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6 月 13 日
主日講台信息
「忠愛一生」
／陳世冠牧師
經文：民數記第二十五章 1－9 節
「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
一同給他們的神獻祭，百姓就吃他們的祭物，跪拜他們的神。以色列人與巴力
毘珥連合，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耶和華吩咐摩西說：將百姓中所
有的族長在我面前對著日頭懸掛，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發的怒氣可以消了。於是
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審判官說：凡屬你們的人，有與巴力毘珥連合的，你們各人
要把他們殺了。摩西和以色列全會眾正在會幕門前哭泣的時候，誰知，有以色
列中的一個人，當他們眼前，帶著一個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裡去。祭司亞倫的
孫子，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看見了，就從會中起來，手裡拿著槍，跟隨那以
色列人進亭子裡去，便將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這樣，在以色列人中
瘟疫就止息了。那時遭瘟疫死的，有二萬四千人。」
民數記的第二十五章，我定了一個題目，這題目看起來還蠻羅曼蒂克的，
跟今天的經文有一點不搭的感覺。事實上今天的經文是蠻悲劇性的，或者這樣
說，讀起來是令人覺得遺憾的一章經文。
回想前面二十二章、二十四章，那段經文我們看到的是上帝祂自己大能的
作為，祂對祂子民的愛護，默默的保護。摩押王巴勒想要雇用巴蘭這位術士，
去給以色列百姓帶來咒詛。但是在三章的聖經裡面，篇幅非常的長，來來去去
三回，我們看到上帝始終讓巴蘭說出來的，卻是祝福的話，是預言的話，甚至
有非常榮耀式的彌賽亞的預言在裡邊。這樣的一個默默的保護，默默的祝福，
以色列百姓其實都不知道，這是上帝的作為在背後守護他們。
但是到了第二十五章今天的經文，我們卻看到一個美好的事情之後，接著
來的卻是一個自甘墮落，以色列百姓他們拜偶像，他們犯了淫亂，他們離棄上
帝。其實在摩西五經，包含在舊約的歷史書，蠻多類似的文學的表現方式。整
個故事的編排裡邊，似乎前面我們有一個很美好的，很榮耀的事情，後面好像
就跟著一個令人心碎，令人覺得不堪的事情發生。我們回頭看到在西乃山的時
候也是一樣，當摩西在西乃山上面來領受上帝所頒佈的十誡的時候，那個榮耀
的光景，非常美好，那個榮耀是無法想像的。但是鏡頭一轉，我們看到山下以
色列的百姓在拜偶像，在拜金牛犢。
今天的這段經文，在某程度上面來講，有一點在呼應當時以色列百姓在西
乃山下，他們出埃及後聚集在那裡的那個光景。我們就透過今天這段經文來看
到底故事中說了什麼。
什亭事件―靈程的一個重要標誌
這 18 節的經文裡面，很明顯的可以看到耶和華吩咐摩西說，或耶和華曉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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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說，出現了三次，分別在第 4 節，在第 10 節，以及在第 16 節。這三次的
出現可以標示出這二十五章全章故事的發展脈絡。
第一次出現，是第 1 節到第 9 節，我們看到百姓們他們犯罪了，他們拜巴
力毘珥，在這件事情上面觸怒了上帝。然後上帝在祂的怒氣中來懲罰他們。然
後故事又告訴我們說非尼哈的出現，怎麼樣讓這個瘟疫制止下來。
然後第 10 節開始，耶和華曉諭摩西說，要讓摩西跟非尼哈說，這段經文焦
點在非尼哈這個人物的身上。我們看到上帝悅納他，喜悅他，認可他。然後非
尼哈就領受神所賜給他的平安的約。
第 16 節，剩下後面的兩節，是這個故事的一個交代，提到了耶和華上帝吩
咐摩西，要以米甸人為敵。今天我們略過後面這兩節的聖經，因為米甸人跟以
色列的關係一直發展到民數記第三十一章，會有更清楚的交代。
我們來看，在故事裡邊我們先作一些說明，後面就會有一些的綜合的思
考。到底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呢？首先這個故事是發生在什亭。什亭就是他們正
要準備進迦南之前的最後一站，是他們在曠野漂流的最後一站。
