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默西亞主義的發展
 始自原始福音

 終於耶穌基督



默西亞主義

1. 導言

2. 默西亞主義的演變：從原始福音到耶穌基督

1. 原始福音至達味

2. 達味至充軍巴比倫

3. 回歸故土至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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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言（辭典 2500條）

•希伯來文 Mashiah的譯音彌賽亞（按阿剌美文語作 Mishiho）

•思高聖經按拉丁文 Messia音譯作《默西亞》

•其實出於動詞：Mashah，意思是「塗抹」（耶22:14）、「用油
擦」（依21:5）、「以油抹身」（亞6:6）等。思高以「傅」、
「受傅」或「敷」來翻譯

耶22:14 他說：我得給自己建築廣大的宮殿，寬敞的樓臺，開設窗戶，鑲上香柏，塗上丹砂。

依21:5 盛宴已擺，華毯已舖，人們正在吃喝之際：「將帥們！起來！用油擦盾！」

亞6:6 大碗喝酒，以上等的油抹身，但對若瑟的崩潰，卻漠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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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言

•《默西亞》按原文解，只是「傅」的動詞的過去分詞，按字面

是「受傅者」

•按舊約，他們可以是
司祭 肋4:3 …如果是一位受傅的司祭犯了罪，連累了人民…

君王 達9:25
…你應該知道，也應該明白：自從頒發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直到受傅的君王，
共是七個星期；再經六十二個星期…

居魯士 依45:1
…上主這樣對他的受傅者居魯士說：──我牽著他的右手，使他蹂躪他面前的列
國…

列祖列宗 詠105:15 …「你們決不可觸犯我的受傅者，你們切不可把我的先知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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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 2:2 世上列王群集一堂，諸侯畢至聚首相商，反抗上主，反抗他的受傅者



耶穌基督

•以上意義都是指向一個最重要的神秘人物，上主

會適時派遣人來施以救援；

•希臘文譯 Christos《基督》以代替《默西亞》，
教會常指耶穌基督

•原來基督是 Chrio動詞的過去分詞，後來漸漸成
了一個固有名詞

•以借意來說，有指定、任命、選命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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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默西亞主義的演變：從亞巴郎到耶穌基督

•從主前一世紀至主歷一世紀左右（耶穌出生前後一百

年），猶太人面對政治環境急劇的轉變，迫使他們不

斷研究《默西亞主義》

•他們描述《默西亞》將是一個萬世萬代所期待的偉

人，會作驚奇的活動

•有人以為默西亞論始自「納堂神諭」（撒下7:1-17），
但事實上可以追溯更早的時期，上溯至由上主啟動救

贖工程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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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默西亞主義的演變：從亞巴郎到耶穌基督

•現分三個階段來解釋默西亞主義的演變：

1. 原始福音至達味

2. 達味至充軍巴比倫

3. 回歸故土至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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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堂神諭」（撒下 7:8-17）
現在，你要對我的僕人達味說：「萬軍的上主這樣說：是我揀
選你離開牧場，離開放羊的事，作我民以色列的領袖。你不論
到那裏去，我總是偕同你，由你面前消滅你的㇐切仇敵；我要
使你成名，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我要把我民以色列安置在㇐
個地方，栽培他們，在那裏久住，再也不受驚恐，再也不像先
前受惡人的欺壓，有如自從我為我民以色列立了民⾧以來㇐樣；
我要賜他們安寧，不受仇敵的騷擾。上主也告訢你：他要為你
建立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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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堂神諭」（撒下 7:8-17）
當你的日子滿期與你祖先⾧眠時，我必在你以後興起㇐個後
裔，即你所生的兒子；我必鞏固他的王權。是他要為我的名
建立殿宇；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親，
他要作我的兒子；若是他犯了罪，我必用人用的鞭，世人用
的棍，來懲戒他；但我決不由他收回我的恩情，就如在你以
前由撒烏耳收回我的恩情㇐樣。你的家室和王權，在我面前
永遠存在，你的王位也永遠堅定不移。」納堂便照這㇐切話，
將整個啟示告訴了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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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堂神諭」（撒下7:1-17）又稱「納堂福音」

