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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10/27/2019 

 
詩篇五 Psalm 5 

屬靈爭戰得勝，按時候結果子的關鍵 
唐興 

 
A. 前言： 

教會建造的樣式。我們前⾯⽤了 7 個主⽇⼀同思想了⾺太福⾳ 13 章：天國的比喻。主耶

穌教導了我們祂的國度在這個時期的發展特質。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建造的樣式就是，第

⼀，裡⾯的⼯作：⾨徒訓練-教導裝備⾨徒，明⽩神的國度，結出聖靈的果⼦（⽂⼠受

教、新⽣命的長⼤）︔第⼆，外⾯的⼯作：宣教-受基督差遣傳揚神的國度（從庫裡拿出

新舊東西、⼤使命）。其實，整本詩篇都在教導關於基督和基督的⼯作：基督透過聖靈在

聖徒內⼼的⼯作（新舊的東西-《羅⾺書》與《詩篇》）。 

 

解釋詩篇的原則。詩篇 1 和 2 是整本詩篇的序⾔。詩篇 1 講到基督作為君王如何⽤恩典和

祝福統治祂的百姓，使他們「按時侯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詩 1:3）。詩篇 2，講到

基督作為受膏君王如何藉著神國度的福⾳祝福和審判列國。整本詩篇必須透過這兩篇詩篇

來看——這是解釋《詩篇》的原則。這樣，詩篇就與耶穌對祂國度的發展連接在⼀起了。 
 

詩篇 5歷史背景。 解經學者認為這篇詩的歷史背景，可能是與詩篇 3 的背景有關，就是

⼤衛悖逆的兒⼦押撒龍對⼤衛的迫害。加爾⽂認為：這篇詩是⼤衛在掃羅死後，祂得著了

國度後，寫下他在苦難和危險中的默想。不論如何，詩篇 4 是君王⾯對國中⾼位者的侮辱

和攻擊︔詩篇 5 是君王⾯對狂傲的惡⼈⾔語的攻擊。     

 

解釋的要點。⼤衛君王和以⾊列⼈的團體，預表基督和祂的教會。⼤衛的遭遇就是以⾊列

⼈百姓團體的遭遇︔基督的遭遇就是屬於祂的教會的遭遇。詩篇 5 預表性的描述了主耶穌

基督和祂的教會，其⽣命遭到謊⾔和欺騙的攻擊。「在試煉的恩典中，神⽤邪惡的仇敵迫

使教會禱告，使得教會更認識祂，並且更豐富地參與在救贖歷史中。」（⿆⼦與稗⼦） 

 



 2 

WBC (Peter Craigie) 柯瑞基指出：「雖然詩⼈原來是要尋求神的保守不受仇敵的攻擊，但

是這篇詩有⼀個意思：它可以被看為是祈求神保守⾃⼰的⼜⾆，不受到⾃⼰內⼼邪惡的攻

擊，這種攻擊是真實的，也是潛在性的。」也就是說，這篇詩講到⼤衛（他在外在⾔語的

攻擊下）與⾃⼰本性內住的罪的爭戰。 

 

三方面的意義。第一，⼤衛君王禱告求神保守不受仇敵攻擊第二，基督中保君王求神保守

不受仇敵攻擊：來 5:8，「基督⋯祂雖然我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會了順從。祂既得

以完全，就我凡順從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第三，基督徒求神的保守勝過本性罪的

攻擊。「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本性的情慾了。17 因為（情

慾）本性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本性（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

意的。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B. 經文結構：詩篇的經⽂都是經過精密的安排的，這是所有詩篇和智慧書的特質。最普

