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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救赎历史第七部分。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

「不是单靠食物」。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要先跟你们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记载

在出埃及记第 16 章。 

 

当时，上帝的百姓已在埃及当了四百年的奴隶。上帝用祂的大能将他们从为奴之地救出

来，这个过程可真不容易，一连经过了十个灾难。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这个拯救的行动达

到最高潮。最后，上帝将以色列人全部从埃及带出来了。但是，没有多久，埃及的军队就

在后面穷追不舍。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红海边。在前面无路可走，后有追兵的情况下。

耶和华竟然用大东风，使红海的水分开，在海中出现一条干路。以色列人全部下到海中走

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然而，跟着以色列人下到红海的埃及军队，却全被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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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上帝行奇事使百姓脱离埃及，得到自由。之后，他们进入了西

奈旷野。很快的，他们发现食物不够吃，水不够喝了。他们就开始嚷嚷，「我们要去哪找

吃的？找喝的呢？」说着说着，就开始抱怨起来了。他们开始则责备摩西和亚伦，甚至埋

怨起上帝。他们说，「我们没有食物，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

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耶和华把我们带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然而，上帝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 4 节回答他们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第二

天早上，当他们起来，从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看见地上满是上帝所赐的吗哪，上帝对他

们说，「每天收每天的分，不要多取多留，不需要贮存，因为次日清晨我必有新给你们

的，第三日也一样，接下来的每天都一样。」耶和华按祂的话日日如此行，四十年如一

日，上帝天天供应他们。他们不需要揉面团，不需要耕作，上帝按着祂的丰富，天天供养

他们。这就是我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什么让我们赖以维生，真正供养我们的是

什么？ 

 

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路加福音 4：

4）请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请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翻到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不过，我们主要要查考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先藉由其他的经文，带

领你进入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圣经的第二卷书，请翻到第十六章。

上帝要我们成为每日清晨寻求祂的人，并学会如何行在祂的旨意中。 

 

我要请你来看这段经文。我希望上帝的话能在你心里产生连结。刚刚我跟你说了吗哪的故

事。上帝用吗哪来喂养在旷野里飘流的百姓。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上帝为什么要带以

色列百姓进入旷野，又安排这样的方式来喂养他们，从天上降下吗哪。 

 

我们要来看三处经文。我建议你把其中几节经文划下来。我要用三处经文，慢慢引入提摩

太后书第三章。好让你能清楚明白上帝在百姓当中的作为。好，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 4

节，「耶和华对摩西说」，那时百姓因为缺粮，大发怨言，「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

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分，我好ĺ』」，注意，这里指出上帝

的用意，「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上帝赐下吗哪的目的是在试验百姓，要藉此教导他们遵行祂的律法，并单单倚靠祂的供

应，日日信靠祂的话语，目的就是为了让百姓学会与上帝同行，坚信祂口中所出的一切

话，祂必供应他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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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请你往后翻。请翻到申命记第八章。申命记第八章。上帝天天以吗哪喂养百姓，四

十年来从不间断，使他们在旷野里得以存活，现在，我们看到申命记，这个时候，上帝的

百姓即将进入应许之地，进入那丰盛的粮仓，因此，我要请你特别用心聆听上帝怎么向百

姓描述祂的作为。我再度强调，请你特别思想，祂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从申命记第八章第 1 节开始读起，第 3 节是关键的一节。上帝对百姓说，「我今日所

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

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记念耶和华á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炼你，

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读到这里，是不是很像埃及记第十六

章第 4 节，「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接着第 3 节，「他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使你知

道」，最重要的关键出现了，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

的一切话。」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飘流四十年，上帝要教导他们的主要功课就是，学会

全然倚靠祂的话，胜过倚赖食物，祂要百姓认识仰望祂的话，倚靠祂的供应，强过倚靠食

物。 

 

好，我们接着看第三处经文。请跟我翻到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请你翻到第四

章。刚刚在旧约，上帝点明了祂要教导百姓的目的，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这里

提到耶稣事奉的开始。在耶稣开始传道之前，他曾经在旷野四十天，接受撒旦的试探。当

时，耶稣来到旷野，在那里禁食四十昼夜，（连续四十天都没有吃东西），如第四章第 1

节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是不是跟上帝把百姓领到旷野很像，现在，上帝

的儿子也被带到旷野，在那里，受魔鬼的试探。第 2 节说，「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

