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主對作祂妻子之召會的妒忌
MC 詩歌：補301

讀經：民五11～31，啓十九7～9、11～16，林後十一2～3
民5:11
民5:12
民5:13
民5:14
民5:15

民5:16
民5:17
民5:18
民5:19
民5:20
民5:21
民5:22
民5:23
民5:24
民5:25
民5:26
民5:27

民5:28
民5:29
民5:30
民5:31
啓19:7
啓19:8
啓19:9
啓19:11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人的妻子若背離丈夫，對他行事不忠實，
有人與她同寢交合，事情瞞過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卻未被察覺，又沒有作
見證的人，因她行淫的時候沒有被捉住；
她丈夫有了疑忌的靈，疑忌她，她是玷污了自己；或是她丈夫有了疑忌的靈，
疑忌她，她並沒有玷污自己，
這人就要將妻子送到祭司那裏，又爲她帶着大麥面一伊法的十分之一作供物；
不可澆上油，也不可放上乳香；因爲這是疑忌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想
起罪孽。
祭司要使那婦人近前來，站在耶和華面前。
祭司要把聖水盛在瓦器裏，又從帳幕的地上取點塵土，放在水中。
祭司要使那婦人站在耶和華面前，叫她蓬頭散髮，又要把思念的素祭，就是疑
忌的素祭，放在她手中；祭司要手裏拿着招致咒詛的苦水，
叫婦人起誓，對她說，若沒有人與你同寢，你也未曾在丈夫權下的時候，背離
他作污穢的事，你就免受這招致咒詛之苦水的災。
你若在丈夫權下的時候，背離他玷污了自己，在你丈夫以外有人與你同寢，
（這時祭司要叫婦人發咒起誓，對她說，）願耶和華叫你大腿消瘦，肚子發
脹，使你在你民中成了咒詛，成了誓語；
並且這招致咒詛的水入你的腹中，要叫你的肚子發脹，大腿消瘦。婦人要說，
阿們，阿們。
祭司要將這咒詛的話寫在書卷上，將所寫的字在苦水裏抹掉；
又叫婦人喝這招致咒詛的苦水；這水要進入她裏面變苦了。
祭司要從婦人的手中取那疑忌的素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拿到壇前；
又要從素祭中取出一把，作爲記念的部分，燒在壇上，然後叫婦人喝這水。
叫她喝了以後，她若玷污了自己，對丈夫行事不忠實，這招致咒詛的水必進入
她裏面變苦了，她的肚子就要發脹，大腿就要消瘦；那婦人便要在她民中成了
咒詛。
婦人若沒有玷污自己，是潔淨的，就要免受這災，且能懷孕。
妻子在丈夫權下的時候，背離他玷污了自己，
或是人有了疑忌的靈，疑忌他的妻子，就有這疑忌的條例。他要叫婦人站在耶
和華面前，祭司要在她身上施行這全部的條例。
男人可免去罪孽，但婦人必擔當自己的罪孽。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
好了。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
的話。
我看見天開了，並且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爲忠信真實，祂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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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爭戰都憑着公義。
祂的眼睛如火焰，頭上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的名字，除了祂自己沒有人曉
得。
祂穿着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爲神的話。
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着祂。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用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
神烈怒的酒醡。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寫着：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潔的童
女獻給基督。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就像蛇用詭詐誘
騙了夏娃一樣。

啓19:12
啓19:13
啓19:14
啓19:15
啓19:16
林後11:2
林後11:3

壹 我們若進入聖經深處的思想，就會領悟，在最純潔、最聖別的意義
上，聖經乃是一部羅曼史—林後十一2，啓十九7～9：
林後11:2
啓19:7
啓19:8
啓19:9

一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潔
的童女獻給基督。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
豫備好了。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
真實的話。

這對配偶的男方是神自己，祂渴望成爲這對宇宙配偶的男方—賽五四5～
6，六二5，耶三14，三一32。
賽54:5
賽54:6
賽62:5
耶3:14
耶31:32

二

因爲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祂的名。救贖你的，是
以色列的聖者；祂必稱爲全地的神。
耶和華召了你，如召被離棄、靈中憂傷的妻子，就是幼年所娶被棄
的妻子；這是你的神說的。
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民也要照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
你的神也要照樣喜悅你。
耶和華說，背道的兒女阿，回來罷，因爲我是你們的丈夫；並且我
必將你們從一城取一人，從一族取兩人，將你們帶到錫安。
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
約；我雖是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這對配偶的女方是神所揀選並救贖的團體人，包括舊約和新約的聖徒—啓
十九7～9，二一9～10，二二17。
啓19:7
啓19:8
啓19:9
啓21:9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
也自己豫備好了。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
這是神真實的話。
拿着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
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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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21:10
啓22:17

三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
城耶路撒冷指給我看。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
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歷世紀以來，神與人有一個羅曼史；因此，聖經記載神如何追求祂所揀選
的人，至終與他們成爲婚配—創二21～24，歌一2～4，賽五四5，六二5，
耶二2，三1、14，三一32，結十六8，二三5，何二7、19，太九15，約三
29，林後十一2，弗五25～32，啓十九7，二一2、9～10，二二17：
創2:21
創2:22
創2:23
創2:24
歌1:2
歌1:3
歌1:4

