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主对作祂妻子之召会的妒忌 
(民数记结晶读经) 2019/3/18-24 

Ⅰ．我们若进入圣经深处的思想，就会领悟，
在最纯洁、最圣别的意义上，圣经乃是一部罗
曼史： 
Ａ．这对配偶的男方是神自己，祂渴望成为这
对宇宙配偶的男方。 
赛54:5-6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
之耶和华是祂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
者；祂必称为全地的神。耶和华召了你，如召
被离弃、灵中忧伤的妻子，就是幼年所娶被弃
的妻子；这是你的神说的。 
Ｂ．这对配偶的女方是神所拣选并救赎的团体
人，包括旧约和新约的圣徒。 
Ｃ．历世纪以来，神与人有一个罗曼史；因此，
圣经记载神如何追求祂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
成为婚配：１．在这联结里，神是祂子民的生命，
他们是祂的彰显；这样，神就与祂拣选的人成为
宇宙的夫妇：ａ．当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进入与神
相爱的关系，我们就接受祂的生命，正如夏娃接
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 
ｂ．乃是这个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祂也与我
们成为一。２．我们乃是借着爱这位作我们丈夫
的主，因而有分于祂的生命与性情，与祂成为一，
作祂的配偶、扩大和彰显。 
Ｄ．神拣选以色列作祂的配偶；按预表，旧约
里的一些女子启示召会是基督的配偶：  【月】 
１．召会作基督的配偶，是由夏娃作亚当的配
偶所预表；夏娃出于亚当，预表召会出于基督，
有基督的生命与性情。 
創2:21 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于
是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在原处合起来。
22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
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23 那人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称这为女人，因为这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24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
为一体。 
２．利百加预表召会作基督的配偶，是从世界里
拣选出来的。創24:67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他母亲
撒拉的帐棚，娶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
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３．路得预表召会作基督的配偶，是蒙救赎的。 
得4:13 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为妻，与她同
房。耶和华使她怀孕，她就生了一个儿子。 
Ｅ．雅歌描绘这神圣的罗曼史：雅1:2 愿他用口
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１．这卷书是以诗意的写法，奇妙生动地描绘新
郎基督和爱祂的新妇，在祂神圣属性与爱祂者之
人性美德的调和中，相互享受的新婚之爱。 
雅1:15 看哪，我的佳偶，你是美丽的！你是美丽
的！你的眼好像鸽子。 
16 我的良人哪，你是美丽的，是可悦的！我们的
床榻是翠绿的， 

２．根据雅歌，我们与主的关系该是非常罗曼蒂
克的；我们和主耶稣之间若没有罗曼史，我们就
是宗教的基督徒，不是罗曼蒂克的基督徒。 
Ｆ．当主耶稣来时，祂是来作娶新妇的新郎： 
约3:29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
着听祂，因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所以我
这喜乐满足了。                      【火】 
１．主耶稣重生召会，好使召会成为祂的新妇。
２．我们借着重生，得着另一个生命，就是神
圣的生命；在这生命里，并且凭这生命，我们
才够资格成为基督的配偶，与祂相配。 
Ｇ．在这世代的末了，基督要来迎娶祂所救赎
的人作祂的妻子：１．在婚娶之日，基督要与
那多年来一直争战抵挡神仇敌的，成为婚配；
也就是，基督要迎娶得胜者，就是那些已经胜
过那恶者的人。２．将来有一个荣耀婚娶的日
子，那时基督要迎娶祂所救赎的人。３．在新
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直到永
远；这是圣经所启示神圣罗曼史的完成。 
啓19:7-8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
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又赐她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
徒所行的义。啓22:17 那灵和新妇说，来！听
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Ⅱ．召会作为基督的新妇，也必须是战士，击
败神的仇敌：                        【水】 
Ａ．属灵的争战乃是身体的事；我们是团体的
军队，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争战： 
提后2:4 凡当兵的，不让今生的事务缠身，好
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悦。 
Ｂ．基督要以作战将军的身分，带着祂的新妇
军队，与敌基督在哈米吉顿争战： 
啓19:19 私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
的众军都聚拢，要与骑白马的并祂的军兵争战。 
20 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藉此迷
惑受兽印记，并拜兽像之人的假申言者，也与
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
磺的火湖里。21 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
剑杀了，所有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１．当基督同着祂的军兵而来时，祂乃是作为人
子而来。 
２．祂这位人子需要一个配偶，好与祂相配，使
祂得以完全；这个配偶就是祂的新妇。 
３．婚礼的礼服就是基督从我们活出，成了我
们日常的义，使我们不仅有资格参加婚礼，也
够资格参加军队，在哈米吉顿的争战中，与基
督一同和敌基督作战。 
太22:11 王进来观看坐席的，见那里有一个没
有穿婚筵礼服的，12 就对他说，朋友，你没有
穿婚筵的礼服，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那人无
言可答。 
Ｃ．在雅歌里我们看见，当基督得胜的佳偶与神
成为一，作神的居所时，她在神眼中就美丽如得



