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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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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何謂嫉妒？

「嫉妒」是甚麼？通常是指一種無法接

受別人比自己強，看到別人各方面的表現或

各種條件優於自己，心裡酸溜溜、非常不是

滋味的情緒。這種情緒常常包含比較、敵

視、怨恨、酸楚、不甘心、受委屈等感覺，

又會有種自己得不到又害怕別人得到，自己

辦不到也希望別人辦不到，無法容忍別人超

過自己的複雜情感。

聖經直接就以「骨中的朽爛」如此強烈

的字眼來形容「嫉妒」！為何會如此形容

呢？因為「嫉妒」就像一隻毒蟲，靜靜地躲

在骨頭裡啃蝕骨髓，不易被人發現，直至帶

來朽爛。

骨頭是人體最裡面的部分，肉眼雖看不

見，但卻非常重要，因若不是它支撐著身

體，人體就只是攤在地上的一堆肉。據說

癌症病人的癌細胞若已侵蝕到骨頭，就是到

了癌末，會帶給病人難以想像的疼痛，屆時

恐怕連打嗎啡都難以止痛。所以，骨頭若朽

爛，將是何等恐怖的現象！而聖經就是以

「骨中的朽爛」來形容「嫉妒」，可見「嫉

妒」對人類而言，會是多麼嚴重且需避免的

情緒，絕不能等閒視之！

聖經中手足間嫉妒的例子

自人類始祖亞當、夏娃犯罪，被神逐出

伊甸園，人性即不再單純，從此人性的弱點

就在人類歷史上作怪，讓人吃足苦頭。人性

的弱點很多，「嫉妒」即為其一，是最充滿

殺傷力、破壞力的，以聖經的觀點來看，這

些人性的弱點其實都是「罪」，絕不能小覷

之。

且看人類史上的第一宗謀殺案，其發生

的原因就是「嫉妒」。當時，亞當的第一個

兒子該隱，只因弟弟亞伯所獻的祭物更討神

喜歡就嫉妒他而心生不悅，動了殺機（創四

3-8）。

嫉
妒是骨中的朽爛

文／林慧瑛  圖／梅果

只有願意看別人比自己強，才能免去嫉妒之苦，又不致失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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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兩個妻子利亞與拉結，本為親姐

妹，一生就因為害怕對方得到丈夫較多的

愛，彼此嫉妒，因而展開了「生育競賽」。

從利亞連生四個兒子，其名字的含意（流

便：有兒子、西緬：聽見、利未：聯合、猶

大：讚美），就知她一路失寵的苦情。拉結

雖因貌美，大得雅各的寵愛，但因不孕，活

得很不開心。特別是在姐姐連生四兒，而自

己依然膝下無子的情況下，更是嫉妒姐姐。

後來她甚至威脅雅各若再不想辦法給她生個

孩子，她就要死了。可憐的雅各，每天都得

面對兩姐妹因彼此嫉妒，吵來吵去，不得安

寧的苦況（創二九16-35，三十1-24）。

約瑟的哥哥們因父親愛約瑟過於愛他

們，就非常嫉妒約瑟，以致恨他，不與他說

和睦的話。後來，這股嫉妒的情緒一發不可

收拾，竟演變成哥哥們聯手同謀將他丟在坑

裡想要害死他的慘劇。還好猶大有點良心，

建議將他賣給以實瑪利人，這才免約瑟一死

（創三十七章）。

摩西的兄姐亞倫與米利暗，也是因「嫉

妒」弟弟摩西比他們更被神重用，成為神的

發言人，而緊抓著摩西娶古實女子為妻一事

不放，講話毀謗他。從他們二人所說酸溜溜

的話：「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

我們說話嗎？」就知他們對弟弟充滿了嫉妒

情緒（民十二1-2）。

以上四個例子，全是手足之間因嫉妒而

做了排擠、仇視、毀謗，甚至害命的事情。

可見嫉妒是多麼恐怖的罪，當嫉妒之心油然

生起，當事人又不想治服它時，最後就會如

烈火燎原，大大焚燒，連親手足都不放過，

終至做了讓自己悔恨交加的事。

有血緣關係的親手足，尚且因嫉妒而相

爭相害，更不用說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會因

嫉妒做出甚麼可怕的事。聖經中記載掃羅嫉

妒大衛，又是另一個讓人記取教訓的例子。

掃羅嫉妒大衛

當時，年輕的大衛自請出戰巨人歌利

亞，掃羅還因擔心大衛過於年輕，毫無作戰

經驗，恐被歌利亞殺死，便阻止大衛應戰

（撒十七33）。沒想到大衛竟跌破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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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鏡，光用機弦甩石就擊殺了歌利亞，以

