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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人生曠野，有主同行曠野，有主同行 太四 1 - 11

01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02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

前來 「 若 兒03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04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04耶穌卻回答說： 經上記著說：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05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

06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

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07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07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08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

09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10耶穌說：「撒但，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

當拜主 你的神 單要事奉他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11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從襁褓開始，耶穌已經進入生命的艱困：

太二耶穌出生不久 可能是 兩歲的時候 太二耶穌出生不久，可能是一、兩歲的時候，

面臨一個很大的威脅 – 大希律要把祂除掉，

造成了許多的孩子的命因此而失去造成了許多的孩子的命因此而失去

 馬太福音耶穌的第一句話：盡諸般的義，

第一個行動：接受浸禮，浸禮是代表苦難，第 個行動：接受浸禮，浸禮是代表苦難，

接受浸禮說的是耶穌認同我們的苦痛

踏進這個痛苦的人生裡，讓我們知道神與我們同在，踏進這個痛苦的人生裡，讓我們知道神與我們同在，

即便在痛苦當中，神依然藉著祂的兒子與我們同在，

這是在困苦當中、依然能夠實現上帝心意。這是在困苦當中 依然能夠實現上帝心意

這是 馬太福音 所說的「義」，通過這句話、這個行動，

意識地很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界上意識 很 道自 為什麼要來到這 界

走進祂的生命的旅程的裡面、與匍匐而前的人一起同行

這就是 第一章所說的以馬內利的意思，

只有祂的同行同伴，才能夠把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與人同行的神子耶穌基督，

必定能夠體會人在選擇背後的掙扎必定能夠體會人在選擇背後的掙扎：

究竟要屬於神、以神為神？

還是要非神還是要非神 –
以自己或自己的野心、價值、想法成為神呢？

這是所有的人類常常面對的一種的苦楚。這是所有的人類常常面對的 種的苦楚

耶穌進入人生命當中，當然也要體會這樣的掙扎、難處了，

這種的挑戰，連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也不能例外。這種的挑戰 連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也不能例外

舊約聖經一開始的始祖，也不能例外地面對這樣的挑戰：

究竟要屬神、以神為神呢？究竟要屬神 以神為神呢？

還是要非神、以自己為神呢？

蛇就曾經這樣試探神的兒子亞當：蛇就曾經這樣試探神的兒子亞當

創三5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這是人第一個非神的企圖、非神的行動，這是亞當。



可是以色列人總體來講，都稱為是神的兒女，也一樣啊…
他們不就曾在曠野四十年 掙扎於屬神 非神的選擇嗎他們不就曾在曠野四十年，掙扎於屬神、非神的選擇嗎？

有些時候他們以神為中心，就好好地跟從、

好好地來預備自己 進入應許之地好好地來預備自己，進入應許之地

有些時候他們非神，以自己的野心、看法、喜好，

來決定生命的次序，那個時候他們活在苦痛當中來決定生命的次序，那個時候他們活在苦痛當中

又比方說：如果食物比一切都重要，以色列人就會問了…
那為什麼不能以應許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的那為什麼不能以應許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的

巴力為神呢？因為牠應許的就是這個。

在我們的處境當中就可能用另外 種情勢出現在我們的處境當中就可能用另外一種情勢出現…
如果我的擁有比一切都重要，為什麼我要顧及他人呢？

如果我的安危、順逆，是宇宙的中心，如果我的安危、順逆，是宇宙的中心，

那既為神兒女的身分，就不應該有折磨、痛苦，

無論怎麼胡扯瞎幹，都會遇險轉安、逢凶化吉的無論怎麼胡扯瞎幹 都會遇險轉安 逢凶化吉的

這是一種非神的生命，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為量度。

如果以我為中心，在應許我的權勢、財富、光輝、強大的面前，

其餘的 切 甚至包括神其餘的一切、甚至包括神，

是不是有點抽象、不切實際呢？

一個生命當他不再以神為神的時候，一個生命當他不再以神為神的時候，

是可以非常急速地下墜的，

而且那個結果，也是可以非常非常的可怕的！而且那個結果，也是可以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耶穌面對的是四十天、以色列人面對的是四十年，

甚至不僅僅是以色列人的事情，甚至不僅僅是以色列人的事情，

被造的人類，不論是個人、族群，有、沒有宗教信仰，

誰能免於屬神、非神的選擇呢？誰能免於屬神 非神的選擇呢？

誰不曾在艱困缺乏的時刻告訴、稟告神明、精靈鬼怪，

按我的方式和期望解決我的問題呢？按我的方式和期望解決我的問題呢？

有很多的朋友在極度艱難的時候，就藥石亂投了，

見佛必拜、見什麼都拜，見佛必拜 見什麼都拜

反正解決我的問題，把我的要求、需要解決。

在屬神和非神之間，有時非神的呼聲是來得非常讓人動心的…

耶穌在曠野受試探的記載，如果我們讀得細一點，

四十天在曠野受試探的記載，

應該比真實還要真實、比歷史還要真實，

它不僅僅是二千年前在巴勒斯坦的某個曠野發生的事情

是人類過去 現在 將來的寫照是人類過去、現在、將來的寫照，

過去始祖亞當不就是屬神、非神的選擇嗎？

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曠野裡 不是屬神、非神的選擇嗎？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曠野裡，不是屬神、非神的選擇嗎？