賽54:5
賽62:5
耶2:2

耶3:1

耶3:14
耶31:32
結16:8

結23:5
何2:7
何2:19
太9:15
約3:29

耶和華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了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
在原處合起來。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
跟前。
那人說，這一次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這爲女人，因
爲這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爲一體。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他的內室—我們必因
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她們愛你是理
所當然的。
因爲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祂的名。救贖你的，是
以色列的聖者；祂必稱爲全地的神。
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民也要照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
你的神也要照樣喜悅你。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幼年的恩
愛，新婚的愛情，你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
得。
有話說，人若休妻，妻子離他而去，作了別人的妻子，前夫豈能再
回到她那裏麼？若回到她那裏，那地豈不是大大污穢了麼？但你和
許多所愛的人行邪淫，還可以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說，背道的兒女阿，回來罷，因爲我是你們的丈夫；並且我
必將你們從一城取一人，從一族取兩人，將你們帶到錫安。
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
約；我雖是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從你旁邊經過，看見了你；那正是你動愛情的時候。我便展開衣
襟搭在你身上，遮蓋你的赤體；又向你起誓，與你結盟，你就歸於
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阿荷拉離開我行邪淫，貪戀所愛的人，就是鄰近的亞述人；
她必追隨所愛的人，卻追不上，她必尋找他們，卻尋不見；便說，
我要歸回前夫，因我那時的光景比如今還好。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爲妻，以公義和公平，以慈愛和憐恤聘你歸我；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時候，伴友豈能哀慟？但日子將
到，新郎要從他們中間被取去，那時他們就要禁食。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聽祂，因着新郎的聲音就歡
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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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2
弗5:25
弗5:26
弗5:27
弗5:28
弗5:29
弗5:30
弗5:31
弗5:32
啓19:7
啓21:2
啓21:9
啓21:10
啓22:17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
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爲召會捨了自己，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
好使她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丈夫也當照樣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愛自己妻子的，
便是愛自己了。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召會一
樣，
因爲我們是祂身體上的肢體。
爲這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爲一體。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着基督與召會說的。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
也自己豫備好了。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
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拿着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
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
城耶路撒冷指給我看。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
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1 在這聯結裏，神是祂子民的生命，他們是祂的彰顯；這樣，神就與祂揀
選的人成爲宇宙的夫婦—17節：
啓22:17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
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a 當我們這些神的子民進入與神相愛的關係，我們就接受祂的生命，正
如夏娃接受了亞當的生命一樣—創二21～22。
創2:21
創2:22

耶和華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了他的一條肋骨，又
把肉在原處合起來。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
那人跟前。

b 乃是這個生命使我們與神成爲一，祂也與我們成爲一—約三3、5～
6、15～16、29～30。
約3:3
約3:5
約3:6
約3:15
約3:16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
的國。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
就不能進神的國。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
至滅亡，反得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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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29
約3:30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聽祂，因着新郎的聲音
就歡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了。
祂必擴增，我必衰減。

2 我們乃是藉着愛這位作我們丈夫的主，因而有分於祂的生命與性情，與
祂成爲一，作祂的配偶、擴大和彰顯—林後十一2，彼後一4，約三15～
16、29～30。
林後11:2
彼後1:4

約3:15
約3:16
約3:29
約3:30

四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
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
旣逃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藉着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
情。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遠的生命。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聽祂，因着新郎的聲音就
歡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了。
祂必擴增，我必衰減。

神揀選以色列作祂的配偶；按豫表，舊約裏的一些女子啓示召會是基督的
配偶—何二19～20，耶二2，三一3，結十六8，創二四67，四一45，得四
13，撒上二五40～42，歌六13：
何2:19
何2:20
耶2:2

耶31:3
結16:8

創24:67
創41:45
得4:13
撒上25:40
撒上25:41
撒上25:42
歌6:13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爲妻，以公義和公平，以慈愛和憐恤聘你歸我；
也必以信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幼年的恩
愛，新婚的愛情，你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
得。
耶和華從遠方向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了你，因此我以慈愛
吸引了你。
我從你旁邊經過，看見了你；那正是你動愛情的時候。我便展開衣
襟搭在你身上，遮蓋你的赤體；又向你起誓，與你結盟，你就歸於
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他母親撒拉的帳棚，娶她爲妻，並且愛她。以撒
自從他母親不在了，這纔得了安慰。
法老賜名給約瑟，叫撒發那忒巴內亞，又將安城的祭司波提非拉的
女兒亞西納給他爲妻。約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
於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爲妻，與她同房。耶和華使她懷孕，她就生
了一個兒子。
大衞的僕人到了迦密見亞比該，對她說，大衞打發我們來見你，要
娶你爲妻。
亞比該就起來，面伏於地，說，你的使女情願作婢女，洗我主僕人
的腳。
亞比該急忙起身，騎上驢，帶着五個跟隨她的使女，跟從大衞的使
者去，作了大衞的妻子。
回來，回來，書拉密女啊；回來，回來，使我們得觀看你。你們爲
何要觀看書拉密女，像觀看二營軍兵跳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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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召會作基督的配偶，是由夏娃作亞當的配偶所豫表；夏娃出於亞當，豫
表召會出於基督，有基督的生命與性情—創二21～24，弗五23～32。
創2:21
創2:22
創2:23
創2:24
弗5:23
弗5:24
弗5:25
弗5:26
弗5:27
弗5:28
弗5:29
弗5:30
弗5:31
弗5:32