致非利士人大大潰敗。而後，當大衛與眾人

凱旋而歸，以色列的婦女們打鼓擊磬，唱歌

跳舞，歡歡喜喜地迎接掃羅回朝時，婦女們

一句「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的

讚美詞，竟把掃羅善妒的天性激發出來，馬

上怒氣沖沖地說：「將萬萬歸大衛，千千歸

我，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而怒視大衛

（撒十八8）。就從那日起，掃羅開始討厭

大衛，日日夜夜想著的不是怎樣做一個好

王，而是如何追殺大衛，直到最後與三個兒

子一起戰死。這都是被嫉妒的情緒緊緊糾纏

綑綁著而不見天日。

《箴言》二十七章4節提到：「忿怒為

殘忍，怒氣為狂瀾，惟有嫉妒，誰能敵得住

呢？」從以上所舉因心生嫉妒而起害人害己

的例子，發現真是這樣！人心的嫉妒一發

動，其殺傷力之強、破壞力之烈，是沒有人

抵擋得住的。

耶穌因被嫉妒而受難

主耶穌被人釘十架，其原因也只有一

個，就是「嫉妒」。耶穌一生沒有犯罪，以

人的標準來看，就是所謂的「好人」，這樣

一個好人，一生都在行神蹟、做好事、講道

理教訓人，誰也沒有得罪過，為甚麼大祭

司、祭司長、法利賽人、長老、文士等都恨

他恨得牙癢癢的，最後非得聳動群眾把祂釘

在十字架上才甘心？原因很簡單，就是「嫉

妒」！不然《馬可福音》十五章10節不會

記載：「彼拉多原曉得祭司長是因為『嫉

妒』，才把耶穌解了來。」

他們難以接受一個貌不驚人，只是住在

拿撒勒這個無名小鎮的木匠兒子，既沒讀

過甚麼書，又沒甚麼家世背景，講起道理來

竟然頭頭是道，撼動人心，所講的道理還不

斷打破猶太人的傳統思維，說安息日可以治

病等等；而且動不動就說自己是「神的兒

子」，不只如此，還真的有「神的兒子」的

權柄與能力，不斷的行神蹟奇事，讓天生的

瘸子起來行走，讓患了12年血漏的婦人得醫

治，就連拿因城寡婦的獨生兒子與他的好友

拉撒路，都能讓他們死後復活……。他們無

法接受有病的找祂、犯鬼的找祂、傷心的找

祂、不平安的找祂，不管甚麼事找祂，都能

得到醫治與釋放；甚至風聞祂平靜風和海，

又聽聞祂用了「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再

用「七個餅、幾條小魚」餵飽四千人……。

耶穌做的好事越多，他們恨得越烈，

「嫉妒」在他們心裡翻滾攪動，一刻不得停

歇，暗自埋下殺機，最終付諸行動，釘死彌

賽亞。但他們不知道若非耶穌自己願意，沒

有人可以把祂釘上去，他們因嫉妒所衍生而

來的罪，竟成就了神的旨意，但也逃脫不了

自己所犯的罪行。

主耶穌是世界的光，祂來到人間，就

像「光照在黑暗裡，但黑暗卻不接受光」

（約一5）。因為「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

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

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

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約三19-

20）。那些嫉恨耶穌的人，就是作惡的，作

惡的人不只不願意來就光，還恨光，乃因懼

怕他作惡的行為，會因見光而受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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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生出惡果

