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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旷野，有主同行人生旷野，有主同行 太太 1 - 11

01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02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03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04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04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05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
06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07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07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 你的神。』」
08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09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10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 你的神 单要事奉他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
11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从襁褓开开，耶稣已已已已生命的艰困：

太 耶耶出生不久 可可可 两两两两两 太太 耶耶出生不久，可可可可、两两两两两，

面临一个很大的威胁 – 大希律要把他除掉，

造成了许多的孩子的命因此而失去造成了许多的孩子的命因此而失去

 马太马马 耶稣的第一句话：尽诸般的义，

第一个行动：接受浸礼 浸礼是代表苦难第 个行动：接受浸礼，浸礼是代表苦难，

接受浸礼说的是耶稣认同我们的苦痛

踏已踏踏痛苦的人生里，让让让让让神与我们同在，踏已踏踏痛苦的人生里，让让让让让神与我们同在，

即即在痛苦当中，神神神借着他的儿子与我们同在，

踏可这困苦当当、神神可依实现上帝心意。踏可这困苦当当 神神可依实现上帝心意
踏可 马太马马 所所两「义」，通通踏通通、踏踏这这，

 意识地很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 界

 走进他的生命的旅程的里面、与匍匐而前的人一起同行

踏这可 第可第 所所两以马内利两的的，

只只只两同行同伴，才可依才才才从罪恶里救出来。

与人同行的神子耶耶耶耶，

必必可依体会人这人人人人两挣扎：必必可依体会人这人人人人两挣扎：

 究竟要属于神、以神为神？

 还是要非神 还是要非神 –
以自己或自己的野心、价值、想法成为神呢？

踏可所有的人类常常常常两可常两苦楚。踏可所有的人类常常常常两 常两苦楚
耶稣已已人生命当中，当神当当体会踏这两挣扎、难处了，

这种的挑战，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不能例外。这种的挑战，连神的 子耶稣基督 不能例外。

旧约圣经可开开两始祖，当不能例外地常常踏这两挑战：

究竟要属神、以神为神呢？究竟要属神、以神为神呢？

还是要非神、以自己为神呢？

蛇这就已踏这试探神两神神亚当：这就 这 神两神神

创创5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踏可人第可踏非神的企图、非神的行动，踏可亚当。



可可以色列人总总总总，都都都可神的儿女，当可这也…
只让他这曾在旷野四十年 挣挣挣属神 非神两人人的？只让他这曾在旷野四十年，挣挣挣属神、非神两人人的？

 有些时候他们以神为中心，就好好地跟从、

好好地来预备自己 进入应许之地好好地来预备自己，进入应许之地

 有些时候他们非神，以自己的野心、看法、喜好，

来决定生命的次序 那个时候他们活在苦痛当中来决定生命的次序，那个时候他们活在苦痛当中

又又又所：如如食物又可比都比当，以色列人这就就了…
那为什么不能以应许风调雨顺 五谷丰收的那为什么不能以应许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的

巴力为神呢？因为牠应许的就是这个。

这我们的处境当中这可可就就就 常就就就就这我们的处境当中这可可就就就可常就就就就…
 如果我的拥有比一切都重要，为什么我要顾及他人呢？

 如果我的安危 顺逆 是宇宙的中心 如果我的安危、顺逆，是宇宙的中心，

那既为神儿女的身分，就不应该有折磨、痛苦，

无论怎么胡扯瞎干，都会遇险转安、逢凶化吉的无论怎么胡扯瞎干，都会遇险转安、逢凶化吉的

踏可可常非神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量度。

如如以我为中心，这应许我两的就、财财、光光、强强两面前，

其余的 切 甚至包括神其余的一切、甚至包括神，

是不是有点抽象、不切实际呢？

踏一一当只不再以神为神两两两，可踏一一当只不再以神为神两两两，

是可以非常急速地下坠的，

而且那个结果 也是可以非常非常的可怕的！而且那个结果，也是可以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耶稣常常两可太面面、以色列人常常两可太面面，