耶和華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了他的一條肋骨，又把
肉在原處合起來。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
人跟前。
那人說，這一次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這爲女人，
因爲這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爲一體。
因爲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召會的頭；祂自己乃是身體的
救主。
召會怎樣服從基督，妻子也要照樣凡事服從丈夫。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爲召會捨了自
己，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
病，好使她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丈夫也當照樣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愛自己妻子
的，便是愛自己了。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召會一
樣，
因爲我們是祂身體上的肢體。
爲這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爲一體。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着基督與召會說的。

2 利百加豫表召會作基督的配偶，是從世界裏揀選出來的—創二四67。
創24:67

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他母親撒拉的帳棚，娶她爲妻，並且愛她。以
撒自從他母親不在了，這纔得了安慰。

3 路得豫表召會作基督的配偶，是蒙救贖的—得四13。
得4:13

五

於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爲妻，與她同房。耶和華使她懷孕，她就
生了一個兒子。

雅歌描繪這神聖的羅曼史—一2～4：
歌1:2
歌1:3
歌1:4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他的內室—我們必因
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她們愛你是理
所當然的。

1 這卷書是以詩意的寫法，奇妙生動的描繪新郎基督和愛祂的新婦，在祂
神聖屬性與愛祂者之人性美德的調和中，相互享受的新婚之愛—15～16
節，四7、10～15，五1～2，六4、10。
歌1:15
歌1:16

看哪，我的佳偶，你是美麗的！你是美麗的！你的眼好像鴿子。
我的良人哪，你是美麗的，是可悅的！我們的牀榻是翠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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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4:7
歌4:10
歌4:11
歌4:12
歌4:13
歌4:14
歌4:15
歌5:1

歌5:2

歌6:4
歌6:10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
我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等美麗！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膏
油的香氣勝過一切香品！
我新婦，你的嘴脣滴下新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氣
如同利巴嫩的香氣。
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泉。
你所種的萌芽，成了石榴園，有佳美的果子、鳳仙花與哪噠樹，
有哪噠和番紅花，菖蒲和肉桂，並各樣乳香木、沒藥、沉香，與
一切上等的香料。
你是園中的泉，活水的井，從利巴嫩流下來的溪水。
我妹子，我新婦，我進了我的園中，採了我的沒藥和香料，喫了
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朋友們哪，請喫；親愛的
阿，請喝，且多多的喝！
我身睡臥，我心卻醒。這是我良人的聲音！他敲門說，我的妹
子，我的佳偶，我的鴿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給我開門；因我的
頭滿了露水，我的頭髮有夜露滴落。
我的佳偶阿，你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開旌旗
的軍隊。
那向前觀望如晨光，美麗如月亮，皎潔如日頭，威武如展開旌旗
軍隊的是誰呢？

2 根據雅歌，我們與主的關係該是非常羅曼蒂克的；我們和主耶穌之間若
沒有羅曼史，我們就是宗教的基督徒，不是羅曼蒂克的基督徒。
六

當主耶穌來時，祂是來作娶新婦的新郎—約三29，太九15：
約3:29
太9:15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聽祂，因着新郎的聲音就歡
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了。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時候，伴友豈能哀慟？但日子將
到，新郎要從他們中間被取去，那時他們就要禁食。

1 主耶穌重生召會，好使召會成爲祂的新婦—約三3、5～6、29～30。
約3:3
約3:5
約3:6
約3:29
約3:30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
國。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
不能進神的國。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聽祂，因着新郎的聲音就
歡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了。
祂必擴增，我必衰減。

2 我們藉着重生，得着另一個生命，就是神聖的生命；在這生命裏，並且
憑這生命，我們纔彀資格成爲基督的配偶，與祂相配—3、5～6、15、
29節，啓二二17。
約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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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5
約3:6
約3:15
約3:29
啓22:17

七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
不能進神的國。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聽祂，因着新郎的聲音就
歡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了。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
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在這世代的末了，基督要來迎娶祂所救贖的人作祂的妻子—十九7：
啓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
也自己豫備好了。

1 在婚娶之日，基督要與那多年來一直爭戰抵擋神仇敵的，成爲婚配；也
就是，基督要迎娶得勝者，就是那些已經勝過那惡者的人—7～9、11～
16節。
啓19:7
啓19:8
啓19:9
啓19:11
啓19:12
啓19:13
啓19:14
啓19:15
啓19:16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
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
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我看見天開了，並且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爲忠信
真實，祂審判、爭戰都憑着公義。
祂的眼睛如火焰，頭上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的名字，除了祂
自己沒有人曉得。
祂穿着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爲神的話。
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着祂。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用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
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寫着：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2 將來有一個榮耀婚娶的日子，那時基督要迎娶祂所救贖的人—7～9節。
啓19:7
啓19:8
啓19:9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
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
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3 在新天新地裏，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直到永遠；這是聖經所啓示
神聖羅曼史的完成—耶二2，何二19～20，啓十九7～9，二二17。
耶2:2

