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週 主對作祂妻子之召會的妒忌 

讀經：民五 11～31，啟十九 7～9，11～16，林後十一 2～3 

  

【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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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九 7～9： 

  

一 這對配偶的男方是神自己，祂渴望成為這對宇宙配偶的男方—賽

五四 5～6，六二 5，耶三 14，三一 3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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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九 7～9，二一 9～10，二二 1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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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終與他們成為婚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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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九 7，

二一 2，9～10，二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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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祂揀選的人成為宇宙的夫婦—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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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乃是這個生命使我們與神成為一，祂也與我們成為一—約三 3，

5～6，15～16，29～30。 

2 我們乃是藉著愛這位作我們丈夫的主，因而有分於祂的生命與性

情，與祂成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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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神揀選以色列作祂的配偶；按豫表，舊約裏的一些女子啟示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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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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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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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路得豫表召會作基督的配偶，是蒙救贖的—得四 13。 

  

五 雅歌描繪這神聖的羅曼史—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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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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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三】 

1 主耶穌重生召會，好使召會成為祂的新婦—約三 3，5～6，29～

30。 

2 我們藉著重生，得著另一個生命，就是神聖的生命；在這生命裏，

並且憑這生命，我們纔彀資格成為基督的配偶，與祂相配—3，5～6，

15，29 節，啟二二 17。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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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婚娶之日，基督要與那多年來一直爭戰抵擋神仇敵的，成為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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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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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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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啟示神聖羅曼史的完成—耶二 2，何二 19～20，啟十九 7～9，二

二 17。 

  

貳 召會作為基督的新婦，也必須是戰士，擊敗神的仇敵—弗五 25

～27，六 10～18，啟十九 7～9，11～16： 

  

【週 四】 

一 屬靈的爭戰乃是身體的事；我們是團體的軍隊，為著神在地上的

權益爭戰—十七 14，十九 14，參提後二 4。 

  

二 基督要以作戰將軍的身分，帶著祂的新婦軍隊，與敵基督在哈米

吉頓爭戰—啟十九 11～21： 

  

1 當基督同著祂的軍兵而來時，祂乃是作為人子而來—太二六 64，

啟十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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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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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九 7～8，14。 

  

三 在雅歌裏我們看見，當基督得勝的佳偶與神成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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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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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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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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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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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仇敵懼怕建造成為神城的召會—尼六 15～16，詩一○二 12～

16。 

ｂ 撒但不怕個人的基督徒，即使他們為數成千上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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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大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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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撒上二十五章之後，亞比該一直在戰士大衛的身邊，一直跟著

大衛作戰—40～42 節： 

ａ 亞比該嫁給大衛，豫表一個從軍的召會—弗六 10～20。 

ｂ 亞比該豫表爭戰的召會，就是在苦難中為神的國爭戰的召會—啟

一 9，十一 15，十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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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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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召會必須是戰士—一 11，三 9～11，六 10～

12。 

ｂ 屬靈爭戰是必需的，因為撒但的意志在對抗神的意志—太六10，

七 21，賽十四 12～14： 

（一） 屬靈爭戰的源頭，都在於神的意志與撒但意志之間的衝突。 

（二） 作為召會，我們的爭戰乃是要征服撒但的意志，並擊敗神的

仇敵—啟十二 11。 

ｃ 屬靈爭戰的目的，就是把神的國帶進來—10 節。 

  

【週 六】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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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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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九 7～9，11～16： 



  

1 我們要成為主爭戰軍隊的一部分，就必須向祂是貞潔的—林後十

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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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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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神爭戰並事奉神。 

  

二 妒忌通常被視為消極的東西，但這是神的一個屬性—出二十 5，

三四 14： 

  

1 神的妒忌如同丈夫對妻子的妒忌—林後十一 2～3。 

2 宇宙中神是最妒忌的一位，祂的名為忌邪者—出三四 14： 

ａ 祂要我們惟獨、單單、完全的愛祂—可十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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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們既知道我們的神是妒忌的，就該讓祂的妒忌成為我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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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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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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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閃光的火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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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從古以來，神就是忌邪的神—出二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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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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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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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週．週一 

晨興餧養 

賽五四５～６ 『因為造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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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必稱為全地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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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是一部羅曼史。你以前聽過這話麼？這聽起來也許很世俗，也不