了。」四十天没吃东西，肚子绝对会非常饿。第 3 节，「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

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这话引自哪里呢？就是申命记第八章第 3 节。祂对撒旦、对仇敌说，「这四十天来，

使我存活的力量，远比满足身体需求的食物来得强多了，我活着，乃是靠我父口里所出的

一切话。」因此，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呢？对我们这群不单靠食物而活的基督徒有何等的

意义呢？面包，非常具体的食物，我们把它吃进肚子里，支撑我们的身体，人每天对食物

都有一种渴望，一种欲求。如果你有一餐没有吃，就会开始想，从现在开始后的二、三个

小时内，你就会开始想找东西吃了，一天里对食物的渴望总会发生好几回，而且一逮到机

会，你就会不停的吃吃吃。我们被造与生俱来具有这样的需求，然而圣经上却说，在我们

里面还有一种更深的需要。这种需要远远超过我们对食物的需要。对我们的生命而言，它

比三餐都还来的重要，那就是我们极需要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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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需要领我们进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也就是我们这一堂课要来探究的主题。提摩太

后书第三章，从第 14 节开始，我要用这段经文来向你解释「人活着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

的一切话」这句话的意思，让你了解这话如何成就。我们来听看看保罗跟提摩太说了些什

么。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时保罗不仅被下在监里，那段日子，也

是他生命的尾声，他即将为福音丧失自己的性命。当时保罗写下这些书信，那是他在生命

结束前留下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话。如果你的生命剩下没几天，你会写下什么？交待什

么？你会期盼确认什么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从第三章第 14 节开始，「但你所学习的，所

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

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

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为什么说「人活着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呢？首先，那表示上帝的话在我们当中

是至高重要的，比日常中对食物的基本需求更重要。食物对人来说，是世上最基本的需

求，最根本的欲望，这是人的本能，但是我们还有比这个更重要、更攸关生命的渴望，就

是对上帝话语的需求。这可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说明 。我提出当中的二个。 

 

首先，上帝的话在我们家中可说是最重要的。来看第 14 节，保罗怎么跟提摩太说呢？他

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再给你一个参

考，请你往回翻到本书的第一章，请看到第 5 节，保罗对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妮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指出，提

摩太的属灵生命是传递来的，先由他的外祖母罗以传到母亲友妮基，又传到他的心里，这

是一个属上帝家庭里的真理传承。 

 

此外，在申命记第十一章中上帝也提到，「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

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

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因此，我要格外提醒作父母的，千

万不要断了你儿女属灵的粮，不要让孩子在灵性上挨饿，做父母的，如果故意不给孩子食

物、让孩子忍饥挨饿，是一件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然而今天我要告诉你，比物质的食物更要重要的东西。我们的孩子还需要属灵的粮食，就

是上帝话语的供应。然而，如果我们不够警醒，对他们最急切的需求变得不痛不痒，那

么，即便你养了这个孩子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你只用物质的食物喂养

他，那么，他们最终的结局仍是下到阴间。因为，唯有属灵的食物能长久，唯有喂养以属

灵的食物才能叫他们能永生，使他们永远不至灭亡。所以，千万别使你的孩子丧失浸润在

上帝话语里的机会，让他们的属灵生命贫穷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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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圣诞节，我送给我儿子迦勒的圣诞礼物是一根棒球球棒和一个棒球手套。他拿到礼物

以后，立刻戴上手套，整天都舍不得脱下来。由于有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无法去外面打棒

球。但是，他吵着要在家里打棒球。那怎么可以呢。最后只好把球棒收起来，但是，他还

是继续戴着手套，非常的兴奋。我看了也很高兴，真的很有意思。但是，还有一件事是我

必须教我儿子的，就是如何在世界上挥棒、击出更好的球！我们都很清楚现在的文化，说

实在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作父母的总是不断受到迷惑，总是认为我们应该要让孩子十八

般武艺样样精通。孩子要擅长运动，乐于投入各项活动，还要培养各种才能和技艺。所

以，我们花上无数的时间、精力、金钱，尽最大的付出和努力，让他们在世上能高人一

等，但是，就算他们学有所成，最终的事实是，一切的成果都将被烧尽，化为乌有。因

为，我们忽略了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是否懂得运用上帝的话？ 

 

相对的，如果作父母的相信必须使上帝话语成为教养的核心，并且明白，此重责大任不能

全靠教会的牧者或主日学老师，或青少年团契辅导，或学校的老师们。各位爸爸妈妈们，

将上帝的话浇灌在孩子们的生命中是你最主要的责任，别叫他们饿着了，用上帝的话喂养

他们、喂饱他们。 

 