這個故事的發生，對整個民數記的記載，包含我們對以色列百姓跟神的關
係，有一個蠻重要的指標。第二十六章其實就是民數記的第二次數點人數。我
們前面已經開始提到了這個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問題，我們在提到了傳承的問
題，但事實上這個傳承的故事發展到這裡，來到了一個很關鍵的時刻，因為到
這一章，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的這一段，我們看到這裡是他們最後的終點站，是
第一代出埃及的百姓的終點站。因為跨進第二十六章，數點百姓之後，在那一
章的結束以前，我們看到的就沒有任何一個在第一代的人有被數點到，表示他
們全都倒斃在曠野。
在這最後的一個終點站裡邊就發生了這個事情。這邊說，「百姓與摩押女子
行起淫亂」。到底這裡是誰在發生淫亂呢？故事的開始，他首先說到的是群眾，
這邊提到百姓與摩押女子們。其實這裡摩押女子是眾數，多數的。所以這裡是
講到這個大部分的人是百姓跟許許多多的摩押女子她們行淫亂，然後拜偶像。
如果你看下面經文，在第 6 節那邊講到，「有以色列中的一個人，當他們眼
前，帶著一個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裡去。」這邊的故事就轉到了是兩個人，而
這兩個人再往經文下面看第 14 節跟 15 節，這兩個人是有姓氏，有名字的，而
且還介紹了他們的身世，男的叫心利，他是撒路的兒子，是西緬一個宗族的首
領。這個米甸女人，第 15 節說她名字叫哥斯比，是蘇珥的女兒；這蘇珥是米甸
一個宗族的首領。
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兩個，心利跟哥斯比，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應該相
對會比較年輕一些，而前面所講的這個「百姓與摩押女子們」這邊人就非常多
了。我們不太確定這些人是誰，不過後來的審判告訴我們，死了二萬四千人。
而透過這個死亡，我們再跨到第二十六章說到，上一代的已經沒有任何一個留
下，大概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百姓與摩押女子行淫，有很多是第一代的人，可能
年紀還蠻長的。當然也可能會有年輕人，也一併在這個的犯罪之下接受了懲
罰。
這是我們對這個故事稍微先描述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所以其實摩
押女子跟米甸女子，看樣子他們並非是兩個獨立的事件。我們回想第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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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也就是摩押王巴勒聘請術士巴蘭咒詛以色列百姓的
這個故事，它的背景其實就是摩押王巴勒，他當時看到了以色列百姓打勝了亞
摩利人，心裡非常恐慌，就去找了米甸的長老，摩押的長老跟米甸的長老聯手
一起商量看怎麼樣有個對策來對付以色列。所以摩押跟米甸，他們其實這個故
事並沒有結束，前面當巴蘭想方設法，巴勒吩咐巴蘭要去咒詛以色列民，但是
沒有咒詛成功。然後我們看到故事還沒結束，原來第二十五章其實是巴蘭獻
策，應該這樣說，他想出來的計謀，既然他沒有咒詛成功，他就用美色，用這
個民間的女子，包含用了這米甸的女子，這樣的方式去陷以色列百姓於罪中。
而經文其實也在告訴我們，到了第三十一章那邊的經文，那邊就提出來，這次
的事件是巴蘭所建議，所為。
什亭的這個事件，以色列百姓跟摩押女子，跟米甸這個女子所犯的這個淫
亂，乃至於他們吃了祭物，跪拜他們的神，可以看到無論是就這個實際的層面
的淫亂，又或者就靈性層面的，他們離棄上帝出走，敬拜別的偶像，這兩個事
情其實常常在近東的信仰裡面是搭在一起的。這樣的一個得罪上帝，這樣的一
個歷史事件，其實有非常鮮明的標誌意義。
故事一直發展到新約，甚至最後到了啟示錄，啟示錄的第二章 14 節，當約
翰看到異象，人子向眾教會，七教會說話的時候，祂對別迦摩教會就提到這件
事情。啟示錄第二章 14 節這邊講到，「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因為在你
那裡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巴蘭曾教導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們吃祭偶像之物，行姦淫的事。」當然，啟示錄用「吃祭偶像之物」是一