撒，秀美如耶路撒冷；然而，对仇敌而言，她威
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 
雅6:4 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得撒，秀美如耶
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10 那向前
观望如晨光，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
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１．爱基督的人应
该是可爱的，同时，也该是可怕的；但许多信
徒在主面前失去了他们的可爱，在仇敌面前也
失去了他们的可怕：ａ．基督的佳偶在主面前
乃是美丽并秀美的，像天城那样的坚固，像圣
所那样的安静；同时在仇敌和世人的面前，她
显出她得胜的荣耀来。                【木】 
ｂ．基督得胜的佳偶不只有一个充满盼望的前
途，也不只有了完全属天的生活，并且还是时
常歌唱得胜的凯歌者。 
２．威武的军队，表征主的得胜者使神的仇敌撒
但惧怕： 
ａ．仇敌惧怕建造成为神城的召会。 
尼6:15 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
十二天。16 我们一切的仇敌听见了，四围的外邦
人都惧怕，愁眉不展；因为知道这工作完成是出
于我们的神。 
ｂ．撒但不怕个人的基督徒，即使他们为数成千
上万；但他惧怕作基督身体的召会，就是与他和
他的国争战的团体战士。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
抵挡魔鬼的诡计。 
Ｄ．大卫预表在苦难中争战的基督，亚比该预表
在苦难中争战的召会： 
１．从撒上二十五章之后，亚比该一直在战士大
卫的身边，一直跟着大卫作战： 
ａ．亚比该嫁给大卫，预表一个从军的召会。 
ｂ．亚比该预表争战的召会，就是在苦难中为神
的国争战的召会。２．亚比该的预表描绘召会有
分于主耶稣属灵的争战：ａ．不仅神永远的定旨
必须成就，祂的心愿必须得到满足，神的仇敌也
必须被击败；为此，召会必须是战士。ｂ．属灵争
战是必需的，因为撒但的意志在对抗神的意志。 
太6:10 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赛14:13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
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
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14 我要升到高云之
上；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 
⑴属灵争战的源头，都在于神的意志与撒但意志
之间的冲突。⑵作为召会，我们的争战乃是要征
服撒但的意志，并击败神的仇敌。 
啓12:11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
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
生命。 
ｃ．属灵争战的目的，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啓
12:10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
能力、国度，并祂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
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
已经被摔下去了。                    【金】 