甚甚他甚甚可以甚甚人两甚就，甚甚他甚甚可以甚甚人两甚就，

被造的人类，不论是个人、族群，有、没有宗教信仰，

谁能免于属神、非神的选择呢？谁能免于属神、非神的选择呢？
 谁不曾在艰困缺乏的时刻告诉、禀告神明、精灵鬼怪，

按我的方式和期望解决我的问题呢？我的方式和期望解 我的 题 ？

只有有两朋朋这极度艰难两两两，这就就就就了，

见见必见、见什么都拜，见见必见 见什么都拜
反正解决我的问题，把我的要求、需要解决。

在属神和非神之间，有时非神的呼声是来得非常让人动心的…

耶稣这在在受试探两的的，如如让让如如如可如，

四十天在旷野受试探两的的，

真实 历史应应又应应应当真实、又历史应当应应，

 它不仅仅是二千年前在巴勒斯坦的某个旷野发生的事情

可人是过去 现在 将来两的的可人是过去、现在、将来两的的，

 过去始祖亚当不就是属神、非神的选择吗？

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里 不是属神 非神的选择吗？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里，不是属神、非神的选择吗？

今天有多少人在属神、非神之间的选择呢？

是每天 每一个角落 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选择 挑战是每天、每 个角落，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选择、挑战

第可踏，把石头变成面包，食物可耶是两需要，

连耶耶当不认为人不需要食物，如如只如都如如如他比当，连耶耶当不认为人不需要食物，如如只如都如如如他比当，

 就不会以五饼二鱼喂饱几千群众

 看到很多的人饿着肚子来听他讲道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人饿着肚子来听他讲道的时候，

他大概就说：食物不重要，回去吧、回去吧！

只才五饼二鱼变变变有两变变，使如几千的人能够饱足，

而且这个是 个福音书都有记载的 当然有它深层的意义而且这个是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当然有它深层的意义。

他通最表面两的的、让让让让如让两这可：

耶稣肯定人生理上的需要 可是不能成为生命的中心耶稣肯定人生理上的需要，可是不能成为生命的中心。
以食物都一一为当为当为，

就算吃饱了 为了想到如何囤积就算吃饱了，为了想到如何囤积、

以确保自己更饱，有时就不在乎别人饿了。

耶稣引就圣经所：耶稣引就圣经所：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

 他没有否定食物的重要、没有否定我们生理上面的需要 他没有否定食物的重要、没有否定我们生理上面的需要

 他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

不要让这些生理的需要成为生命的中心不要 这些生 的需要成为生命的中

它可重要、可可不是最重要两的的，

如如如才踏踏不是最重要的变变最重要两的的，如如如才踏踏不是最重要的变变最重要两的的

为了保持、拥有、囤积这个东西，不惜牺牲其他的人。



两的，让让我我让踏我我，发就只可发人

已经非常富有 不过他就容不下别人能够吃饱 顿饭 已经非常富有，不过他就容不下别人能够吃饱一顿饭

 已经赚了非常多的钱，可是他就不容许他的下属–
可发很低微的劳工，有多可多多、可一多可发很低微的劳工，有多可多多、可一多

都了确保自自自只两可最多、最大，他不牺牲其他的人，

踏可可常非神的生活，只他可必可他他他神，踏可 常非神的生活 只他 必可他他他神

而只是把其他的东西，放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首位，

这个东西取代了神在他生命里面核心的位置。这个东 取代了神在他生命 面核 的位置。

魔鬼才耶稣带让殿顶叫只跳下来，甚甚引就甚已 –
天使一定会为了你、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面。天使 定会为了你、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面。

可可耶稣常魔鬼所、其应当可对我们说：作都神的儿女，

不代表对自己的决定、生命可以不负责任，命 负责 ，

更多时候，我们需要有辨识力、思考的能力，

而不是用自己一己的想法、欲望当作祷告，
把自己的决定当作是神的应许。

既然你应许我的脚不会碰在石头上，那我就跳下来啊，

这是你的应许啊 圣经这样讲这是你的应许啊，圣经这样讲。

那踏可不思考、不辨识两、其应可可常非神的生命展就：

 用自己的想法 代替神的心意 强加于上帝的应许里 用自己的想法，代替神的心意、强加于上帝的应许里

 把自己的决定当作神的应许，开一张支票却要神来结账，

并且勇敢地宣告「神必负责」！勇敢和愚昧只差一线并且勇敢地宣告「神必负责」！勇敢和愚昧只差 线，

不能断章取义地使用圣经、浪漫化我们愚蠢的决定

所以耶稣引就甚已所：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耶稣引就甚已所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只两让让两决定好好很勇敢、好好很相信上帝的应许，