遍的安排是「平⾏對稱」：可以清楚看到作者要傳達的中⼼思想。詩篇 5 ：1-3 節，對應

11-12 節︔4-6 節對應 9-10 節︔7-8 節是中⼼信息：⼤衛進入聖殿，在主的同在中敬拜禱

告。 

A1 (vs 1–3) 中保君王的呼求：對爭戰的警醒 

      B1 (vs 4–6)  神對罪惡的憎惡：認識神的屬性 

               C (vs 7–8)  在敬拜中的禱告：同在中的爭戰   

      B2 (vs 9–10) 神對罪惡的審判：認識神的計劃 

A2 (vs 11–12) 中保君王的信⼼：對福⾳的信靠 
 
C. 中心思想：屬靈爭戰得勝按時候結果⼦的關鍵。 
 
D. 經文解釋： 
 
D1-中保君王的呼求和信心：對屬靈爭戰的警醒（1-3；11-12）。 
1求你留心聽我的言語，耶和華啊，顧念我的心思（嘆息-羅 8:26）！ 
2求你垂聽我呼求的聲音！我的王我的神啊，因為我向你祈禱。 
3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要警醒（守望）！ 
 



 3 

D1a-大衛的禱告：在信心中的警醒。詩篇⼀開始，1-3 節，我們⽴刻看到⼤衛的急迫，這

是他早上起來的禱告。他要求他的宗主君王，聽他的禱告，因為他知道國度爭戰的急迫

性。他知道必須預備好他的⼼，作為國度爭戰的準備。這些重複的⽤語：留⼼我的⾔語，

顧念我的⼼思（羅 8:26-嘆息），聽我的聲⾳…都彰顯了他⼼裡的急迫。加爾⽂說，「他

⽤三種不同的⽅式描述同⼀件事。這種重複表現他情緒的⼒道，以及他禱告中的堅忍。」 

 

第 2 節，「我的王我的神」[ ֑יָהֹלאֵו יִּ֥כְלַמ ](malki ve-elohay)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地⽅。第 1 和

2 節⼤衛⽤的是「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不單是⽤詞稱呼的變化，⽽是說明他和耶

和華之間的聖約關係，他為了神國度在地上的展開，向那⼀位創造天地，統管宇宙的宗主

⼤君王祈求。 

 

第 3 節，⼤衛重複了兩次「早晨」「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

然後提醒⾃⼰「並要警醒」（也可以翻譯為「守望」）。他的⼼是警醒的，在⼀天的開始

他就向神禱告求神聽他的禱告。早上是以⾊列⼈敬拜的指定時間（民 28:4，8，23）︔和

詩篇中⼀天三次禱告中主要的時間（詩 55:17︔59:16︔88:13）。以⾊列法庭也在早上開始

審判（出 18:13-14︔詩 88:13︔番 3:5）。 

 

第 11-12 節。「11 凡投靠你的，願他們喜樂，時常歡呼，因為你護庇他們；又願那愛你

名的人都靠你歡欣。12 因為你必賜福與義人；耶和華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圍繞

（和合本：護衛）他。」講到⼤衛警醒禱告的基礎是他的信⼼。他的信⼼建⽴在神的「護

庇」上的。12 節原⽂沒有「護衛」：「用恩惠像盾牌一樣圍繞他」。「護庇」

[ ְךֵסָּת ](tasek)（hifil impf）意思是覆蓋起來使無法接觸 to shut off, make inaccesible。出

40:21，幔⼦「遮掩」了約櫃。詩篇 91:4，「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

膀底下。他的信實[ תֶמֱא ]是大小的盾牌。」 「盾牌」[ הָּנִצ ](sinah)（shield）是以⾊列⼈與

仇敵爭戰時候的兵器（代上 12:9-投奔⼤衛的勇⼠：能拿盾牌和槍的戰⼠，他們的⾯貌像

獅⼦，快跑好像山上的鹿）——這是⼀幅爭戰的圖像。 

   

D1b-基督徒的爭戰。這⼀篇詩彰顯了⼤衛內⼼爭戰得勝的第⼀個關鍵：在信心中，警醒

禱告。我們從新約的角度來理解的時候，就更清楚了。所有因信稱義的基督徒，都是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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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惠的圍繞下的。因為，基督已經把我們從⿊暗的權勢下拯救出來了，我們是在恩典的