Ⅲ．民五11～31里，对付丈夫所疑忌的妻子，
预表基督对祂的信徒和召会所起的妒忌： 
民数記5:29 妻子在丈夫权下的时候，背离他
玷污了自己，30 或是人有了疑忌的灵，疑忌
他的妻子，就有这疑忌的条例。他要叫妇人站
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她身上施行这全部的
条例。 
Ａ．基督争战的军队由祂的得胜者所组成，他们
是争战的妻子，与基督相配： 
１．我们要成为主争战军队的一部分，就必须向
祂是贞洁的。 
林后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
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
督。 
２．我们在基督以外任何的寻求和追求，在神眼
中都是属灵的淫乱。 
３．凡犯属灵淫乱的人必受神的审判和咒诅，不
能为神争战并事奉神。。 
Ｂ．妒忌通常被视为消极的东西，但这是神的
一个属性： 
１．神的妒忌如同丈夫对妻子的妒忌。 
２．宇宙中神是最妒忌的一位，祂的名为忌邪
者： 
出34:14 你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
的神，名为忌邪者．ａ．祂要我们唯独、单单、
完全地爱祂。 
可12:30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
你的神。”ｂ．每当我们爱任何人事物而不爱祂，
祂就起了妒忌。 
３．神是妒忌的丈夫，祂要我们事奉祂，并且只
事奉祂。 
太6:24 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因为他不是恨这
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事
奉神，又事奉玛门。 
４．我们既知道我们的神是妒忌的，就该让祂的
妒忌成为我们的，使我们只在意祂，不让别的人
事物顶替祂。 
Ｃ．“爱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所
闪的光是火的闪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雅8:6）”：
１．所有寻求主的人都被祂的爱抓住了，这爱
如死之坚强。 
２．有闪光的火随着这样的爱和这样的嫉妒；
烈火的神和嫉妒的神，烈火和嫉妒，这二者是
在一起的。 
３．从古以来，神就是忌邪的神： 
ａ．没有什么能抵挡神的嫉妒；祂要毁坏祂一
切的仇敌。ｂ．祂要挪移一切的拦阻，直到祂
作独一的主，作万有的神，作无人与竞的王。
４．保罗告诉在哥林多的圣徒，他以神的妒忌，
妒忌他们，并且他曾把他们许配一个丈夫，要
将他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土】 
(为了更深入了解纲要的真理，追加了很多圣经节。
请祷读黄色涂色部分的圣经节。没有记载“高品
福音”。)   



Crucial Point①: 用新婚的爱来爱主 
OL1：雅歌描绘这神圣的罗曼史。这卷书是以
诗意的写法，奇妙生动地描绘新郎基督和爱祂
的新妇，在祂神圣属性与爱祂者之人性美德的
调和中，相互享受的新婚之爱 
雅 1:2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
美。 
OL2：根据雅歌，我们与主的关系该是非常罗
曼蒂克的；我们和主耶稣之间若没有罗曼史，
我们就是宗教的基督徒，不是罗曼蒂克的基督
徒。 

神和祂的子民要成为一，二者之间就必须有
相互的爱。圣经中所揭示神与祂子民之间的爱，
主要的是像男女之间情深的爱。当神的子民爱
神、花时间在祂的话上与祂交通时，神就将祂
的神圣元素注入他们里面，使他们与祂成为一，
作祂的配偶，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祂一
样。 

整本圣经就是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
求祂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当我
们这些神的子民进入与神相爱的关系，我们就
接受祂的生命，正如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
样。乃是这个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祂也与
我们成为一。 

旧约清楚指明，神来拣选以色列人作祂的配
偶。在耶三一 3，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爱
了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神向祂的百
姓显现时，就是与他们“约会”，以后甚至追
求他们。根据以西结十六章，神在旷野看见以
色列人，就爱他们。八节描述这爱：“我从你
旁边经过，看见了你；那正是你动爱情的时候。
我便展开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
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
和华说的。”神借着与以色列人立约，聘她归
于自己。 