何2:19
何2:20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幼年的恩
愛，新婚的愛情，你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
記得。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爲妻，以公義和公平，以慈愛和憐恤聘你歸
我；
也必以信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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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19:7
啓19:8
啓19:9
啓22:1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
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
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
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貳 召會作爲基督的新婦，也必須是戰士，擊敗神的仇敵—弗五25～
27，六10～18，啓十九7～9、11～16：
弗5:25
弗5:26
弗5:27
弗6:10
弗6:11
弗6:12
弗6:13
弗6:14
弗6:15
弗6:16
弗6:17
弗6:18
啓19:7
啓19:8
啓19:9
啓19:11
啓19:12
啓19:13
啓19:14
啓19:15
啓19:16

一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爲召會捨了自己，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
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着祂力量的權能，得着加力。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
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以抵擋，並且作成了一
切，還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穿上義的胸甲，
且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腳上；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銷滅那惡者一切火燒的箭。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
的話；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爲眾聖徒祈求，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
豫備好了。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
真實的話。
我看見天開了，並且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爲忠信真實，祂
審判、爭戰都憑着公義。
祂的眼睛如火焰，頭上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的名字，除了祂自己沒有
人曉得。
祂穿着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爲神的話。
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着祂。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用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
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寫着：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屬靈的爭戰乃是身體的事；我們是團體的軍隊，爲着神在地上的權益爭
戰—十七14，十九14，參提後二4。
啓17:14
啓19:14

他們要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爲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
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忠信的人，也必得勝。
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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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2:4

二

凡當兵的，不讓今生的事務纏身，好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悅。

基督要以作戰將軍的身分，帶着祂的新婦軍隊，與敵基督在哈米吉頓爭
戰—啓十九11～21：
啓19:11
啓19:12
啓19:13
啓19:14
啓19:15
啓19:16
啓19:17
啓19:18
啓19:19
啓19:20

啓19:21

我看見天開了，並且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爲忠信真
實，祂審判、爭戰都憑着公義。
祂的眼睛如火焰，頭上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的名字，除了祂自
己沒有人曉得。
祂穿着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爲神的話。
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着祂。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用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
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寫着：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頂點所有的飛鳥大聲喊着
說，你們來，聚集起來赴神的大筵席，
好喫君王的肉、將軍的肉、壯士的肉、馬和騎馬者的肉，並一切自
主的、爲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攏，要與騎白馬的並祂
的軍兵爭戰。
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藉此迷惑受獸印記，並拜獸像
之人的假申言者，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着
硫磺的火湖裏。
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所有的飛鳥都喫飽了他們的
肉。

1 當基督同着祂的軍兵而來時，祂乃是作爲人子而來—太二六64，啓十四
14。
太26:64
啓14:14

耶穌對他說，你說的對了。然而我還要告訴你們，從此以後你們
要看見人子，坐在那大能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而來。
我又觀看，看哪，有一片白雲，雲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
着金冠冕，手裏拿着快鐮刀。

2 祂這位人子需要一個配偶，好與祂相配，使祂得以完全；這個配偶就是
祂的新婦—約三29。
約3:29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聽祂，因着新郎的聲音就
歡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了。

3 婚禮的禮服就是基督從我們活出，成了我們日常的義，使我們不僅有資
格參加婚禮，也彀資格參加軍隊，在哈米吉頓的爭戰中，與基督一同和
敵基督作戰—太二二11～12，啓十九7～8、14。
太22:11
太22:12
啓19:7
啓19:8

王進來觀看坐席的，見那裏有一個沒有穿婚筵禮服的，
就對他說，朋友，你沒有穿婚筵的禮服，是怎麼進到這裏來的？
那人無言可答。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
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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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19:14

三

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着祂。

在雅歌裏我們看見，當基督得勝的佳偶與神成爲一，作神的居所時，她在
神眼中就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然而，對仇敵而言，她威武如展
開旌旗的軍隊—六4、10：
歌6:4
歌6:10

我的佳偶阿，你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開旌旗的
軍隊。
那向前觀望如晨光，美麗如月亮，皎潔如日頭，威武如展開旌旗軍
隊的是誰呢？

1 愛基督的人應該是可愛的，同時，也該是可怕的；但許多信徒在主面前
失去了他們的可愛，在仇敵面前也失去了他們的可怕—4、10節：
歌6:4
歌6:10

我的佳偶阿，你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開旌旗
的軍隊。
那向前觀望如晨光，美麗如月亮，皎潔如日頭，威武如展開旌旗
軍隊的是誰呢？

a 基督的佳偶在主面前乃是美麗並秀美的，像天城那樣的堅固，像聖所
那樣的安靜；同時在仇敵和世人的面前，她顯出她得勝的榮耀來—4
節。
歌6:4

我的佳偶阿，你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開旌
旗的軍隊。

b 基督得勝的佳偶不只有一個充滿盼望的前途，也不只有了完全屬天的
生活，並且還是時常歌唱得勝的凱歌者—三7～8。
歌3:7
歌3:8

看哪，是所羅門的臥榻；四圍有六十個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
勇士。
個個都拿着刀，善於爭戰；人人腰間佩刀，防備夜間有驚慌。