領域之中：因為在基督耶穌裡，賜⽣命聖靈的律已經釋放了你，使你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從新約的角度看，這裡是講到基督徒成聖的過程。⼤衛是羅⾺書 8 章中「不順從本性⾁

體，只順從聖靈」的⼈（因為大衛除了赫人烏利亞那件事，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

事，一生沒有違背耶和華一切所吩咐的。王上 15:5）。詩篇 5 告訴我們得勝的關鍵：第

一，認識福音的應許，每天早晨警醒禱告，預備一天中內心中的爭戰。腓⽴比 2:12「當恐

懼戰競，做成你們得救的功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

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

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λόγον ζωῆς ἐπέχοντες] hold fast to the word of life-持守⽣命

的話。（保羅要基督徒在教會許多發怨⾔，起爭論的情況中，成就⾃⼰的救恩。） 
 

D2-神對罪惡的憎惡和審判：認識神屬性和計劃（4-6；9-10）。「4 因為你不是喜悅惡事

[ עַׁשֶר ]的上帝，惡[ עַר ][⼈]不能與你同居。5 狂傲人[ לַלָה ][愚妄⼈]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

的，都是你所恨惡的。6 說謊言的，你必滅絕；好流人血弄詭詐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 

D2a.1-大衛的禱告：認識神對罪惡憎惡的「聖潔屬性」。4-6 節，⼤衛在警醒的禱告中，

說明神的屬性是聖潔的。他⽤了三個神的情緒：不喜悅、恨惡、憎恨︔三種不同的神的作

為：不能與你同居、不能站在你眼前、你必絕滅。9 節說明了惡⼈、狂傲⼈(愚昧⼈)、說

謊⾔的、好流⼈⾎弄詭詐的⼈的本質： 
 

9 因為，他們的口中沒有誠實；他們的心裏滿有邪惡；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用

舌頭諂媚人。 「他們」是指⽤⾔語敵對攻擊⼤衛的以⾊列⼈，他們是沒有被聖靈重⽣的

⼈，他們順著⾃⼰的本性慾望⾏事的⼈，他們是屬⾁體的以⾊列⼈，他們是身體受割禮，

⼼沒有受割禮的猶太⼈。保羅在羅⾺書引⽤了這⼀節經⽂，羅 3:10-13，「因我們已經證

明：猶太人和希臘人都在罪惡之下。10 就如經上所記：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11 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12 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

個也沒有！” 13 “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 他們用舌頭弄詭詐。” “嘴唇裡有虺蛇的毒

氣。” 」 

   



 5 

保羅是在 證明：⼈類的本性都是罪惡的，無法靠本性的良善稱義，因為⼈的本性在⾔語

中彰顯了罪惡的本質。如果神光照我們，我們就會發現⾃⼰本性中毫無良善（羅7章），

我們的本性的良善，我們的義就像污穢破爛的衣服（賽64:6），無法彰顯神的形象和樣式。

先知以賽亞在神光照他，使他認識⾃⼰，他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

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因此，從救恩的角度看，從基督透過聖靈在聖徒內⼼的⼯作看，⼤衛是在為⾃⼰本性的罪

的爭戰禱告。他警醒地檢視⾃⼰的內⼼，認識⾃⼰本性中沒有任何良善，如同保羅⼀樣。

無論我們是如何的敬虔，我們的天然本性都是毫無良善的。 
  

D2b-大衛的禱告：認識神對罪惡的審判的「制裁計畫」。「10 神啊，求你定他們的罪！

願他們因自己的計謀[ הָצֵע;מ ]跌倒；願你在他們許多的過犯中把他們逐出，因為他們背叛

了你。」這是神救恩的計劃：審判⼈內⼼的罪惡。第⼀，⼤衛在這裡清楚的求神施⾏聖約

的制裁，對象是那些攻擊他的以⾊列⼈。他們⾔語的罪出⾃於他們⼼中的「計謀」，他們

⼼中所思想的事情。第⼆，⼤衛同時警醒地，靠著聖靈，為罪，為義，⾃⼰責備⾃⼰（約

16:8-⾃⼰眼中的梁⽊）。這是⼀個屬靈偉⼈，祈求⾃我檢視，祈求拯救的禱告。這裡的

「他們」，從新約成聖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為那些內住在我們本性中的罪。他禱告求主幫

助⾃⼰，「順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羅 8:12）。 
 

2b-基督徒的爭戰。《⼈如何改變》（How People Change）提姆·连恩（Timothy S. 