中高生(包含小学高学年)/大学生篇 
A.在你的爱中需要加入神的爱：神就是爱，人
也有爱。人的爱是照着神的爱所创造的。人的
爱可以比作手套。神的爱是手，人的爱是手套。
人的爱虽然有爱的形状，但本身卻没有充分的
力量。你虽然能够爱父母和同学，但若不把主
的爱加到你的爱里，你的爱就不能发挥正常的
作用，不能变强。呼求主名，将主的爱注入你
的爱里。 
    这样的话，你的情感就会变得爱你应该爱
的（读圣经、努力学习、爱在苦难中的人、祷
告、传福音等），不爱你所不应该爱的（说谎、
欺骗、偷懒、认为只要自己好就可以等）。不
仅如此，在你爱的时候，那个爱是可以带着忍
耐而维持的。并且那些你平时能爱的人，会突
然变得爱不了，变得憎恨无法原谅，也是因为
手（神的爱）没有装到手套（你的爱）里的缘
故。你需要把神接受到你里面。 
约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
生命。 
弗 6:2～3 “要孝敬父母，使你亨通，在世长
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祷告：“主耶稣，我是手套，你是手。我接受你
的爱到我的爱里。和你一同关心同学，爱他，
向他传福音。并且用主的爱来孝敬父母，爱父
母。这样，我就会被神祝福，变得幸福长寿。
阿门！” 
B.从摸着神的爱开始，用神的爱来爱神，爱人：
约一 4:19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为了使你能享受基督，你需要爱基督。但是，
你不能用天然的爱来爱主。即使你用天然的爱
来爱主，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把主丢弃。不
应该这样，要用基督的爱来爱基督。为此首先
你要操练灵，摸着是灵的主。这样你就能摸着
主的爱，用主的爱来爱主。 
祷告：“哦主耶稣，我爱你。但是，我不能依靠
自己天然的爱。你用你永远的爱来爱我。请让
我摸着你的爱。这是为了让我用永远的爱来爱
你。阿利路亚！赞美主！” 
诗歌補充 401 主耶穌！我渴慕摸著你！ 
(中補 403)多又多，多又多，你长大在我里。 

愿你的生命不断成长， 
『荣耀之花』盛放！ 
叫世人看见你， 
显在我的身上。 

C.神对你的爱是丈夫对于妻子的爱。你作为主耶
稣的未婚妻，应该单纯的爱主：爱包括父母与孩
子的爱、友情、夫妇的爱等。神的爱包含了所有
的爱，神和人之间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夫妇的爱。 
林后 11:2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
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你是主的未婚妻，是单纯的女子。主再来的
时候结婚。新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妻子。就像爱
着新郎的新娘，你应该单纯的，单一的爱主。
为了使你在主里前进，成为得胜者，一定要有
与主之间夫妇的爱的关系、建立罗曼史。主只
有在这样的关系中，才能使你前进。建立与主
个人的、亲密的、情深的交通，对你来说是生
死问题。 
祷告：“哦主耶稣，我用新婚的爱来爱你。我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建立与主爱的关系。因此
享受与主个人的、亲密的、深情的交通。在交
通中向你敞开，摸着你，请你进到我里面将我
充满。只有在与主的罗曼史中我才能前进，成
为得胜者！” 
  



Crucial Point②：在神圣的罗曼史里， 
神对我们的妒忌 

OL1：我们要成为主争战军队的一部分，就必
须向祂是贞洁的。林后 11:2 我以神的妒忌，
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
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OL2：我们在基督以外任何的寻求和追求，在
神眼中都是属灵的淫乱。凡犯属灵淫乱的人必
受神的审判和咒诅，不能为神争战并事奉神。 
OL3：妒忌通常被视为消极的东西，但这是神的一个
属性。神的妒忌如同丈夫对妻子的妒忌。宇宙中神
是最妒忌的一位，祂的名为忌邪者：出34:14 （你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
者，） 
OL4：每当我们爱任何人事物而不爱祂，祂就起了
妒忌。 
OL5：「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
如戳记；因为爱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
所闪的光是火的闪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雅8:6）」。
所有寻求主的人都被祂的爱抓住了，这爱如死之
坚强。有闪光的火随着这样的爱和这样的嫉妒；烈
火的神和嫉妒的神，烈火和嫉妒，这二者是在一起
的。没有什么能抵挡神的嫉妒；祂要毁坏祂一切的
仇敌。 

对付丈夫所疑忌的妻子这事，预表基督对祂
的信徒和召会所起的妒忌。…我们也许不是背叛
的（患麻风的），也相当自制而且受约束（没有漏
症），对神与对人的行为也全然正确，但作为基督
的妻子，我们是贞洁的么？…作妻子的若欣赏别
的男人，就近乎失去贞洁。在启示录里，基督争
战的军队由祂的得胜者所组成，他们是争战的妻
子，与基督相配。我们要成为主争战军队的一部
分，就必须是贞洁的。民数记里的对付，表明神
的子民被编组成为军队的要求非常高。 