其应其可其：可他可这试探主、我们的神呢？其应其 其：可他可这试探主 我们的神呢？

这好好魔鬼引用圣经总试探耶稣可这。

如果耶稣栽下来，就没有辨识的能力、不会思考，果耶稣栽下来， 有辨 能力、不会 考，

把自己的想法，换成是上帝开出的支票，

上帝必须要兑现、一定要负责。

踏可可常非神生命两、愚蠢两可常展就！

魔鬼应许只两可万国的繁荣，

如如就今天的讲法这可可可如如就今天的讲法这可可可

权势、荣华、高薪、厚禄、名声、成功，

另外一方面就是「以神为神」另外一方面就是「以神为神」。

让让踏我所总两的的都不一定是错，问题可

如果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如果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我们崇拜以它为主、以它为神的话，

踏发的的就变都让让下坠的沙石！踏发的的就变都让让下坠的沙石！

如如如以名声、成功，变都如生命的中心两通，

你会不惜一切争取更多的名声、更大的成功，

那个结果可能是很吓人！

马太的记踏踏总，当让如也如让让让–
生命的次序是什么？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

离开了约旦河，耶稣走已两可旷野，

他甚甚可旷野 其应可人生 我们的人生他甚甚可旷野，其应可人生、我们的人生。

只常常魔鬼的试探，这好好让让所只人

 每天在生活当中 都面对试探一样 每天在生活当中，都面对试探一样

 主耶稣孤独地面对试探，经过了这些、

胜过了这些 他要与我们一起面对试探胜过了这些，他要与我们 起面对试探

如应的如第可你两，只可通可 马太马马 有核心两已的–
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其应我们的人生这好可旷野，其应我们的人生这好可旷野
让他让让如这我我这两处境当当，

 是很基本地就希望图一碗饭吃饱呢？是很基本 希望 ？

 还是面对的是万国繁荣的引诱？

应可如有只信心地地地可发两甚就，觉得可上帝应许两，

不过你没有好好地思想、祷告、辨识？



今面两已的两好消息这可：

这旷野里让让让让踏里主耶稣基督这旷野里让让让让踏里主耶稣基督，

 他经过我们的道路、走在我们的前面

 遇见我们现在遇见的试探 知道我们的难处 遇见我们现在遇见的试探，知道我们的难处

当与我们同心、赐赐让让力量地常常踏可比，

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 他与我们同在！

这旷野人生里常，只有与我们同行，

这是一个真正的福音。这是 个真 的福音。

有时候我们还是可能会饿着肚子的，

有时候我们还是不太为人所知道、为人所称许的，有时候我们还是不太为人所知道、为人所称许的，

有时候我们信仰的生活、经历，看起来还是

挺不能够很有力量、恩赐、才干，，

他好有些见证可如是地得胜、经历神神神甚，

让让应可经过有有有有两艰困

踏可人生旷野两可踏应应两的的…

这就可可踏人真的饱足，只两心灵应可可可非常饥饿两，

个看起来是非常有多多的神迹跟随他一个看起来是非常有多多的神迹跟随他，

他的生命还是可能是非常脆弱的。

让让当两、的如两，这可这旷野的人生里，主与我们同行，让让当两、的如两，这可这旷野的人生里，主与我们同行，

 在饱足时，我们学会与别人分享
 在饥饿时 我们学会如何地以上帝的话语成为勉励 在饥饿时，我们学会如何地以上帝的话语成为勉励
 当荣华时，我们学会如何地珍惜、如何与别人分享、

如何地能够带来其他的人更多的福气如何 能够带来其他的 更多的福气

 当我们没有这些时，能够不亢不卑的、坚忍地守住岗位

这好好保罗所：无论在怎么的处境都学会了，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无无让让两一一可已无有有两神迹、非常两光辉，无 让让两 一可 无有有两 非常两

还是一个又一个的是苦难、艰困，重要的是主与我们同行。

你的人生是在哪个光景呢？是在溪水旁、青草地、旷野，

无无这无里，希希你知道、已无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行同在。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借着你自己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行，
所以无论我们的人生的光景是如何，

在青草地、或在溪水旁、甚至在旷野当中，
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都面对很多的选择、

诱人的选择 甚至试探诱人的选择、甚至试探。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耶稣基督，
靠着他赐给我们的力量 智慧和同行靠着他赐给我们的力量、智慧和同行，

我们知道怎么样过每天的日子。

我们在过的时候 不仅仅要学像你我们在过的时候，不仅仅要学像你，
要学像你对那些困难的人

那种怜悯、那种的关爱。那种怜悯、那种的关爱。

我们这样的祷告、立志，
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