让提摩太家族的传承，也成为你们家生命的传承，成为你儿女生命中的一部份，那是只有

作父母的所能结出的美好果子。要高举看重上帝的话，明天早晨你用心为孩子预备早餐的

同时，别忘了更重要的，也要供应孩子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不仅在家中很重要，在教会更为重要。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提到，凡作教会

的领袖所当行的。我们来看下一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 2 节。当时保罗生命已经接近终

点了，保罗嘱咐提摩太说，「我要给你一个吩咐」，第 2 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

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如果你不这么

做的话，请看第 3 节，一起来读，「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

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 

 

上帝的话一定要成为教会追求的核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必然会用许多自以为式的

方法来运作教会。这样只会把弟兄姊妹带向灭亡的道路。忙碌很容易使我们变成这样。所

以，在教会里更需要看重上帝的话，无论牧师说什么，无论弟兄姐妹们告诫这个、督促那

个的，一切一切都必须要以真理为基础。如果我们离开了真理，我们所做的将不会带来任

何果效，只是白白浪费时间、一切都是枉然。唯有上帝的话能喂养我们，使我们得力，因

此，对家庭、对教会而言，上帝的话语都是至高重要的。 

 

其次，上帝的话语使我们成圣。成圣的意思是使我们得以追求圣洁，使我们越来越像基

督。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就能了解上帝的话能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一切的益处。首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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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话能拯救我们！上帝的话能拯救我们！第三章第 15 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

稣，有得救的智慧。」阿们。 

 

我必须要特别说清楚，「上帝的话能拯救我们」，指的是我们因信得上帝拯救的恩典。因

信得救，因信什么呢？因信祂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得救，不是凭着人的计划成就的，绝不

是，得救单单凭着上帝话语的彰显，我们需要信靠祂的话。罗马书第十章第 17 节说，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透过上帝晓谕我们的话，使我们蒙恩得

救。这样的认识影响非常大，你知道吗？就以教导教会的儿童来说，今天，我们会有一种

危险的倾向，为了使孩子们容易了解上帝的话，即便已经偏离圣经的原意，我们仍然会持

续创造出许多像「接受耶稣到你的生命中」，或「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或「用祷告文

祷告」等等之类的用语，这样的用语在圣经中是找不着的。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免得开始以我们自己的认知和想法来解释「救恩」、

「永恒的结局」这些重要的真理。是的，我们当然很希望能对人讲清楚、说明白，但千万

记着，一切都要以圣经为依归，紧紧相连，使用圣经上的话语，像「悔改」、「相信」，

这些都是清楚明确的。最后一点，我们总是想尽办法要让福音变得浅显易懂，让人先相信

我们的话，而非相信上帝的话，但是，要知道，唯有上帝的话才能成就救恩。 

 

圣经上说，「这位上帝全然圣洁，我们都因罪悖逆祂，反抗祂作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必在

罪中死。」这是圣经上说的。我们的一生不仅会不断犯错，不，我们还会死在罪中，我们

原是上帝愤怒的对象，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怒之子，应当受圣洁上帝的审判，然而上帝，竟

因祂的慈爱差祂的儿子来，道成肉身，又亲赴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

们该受的一切刑罚。祂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因此，凡认罪悔改，从罪中回转、

离弃老我、转而信靠耶稣的人，都将得救而有永生，这是多棒的一件事！ 

 

你不需要靠自己改变，这是我们要清楚分享的，全然是上帝自己领人得着救恩。如果你从

未信靠基督能赦免你一切的罪，我要请你认真聆听上帝的话，并相信祂的怜悯绝对能成全

在你身上。所以，是上帝的话拯救了我们，同时，也唯有上帝的话引导我们明白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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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说到，唯有上帝的话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真理引导我们，领我们得益处。这一点

对我们太重要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话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必须要学习正确的认识

上帝的话，我们必须要学习谨慎的运用上帝的话，不随意按自己的意思把真理给扭曲了。 

 

这是我们常常陷入的危险，不是吗？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让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反倒

去指教它？想想看，好比我们会说，「嗯，我不太喜欢这道理，跟我的习惯不符，按我的

想法，这个意思应该是怎么样，才比较符合我的状况，而不是要我去配合它。」亲爱的听

众朋友们，我们务必要学习如何正确的面对上帝的话，愿意让它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 

 