虔誠。然而，你若進入了聖經深處的思想，就會領悟，在最純潔、最

聖別的意義上，聖經是一對宇宙配偶的羅曼史。 

這對配偶的男方是神自己。雖然祂是神聖的人位，但祂渴望成為這對

宇宙配偶的男方。這位神經過漫長的過程之後，歸結為基督，就是新

郎。 

這對配偶的女方是團體的人類，神所救贖的人，包括所有舊約和新約

的聖徒。這團體的人經過漫長的過程之後，歸結為新耶路撒冷，就是

新婦。這神聖的羅曼史一再的啟示在整本舊約裏。（羅馬書生命讀經，

一至二頁。） 

信息選讀 

因著神藉著祂話語的光照，我有信心說，全本聖經乃是一本訂婚的書。

在聖經裏，有神如何追求祂的選民，至終和他們結婚的記載。在永世

裏，作丈夫的三一神，要和祂的妻子，就是祂所揀選並救贖的子民，

一同享受甜美的婚姻生活。新耶路撒冷甚至稱為羔羊的妻。（啟二一

9。）聖經的結束就是神和祂子民的婚配。既然聖經是這樣結束的，

它實在可以稱為一本訂婚的書。聖經的主題乃是神和祂的百姓訂婚。

如果這不是聖經的主題，聖經就不會結束在關於神和祂所救贖之人的

宇宙婚配這話上。（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七三六頁。） 

神和祂的子民要成為一，二者之間就必須有相互的愛。（約十四 21，

23。）聖經中所揭示神與祂子民之間的愛，主要的是像男女之間情深

的愛。（耶二 2，三一 3。）當神的子民愛神、花時間在祂的話上與祂

交通時，神就將祂的神聖元素注入他們裏面，使他們與祂成為一，作

祂的配偶，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祂一樣。（創二 18～25 與註。） 

整本聖經就是神聖的羅曼史，記載神如何追求祂所揀選的人，至終與

他們成為婚配。（創二 21～24，歌一 2～4，…啟十九 7，二一 2，9

～10，二二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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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是這個生命使我們與神成為一，祂也與我們成為一。我們不是藉著

運用心思和意志來遵守律法，（參羅七 18～25，）乃是藉著愛這位作

我們丈夫的主，因而有分於祂的生命和性情，與祂成為一，作祂的擴

大和彰顯。（聖經恢復本，出二十 6 註 1。） 

舊約清楚指明，神來揀選以色列人作祂的配偶。在耶利米三十一章三

節，耶和華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了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了你。』

神向祂的百姓顯現時，就是與他們『約會』，以後甚至追求他們。根

據以西結十六章，神在曠野看見以色列人，就愛他們。八節描述這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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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著與以色列人立約，聘她歸於自己。（出

埃及記生命讀經，七四七頁。） 

參讀：羅馬書生命讀經，第一篇；真理課程四級卷一，第十七課。 

 

 

 

  



第四週．週二 

晨興餧養 

歌一２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約三２９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祂，因著新郎

的聲音就歡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了。』 

  

關於召會是基督的配偶，我們已經看見基督與召會乃是極大的奧祕，

召會是新婦，基督是新郎，基督與祂的配偶要在祂回來時成婚，基督

的配偶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並且基督和祂的配偶要在永世裏成

為一對夫婦。我們也看見，召會作基督的配偶，可由夏娃來豫表：夏

娃是亞當的配偶，是亞當的一部分，出於亞當，歸給亞當，與亞當是

一，有亞當的生命和性情，有亞當的形像和樣式，成為亞當的配偶，

作他的補滿。（新約總論第七冊，二八二頁。） 

信息選讀 

利百加豫表召會的重點和夏娃的豫表完全不同。夏娃豫表的重點，說

出召會的產生與性質；利百加豫表的重點，乃是召會從世界裏被揀選

出來。在這豫表裏，包含父的揀選，聖靈的呼召和引領。舊約聖經中

能豫表基督的，還有一位，就是波阿斯。波阿斯娶了一個非常特別的

女子為妻，她在聖經中有極為特殊的地位。這妻子就是路得，她豫表

召會蒙救贖的一面。整卷路得記，可說就是一個救贖的故事。利百加

說出召會是蒙召的召會，西坡拉說出召會是曠野中的召會，路得說出

召會是蒙救贖的召會。（召會的意義，九五、一一三頁。） 

全本聖經是一部神聖的羅曼史。這意思是說，聖經是一本非常羅曼蒂

克的書。雅歌更是如此。…我年輕時也希奇，為甚麼這樣一卷論到男

女之間羅曼史的書竟然也在聖經裏。這卷書是我們與基督之間愛的關

係的一幅圖畫。根據雅歌，我們與主的關係該是非常羅曼蒂克的。我

們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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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盼望知道我所說的羅曼史是甚麼意思，我要鼓勵你