Lane）保罗·区普（Paul David Tripp）美国宾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兼職教授和牧會⼗年

的牧師。在書中他們指出今天教會的問題在於「福⾳的缺⼜」有三種瞎眼：「第⼀，基督

徒低估了內住在我們裡⾯的罪。他們看不到⾃⼰如何容易地受到這個世界的網羅（加

6:1）。他們無法理解這種廣泛全⾯性的爭戰，是⼀直在每⼀個信徒的內⼼爭戰的（羅

7）。他們不知道⾃⼰多麼容易就被神以外的事物所牽引帶⾛了。他們沒有看到他們⾃⼰

最⼤的問題在他們內⼼，⽽不是他們以外的事物。第⼆，看不到神救恩的供應︔第三，看

不到神做事的⽅法步驟。」  這⼀段⼤衛的禱告，教導我們屬靈爭戰得勝結果⼦的關鍵在

於：認識神的屬性和神救恩的計劃如何成就在我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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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在聖殿中的敬拜和禱告：在主的同在中爭戰（7-8）。第 7-8 節是整個詩篇的中⼼信

息。「7 至於我，我必憑你豐盛的慈愛進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聖殿下

拜。」 

 

D3a-大衛的禱告。⼤衛的爭戰禱告是在神的聖殿中，在主的同在中進⾏的。「進入神的

居所，向你的聖殿下拜」都是指「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聖約君王的特權，也是神百姓

的特權。「神的慈愛」和「神百姓的敬畏」，是同在的必要條件。⼤衛所求的是神國度爭

戰的得勝：「8 耶和華啊，求你因我的仇敵，憑你的公義引領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

直。」⼤衛是求神引導他，求神的靈引導他順服神的律法。 
 

D3b-基督徒的爭戰。基督徒成聖的經歷是在內住的聖靈中進⾏的。神的靈內住，基督的

靈內在，基督在我們裡⾯，聖靈內住是同⼀件事（羅 8:9-11）。當基督徒警醒的禱告，憑

著敬畏的⼼禱告，就彰顯了神豐盛的慈愛。基督徒的爭戰不是個⼈獨⽴⾃主，離開神的⾏

為。是把思想放在神國度的事情上，禱告求主使我們明⽩祂的屬性，祂的救恩計畫，明⽩

祂要如何把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身上。《⼈如何改變》的作者指出：「我們在基督裡的的

新⽣活就僅僅是：新⽣命——⼀場榮耀的爭戰，其核⼼在於：與⾁體/本性爭戰、與魔鬼/

撒旦爭戰、與世界爭戰——這是我們與基督聯合的最清楚的標誌。」 

   
E.結論：詩篇 5，教導我們屬靈爭戰得勝結果⼦的關鍵：第⼀：對屬靈爭戰的信⼼和警

醒。第⼆：認識神屬性和計劃。第三：在主的同在中爭戰。雖然外在的攻擊還在持續發

⽣，⼤衛內⼼的得勝已經結出聖靈的果⼦了。因為，基督已經得勝了，他勝過了仇敵撒

旦，他勝過了⼀切的試探︔是基督藉著聖靈引領我們進入遭遇中（與稗⼦共存的環境

中），藉著與他在祂的話中聯合，在祂的同在中禱告，祂帶領我們勝過我們裡⾯本性的罪

——這是明⽩神國度奧秘，結實纍纍的動⼒。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