今天有多少人在屬神、非神之間的選擇呢？

是每天、每一個角落，所有人都會遇到的選擇、挑戰是每天、每 個角落，所有人都會遇到的選擇、挑戰

第一個，把石頭變成麵包，食物是基本的需要，

連耶穌也不認為人不需要食物，如果祂認為食物毫不重要，連耶穌也不認為人不需要食物，如果祂認為食物毫不重要，

就不會以五餅二魚餵飽幾千群眾

看到很多的人餓著肚子來聽祂講道的時候，看到很多的人餓著肚子來聽祂講道的時候

祂大概就說：食物不重要，回去吧、回去吧！

祂把五餅二魚變成許多的份量，使得幾千的人能夠飽足，

且這個是 個福音書都有記載的 當然有它深層的意義而且這個是四個福音書都有記載的，當然有它深層的意義。

不過最表面的意義、讓我們看得到的就是：

耶穌肯定人生理上的需要，可是不能成為生命的中心。耶穌肯定人生理上的需要，可是不能成為生命的中心。

以食物為生命首要和中心，

就算吃飽了，為了想到如何囤積、就算吃飽了，為了想到如何囤積、

以確保自己更飽，有時就不在乎別人餓了。

耶穌引用聖經說：耶穌引用聖經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說的話。」

祂沒有否定食物的重要、沒有否定我們生理上面的需要祂沒有否定食物的重要 沒有否定我們生理上面的需要

祂只是讓我們知道一個事情：

不要讓這些生理的需要成為生命的中心不要讓這些生理的需要成為生命的中

它是重要、可是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如果你把這個不是最重要的變成最重要的東西，如果你把這個不是最重要的變成最重要的東西

為了保持、擁有、囤積這個東西，不惜犧牲其他的人。



的確，我們睜眼看這世界，發現有一些人

已經非常富有 不過他就容不下別人能夠吃飽 頓飯已經非常富有，不過他就容不下別人能夠吃飽一頓飯

已經賺了非常多的錢，可是他就不容許他的下屬 –
一些很低微的勞工，多賺一毛錢、一塊錢一些很低微的勞工，多賺一毛錢、一塊錢

為了確保自己擁有的是最多、最大，不惜犧牲其他的人，

這是一種非神的生活，他不一定是不相信神，這是 種非神的生活，他不 定是不相信神，

而只是把其他的東西，放在他的生命當中成為首位，

這個東西取代了神在他生命裡面核心的位置。這個東西取代了神在他生命裡面核 的位置

魔鬼把耶穌帶到殿頂叫祂跳下來，甚至引用聖經 –
天使一定會為了你、保護你，免得你的腳碰到石頭上面。天使 定會為了你 保護你 免得你的腳碰到石頭上面

可是耶穌對魔鬼說、其實也是對我們說：作為神的兒女，

不代表對自己的決定、生命可以不負責任，不代表對自 的 生命 不負責任

更多時候，我們需要有辨識力、思考的能力，

而不是用自己一己的想法、慾望當作禱告，

把自己的決定當作是神的應許。

既然你應許我的腳不會碰在石頭上，那我就跳下來啊，

這是你的應許啊 聖經這樣講這是你的應許啊，聖經這樣講。

那個是不思考、不辨識的、其實是一種非神的生命展現：

用自己的想法 代替神的心意 強加於上帝的應許裡用自己的想法，代替神的心意、強加於上帝的應許裡

把自己的決定當作神的應許，開一張支票卻要神來結帳，

並且勇敢地宣告「神必負責」！勇敢和愚昧只差一線，並且勇敢地宣告 神必負責」！勇敢和愚昧只差一線，

不能斷章取義地使用聖經、浪漫化我們愚蠢的決定

所以耶穌引用聖經說：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所以耶穌引用聖經說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