召会和众信徒该只以基督为他们的爱。召会
或任何信徒，若是在基督以外寻求和追求任何事
物，在神眼中都是属灵的奸淫。凡犯属灵淫乱的
人必受神的审判和咒诅，不能为神争战并事奉神。 

妒忌通常被视为消极的东西，但这是神的一
个属性。宇宙中神是最妒忌的一位。每当我们爱
任何人事物而不爱祂，祂就起了妒忌。祂要我们
惟独、单单、完全的爱祂。…神的妒忌如同丈夫
对妻子的妒忌。没有一个丈夫能容忍自己的妻子
在他以外爱别的男人。同样，神对我们是妒忌的。
因此，妒忌是祂的一个属性。 

我们既知道我们的神是妒忌的，就该让祂的
妒忌成为我们的，使我们只在意祂，只爱祂，不让
别的人事物在我们心里顶替祂。不仅如此，我们对
祂的爱该是纯洁的，我们的心思该是单一的，并且
我们的全人该以祂为中心。 

青职/硕士篇 
A.圣经里的「嫉妒」、有堕落“嫉妒”和神圣的“嫉
妒”：加5:21的「嫉妒」是肉体的行为。 
加 5:19 肉体的行为，都是明显的，就是淫乱、

污秽、邪荡、20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
忌恨、恼怒、私图好争、分立、宗派、21 嫉妒、
醉酒、荒宴以及类似的事；关于这些事，我现在
事先告诉你们，正如我先前说过的：行这样事的
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国。 

但是，林后11:2和出埃及记20:5的“嫉妒”
是在神圣罗曼史的神圣的“嫉妒”。 
出20:4 不可为自己雕制偶像，也不可雕制任何上
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之物的像。5 不可跪拜那
些像，也不可事奉它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
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孽，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6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
施慈爱，直到千代。这个神圣的“嫉妒”，是对
忙碌的青职，作为研究人员的你，从四方而来基
督困迫的爱。困迫引导你不为自己活，与基督成
为一，向基督而活。  
林后5:14 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
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15 并且祂替众
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
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 
FN15 节「向基督活」：向主活比为主活意义更深。
为主活含有我与主仍是二者之意；向主活指明我
与主乃是一，如在婚姻生活中，妻子之于丈夫。 
B.有闪光的火随着这样的爱和这样的嫉妒；烈
火的神和嫉妒的神，烈火和嫉妒，这二者是在
一起的。没有什么能抵挡神的嫉妒；祂要毁坏
祂一切的仇敌：请唱以下的诗歌，焚烧你里面
的爱火吧！ 
169 赞美主─对祂的满足(英 208) 
1. 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因为爱的缘故， 

求原谅我，将你圣名，日念千遍不住。 
（副）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

比拟，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 
…爱你，…你，…主。 

2. 我心爱你，不知如何约束我的奇乐； 
你爱有如一团热火，使我心中火热。 

4. 烧、烧，哦爱，在我心怀，日夜厉害的烧， 
直至所有其他的爱烧到无处可找。 

1. O Jesus, Jesus, dearest Lord! Forgive me if say, 
For very love, Thy sacred name A Thousand times a day 
(C) O Jesus, Lord, with me abide; I rest in Thee, whate’er betide; 

Thy gracious smile is my reward; I love, I love Thee, Lord! 
2. I love Thee so I know not how My transports to control; 

Thy love is like a burning fire Within my very soul. 
4. Burn, burn, O love, within my heart, Burn fiercely night and day, 

Till all the dross of earthly loves Is burned, and burned away. 
祷告：「哦，主耶稣。你在爱里拣选我作未婚妻，配
偶。为何你会拣选象我这样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赞美主。你拣选我，鼓励我，变化我。你的
爱和嫉妒的火，烧尽我里面全部消极的东西。请成
全我作你的新妇·军队的一部分！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