2 威武的軍隊，表徵主的得勝者使神的仇敵撒但懼怕—六4、10：
歌6:4
歌6:10

我的佳偶阿，你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開旌旗
的軍隊。
那向前觀望如晨光，美麗如月亮，皎潔如日頭，威武如展開旌旗
軍隊的是誰呢？

a 仇敵懼怕建造成爲神城的召會—尼六15～16，詩一○二12～16。
尼6:15
尼6:16
詩102:12
詩102:13
詩102:14
詩102:15
詩102:16

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
我們一切的仇敵聽見了，四圍的外邦人都懼怕，愁眉不展；因
爲知道這工作完成是出於我們的神。
耶和華阿，你卻永遠長存；你可記念的名，也存到萬代。
你必起來憐恤錫安，因現在是恩待她的時候；所定的日期已經
到了。
你的僕人原來喜悅她的石頭，恩待她的塵土。
列國要敬畏耶和華的名，地上諸王都要敬畏你的榮耀；
因爲耶和華建造了錫安，在祂榮耀裏顯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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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撒但不怕個人的基督徒，卽使他們爲數成千上萬；但他懼怕作基督身
體的召會，就是與他和他的國爭戰的團體戰士—弗六10～20。
弗6:10
弗6:11
弗6:12
弗6:13
弗6:14
弗6:15
弗6:16
弗6:17
弗6:18
弗6:19
弗6:20

四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着祂力量的權能，得着加力。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以抵擋，並
且作成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穿上義的胸甲，
且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腳上；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銷滅那惡者一切火燒的箭。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
那靈就是神的話；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爲眾聖徒祈
求，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開口的時候，有發表賜給我，好放膽講明
福音的奧祕，
（我爲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鍊的大使，）使我在這奧祕
上，照我所當講的，放膽講說。

大衞豫表在苦難中爭戰的基督（撒上二五28），亞比該豫表在苦難中爭戰
的召會—2～42節：
撒上25:28
撒上25:2
撒上25:3
撒上25:4
撒上25:5
撒上25:6
撒上25:7
撒上25:8

撒上25:9
撒上25:10
撒上25:11
撒上25:12

求你饒恕婢女的罪過；耶和華必爲我主建立穩固的家，因我主爲耶
和華爭戰；並且在你平生的日子，你身上查不出有甚麼惡來。
在瑪雲有一個人，他的產業在迦密。這人非常富裕，有三千綿羊，
一千山羊；他正在迦密剪羊毛。
那人名叫拿八；他的妻子名叫亞比該，是個有見識、形貌美麗的婦
人。拿八爲人剛愎，行事兇惡；他是迦勒族的人。
大衞在曠野聽說拿八正在剪羊毛，
大衞就打發十個少年人，對他們說，你們上迦密去見拿八，提我的
名問他安。
你們要如此說，願你長壽；願你平安，願你家平安，願你一切所有
的都平安。
現在我聽說有人爲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迦密的一切日子和我們在
一處，我們沒有侮辱他們，他們也未曾失落甚麼。
可以問你的少年人，他們必告訴你。所以願這些少年人在你眼前蒙
恩，因爲我們是在好日子來的。求你將手上所有的，無論是甚麼，
賜一點給你的僕人們，和你兒子大衞。
大衞的少年人到了，提大衞的名，將這些話都告訴了拿八，然後等
待答覆。
拿八回答大衞的僕人說，大衞是誰？耶西的兒子是誰？現今從主人
面前奔逃的僕人甚多，
我豈可將食物、飲水和爲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給我不知道從那裏
來的人呢？
大衞的少年人就轉身從原路回去，照這一切話告訴大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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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25:13

撒上25:14
撒上25:15
撒上25:16
撒上25:17
撒上25:18
撒上25:19
撒上25:20
撒上25:21
撒上25:22
撒上25:23
撒上25:24
撒上25:25

