第七十二篇

聖經新約裡完全沒有被引用

理想的君王，就是耶穌基督的代表

祂要來施行公義、帶來國泰民安、年長日久、年長日久

更要帶來永遠的國度

彌賽亞詩彌賽亞詩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一個小基督，

我們就是一個小的受膏者

就是一個小的君王、祭司、先知

有上帝的膏油澆在我們身上，

代表有聖靈在我們身上，

聖靈就引導我們過一個

榮耀上帝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