•要旨：

• 7:11b ….上主也告訴你：他要為你建立家室。13是他要為我的
名建立殿宇；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

•雙關語：殿宇/ House =家室/ Family =皇朝/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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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
7:5-7

「你去告訴我的僕人達味，上主這樣說：你要建築一座殿宇給我居住嗎？
我自從埃及領以色列子民上來那一天起，直到今日，從沒有居住過殿宇，
只隨帳棚和會幕漂泊。我與以色列子民同行時，我何嘗向我立為牧養我
民以色列的一個民長說過：你們為什麼不為我建造一座香柏木的殿宇？



「納堂神諭」（撒下 7:8-17）
當你的日子滿期與你祖先⾧眠時，我必在你以後興起㇐個後裔，即你所生的兒子；我必鞏固他
的王權。是他要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
的兒子；若是他犯了罪，我必用人用的鞭，世人用的棍，來懲戒他；但我決不由他收回我的恩
情，就如在你以前由撒烏耳收回我的恩情㇐樣。你的家室和王權，在我面前永遠存在，你的王
位也永遠堅定不移。」納堂便照這㇐切話，將整個啟示告訴了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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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親自來為達味建立一個永久的皇朝，上主與達味的後

裔將會建立一種特殊的父子關係 7:14a。但是並非無條件的

7:14b

•但是君王的失敗，也阻止不了上主的洪恩



2. 1達味之前的默西亞論
人物 默西亞是… 經文

厄娃 生於女人 創3:15
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後裔和她
的後裔之間，她的後裔要踏碎你的頭顱，
你要傷害他的腳跟。」

閃 出自閃族 創9:26
又說：「上主，閃的天主，應受讚
美，……

亞巴
郎

亞巴郎
的兒子 創12:3

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罵那咒罵你的
人；地上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

猶大 出自這支派 創49:8-
12

10權杖不離猶大，柄杖不離他腳間，直
到那應得權杖者來到，萬民都要歸順他。

巴郎 星 戶
24:17

由雅各伯將出現一顆星，由以色列將興起
一權杖，擊碎摩阿布的額角，粉碎舍特一
切子民的腦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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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達味之前的默西亞論

•始自聖祖時代，上主藉著不斷與聖祖們立約（詠105），不斷
更新祂的救贖計劃。救贖計劃內容是後裔、土地和萬民得救*

•亞巴郎至諾厄：彩虹下的約定，這是沒有條件的許諾。由梅瑟

的西乃盟約組成一個偉大民族，上主的許諾獲得兌現，條件是

選民必需遵守盟約

•在王國建立前上主不斷「敷立」(Anointed)不同的人物來輔助
選民。其中有，民長、司祭、先知,、君王。他們統稱「上主的
僕人」

•君王聖詠：7(v2), 72和100(v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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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達味至充軍巴比倫

•充軍前的南北國：北國繼位方式是神恩性的，不可能由達味家

室來承繼。南國繼位方式是世襲制，選民對《默西亞》的期待

只集中達味的家室

•上主敷立所有達味的兒子，因此具永恆性。他成為（一個地上

的）君王，維持王國存立，就是永恆的默西亞

•文憲記載有撒下7:1-29,詠89和編上17:1-27

•聖詠的描述： 7,72和100反映對默西亞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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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朝代性、集體位格性的默西亞觀延續到主前730年，亞述帝
國興起。大國崛起，威脅小國

•以色列民對默西亞的看法亦有所轉變

默西亞特點 聖詠 經文

與上主的關係 2:7 我要傳報上主的聖旨：上主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君王是上主的代表 110:3
神聖光輝的王位，你生之日，已偕同你，在曉明之前，好似甘露，我即
已生了你。