只要是人，都會嫉妒別人，也都被人嫉

妒過。因自始祖犯罪，罪從一人入了世界

（羅五12），人性就存在著「嫉妒」這種

罪，只是「嫉妒」的深度各有不同。有人幾

乎不嫉妒別人，就像掃羅的兒子約拿單，他

不只不嫉妒大衛這個威脅著他王位的人，還

非常愛慕大衛。但他的父親掃羅就與他截然

不同，十分善妒，一生嫉妒大衛，為嫉妒所

苦。

嫉妒別人的人，心裡非常不快樂，縱使

包裝掩飾，內心還是飽受折磨，不得平靜。

如果嫉妒的情緒只是放在心裡，沒有做出加

害別人的事情，一生苦的是自己，不致被神

責打，例如利亞與拉結。但如果因為嫉妒別

人，做出傷害別人的事情，終究逃不過神的

責罰。例如該隱被神咒詛，從此不再得見神

面，終生流離漂蕩在地上（創四12）；米利

暗被神懲罰得了大痲瘋（民十二10），別看

約瑟的哥哥們好像沒被神懲罰，事實上，他

們一生良心不安，不得平安、釋放，一直害

怕約瑟會在父親雅各死後報復他們（創五十

15-18），就是一種極大極苦的懲罰了。還

有那些嫉妒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又嫉妒他

被王重用成為三總長之一而欲加害他的人，

最後反是自己與妻子兒女被丟入獅坑，被獅

咬碎（但六24）。

通常嫉妒心強的人往往事事好勝，不但

見不得別人好，還經常以謠言中傷別人，或

想辦法來壓倒別人，以期阻止別人的發展來

減輕嫉妒之苦。久而久之，再也沒有人想與

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禁

食禱告的經驗。在禁食的期

間，有人會立下志願，有人會

為某些事情特別祈求。但，是

甚麼原因讓您想禁食禱告呢？

過程中是否有些考驗？也有

人說，禱告不能改變神，但可

以改變自己。您也是如此認為

嗎？在禁食禱告中，您是否已

獲得更多的造就？

禁
食
禱
告
的
經
驗

來稿請註明「主題徵文」

字數：2500

截稿日期：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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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覺真是苦啊，沒有人想嫉妒別人，但

卻還是會這樣，誰能救我們脫離這取死的身

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

脫離了。

保羅當年的體悟，今天也造就每一個願

意聆聽神言的人。所以，若想免除嫉妒之

苦，只有「不斷向神禱告」一途了！千萬不

要像掃羅任憑嫉妒掌控他，終至無力回天。

當掃羅一路追殺大衛時，大衛曾有兩次

良機可以親手殺了掃羅。但因大衛敬畏神，

明白萬不可在神面前伸手殺害神的受膏者。

之為友，不但很難交到知心好友，恐怕連一

般人對他都避而遠之，徒陷自己於孤獨落寞

之苦境。

克服嫉妒的方法

既然嫉妒已存在於人性中，就算否認也

只是自欺欺人，不如正視它的存在，並治服

它。個人以為對付嫉妒最好的方法就是「跟

神禱告」，求神幫助我們戰勝嫉妒，並將嫉

妒拿走。因為只有神的大能與幫助，聖靈的

更新與潔淨，才能救我們脫離取死的肉體，

不再受嫉妒控制！

沒有人喜歡嫉妒別人，但因罪性，人類

就是會不由自主地嫉妒別人，那樣的狀況就

像保羅所說：「因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

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所恨惡的，

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

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

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

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

去做。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

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我覺得有個

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

在。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

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

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

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

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

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

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羅七15、18-

25）。保羅所說，真是一針見血，完全點破

人類被各種內心之罪捆綁的苦。比如嫉妒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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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就好，不要老是與別人比較，免