閱讀並禱讀雅歌。禱讀這卷羅曼史的書，會使你與主之間是羅曼蒂克

的；你會因著愛主而忘形。聖經是一部神聖的羅曼史，而我們與主的

關係應當越過越羅曼蒂克。（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七五○至七五一頁。） 

〔雅歌〕這卷詩意的書乃是一位君王和一個鄉村女子之間愛的故事，

這首詩（作為豫表）乃是一幅奇妙生動的圖畫（作為應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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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生命讀經，八六頁。） 

當主耶穌來時，祂是來作娶新婦的新郎。許多基督徒都熟悉施浸者約

翰的宣告：『看哪，神的羔羊。』（約一 29。）然而，少有人知道約

翰也說到主耶穌是新郎。在約翰三章二十九節他說，『娶新婦的，就

是新郎。』這話包含在論重生的這章裏。（3～6。）重生的目標乃是

為著新郎產生並豫備新婦。既然基督是將要娶新婦的那位，祂就是新

郎。基督是神成為肉體，不僅來作我們的救贖主和拯救主；祂也來作

我們的新郎。…在馬太九章十五節，主耶穌說到祂自己是新郎。（出

埃及記生命讀經，七四八至七四九頁。） 

參讀：召會的意義，第七至八篇。 

 

 

 

  



第四週．週三 

晨興餧養 

啟十九７～８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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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重生召會，好使召會成為祂的新婦。（約三 3，5，29～30。）

主是新郎，有神聖的生命和性情。我們若要成為祂的新婦，也必須有

神聖的生命和性情。為此，重生是必需的。除了得著這個生命和性情

以外，我們絕不能成為基督的配偶。在約翰三章我們看見，重生使我

們彀資格作基督的新婦。只有我們因著神聖的生命蒙了重生，因而得

著神聖的性情以後，我們這班罪人纔能被基督接納，成為祂的佳偶。…

我們藉著重生，得著另一個生命，就是神聖的生命。在這生命裏，並

且憑這生命，我們纔彀資格成為基督的配偶，與祂相配。（出埃及記

生命讀經，七四九至七五○頁。） 

信息選讀 

在婚娶之日，基督要迎娶那多年與神的仇敵爭戰的人。這就是說，基

督要迎娶那已經勝過那惡者魔鬼的得勝者。（啟十二 11。）基督同其

得勝者（團體的基督）乃是神所鑿出的石頭，要擊打由大人像的十個

腳趾所表徵的十王和敵基督。（十九 11～21。）如此，團體的基督要

把大人像從腳趾到頭砸得粉碎；（但二 35；）也就是說，團體的基督—

基督以及由得勝者所構成那剛迎娶的新婦—要作為非人手所鑿的石

頭而來，砸碎人類的政權。如此，基督同其新婦便毀滅了人類的政權。

（新約總論第十四冊，二七六至二七七頁。） 

在這世代的末了，基督要來迎娶祂的贖民作祂的妻子。（啟十九 7。）

現今的世代乃是神與祂的子民『約會』、追求他們、並與他們訂婚的

世代。在這時期的末了，將有一個榮耀婚娶的日子，那時基督要迎娶

祂所救贖的人。基督和祂所救贖之人之間的婚姻，是聖經中主要的啟

示。 

在聖經的末了我們看見，神要和祂的子民在永世裏享受婚姻生活，直

到永遠。在新天新地裏，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直到永遠。（啟

二一 9。）這是聖經所啟示神的羅曼史的完成。（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七五○頁。） 