我记得我在我才念初中二年级，学校里有一场初中二年级的篮球校队的选拔赛，能加入球

队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酷弊了！所以，我心里也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又酷又炫的篮球队

队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的身高不够高，确实是一个小矮子，比同年级学生的平均身高

都还要矮。 

 

这样的先天条件在打篮球时可一点都不好玩，因为每次把球投出去，老是狠狠的又弹回

来，这让我很苦恼，我心里想「怎样才能进得了球队呢？」然后，有一天，这可是真实故

事哦！你听了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但我绝对没骗你，每个细节我都是据实以报的。好，发

生了什么事呢？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是跟圣诞节有关的内容，路加福音第一章第

37 节，上帝差天使向童女马利亚显现，告诉她，她要怀孕下耶稣的事。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 37 节说，「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好，大家都很清楚，那是

讲童贞女受圣灵感孕生子的事，但我却把它拿来运用在我加入球队的事情上，当时，我脑

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圣经上的经文就像从纸上飞起来，非常真实的窜到我心里，当下，我

直觉的反应是，「如果经上说的是真实的，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那就表示我也可以灌篮

啰！如果我可以灌篮，这样一来，教练肯定会选我加入球队的。我的意思是，130 公分的

矮个子，梦想自己能够灌篮？」 

 

于是，我放下手中的圣经，走到外面去，抓起篮球，我们家的车道上架了个球框，所以，

我跑到车道的最后面，要从那里起跑投篮，在弯下膝盖的同时，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

啊，我相信祢是大有能力的，一定能帮助我灌篮，因为在祢没有难成的事。」我希望每件

事都能顺顺利利的。我在心中不断的模拟灌篮的画面。我先仔细算着我的步伐，估计约离

篮下二呎之处，剩最后二步的距离时，闭着眼睛，然后跳起来投球，接着，天使把我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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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让我瞄准篮框，然后我把球灌进去，接着，整个人挂在篮框上，就像那些职业球员一

样。 

 

于是，我跑回车道的尽头，再次弯下膝盖时，我开始祷告。外头马路上的车子一如往常的

经过，路上的行人走来走去。我不断祷告，「上帝啊，我相信我做的到！」接着，我使劲

的跑，到篮下二呎前，我闭上眼睛，一跃而上，我能感觉左右二边有东西在那里，就在那

瞬间，我感到球框就在我面前。 

 

如果你那天正好经过我家，你会看到一个小孩子屈膝，好像在祷告，然后拼命的快跑，往

篮球框跳上去。结果还是没有灌篮成功。我非常用心了。但是这个结果是不是说，上帝的

话根本不管用？这段经文讲的是童贞女受圣灵感孕生子，而不是一个 130 公分高的初中二

年级男生梦想灌篮的故事。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们必须知道，绝对要明白，接受真

理的教导有多重要，要正确认识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必需接受上帝话语的教导，并且，

在受教的过程中，也使我们悔悟更新，这就是上帝话语所做成的工，使人能知罪悔改。因

此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 16 节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

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当我们开始转向使我们受益的真理，并赞美上帝时，就是祂的百

姓了。我们会对自己胡涂的行为感到忧心或亏欠，我们心里会很清楚，「哦！我弄糟

了！」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赞美、非常棒的改变。 

 

然而，我们都不喜欢认罪。我们心里想，「谁会喜欢为做过的事懊恼？或因为做错事而被

逮到的那种糟糕的感觉？」当然，如果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没做，那是再好不过了，但

是，我更希望你明白，上帝在使人知罪的事上赐给我们多大的恩典。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天

父，实在蒙福，每当我们软弱要脱轨时，祂总是实时把我们拉回来，使我们能行在正道

上。 

 

我想，大多数作儿女的，都会像我一样，非常感谢父母给予的爱的教育，让我从很小的时

候就开始认识，我们拥有一位超乎所求所想的天父，祂的话语从不落空，而且，每当我们

迷失时，祂总是竭力把我们拉回来。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上帝，没有寻求祂话语的喂养，那么，我们很快

就会开始迷失方向；还有，我们内心若缺乏上帝的话语，便缺乏那随时将我们从迷途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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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力量，因为，上帝的话语能叫我们儆醒知罪、能纠正我们，不仅能把我们从错误中拉

回，还引导我们往前行，为我们开路。如诗篇第 119 篇第 32 节说，「你开广我心的时

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上帝的话带领我们、引领我们。是的，它让我们知罪、

更新我们，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 21 节所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因此，如

果我们不懂得倚靠、活在上帝的话语中，必要后悔不已。 

 