有時我們的決定好像很勇敢、好像很相信上帝的應許，

其實想一想：是不是在試探主、我們的神呢？其實想 想：是不是在試探主 我們的神呢？

就好像魔鬼引用聖經來試探耶穌一樣。

如果耶穌栽下來，就沒有辨識的能力、不會思考，如果耶穌栽下來 就沒有辨識的能力 不會思考

把自己的想法，換成是上帝開出的支票，

上帝必須要兌現、一定要負責。

這是一種非神生命的、愚蠢的一種展現！

魔鬼應許祂的是萬國的繁榮，

如果用今天的講法就可能是如果用今天的講法就可能是

權勢、榮華、高薪、厚祿、名聲、成功，

另外一方面就是「以神為神 。另外一方面就是「以神為神」。

我們這邊所講的東西都不一定是錯，問題是

如果這些東西成為我們生命的中心，如果這些東西成為我們生命的中心，

我們崇拜以它為主、以它為神的話，

這些東西會成為我們下墜的沙石！這些東西會成為我們下墜的沙石！

如果你以名聲、成功，成為你生命的中心的話，

你會不惜一切爭取更多的名聲、更大的成功，

那個結果可能是很嚇人！

馬太記下這個來，也讓讀者你我知道 –
生命的次序是什麼？

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

離開了約旦河，耶穌走進的是曠野，

不僅僅是曠野 其實是人生 我們的人生不僅僅是曠野，其實是人生、我們的人生。

祂面對魔鬼的試探，就好像我們所有人

每天在生活當中 都面對試探 樣每天在生活當中，都面對試探一樣

主耶穌孤獨地面對試探，經過了這些、

勝過了這些，祂要與我們一起面對試探勝過了這些，祂要與我們 起面對試探

你還記得第一集時，有一句是 馬太福音 很核心的經文 –
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

祂要把祂的百姓從罪惡裡面救出來。

其實我們的人生就像是曠野，其實我們的人生就像是曠野

我不知道你在怎麼樣的處境當中，

是很基本地就希望圖一碗飯吃飽呢？是很基本 就希望圖 碗飯吃飽呢？

還是面對的是萬國繁榮的引誘？

還是你很有信心地去做一些的事情，覺得是上帝應許的，

不過你沒有好好地思想、禱告、辨識？



今天的經文的好消息就是：

在曠野裡我們看到這位主耶穌基督在曠野裡我們看到這位主耶穌基督，

祂經過我們的道路、走在我們的前面

遇見我們現在遇見的試探，知道我們的難處遇見我們現在遇見的試探，知道我們的難處

要與我們同心、賜給我們力量去面對這一切，

以馬內利，祂與我們同在！以馬內利，祂與我們同在！

在曠野人生裡面，有主與我們同行，

這是一個真正的福音。這是 個真正的福音

有時候我們還是可能會餓著肚子的，

有時候我們還是不太為人所知道、為人所稱許的，有時候我們還是不太為人所知道 為人所稱許的

有時候我們信仰的生活、經歷，看起來還是

挺不能夠很有力量、恩賜、才幹，挺不能夠 有 量 賜 才幹

不像有些見證是如何地得勝、經歷神蹟奇事，

我們還是經過很多很多的艱困

這是人生曠野的一個真實的寫照…

就算是一個人真的飽足，他的心靈還是可能非常飢餓的，

個看起來是非常有多多的神蹟跟隨他一個看起來是非常有多多的神蹟跟隨他，

他的生命還是可能是非常脆弱的。

我們要的、確認的，就是在曠野的人生裡，主與我們同行，我們要的、確認的，就是在曠野的人生裡，主與我們同行，

在飽足時，我們學會與別人分享

在飢餓時，我們學會如何地以上帝的話語成為勉勵在飢餓時，我們學會如何地以上帝的話語成為勉勵

當榮華時，我們學會如何地珍惜、如何與別人分享、

如何地能夠帶來其他的人更多的福氣如何地能夠帶來其他的人更多的福氣

當我們沒有這些時，能夠不亢不卑的、堅忍地守住崗位

就好像保羅說：無論在怎麼的處境都學會了，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無論我們的生命是經歷很多的神蹟、非常的光輝，無論我們的 命是經歷很多的神蹟 非常的光輝

還是一個又一個的是苦難、艱困，重要的是主與我們同行。

你的人生是在哪個光景呢？是在溪水旁、青草地、曠野，

無論在哪裡，希望你知道、經歷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行同在。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你藉著你自己的兒子、來到我們當中與我們同行，

所以無論我們的人生的光景是如何，

在青草地、或在溪水旁、甚至在曠野當中，

我們都知道，每天我們都面對很多的選擇、

誘人的選擇、甚至試探。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定睛仰望耶穌基督，

靠著祂賜給我們的力量 智慧和同行靠著祂賜給我們的力量、智慧和同行，

我們知道怎麼樣過每天的日子。

我們在過的時候 不僅僅要學像你我們在過的時候，不僅僅要學像你，

要學像你對那些困難的人

那種憐憫、那種的關愛。那種憐憫 那種的關愛

我們這樣的禱告、立志，

是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是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