在以弗所六章，…召會不是基督的身體、建築、家庭、國度、新人或



新婦；在此召會乃是神的戰士。召會不僅應當是彰顯基督的身體、神

居住的所在、以及成就神經綸的新人；召會還必須是擊敗神仇敵的戰

士、軍兵。 

按照啟示錄十九章，召會是獻給基督的新婦，也是與祂一同爭戰，抵

擋神仇敵的戰士。主耶穌再來的時候，祂首先要迎娶祂的新婦。基督

接受新婦之後，祂與得勝者就要爭戰對付仇敵。 

在七至八節，我們看到新婦穿著『明亮潔淨的細麻衣』。然後在十四

節，我們看到跟隨主爭戰的眾軍乃是『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這

兩處經節指明，新婦的結婚禮服，也是她作神軍隊與神仇敵爭戰時所

穿的制服。所以，有結婚禮服，也就有制服。 

作為新婦，我們必須是美麗的，毫無斑點和皺紋，並且穿著細麻衣。

作為戰士，我們必須裝備好與神的仇敵爭戰。（以弗所書生命讀經，

九八○至九八一頁。） 

參讀：召會的意義，第九篇；真理課程四級卷三，第五十課。 

 

 

 

  



第四週．週四 

晨興餧養 

提後二４ 『凡當兵的，不讓今生的事務纏身，好叫那招他入伍的人

喜悅。』 

歌六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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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召會，我們是新婦和戰士。神的經綸裏有一支軍隊，是由團體的

戰士所構成的。這意思是，以弗所六章的戰士乃是一個團體的實體。

我們惟有成為一個團體的實體—基督的身體，纔能穿上神全副的軍裝。

這與許多基督徒所持守的觀念相反，他們認為個別的信徒能穿著全副

的軍裝。六章的軍裝不是為著個別的基督徒，乃是為著召會這團體的

身體。六章所啟示的不是信徒個別的爭戰，乃是團體的軍隊為著神在

地上的權益爭戰。 

屬靈的爭戰不是個人的事，乃是基督身體這團體的實體，與神仇敵爭

戰的事。…神的戰略乃是用召會作祂的軍隊，來與仇敵爭戰。所以，

脫離軍隊而孤立是非常危險的。惟有留在軍隊裏，我們纔得著必需的

保護。（新約總論第十四冊，二七○頁。） 

信息選讀 

在婚筵之後，基督要以作戰將軍的身分，帶著祂的新婦，就是得勝的

信徒，作祂的軍隊，前來與敵基督和他以下的諸王，並他們的眾軍，

在哈米吉頓爭戰。…基督作為神的具體化身，要與祂的新婦同來砸碎

人類政權。…當基督這砸人的石頭來臨時，祂不是單獨的來。反之，

祂要帶著祂的新婦同來。這是因為當基督來與敵基督和他的軍兵爭戰

時，祂乃是作為人子而來。祂這位人子需要一個配偶，好與祂相配，

使祂得以完全。這個配偶將是祂的新婦。基督得著並迎娶召會作祂的

新婦後，就要作為砸人的石頭而來。基督若沒有新婦，就要單獨與敵

基督及其軍隊爭戰。然而基督將有一支軍隊，這軍隊就是祂的新婦。 

得勝的聖徒有兩件衣服，一件為救恩，另一件為獎賞。這裏的細麻衣

是第二件衣服。得勝者這第二件衣服使他們有資格參加羔羊的婚筵，

（啟十九 8～9，）並與主一同爭戰抵擋祂的仇敵。因此，婚筵的禮

服就變成了征衣。…新婦的婚筵禮服，將是她作神的軍隊爭戰抵擋祂

的仇敵時所穿的制服。我們已經看過，這件衣服就是基督從我們活出，

成了我們日常的義。就在今天，我們也是藉基督作我們的衣服來爭戰。



以弗所六章指明，神全副的軍裝就是基督。（新約總論第十四冊，二

六○、二七六、二六九頁。） 

當基督得勝的佳偶與神成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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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卻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

隊。旌旗指明豫備好爭戰，也是得勝的記號。…至終，得勝者要集體

的成為新婦，與基督成為婚配。（十九 7～9。）婚禮之後，這新婦就

成為軍隊隨著她的丈夫基督爭戰，以擊敗敵基督和他所有的跟從者。

（11～21。）（聖經恢復本，歌六 4 註 2。） 

〔雅歌六章四節〕的意思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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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中的歌，一一五頁。） 

參讀：新約總論，第四百二十五至四百二十六篇。 

 

 

  



第四週．週五 

晨興餧養 

弗六１１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

計。』 

太六１０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神從來沒有意思要祂的信徒只有屬天的美麗而無爭戰的性質。屬天的