好，我们刚说明了上帝的话能教导、唤醒和拯救我们，也要指教我们，使我们成义。噢，

这是上帝极美的计划。祂的话不仅要教导我们，更要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因着圣灵的

大能，上帝的话有超自然的能力，能改变我们的身心灵，与基督的样式合一。 

 

下一堂课，我们会针对这一点作更多说明，只是先让你有个基本的了解。我知道有许多听

众朋友们，目前正面对生活中各式各样难当的煎熬，你的问题在圣经里似乎找不到直接的

回答，它没有告诉你如何抢救离婚的危机，如何面对悲伤，如何教养青春期的孩子，如何

克服经济上的难关、万一你存款用尽了怎么办！ 

 

于是，在这样的光景中，试探产生了，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况，我们很难轻松的说，

「我为什么要坐下来读以色列民族和摩押人的历史。」我想我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我

要提醒你思考的是，圣经上的这些事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何相干呢？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以

色列民族和摩押人的历史，让我告诉你原因，因为，透过这些事能教导我们明白这位上帝

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并且，藉由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渴望都越来越像基

督，越来越被圣灵摸着，越来越敏锐，以至于你能靠着圣灵的同行，度过婚姻的风暴，或

坚强面对悲伤，并靠着圣灵的带领在亲职上做正确的判断，或走出财务困境。 

 

圣灵最棒的工作，莫过于更新我们，使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

而这正是上帝话语的工作，教导炼净我们，使我们走义路。所以，你要认识圣经的宝贵，

它训练我们、指教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 17 节所说的，「叫

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上帝的预备！ 

 

再以橄榄球做例子。有哪个橄榄球球员会在装备不足或配备错误的情况下上场。又拿你的

工作来说好了，你要把工作做好，也绝不会毫无准备，你一定会充实一下实力，发挥自己

的恩赐、培养一些相关的技能或相关必备的条件。就像是这样，上帝的话也是我们必要的



Página (Page)10 

 

装备，我们想要在婚姻上荣耀上帝，那么，就必须受装备；我们想要在教养儿女的事上荣

耀上帝，也必须受装备；我们想在工作上、生活中荣耀上帝，想在所在的城市、在万国中

荣耀祂的名，都必须受装备。而最棒最美的是，上帝必照祂口中所出的话，亲自成全一

切。 

 

上帝的话实在宝贵！至尊至圣，所以，自然比我们的三餐都来得重要。最后还有二点，上

帝的话是够我们用的。上帝以吗哪供应以色列民每日的粮食，真正的用意在于教导百姓，

正如同我们所唱的诗歌，每早晨醒来，我知道一天全仰赖上帝的供应，而最明亮的供应就

在祂的话语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

话。」我们每日都需要灵粮来喂养我们。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我们看到这群旷野中的百姓对上帝的不信任。因此，我求告上帝，希

望你、我这一生，我们这一生要成为信靠上帝话语的百姓，要相信，上帝必按祂的应许供

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祂的话语何其宝贵，必要作我们的引导。 

 

如你所知的，过去这一年，应该说是这一、二年，我们查考圣经里许多难懂的真理和艰涩

的课题，当主耶稣说，「你要放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这句话在当今文化下有什么样

的意义呢？叫你放弃所有的一切吗？当时耶稣是对某些人说的，不是所有人，只是吩咐某

些人，「把你的财产卖了，然后分给穷人。」同样的，祂也能对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这

么说，我们实在要好好思想上帝的话，我们已经展开这样的旅程，所以我们要努力明白真

理。 

 

我想，我们才刚起步，才刚开始摸索圣经上所说的「跟随耶稣」的功课，不是调整祂来配

合我们，而是要调整我们自己，能与耶稣、与祂的话语合一。这样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我

想这话会让很多人皱起眉头，因为，光是过去二年，我们就已经费劲的学了不少难懂的道

理，我却说只是刚开始，「还有更多！」确实是如此，但我一定要勉励大家，上帝的话语

既是如此宝贵，就绝对值得我们全心仰望祂的带领。 

 

然而，我们向来认为自己的方式好，我们很习惯以世界的方式让自己更自在，远远超过用

上帝的方式来面对生活，但我希望大家明白，这对我们是极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个人或

家庭生活中持续要认真思想的问题是，「我们愿意信靠上帝的话吗？」当圣经上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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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如此行」时，我们乐意顺服吗？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圣经乃是上帝按着祂的荣耀，为