個簡單的描述，因為民數記第二十五章這邊告訴我們，他不只是吃的問題，這
裡還參與了祭祀，還跪拜。所以這個事件，一直到了新約的啟示錄還被提起
來，你就可以瞭解得到這個事件的重要性，它的標誌意義。
他在提醒我們，無論從舊約以後的上帝選民，無論跨到新約底下眾教會，
每一位神的兒女，永遠都要記得這個世俗的挑戰，這個偶像的崇拜，是我們跟
神之間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危機，我們要留意，要大大謹慎的地方。
這段經文可以看到他的發展，是怎麼樣觸怒了上帝。第 3 節說，「以色列人
與巴力毘珥連合」，連合，NIV 的聖經，就用了「同負一軛」，就是跟這個巴力
毘珥（巴力是迦南地的神明，他隨著不同的地方，後面可能可以不同的名稱）
看齊了，就跟隨他，觸怒了上帝。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了。然後，
神吩咐摩西要去作懲罰，「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發的怒氣可以消。」
神到底發什麼怒呢？下面經文就告訴我們，這個怒就是瘟疫。有意思的
是，當上帝要摩西去把這個事情咎責，把責任抓出來，上帝怎麼跟摩西說呢？
第 4 節，「將百姓中所有的族長在我面前對著日頭懸掛」。這個「對著日頭懸
掛」的意思就好像對著光。（現在在我面前有一個照明的光線，就表示把我可以
看得更清楚一些）。他們對著光的時候就是曝光，就是要示眾，就是公開示眾。
要把這些所有的族長，要殺他們並且要示眾。
這個怒氣是可以消的。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審判官說，「凡屬你們的人，有
與巴力毘珥連合的，你們各人要把他們殺了。」其實神吩咐摩西，「這個事情觸
怒了我，惹動了我的憤怒，現在，你要把百姓中所有的族長，就要殺了他們，
對著日頭懸掛」。但是第 5 節，摩西好像沒有把所有的族長照辦，他吩咐以色列
審判官，「凡屬你們的人，有與巴力毘珥連合的」，就是有的有，有些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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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這裡很值得我們去揣摩，不同的聖經學者對這段經文的解釋也會有一些不
同的角度，有可能這個「有與巴力毘珥連合的」的這些人 其實就是所有的族
長，他們都有。所以其實摩西確實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來做這件事。不過從文字
的角度來看，又很有可能不是這樣，所以就有人提出，第 5 節的「於是摩西吩
咐以色列的審判官」，這個「於是」，就是在第 4 節跟第 5 節中間可能發生一些
故事，什麼故事呢？
當時摩西的整個大團隊裡面，這些族長，看樣子能夠當上族長的，也不是
什麼小人物，說不定他們有一點像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內閣的閣員，所以這些人
可能還不那麼輕易聽命令。你下一個命令是要我自己殺我自己，可能他們中間
有一點不願意，不聽從摩西，可能也嫌摩西年紀大了，覺得他大勢已去了，還
是有其他的原因都好，中間有一點反叛的意味。也許是這個關係，造成了下面
的事件，就是那個瘟疫更加的嚴重。很可能是因為這個事件，才會有第 6 節的
事情發生。就是當摩西要照上帝的吩咐來懲罰的時候，這些應該接受懲罰的人
拒絕被懲罰，神的憤怒更加的甚，以致於他們整個民中的混亂，疫情，這個瘟
疫的發生就更加的普及。
第 6 節說，「摩西和以色列全會眾正在會幕門前哭泣」，表示已經是全民性
的影響，非常的強烈。就在這樣的一個緊迫，嚴峻的一個狀況的裡面，「誰
知」，和合本這邊說「誰知，有以色列中的一個人」，他就當著他們眼前「帶著
一個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裡去」。到底這個兩個年輕人，（後面告訴我們他們是
有名的，心利跟哥斯比），這兩個年輕人到底在幹嘛？我們這樣讀下來，大概可
以意會得到，恐怕這兩個人也是跟淫行有關。
這裡講到非尼哈，他一出場就直接介紹他了，他是亞倫的孫子，是以利亞
撒的兒子非尼哈。明明白白他就是祭司，我們按照常理來講，他就是準備要接
以利亞撒的那個大祭司人選了，他是未來的大祭司人選，當然此時當下他也是
祭司。他看見，起來拿槍，就去把這兩個人刺殺。經文說，他跟著那以色列人