爭戰，從來沒有在主面前被忘記的。…信徒應該是可愛的，同時，也

該是可怕的。今天的信徒，在主的面前失去了他的可愛，在仇敵和世

人面前也失去了他的可怕。…聖經裏常說到主的可怕，這乃是因為主

的聖別。如果我們保守自己聖別而且得勝，許多的時候，你要看見仇

敵退後，而世人不敢進前。 

〔新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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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乃是可畏如『展開旌旗的軍隊』，

是從得勝一直到得勝的。（歌中的歌，一一六、一二一頁。） 

她成為得撒和耶路撒冷時，就有個東西建造起來，表明神的美麗和神

的秀美。那時候，神的仇敵戰抖，因為這微小的鄉村女子成了展開旌

旗的軍隊。威武的軍隊表徵主的這些得勝者使神的仇敵撒但懼怕，並

且在神子民眼中成為威武的。軍隊在神的子民墮落時為神的國爭戰，

成為答應主呼召的得勝者。（雅歌結晶讀經，一二○頁。） 

信息選讀 

召會不僅是身體、新人、新婦、家、國和居所，召會也是戰士，與神

的仇敵爭戰。神的仇敵撒但，懼怕這樣的召會。撒但不怕個人主義的

基督徒，即使他們的人數成千上萬。然而當信徒來在一起，顯出召會

是身體和這些其他的方面時，撒但就要戰抖。藉著召會的這七方面，

基督就得著彰顯，父就得著安息，仇敵也要被擊敗。願我們都看見這

異象，召會不是個人聖別或屬靈的問題；相反的，召會乃是建造在一

起。…我們就是這樣的召會，要擊敗仇敵並為主耶穌的回來豫備道路。

（以弗所書生命讀經，七五八至七五九頁。） 

大衛是豫表在苦難中爭戰的基督，所以他的妻子亞比該，豫表在苦難

中爭戰的召會。從撒上二十五章之後，亞比該一直在戰士大衛的身邊，

一直跟著大衛作戰；所以她豫表從軍的召會，就是在苦難中為神國爭

戰的召會。（召會的意義，一二一頁。） 

 



在宇宙中有三個意志：神的意志、撒但的意志、以及人的意志。我們

若要知道召會如何能作神的戰士，從事屬靈的爭戰，我們就必須認識

這三個意志，這三個意願。神的意志是自有永有的，是永遠的、非受

造的。作為受造之物的天使也有意志。眾天使中的一位，就是天使長，

受神指派管理亞當被造之前的宇宙。這天使長因著自己的高位和美麗，

就變得驕傲起來。這驕傲使他興起邪惡的意願，這就成了撒但的意志。

因此，在神的意願，神的意志之外，還有第二個意願，第二個意志；

因為撒但的意志如今是對抗神的意志的。 

不僅神永遠的定旨必須成就，基督的心願必須得到滿足，神的仇敵也

必須被擊敗。為此，召會必須是戰士。甚至在雅歌中，我們也看見，

當尋求者享受主的同在時，爭戰也在進行著。因此，我們是照著實際、

憑著恩典行事，我們是活在愛和光中，並且我們也爭戰，為要征服撒

但的意志。（以弗所書生命讀經，六三四、六三七頁。） 

參讀：新約總論，第二百一十三至二百一十五、二百一十八篇。 

 

  



第四週．週六 

晨興餧養 

歌八６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

為愛如死之堅強，嫉妒如陰間之殘忍…。』 

林後十一２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

丈夫，要將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民數記五章十一至三十一節裏〕對付丈夫所疑忌的妻子這事，豫表

基督對祂的信徒和召會所起的妒忌。…我們也許不是背叛的（患痲瘋

的），也相當自制而且受約束（沒有漏症），對神與對人的行為也全然

正確，但作為基督的妻子，我們是貞潔的麼？…作妻子的若欣賞別的

男人，就近乎失去貞潔。 

在啟示錄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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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7～9，11～14。）我們要成為主爭戰軍隊的