君王具永恆司祭職 110:4 上主一發了誓，他決不再反悔：你照默基瑟德品位，永做司祭！

救世者 72

1-2天主，求你給君王傳授你的權柄，求你給太子傳授你的公正。使他
照正義統治你的百姓，使他按公道管理你的平民。
5他將與日月共存，世世代代無窮盡。
7 他的名號常存，永受讚揚，他的名號永留，與日爭光。萬邦要因他而
得福，萬民要稱他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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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猶太對默西亞主義的供獻
對默西亞的期待的轉變 章節 經文

由於君王阿哈次放棄與上主的關
係，自稱亞述王的兒子 列下
16:7

撒上
7:14

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子；若是他犯了罪，我必用人
用的鞭，世人用的棍，來懲戒他；

上主立刻興起達味的後裔。默西
亞將生於「女人」

依
7:14

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個徵兆：看，有位貞女(少女)要
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

由於宮庭的失敗。《默西亞》離
開耶路撒冷，來到達味的故鄉-
--平凡之地

米
5:1

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猶大郡邑中雖是最小的，但是，將由你為
我出生㇐位統治以色列的人，他的來歷源於亙古，遠自永遠的
時代。

由輝煌過渡卑微平凡，葉瑟的家
庭。葉瑟是達味的父親

依
11:1

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發出㇐個幼芽。

君王反抗「上主的僕人」：拿步
高，促成亡國（耶22:30)。選
民只好轉向上主。先知首次，宣
佈㇐個人性的默西亞

耶
23:5-

8

23:5 看，時日將到──上主的斷語──我必給達味興起㇐支正
義的苗芽，叫他執政為王，斷事明智，在地上執行公道正義。

厄則克耳在充軍期間，因為見到
君王制度的失敗，所以強調司祭
和牧人的角色。

則40-
48;

新聖殿的神視：對司祭的期待

則 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們內，使你們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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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西亞主義的銳變

•經歷達味王室的失敗：上主的受傅者的失敗，全民皆成為俘虜。

這痛苦的經驗強迫他們再次對上主的救贖工程作深刻的反省

•默西亞主義又有新一波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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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回歸故土至耶穌

•選民的失敗促使他們對《默西亞》的期盼投向末世，期待天國

的來臨

•《默西亞》是上主預定要來施救的那一位，在預許的時期將以

公義介入

•由於當時的猶太人受希臘羅馬文化影嚮和各黨派對期待

《默西亞》也有不同的演譯。其中有君王性、司祭性和先

知性，但全都具政治性的、達味的後裔成為君王

•同時也有第二依撒意亞先知提出的「上主僕人」、達尼爾書中

的「人子」、匝加利亞先知說的「謙遜的君王」（匝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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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一世紀至主歷一世紀對默西亞的期盼（非主流）

上主受苦的
僕人

四首上主僕人詩歌及
依 49:6（第二）

「你作我的僕人，復興雅各伯支派，領回以色列
遺留下的人，還是小事，我更要使你作萬民的光
明，使我的救恩達於地極。」

人子 達 7:13
我仍在夜間的神視中觀望：看見㇐位相似人子者，
乘着天上的雲彩而來，走向萬古常存者，遂即被
引到他面前。

謙遜的君王 匝 9:9-10

熙雍女子，你應盡量喜樂！耶路撒冷女子，你應
該歡呼！看，你的君王到你這裏來，他是正義的，
勝利的，謙遜的，騎在驢上，騎在驢駒上。他要
由厄弗辣因剷除戰車，從耶路撒冷除掉戰馬，作
戰的弓箭也要被消除；他要向萬民宣佈和平，他
的權柄由這海到那海，從大河直達地極。

19



2. 3回歸故土至耶穌基督

•不過當時的選民不能接受一個《受苦的默西亞》，

所以會剔除受苦的部分。但耶穌郤不認同

•上主的許諾在耶穌身上完成，獲得完滿（Fulfilment）

•猶大人（不是 Jew)如何辨認默西亞？

•同時代的基督徒又如何認出耶穌就是上主應許的

默西亞？

•童年史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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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始自原始福音、終於耶穌基督

論默西亞主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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