進亭子裡去，便將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
「亭子」這個字 ，讓我們回想起之前在讀民數記的時候有提過的，當米利
暗她嫉妒摩西，挑戰他的領導權的時候，米利暗挑戰的其中一個原因，很可能
跟當時的文化，在異教、異俗文化裡邊的這種思維有關，就是所謂的 qubbah。
qubbah 是形容一個帳棚，或者一個亭。在這個帳棚裡邊，通常一族的領袖，或
者是重要的人物，他如果遇到危機，他要去求問神的時候，怎麼樣能夠求問得
更加的靈光，能夠有洞見，他有時候需要透過一個女的，一個祭司人物，或者
是與祭祀相關的一些女性，跟他能夠有會合。中間裡邊也很可能牽涉到淫行，
從這樣子，去跟神明打交道。這個 qubbah 的這個思維，在這裡又重新再出現。
因為在原文裡面第 8 節，「亭子」這個字就是 qubbah。所以很有可能，如果把
這個的情境放回來，當以色列百姓面對上帝的懲罰，有瘟疫發生了，在這麼嚴
峻的情況底下，這一對年輕人，可能也想要效法異族的方式，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看在非尼哈的眼中，這簡直是太離譜了。
更重要的是，這個男的是誰？他叫心利，他是撒路的兒子，是西緬一個宗
族的首領，如果他的父親是宗族的首領，而他的首領等級相等於族長的話，表
示他應該是那個摩西從神接到的命令要吩咐他們這些人受罰、要被殺的。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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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父親是不是有真的因此被懲罰了，又或許他父親是不是反抗了，但是這個
年輕人，在這樣大的危機裡面，這樣全民干罪、得罪了上帝的裡面，他還藐視
上帝的懲罰，還當場的當眾的，經文告訴我們前面他是在摩西跟以色列百姓在
會幕門前哭泣的時候，他做了這件事情。這是罪上加罪，簡直沒有把神，把神
聖，把上帝的命令，把上帝的話放在眼中，是為所欲為。
非尼哈忍無可忍，經文告訴我們的這個動作，非尼哈的動作其實是很乾淨
俐落的，就是他直接起來，就去殺了這一對男女。然後，瘟疫就止息了。但是
那時候已經死了二萬四千人。
「尊耶和華為聖」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回去看以色列百姓在曠野漂流的這段時間，他們發生災難或者被
神懲罰的許多事情，他們的死亡人數從來沒有一次比這一次多的，這是最多的
一次。這是在他們準備要進迦南地之前，第一代的人他們的終點站。這一次的
懲罰 似乎讓我們看到上帝有非常非常重的信息要告訴他們，非常嚴苛的角度去
帶出了祂「尊耶和華為聖」的重要性。
非尼哈有神忌邪的心
這麼重要的事情 是非尼哈，因為他的果斷，他的表現，這個表現帶出來
的，是一個有救贖功能的表現，因為第 13 節這邊講到上帝說，因為非尼哈「為
神有忌邪的心，為以色列人贖罪。」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經文就介紹了非尼哈。非尼哈，他是祭司，他是
未來的大祭司人選，他在年輕的時候就顯出了他與眾不同的地方，而他最明顯
的與眾不同，上帝在這裡透過摩西告訴他，因為他非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
發的怒消了；因他在他們中間，以我的忌邪為心，使我不在忌邪中把他們除
滅。」因此怎麼樣呢？上帝說，「我將我平安的約賜給他，這約要給他和他的後
裔」
。這平安的約的內涵是什麼？「作為永遠當祭司職任的約」。
我們隨後看，雖然舊約篇幅講得不多，但是非尼哈在後來的記載，包含到
了約書亞記的記載，他都是領袖，他在服事神上面，是一個為主作見證的祭
司。
這裡提到的這個「忌邪的心」，是待會我們要一起來思考的，這是為什麼今
天講題會是「忠愛一生」。
反省/應用
一、回想西乃山，如今終點站
我們一起來反省，今天的這段故事，讓我們回想到西乃山，想到在這一個
長段的時間裡面所發生的點點滴滴。在他們落腳在西乃山四十年前，還沒有準
備要出發以前的那個光景，他們在那個地方，在那個該有最大榮耀的場合的裡
面，他們居然做金牛犢、拜金牛犢，那是很遺憾的事情。沒想到四十年後的今
天，他們在什亭，在這個地方正要準備一個非常大的任務 要往前進時候，他們
再次的發生拜偶像的事情，淫亂的事情，這真是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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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要把今天第二十五章發生的事情跟當時他們出發前在西乃山發生的