得落入魔鬼的圈套，一不小心就又生發嫉妒

之心。

還有就是積極參與各種學習或活動，當

自己有許多事情忙碌時，比較無暇嫉妒別

人。只有讓自己過得充實、積極，嫉妒的毒

素也較不會在心裡孳生、蔓延，而老是對別

人的成就有「酸葡萄」的反應。

教會當避免嫉妒紛爭

一般而言，人們不會嫉妒與他無關的

人，因為這些人，縱使各方面條件再好、表

現再優秀，對他總不致構成影響或威脅，何

來嫉妒之有。但人們一定或多或少會嫉妒在

他周圍的人，特別是此人處處比他成功、活

躍時，就很容易落入嫉妒的陷阱。這種嫉妒

的心態，甚至常常發生在教會的服事上，縱

使靈性再好的人，也難勝過嫉妒的試探，不

可不慎！

保羅曾在《腓立比書》一章15節說過：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有的是出於

好意」，可知教會確實存在著嫉妒、紛爭這

種事。當時的教會，有人因嫉妒保羅被神重

用，充滿屬靈能力，即故意懷疑保羅使徒的

身分，並藉著標榜自己屬誰、別人屬誰來結

黨紛爭。可見當人一開始嫉妒別人，連「傳

福音」這種美事，都可被用來包裝其嫉妒的

動機。

從保羅所言，當可明白今日教會若有紛

爭，追溯到源頭還是「嫉妒」二字。我們

一定要謹記保羅提及的事，不只不要嫉妒別

掃羅知道後，也曾大大後悔自己一直無故尋

索大衛的性命，很不應該（撒上二四、二六

章）。可見掃羅也有良心發現的時候，無奈

掃羅天性善妒，拗不過嫉妒心作祟，一直陷

在嫉妒的牢籠裡。

掃羅內心這種隨著嫉妒起舞，善與惡反

反覆覆交戰的情緒，就像保羅在《羅馬書》

所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

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

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

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

的罪做的。」我相信掃羅也知道嫉妒別人不

好，更清楚嫉妒大衛讓他一生好苦，但他沒

有靠神克服嫉妒，反而利用他當國王的權

勢，一路追殺大衛，一生成為嫉妒的奴隸，

注定敗亡，多麼可惜。今日，身為後輩的我

們一定要引以為鑒，謹記：嫉妒別人又加害

別人的人，絕對沒有好下場！

當自己一有嫉妒的情緒，除了趕快跟神

禱告，求神幫助我們戰勝它，平常也要心理

建設，培養豁達開闊的人生態度。我們當時

刻告訴自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強

中自有強中手」，不管自己再優秀、再有能

力，永遠會遇到比自己更傑出、更有才華的

人。聖經《腓立比書》二章3節勉勵我們：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

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只有

願意看別人比自己強，才能免去嫉妒之苦，

又不致失了自信。千萬不要嫉妒比自己更棒

的人，反要欣賞他們，以他們為標竿，學習

他們的優點與長處來改善自己的缺點與短

處，或許有一天還能迎頭趕上。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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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還要靠著聖靈的大能與更新，釘死自己

嫉妒的罪！因為聖經說：「治服己心的，強

如取城」（箴十六32），當人靠神治服嫉妒

之心，在神看來還強如取下一座城！

神給每人的恩賜不同，各有所用，我們

互為肢體，同心同工擊退魔鬼都來不及了，

怎能嫉妒紛爭、結黨相害，大損基督精兵的

實力！所以，在教會裡絕對不要嫉妒誰比較

有恩賜、誰蒙神重用、誰蒙神啟示，誰做了

榮耀的聖工等。所有聖工在神眼裡都一樣尊

貴，神只看人的內心與動機，我深信一個柔

和、謙卑，願意掃教會廁所的人，其做工

的價值在神眼裡，還遠比一個心存驕傲在講

台上講道的人所做的更討神喜悅，更蒙神記

念！

結語

我們若知嫉妒心理有百害而無一利，就

要學著時刻警醒對付它，讓它在心中無所遁

形。不然其所引發的不良情緒，還會大大降

低學習或工作的效率，甚至影響身心健康。

常常有人覺得「嫉妒」就是「羨慕」，

其實這是兩種不同的心裡狀態。「羨慕」

是一種建設性的正面情緒，當看到別人比自

己優秀，或擁有的先天後天條件比自己好，

「羨慕」會帶來欣賞與歡喜，或以他為師，

或以他為標竿，激勵自己跟他學習，一步步

追上他。但「嫉妒」就不一樣了，那是一種

破壞性的負面情緒，當發現別人不管哪一

方面都比自己好時，內心會仇視、怨恨、痛

苦，然後開始在心裡排擠他、否定他，希望

他走向失敗，甚至以造謠來中傷他，或以挑

剔、誣陷、設謀等實際行動來傷害他。小心

羨慕可昇華為敬愛，亦會轉變成嫉妒，全在

人的一念之間。所以，《箴言》四章23節

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就是提醒我們要

隨時保守我們的心，千萬不要嫉妒別人，因

為嫉妒不會帶給我們任何好處，只會帶來破

壞與痛苦。

通常看到惡人健康亨通，總讓我們有理

由發出不平之鳴、生出嫉妒之心。就如《詩

篇》七十三篇3-5節所說：「我見惡人和狂

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他們死的時候沒有

疼痛；他們的力氣卻也壯實。他們不像別人

受苦，也不像別人遭災。」但聖經卻勸我們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

義的生出嫉妒」（詩三七1）。如果連這種

好像「合理的嫉妒」，神都一再教導我們不

可、不要，那其他狀況下的嫉妒就更不用說

了。

《傳道書》九章6節說：「他們的愛，

他們的恨，他們的嫉妒，早都消滅了。在

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們永不再有分

了。」人間的愛、恨與嫉妒終究歸於無有，

隨著生命結束都會消滅。人生苦短，當把握

時間過自己想過的日子，我們的心思意念若

一直定睛在嫉妒別人上，那就太不值得了。

願神幫助我們既接納自己，也欣賞別人，無

論何時何地都不嫉妒別人，永遠有顆開朗寬

闊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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