要叫我们得益处而赐给我们的？」如果答案是「是的」，那我们就要信靠祂的带领。是

的，交托上帝来带领，常常是与世界的方式背道而驰的，常会难以承受，也相当不容易，

但是以祂的话为根基却是上好的选择。 

 

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信靠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必是够我们用的，并且是叫我们满足

的，是叫我们满足的！它的珍贵，值得我们比得到黄金更想得到它，如诗篇第十九篇第 9

到 10 节所说的，「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

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你愿意相信

吗？ 

 

我希望你能养成每天读圣经的习惯，因为，那绝对会使你得益处，我鼓励你，每天都寻求

上帝话语来喂养你，并同时也学习背颂经文，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我老是背不起来

怎么办？」即便这样，我仍要鼓励你尝试，我发现有不少经文是大多数人都能朗朗上口

的，所以我想你还是能办得到。对我们来说，问题症结在于，「上帝的话语是否比财宝更

重要？我们相不相信它在现今文化中存在的价值？」答案绝对是肯定的，上帝的话比蜜还

甜，带给我们极大的报偿。你想想，「报偿」是一件多么诱人又强而有力的事，就像我们

家二个孩子，只要他们知道饭后妈妈会预备核果巧克力或香蕉布丁，他们就绝对会把盘子

里的食物全部吃光光，不管盘子上有什么讨厌的东西，都会忍耐吞下去，因为其后有「报

偿」，有美好的结果在等着他们。 

 

不要把认识上帝的话当作是我们的义务，而是当成值得你欢喜领受的宝贝，要渴慕它，这

就是我今天所要表达的。我们活着，不要单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有许

多人总是说，「可是我心里就是没有这样的渴慕啊，不会想要读上帝的话啊！」你知道问

题在哪里吗？如果你想要渴慕上帝的话，对上帝的话产生饥渴，我告诉你一个绝对少不了

的关键，听清楚哦，如果你希望自己心里对上帝产生更深的渴慕，该怎么做，听清楚了，

请你一定要读上帝的话，就这样而已，要读上帝的话！ 

 

就像我在很久之前跟大家说过的一个例子。当我和我太太海瑟还在交往时，从小我们家是

不太吃海鲜的，因为我父亲很讨厌海产，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家的餐桌上几乎看不到海鲜。

然而，我第一次去她们家拜访时，他们却请我吃海鲜，让我好为难，实在说不出话来了，

但我还是说了违心之论，「哇！太棒了，是海鲜。」我强迫说服自己，他们这么用心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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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我还是告诉他们，海鲜太美味了。结果，问题来了，每次我要去她们家，她家人

总会说，「大卫要过来吃饭，他最喜欢海鲜了，我们就预备他喜欢的吧。」结果一定是这

样的，对不对？甚至我们一起去旅游时，他们还会问我，「大卫，你最喜欢哪一家海鲜餐

厅呢？」我顺口就说，「都很不错啊，都还蛮喜欢的。」于是，假期中的每一顿晚餐我们

都享用了海鲜大餐。 

 

奇妙的是，现在，我变得喜欢海鲜了。只因为当初我必需吃它，现在我绝不会说 ─ 「好

吧！就忍忍吧！虽然吃起来实在不怎么样。」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的心思成天被电视、

被球赛、网络、电影和其他东西塞满时，以至于我们对主的话没有一点渴慕，这实在也不

足为奇，因为，我们的胃里尽是属世的东西，怎么还会对上帝的话产生胃口呢？但，我跟

你保证，一旦你愿意开始吃上帝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比你先前所吃的一切都来得好，强

过球赛、强过电视、电影，或网络，肯定更好。 

 

然后你会发现，你越被上帝的话语喂养，再去吃世界的东西时就会觉得乏味。我实在求上

帝，甚愿我的生命、你的生命，我们的教会，都越来越渴慕认识上帝的话，越来越多，越

来越多！上帝的话语里藏有无限的珍宝，有永生盼望的喜乐。因此，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让我们信靠上帝的话、享用上帝的话，因为它使我们满足。要每天都来吃，每周要来吃，

一起来享用。这就是圣经透过吗哪所要教导我们，是的，上帝造我们生来有对食物的渴

望，但是，透过这一堂，我希望你能真正明白，你的灵里还有一种更深切的渴望，强过对

三餐的需要，那就是对上帝话语的饥渴。上帝既然造了我们，又拣选我们作祂的百姓，我

们活着不能单靠食物，乃要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