撒上25:26

撒上25:27
撒上25:28
撒上25:29

撒上25:30
撒上25:31
撒上25:32
撒上25:33
撒上25:34

大衞向跟隨他的人說，你們各人都要佩上刀。他們各人就佩上刀，
大衞也佩上刀。跟隨大衞上去的，約有四百人，留下二百人看守器
具。
拿八的一個少年人告訴拿八的妻子亞比該說，大衞從曠野打發使者
來問我們主人的安，主人卻辱罵他們。
但是那些人待我們甚好；我們在田野與他們來往的時候，沒有被他
們侮辱，也未曾失落甚麼。
我們在他們那裏牧羊的一切日子，他們晝夜作我們的保障。
所以你當明白，看怎樣行纔好，因爲禍患必定臨到我主人和他全
家。他是個卑劣之徒，無人敢與他說話。
亞比該急忙將二百個餅，兩皮袋酒，五隻宰好的羊，五細亞烘了的
穗子，一百串葡萄乾，二百個無花果餅，都馱在驢上。
她對少年人說，你們在我前頭走，我隨着你們去。這事她卻沒有告
訴丈夫拿八。
亞比該騎着驢，正在山的隱蔽處往下走，見大衞和跟隨他的人從對
面下來，亞比該就迎接他們。
大衞曾說，我在曠野爲這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樣不失落，實在
是徒然了；因他向我以惡報善。
凡屬拿八的男丁，我若留一個到明日早晨，願神重重的降罰與我。
亞比該見大衞，便急忙下驢，在大衞面前臉伏於地叩拜，
俯伏在大衞的腳前，說，我主阿，願這罪孽單單歸我；求你讓婢女
向你進言，請你聽婢女的話。
我主不要把這卑劣之人拿八放在心上，他的名字怎樣，爲人也怎
樣；他名叫拿八，他爲人果然愚頑。但我主所打發的少年人，婢女
並沒有看見。
我主阿，耶和華旣然阻止你流人的血，阻止你親手報仇，所以我指
着永活的耶和華起誓，並指着你的性命起誓，說，願你的仇敵和謀
害我主的人，都像拿八一樣。
如今求你將婢女給我主送來的這禮物，給跟隨我主的少年人。
求你饒恕婢女的罪過；耶和華必爲我主建立穩固的家，因我主爲耶
和華爭戰；並且在你平生的日子，你身上查不出有甚麼惡來。
雖有人起來追逼你，尋索你的性命，我主的性命卻在耶和華你的神
那裏，包裹在生命的囊中；你仇敵的性命，耶和華必拋去，如從機
弦甩出去一樣。
到了耶和華照祂論到你所說的一切好處待我主，立你作以色列的領
袖時，
我主必不至因曾無故流人的血，爲自己報仇，而良心有虧，心中不
安。耶和華善待我主的時候，求你記念婢女。
大衞對亞比該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當受頌讚的，因爲祂今日打
發你來迎接我。
你的見識當受稱讚；你也當受稱讚，因爲你今日攔阻我流人的血，
親手報仇。
那阻止我加害你之永活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我指着祂確切的起
誓，你若沒有速速的來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屬拿八的男丁必定
不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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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25:35
撒上25:36

撒上25:37
撒上25:38
撒上25:39

撒上25:40
撒上25:41
撒上25:42

大衞從亞比該手中受了她送來的禮物，就對她說，你平平安安的上
你家去罷，看哪，我聽了你的話，准了你的情面。
亞比該到拿八那裏，見他在家裏設擺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八心
中暢快，大大的醉了；亞比該無論大小事都沒有告訴他，直等到次
日早晨。
到了早晨，拿八醒了酒，他的妻子將這些事都告訴他，他的心在他
裏面如同死了，他的身僵如石頭。
大約過了十天，耶和華擊打拿八，他就死了。
大衞聽見拿八死了，就說，耶和華是當受頌讚的，因我從拿八手中
所受的羞辱，祂已爲我伸了冤，又阻止僕人行惡；耶和華也使拿八
的惡歸到他自己頭上。於是大衞打發人去，向亞比該提說要娶她爲
妻。
大衞的僕人到了迦密見亞比該，對她說，大衞打發我們來見你，要
娶你爲妻。
亞比該就起來，面伏於地，說，你的使女情願作婢女，洗我主僕人
的腳。
亞比該急忙起身，騎上驢，帶着五個跟隨她的使女，跟從大衞的使
者去，作了大衞的妻子。

1 從撒上二十五章之後，亞比該一直在戰士大衞的身邊，一直跟着大衞作
戰—40～42節：
撒上25:40
撒上25:41
撒上25:42

大衞的僕人到了迦密見亞比該，對她說，大衞打發我們來見你，
要娶你爲妻。
亞比該就起來，面伏於地，說，你的使女情願作婢女，洗我主僕
人的腳。
亞比該急忙起身，騎上驢，帶着五個跟隨她的使女，跟從大衞的
使者去，作了大衞的妻子。

a 亞比該嫁給大衞，豫表一個從軍的召會—弗六10～20。
弗6:10
弗6:11
弗6:12
弗6:13
弗6:14
弗6:15
弗6:16
弗6:17
弗6:18
弗6:19
弗6:2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着祂力量的權能，得着加力。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以抵擋，並
且作成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穿上義的胸甲，
且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腳上；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銷滅那惡者一切火燒的箭。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
那靈就是神的話；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爲眾聖徒祈
求，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開口的時候，有發表賜給我，好放膽講明
福音的奧祕，
（我爲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鍊的大使，）使我在這奧祕
上，照我所當講的，放膽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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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亞比該豫表爭戰的召會，就是在苦難中爲神的國爭戰的召會—啓一
9，十一15，十二10。
啓1:9