事情看，有一個差別。當年的大祭司，也就是非尼哈的爺爺亞倫，亞倫在面對
以色列百姓犯罪的事情上面 他沒有守住，但是今天的非尼哈，他面對到同樣是
拜偶像的事情的時候，他的反應跟當年他的爺爺不一樣。
透過經文的鋪陳，我們看到了一線希望，看到了上帝的憐憫，上帝的揀
選，上帝在世人最軟弱的當中，仍然留有祂自己的作為。
非尼哈在這關鍵時刻守住了信仰，並且標誌出來對上帝絕對忠誠的心，更
何況他是祭司的身分。我們從前面幾章，特別是從可拉的事件裡面，就已經看
到了以色列百姓在挑戰著祭司的身分，挑戰祭司的身分在某個意義上面來說也
意味著他們在挑戰上帝跟他們的關係。而故事的發展一直讓我們看到在可拉的
事件之後，祭司的身分被鞏固，包含了亞倫的杖，一直到這裡的事情的發生，
這個非尼哈被突顯出來，對於他祭司的身分，他活出那個見證，他守住了他的
呼召。
以色列百姓其實當他們被神召出來，離開埃及的時候，他們也是被神賦予
了要服事神的這個使命，他們要被賦予一個在人跟神之間能夠活出神心意的一
個民族，是上帝的選民。如果不能夠對祭司的服事有一定的尊崇，似乎也告訴
我們對上帝的厭倦油然而生。
二、何謂「忌邪」、忌邪的神
非尼哈在這件事情當中帶出了他的正面的意義。但是更多時候我們在讀這
段經文會想到的是，到底什麼是忌邪？因為上帝在這裡高度的評價非尼哈，一
方面反過來是高度的重視這個罪，這個拜偶像的罪，這個輕慢上帝的罪，這個
把上帝可能跟其他的神明並駕齊驅的罪。上帝嫉妒了，所以非尼哈他有上帝嫉
妒的心，他看到他所愛的上帝，以及上帝所愛的人民，中間似乎要被別人取代
了，他有那個嫉妒的心。忌邪，我們中文聖經翻成忌邪的心，那什麼叫做忌
邪？
當我們只是按照和合本聖經，按照中文字面來理解忌邪，有時候會有些困
難，其實在原文裡面，在英文聖經裡面很有意思。這個字其實是嫉妒，嫉妒的
心。神是嫉妒的神。這是嫉妒，但是沒有邪這個字。和合本聖經「邪」這個字
走出來，因為他把那個嫉妒的對象把他拉出來，就是偶像。你們去愛偶像，去
拜偶像，去懷抱偶像，就把這個偶像當成對象，結果他是邪，就忌邪。所以這
個邪就出來了。
但是這個理解，望文生義，在日常生活裡邊我們就去應用，應用神的話的
時候，我們就把這個忌邪當成只要是不好的我們就去反對他，去用非常衝動的
方式，像非尼哈一樣，去對付人，去罵人，去責備人，然後就告訴別人說，因
為我有忌邪的心。
最近我們都在關心疫情，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一天到晚在跟著新聞走，我
們真的要關心，要禱告，但有些時候，在關心過程中間，有些人對政府的政
策，對國家的領導人非常不滿，覺得這簡直是天底下的罪人，簡直是惡毒，所
以我們忌邪的心就來了。我們要跟他對抗，這些人實在是恨之入骨，害己害人
害民，你把這個邪就這樣來用。另外一邊心疼政府的，覺得國家一直很努力抵
抗疫情，還受到百姓這麼多指責，心裡為政府抱屈，就反過來像忌邪一般地責
備對方。我們以不認同的政見，互有對立的觀點去先標別人為邪，這不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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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的忌邪。
因為這段經文的這個詞彙，甚至這個很重要的上帝本性的概念，上帝是一
個嫉妒的神，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看到申命記，因為這段經文裡邊講到以色列
百姓拜偶像，他跟以色列百姓干犯第一誡、第二誡是有關係的。其實這個巴力
毘珥，這次什亭的事件，到了申命記的時候，摩西重新再講這件事，你發現摩
西怎麼講呢？那段經文比較長，我挑了第四章第 3、4 節，「耶和華因巴力毘珥
的事所行的，你們親眼看見了。凡隨從巴力毘珥的人，耶和華─你們的神都從
你們中間除滅了。惟有你們專靠耶和華─你們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這就
是那個巴力毘珥的故事，民數記第二十五章；然後申命記第四章 23、24 節，
「你們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們神與你們所立的約，為自己雕刻偶像，
就是耶和華─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
的神。」我標紅色（所立的約，烈火，忌邪的神）表示這是很關鍵。