一部分，就必須是貞潔的。民數記裏的對付，表明神的子民被編組成

為軍隊的要求非常高。（民數記生命讀經，五六至五七頁。） 

信息選讀 

召會和眾信徒該只以基督為他們的愛。（林後十一 2～3。）召會或任

何信徒，若是在基督以外尋求和追求任何事物，在神眼中都是屬靈的

姦淫。凡犯屬靈淫亂的人必受神的審判和咒詛，（林前十六 22，）不

能為神爭戰並事奉神。（民數記生命讀經，五七頁。） 

妒忌通常被視為消極的東西，但這是神的一個屬性。宇宙中神是最妒

忌的一位。每當我們愛任何人事物而不愛祂，祂就起了妒忌。祂要我

們惟獨、單單、完全的愛祂。…神的妒忌如同丈夫對妻子的妒忌。沒

有一個丈夫能容忍自己的妻子在他以外愛別的男人。同樣，神對我們

是妒忌的。因此，妒忌是祂的一個屬性。…我們既知道我們的神是妒

忌的，就該讓祂的妒忌成為我們的，使我們只在意祂，只愛祂，不讓

別的人事物在我們心裏頂替祂。不僅如此，我們對祂的愛該是純潔的，

我們的心思該是單一的，並且我們的全人該以祂為中心。（新約總論

第一冊，一二八至一二九頁。） 

〔雅歌八章〕尋求者在她的禱告中說，主的愛如死之堅強。〔6 上。〕…

沒有甚麼能像死那樣描述主愛的力量。除了神以外，死是宇宙中最強

的力量。當死臨到一個人時，沒有甚麼能抗拒得了它。…〔主〕的愛

就這麼抓住了我們！所有主耶穌的尋求者，都被祂的愛抓住了，這愛



像死一樣的堅強。 

尋求者繼續以這樣的方式禱告：『嫉妒如陰間之殘忍；所閃的光是火

的閃光，是耶和華的烈焰。』（6 下。）有閃光的火隨著這樣的愛和

這樣的嫉妒。我們已經看見，神不僅是嫉妒的神，也是像烈火的神。

『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申四 24。〕烈火的神和嫉妒的神，烈

火和嫉妒，這二者是在一起的。（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二年第一冊，四

五七至四五九頁。） 

『〔主阿，〕你的眼睛不能看屬乎你的愛被世人所玷污，被情人所侵

佔。你要嫉妒，因為從古以來，你就是忌邪的神。（出二十 5。）並

且你的使徒豈不是曾對我們說到神的妒忌麼？（林後十一 2。）你若

肯嫉妒，有誰能在我裏面站在你的嫉妒的面前呢？有甚麼能在我裏面

抵擋你的嫉妒呢？你要毀壞你一切的仇敵，你要挪移你一切的攔阻，

一直等到你作獨一的主，作萬有的神，作無人與競的王；我就蒙著保

守，我就不會失去我的貞潔，一直到我見你的面。』（歌中的歌，一

四一至一四二頁。） 

參讀：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七篇；新約總論，第四百二十八篇。 

 

 

 

  



第四週．詩歌 

耶穌！我愛你 301 

（雅歌）（英 1154） 

D 大調 4/4 

１ 

耶穌！我愛你， 

你愛來吸引， 

使我渴慕親近你， 

快跑跟隨你。 

使我渴慕親近你， 

快跑跟隨你。 

你是我良人， 

哦，全然美麗可愛， 

我心朝夕依依戀戀的。 

你是我良人， 

哦，全然美麗可愛， 

我心中所依依戀戀的。 

２ 

你愛，主耶穌， 

比酒更甜美， 

你膏油所發香氣， 

使我心歡喜。 

你膏油所發香氣， 

使我心歡喜。 

你是園中泉， 

你又是活水的井， 

流自利巴嫩山的溪澗。 

你是園中泉， 

你又是活水的井， 

流自利巴嫩山的溪澗。 

３ 

來罷，我良人， 

同到園子裡， 

使其中各種香氣， 



發出並漫溢。 

使其中各種香氣， 

發出並漫溢。 

『我新婦妹子， 

我到了我的園子， 

盡情享受酒奶和蜂蜜。 

我新婦妹子， 

我到了我的園子， 

盡情享受酒奶和蜂蜜。』 

４ 

把我，主耶穌， 

銘刻你心上， 

嫉恨殘忍如陰間， 

愛如死堅強。 

嫉恨殘忍如陰間， 

愛如死堅強。 

眾水不能滅， 

大水也不能淹沒， 

你的愛情無何能替換。 

眾水不能滅， 

大水也不能淹沒， 

你的愛情無何能替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