啓11:15
啓12:10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
裏一同有分的，爲神的話和耶穌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
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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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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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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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亞比該的豫表描繪召會有分於主耶穌屬靈的爭戰—弗六10～20：
弗6:10
弗6:11
弗6:12
弗6:13
弗6:14
弗6:15
弗6:16
弗6:17
弗6:18
弗6:19
弗6:2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着祂力量的權能，得着加力。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
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以抵擋，並且
作成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穿上義的胸甲，
且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腳上；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銷滅那惡者一切火燒的箭。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
靈就是神的話；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爲眾聖徒祈
求，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開口的時候，有發表賜給我，好放膽講明福
音的奧祕，
（我爲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鍊的大使，）使我在這奧祕上，
照我所當講的，放膽講說。

a 不僅神永遠的定旨必須成就，祂的心願必須得到滿足，神的仇敵也必
須被擊敗；爲此，召會必須是戰士—一11，三9～11，六10～12。
弗1:11
弗3:9
弗3:10
弗3:11
弗6:10
弗6:11
弗6:12

我們旣在祂裏面，照着那位按祂意願所決議的，行作萬事者的
定旨，蒙了豫定，也就在祂裏面成了所選定的基業，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
向眾人照明，
爲要藉着召會，使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
的智慧，
這是照着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所立的永遠定旨；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着祂力量的權能，得着加力。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b 屬靈爭戰是必需的，因爲撒但的意志在對抗神的意志—太六10，七
21，賽十四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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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6:10
太7:21
賽14:12
賽14:13
賽14:14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啊』的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
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明亮之星，清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
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
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

㈠ 屬靈爭戰的源頭，都在於神的意志與撒但意志之間的衝突。
㈡ 作爲召會，我們的爭戰乃是要征服撒但的意志，並擊敗神的仇
敵—啓十二11。
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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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屬靈爭戰的目的，就是把神的國帶進來—10節。
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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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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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 民數記五章十一至三十一節裏，對付丈夫所疑忌的妻子，豫表基督
對祂的信徒和召會所起的妒忌—申六6～15，出二十5，三四14，林
後十一2～3：
民5:11
民5:12
民5:13
民5:14
民5:15

民5:16
民5:17
民5:18
民5:19
民5:20
民5:21
民5:22
民5:23
民5:24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人的妻子若背離丈夫，對他行事不忠實，
有人與她同寢交合，事情瞞過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卻未被察覺，又沒
有作見證的人，因她行淫的時候沒有被捉住；
她丈夫有了疑忌的靈，疑忌她，她是玷污了自己；或是她丈夫有了疑忌
的靈，疑忌她，她並沒有玷污自己，
這人就要將妻子送到祭司那裏，又爲她帶着大麥面一伊法的十分之一作供
物；不可澆上油，也不可放上乳香；因爲這是疑忌的素祭，是思念的素
祭，使人想起罪孽。
祭司要使那婦人近前來，站在耶和華面前。
祭司要把聖水盛在瓦器裏，又從帳幕的地上取點塵土，放在水中。
祭司要使那婦人站在耶和華面前，叫她蓬頭散髮，又要把思念的素祭，就
是疑忌的素祭，放在她手中；祭司要手裏拿着招致咒詛的苦水，
叫婦人起誓，對她說，若沒有人與你同寢，你也未曾在丈夫權下的時候，
背離他作污穢的事，你就免受這招致咒詛之苦水的災。
你若在丈夫權下的時候，背離他玷污了自己，在你丈夫以外有人與你同
寢，
（這時祭司要叫婦人發咒起誓，對她說，）願耶和華叫你大腿消瘦，肚子
發脹，使你在你民中成了咒詛，成了誓語；
並且這招致咒詛的水入你的腹中，要叫你的肚子發脹，大腿消瘦。婦人要
說，阿們，阿們。
祭司要將這咒詛的話寫在書卷上，將所寫的字在苦水裏抹掉；
又叫婦人喝這招致咒詛的苦水；這水要進入她裏面變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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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5:25
民5:26
民5:27

民5:28
民5:29
民5:30
民5:31
申6:6
申6:7
申6:8
申6:9
申6:10
申6:11
申6:12
申6:13
申6:14
申6:15
出20:5
出34:14
林後11:2
林後11:3

一

祭司要從婦人的手中取那疑忌的素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拿到壇前；
又要從素祭中取出一把，作爲記念的部分，燒在壇上，然後叫婦人喝這
水。
叫她喝了以後，她若玷污了自己，對丈夫行事不忠實，這招致咒詛的水必
進入她裏面變苦了，她的肚子就要發脹，大腿就要消瘦；那婦人便要在她
民中成了咒詛。
婦人若沒有玷污自己，是潔淨的，就要免受這災，且能懷孕。
妻子在丈夫權下的時候，背離他玷污了自己，
或是人有了疑忌的靈，疑忌他的妻子，就有這疑忌的條例。他要叫婦人站
在耶和華面前，祭司要在她身上施行這全部的條例。
男人可免去罪孽，但婦人必擔當自己的罪孽。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些話，要放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
談論。
你也要將這些話繫在手上爲記號，戴在額上爲頭帶；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耶和華你的神，領你進祂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賜給你的
地；那裏有又大又美的城邑，非你所建造的；
有裝滿各樣美物的房屋，非你所裝滿的；有鑿成的水井，非你所鑿成的；
還有葡萄園和橄欖園，非你所栽種的；你喫了而且飽足；
那時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將你從埃及地，從爲奴之家領出來的耶和華。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事奉祂，指着祂的名起誓。
不可隨從別神，就是你們四圍眾民的神，
因爲在你們中間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惟恐耶和華你神的怒氣向你發
作，就把你從地面上除滅。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們；因爲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
我的，我必追討他們的罪孽，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你不可敬拜別神；因爲耶和華是忌邪的神，名爲忌邪者，）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潔
的童女獻給基督。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就像蛇用詭
詐誘騙了夏娃一樣。