這裡的嫉妒在講什麼呢？這裡講到我們的神是嫉妒的神，祂是烈火。但是
我刻意把「所立的約」標在上面，意思就是說，其實嫉妒他一定是一種關係性
的語境，在關係情況底下所說的，才叫做嫉妒。因為聖經裡邊嫉妒這個字，英
文比較容易區分，我們中文就比較少。英文的區分當然也沒有最絕對，我們一
般瞭解的嫉妒就是 jealous，，也可以是 zealous，就是 zea 那個大發熱心。所
以嫉妒這個字，在中文和合本有時候翻成熱心，有時候翻成嫉妒，有時候翻成
憤恨，有幾種翻譯法。而你看傳道書第四章 4 節，「我又見人為一切的勞碌和各
樣靈巧的工作就被鄰舍嫉妒。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英文裡面用的不是
jealous，他用 envy，用 envy。
我再給大家看下面這段經文（王上十九 10），其實在原文他們是同一個
字。列王紀上這邊講到以利亞，他當時被耶洗別王后下追殺令，他逃，一連逃
了四十晝夜，躲在那個山洞裡邊。上帝跟他說話，然後他出來講甚麼話呢？他
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這是同一個字，是民數記所講的，非
尼哈那個忌邪，上帝忌邪，嫉妒的心，忌邪的心，是同一個字；也是傳道書那
個同一個字。
「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
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這裡這個嫉妒，在英文裡面就
用了 zealous，跟前面的 envy 是不一樣的用法。
再給大家看過一個，以賽亞書 37:32 講到「必有餘剩的民從耶路撒冷而
出；必有逃脫的人從錫安山而來。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這邊用
熱心，我們的上帝是充滿熱心的，其實就是嫉妒，同一個字。這讓我們想到什
麼呢？因為剛才申命記告訴我們我們的上帝是烈火，祂是忌邪的神，同一個字
出現在智慧詩歌書的雅歌裡面，我們非常喜歡的經文，第八章 6 節「求你將我
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這是同一個
字，跟上面的熱心，跟前面的那個都一樣，「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
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然後 8:7「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
淹沒。」
我們可以想像，當神說祂是烈火，祂是嫉妒的神的時候，這裡講到你要把
祂那烈火理解成是一個熱烈的愛，我們的神是一個熱烈的愛的神，祂是火熱
的，熱到非常強烈，祂對我們的愛，祂要保護我們，容不下別人在祂跟我們中
間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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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要回到英文裡面用的這個字，就蠻有意思的，envy 這個字。其
實我們有時候在朋友之間會講這句話，羨慕、嫉妒、恨，蠻有意思，他沒有重
疊，但是有不一樣。我們可以說 envy，就是聖經裡面的嫉妒，有時候是不好
的，譬如說，你對一個人的美貌，通常這種嫉妒是牽連到兩個人而已，你羨慕
一個人的成就也好，美貌也好，他的財產也好，他的所有物，他的所是，他的
所成，你羨慕他，然後你想要剝奪他所有，或者你想要佔為己有，又或許你佔
不到己有的時候你要阻止他有，是這種的心態，嫉妒。但是聖經這邊講的這個
嫉妒，上帝是嫉妒的上帝的時候不是這個嫉妒，這種嫉妒是牽連第三者，他有
三個位格在其中。就是你發現會被威脅，你會被取代的這種嫉妒。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想神是嫉妒的神，原來神這麼愛我們，原來神是會
嫉妒的，神這麼小氣的，我跟這個偶像講兩句話祂就不爽，我知道祂愛我，但
是祂愛我會不會愛得過頭了，愛我窒息了？這種愛讓我沒有自由，好恐怖。如
果我們會這樣想的話，我們就是把人間的愛倒過來投射在神那邊。
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了，神的愛是聖潔的，這位嫉妒的神祂的嫉妒也是聖潔
的，在聖潔裡邊的愛，怎麼可能會讓你窒息？只有人世間不完整的愛才有這種