基督爭戰的軍隊由祂的得勝者所組成，他們是爭戰的妻子，與基督相配—
啓十九7～9、11～16：
啓19:7
啓19:8
啓19:9
啓19:11
啓19:12
啓19:13
啓19:14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
也自己豫備好了。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
這是神真實的話。
我看見天開了，並且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爲忠信真
實，祂審判、爭戰都憑着公義。
祂的眼睛如火焰，頭上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的名字，除了祂自
己沒有人曉得。
祂穿着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爲神的話。
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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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19:15
啓19:16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用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
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寫着：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1 我們要成爲主爭戰軍隊的一部分，就必須向祂是貞潔的—林後十一2～
3。
林後11:2
林後11:3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
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就
像蛇用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

2 我們在基督以外任何的尋求和追求，在神眼中都是屬靈的淫亂—參雅四
4。
雅4:4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豈不知與世界爲友，就是與神爲敵麼？所以
凡想要與世界爲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敵。

3 凡犯屬靈淫亂的人必受神的審判和咒詛（林前十六22），不能爲神爭戰
並事奉神。
林前16:22

二

若有人不愛主，他就是可咒可詛的。主來了！

妒忌通常被視爲消極的東西，但這是神的一個屬性—出二十5，三四14：
出20:5
出34:14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們；因爲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
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們的罪孽，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你不可敬拜別神；因爲耶和華是忌邪的神，名爲忌邪者，）

1 神的妒忌如同丈夫對妻子的妒忌—林後十一2～3。
林後11:2
林後11:3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
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就
像蛇用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

2 宇宙中神是最妒忌的一位，祂的名爲忌邪者—出三四14：
出34:14

（你不可敬拜別神；因爲耶和華是忌邪的神，名爲忌邪者，）

a 祂要我們惟獨、單單、完全的愛祂—可十二30。
可12:30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並全力，愛主你的神。』

b 每當我們愛任何人事物而不愛祂，祂就起了妒忌。
3 神是妒忌的丈夫，祂要我們事奉祂，並且只事奉祂—太六24。
太6:24

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因爲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忠於這個
輕視那個。你們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4 我們旣知道我們的神是妒忌的，就該讓祂的妒忌成爲我們的，使我們只
在意祂，不讓別的人事物頂替祂—出二十5，三四14，林後十一2～3。
出20:5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們；因爲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
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們的罪孽，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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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34:14
林後11:2

（你不可敬拜別神；因爲耶和華是忌邪的神，名爲忌邪者，）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
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就
像蛇用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

林後11:3

三

『愛如死之堅強，嫉妒如陰間之殘忍；所閃的光是火的閃光，是耶和華的
烈焰』—歌八6下：
歌8:6下

…因爲愛如死之堅強，嫉妒如陰間之殘忍；所閃的光是火的閃光，
是耶和華的烈焰。

1 所有尋求主的人都被祂的愛抓住了，這愛如死之堅強—林後五14，歌八
6下。
林後5:14
歌8:6下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旣替眾人死，眾人就
都死了；
…因爲愛如死之堅強，嫉妒如陰間之殘忍；所閃的光是火的閃
光，是耶和華的烈焰。

2 有閃光的火隨着這樣的愛和這樣的嫉妒；烈火的神和嫉妒的神，烈火和
嫉妒，這二者是在一起的—6節下。
歌8:6下

…因爲愛如死之堅強，嫉妒如陰間之殘忍；所閃的光是火的閃
光，是耶和華的烈焰。

3 從古以來，神就是忌邪的神—出二十5：
出20:5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們；因爲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
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們的罪孽，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a 沒有甚麼能抵擋神的嫉妒；祂要毀壞祂一切的仇敵—三四14。
出34:14

（你不可敬拜別神；因爲耶和華是忌邪的神，名爲忌邪者，）

b 祂要挪移一切的攔阻，直到祂作獨一的主，作萬有的神，作無人與競
的王—林前十四25～28，詩四五11，啓十九16。
林前14:25
林前14:26

林前14:27
林前14:28
詩45:11
啓19:16

他心裏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面伏於地敬拜神，宣告說，神真
是在你們中間了。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
歌，或有教訓，或有啓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
都當爲建造。
若有人說方言，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着說，也
要有一個人繙出來；
若沒有翻的人，就當在召會中靜默，只對自己和神說就是了。
王就羨慕你的美貌。因爲祂是你的主，你當敬拜祂。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寫着：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4 保羅告訴在哥林多的聖徒，他以神的妒忌，妒忌他們，並且他曾把他們
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他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林後十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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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2
林後11:3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
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單純和純潔，就
像蛇用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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