的殘缺，人世間裡邊的愛，不管是愛情，親情，友情，才會有這種的殘缺。
我跟師母之間彼此相愛，如果要更多示好的時候，她有時候會覺得有點
煩。上帝不會這樣子，上帝聖潔的愛是建立的愛，是能夠如雅歌這邊所說的這
種愛，祂不巴望我們受虧損，祂知道其他的假神、偶像都是膺品，可以用各樣
外在的、表面的來誘惑我們，但是至終是讓我們遭殃的。祂因此要深深的保護
我們，而我們跟祂之間，我剛才用約的關係表達，你每次發現到經文裡面提到
神是嫉妒的時候，他會提到約，意思就是，我們是在一個約的關係裡面來看待
這位愛我們的神，因此我們忠於祂。因此，因為祂這麼愛我們，我們也愛祂。
是在這個約關係裡邊，正如上帝說，以色列百姓你們是我的子民，我是你們的
神。這個「我是你們的神，你們是我的子民」的片語不斷的出現在五經裡邊，
出現在後面的先知書，是在這個約的關係裡邊，上帝顯為一個嫉妒的上帝。
「忠」與「愛」
最後用一個比喻，但是我知道沒有任何的比喻都可以完整的表達，因為上
帝太偉大了，但是我用我覺得可能可以體會的。我相信很多人看過一部很出名
的電影，叫「忠犬八公」的故事，講到那隻狗，在日本非常傳奇。我兩年前跟
家人去東京旅遊的時候，有特別去看一下。在它的那個銅像旁邊拍照，紀念一
下。那隻狗非常忠心，我們知道它的故事，主人過世了，它還是每一天，差不
多整九年之久日子，到這個火車站等主人回家，表達它的忠。
但是我今天不講它的故事，我講我自己的故事，我從小在東馬長大，我在
鄉村長大，我的鄉村長大生活裡邊，養狗是我孩提時代一個非常美的回憶，而
我們家曾經養過一隻非常棒的狗。我父親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大男人，很少流眼
淚的，當年我們家這隻忠狗過世的時候，我難得看見我父親為它掉淚。
這隻忠狗是怎麼樣呢？因為我們家住在非常鄉村的裡邊，在山窪的裡邊，
反正是草窪，那高腳屋，下面停放腳踏車之類的。如果我要去教會或者到學校
去，有時候我需要把腳踏車騎出來到外面，大概十分鐘左右，到了一棵大路旁
的大樹下，那邊有公車站，把腳踏車停在那邊，然後我就坐公車，去教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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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隻狗，有時候就跟著我出去，然後我上公車，它就一直待在那個腳踏車旁
邊，等到我回來。其實公車還沒到，它好像就已經嗅覺聞到我回到了，它就開
始起身，搖尾巴等著我，然後就跟著，我騎腳踏車就跟著我回去。後來就有鄰
居告訴我們，就是這隻狗，當腳踏車停在那邊的時候，如果有陌生人經過要去
碰那個腳踏車，我這隻狗就會去咬那個人。
可能對這隻狗來講，它忠於我，它愛我，到一個地步，連我的東西，就是
我的 territory，我的範圍，我的領地，不容別人侵犯。這個不是最好的比喻，
但是多少反映出神跟我們之間的關係，那個約臨到我們，對我們的愛，讓我們
對祂所做出那個回應，應該要展現在這個忠與愛上面。
尊耶和華為聖
在尊耶和華為聖的大前提底下，怎麼樣活出像非尼哈一樣，忠與愛的生
命？人活著一生中間，我們對上帝忠誠，我們愛祂，到一個地步，在神跟我們
中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不是說我們沒有任何的元素在我們生命裡面，
而是沒有任何一樣東西可以坐在寶座上，就是只有這位上帝。
當然我再說，這位上帝要我們忠於祂到什麼地步呢？不要再犯之前我剛剛
所說字面意義的忌邪的錯誤，我們把忌邪想成是只要我衝動了，為上帝捍衛什
麼就對了。摩西在前面幾章，他一衝動之後，他沒有尊耶和華為聖，可是在這
裡，我們看到非尼哈這個動作是上帝稱許的。
但是重點不在我們做了什麼，重點是我們忠於這位上帝，也愛祂。一個愛
上帝的人，他會愛上帝所愛，他會因為每天圍繞在上帝面前，他會被上帝改
變，因為他親近上帝，所以他認識上帝。因為他認識上帝，所以因此他可以無
堅不摧，沒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誘惑他。願主幫助我們忠愛一生。
禱告
天父，我們向你仰望，求你自己在我們生命中間工作，讓我們再沒有任何
的事物可以攔阻我們來認識你，來領受你，來跟隨你，來愛你。願你永遠在我
們心中作王，願你成為我們教會的頭，也成為我們人生每一個場合，每一個時
刻裡面，都要順服的主。靠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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