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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四12~21义者的身影义者的身影
12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13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

众人听 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
14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15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

「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16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17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 两条鱼 」17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
18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19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20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21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

马可、路加、马太，都都都都希律安提帕囚囚约翰，

只有马可 马太很详细地记述希律杀害约翰的过程 只有马可、马太很详细地记述希律杀害约翰的过程

 只有马太，将约翰的死讯直接传到耶稣的耳中

 只有马太 描写耶稣听到了约翰殉道这个坏消息之后 只有马太，描写耶稣听到了约翰殉道这个坏消息之后，

以行动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耶耶回应、延续、超越约翰耶耶回应、延续、超越约翰

四12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
十四12~13 约翰的门徒来 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十四12 13 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

就去告诉耶稣。
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

这这这这这马太很很很很很很很约翰的遭遇、及耶稣的回应，

是连成一个整体、一个回应、一个延续、也是一个超越。成 个 个 个 续 个

我我我我这我我我回我我，就想了解多一些，比比比：

耶稣听到了约翰被杀的消息，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耶稣听到了约翰被杀的消息，他 想的是什 呢？

这这这这这这这，我我无法知道，也也也、也也这也也。

可这都可可可这很可可回，马太福音这唯可

将约翰殉道 耶稣喂饱群众 连在 起的作者 将约翰殉道、耶稣喂饱群众，连在一起的作者

 刻意地把约翰受难、耶稣用五饼二鱼
喂饱了几千人的记载喂饱了几千人的记载，

连在一起的

如如这这如回如 究究马太福音这比回究究这要要要？如如这这如回如，究究马太福音这比回究究这要要要？

 是不是前文是后理的因呢？英文 because of
 还是无论前文如何 后理依然呢？ 还是无论前文如何，后理依然呢？

英文 in spite of，因为约翰这样、所以耶稣要这样

 还是不管约翰如何、耶稣依然如此行？ 还是不管约翰如何、耶稣依然如此行？

究究这究可这这对的？可也可这都可…
可这我这这叙事里里，可这我这这叙事里里

可这倒倒很可可–耶稣的身影，

就好像我们这一集所说的题目：就好像我们这 集所 的题 ：

「义者的身影」。



「义」 这可这这这、或或或，我马太福音可一很一，

所比回义 也这 般人所比回义所比回义，也这一般人所比回义，

也也这我也可也也犹太人以为的义：

在某 种的文化 规条 处境里在某一种的文化、规条、处境里，

做了规矩所要做的合宜的事就称为义，

这个一般人所说的义这个一般人所说的义。

马太福音里里所比回义，

 是超越这种合宜 按着规矩 按着规则 是超越这种合宜、按着规矩、按着规则，

来完成事情、满足关系的这样一种观念

 不是一般所说的心灵的满足 安稳 不是 般所说的心灵的满足、安稳，

一般人称为的「称义」

如如如系统神学「因信称义」回的的我的回回我我，如如如系统神学 因信称义」回的的我的回回我我，

会会会马太福音跟保罗的作品好好都可这好好：

 保罗说因信称义 保罗说因信称义
 马太福音很看重行为，那不就是「因行为称义」吗？

这这张力其其也其这回...

太 义马太比回义，

 是如何靠近神的心意、学像神，

经历他的同行 同在 分享他的面容 慈爱经历他的同行、同在，分享他的面容、慈爱，

就好好耶稣可对对比：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不是大众以为的敬虔端正，完成了宗教仪节

里面的那种律法 体统 完善 就义了里面的那种律法、体统、完善，就义了

马太比回这：

怎要如我天父的旨意之之、我耶稣的教导之之，怎要如我天父的旨意之之、我耶稣的教导之之，

展一很可展生命，这彰显天父的完全。

登山宝训 太太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登山宝训 太太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
凭着他们所行的，就认出他们…

 他说的行为，还是建立在天父的旨意他说的行为，还是建 在天父的旨意
 耶稣说的行为，还是建立在他的教导之上

这这这这我天父的旨意、耶稣的教导之之，

它的假设 前设它的假设、前设，

不就是相信耶稣、相信上帝吗？

马太福音所比回义马太福音所比回义，

 不是宗教仪节行为、得到的一种状态。

 是如何地学像神 更加准确地来说 是如何地学像神，更加准确地来说：

如如如好天父我在回在在耶耶在在所彰显的生命

那这 这怎要如回生命要？那这可这怎要如回生命要？

马太回的这里里回义就这最明显的彰显：

神怎样地不屈不挠 锲而不舍地救赎他的子民神怎样地不屈不挠、锲而不舍地救赎他的子民

定意借着他自己的儿子，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如如上帝的子民 耶稣的跟从者，如如上帝的子民、耶稣的跟从者，

能够走在这样的一个义路、学像这位神、

学像这位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话学像这位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义人」。

都倒我 也可、二二 回我我，就就就约瑟，

在这马太福音里第 个义人在这马太福音里第一个义人，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义人呢？

义人在马太福音里 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义人在马太福音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做的，尽管看起来是如何地愚蠢、

如何地亏 还是为了神的缘故 愿意做如何地亏，还是为了神的缘故、愿意做
有所不为，无论怎么样计算、都是奇怪的一种做法，

还是为了神的缘故 不做应该做的事情还是为了神的缘故，不做应该做的事情

约瑟，在他他未过门的妻子马利亚怀怀，

也也明明地羞辱她、打打暗暗地如她把把，也也明明地羞辱她、打打暗暗地如她把把，

 那时候要休马利亚，

是最合宜、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最合宜、最应该做的事情，

按着那个时候的规矩，也是一个义人
 事实上最容易的决定，就是休了她，事实 最容易的决 ，就是休了 ，

依律法、风俗都是再义不过的



约瑟整整整整整整、思思也思、万万万万，好也好好好好把，

天使向这向纠结 害怕回义人 显一比：天使向这向纠结、害怕回义人，显一比：

「不要怕，就把马利亚娶过来，

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生的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生的。」

好像解决这个问题了、好像很容易，

这样就把她接过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样就把她接过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可这从圣灵怀孕回回回，

除把约瑟、马利亚他他之之，除把约瑟、马利亚他他之之，

其他人能够知道、能够相信、能够明白吗？

难道这个消息告诉约瑟，约瑟就没有挣扎吗？难道这个消息告诉约瑟，约瑟就没有挣扎吗？

当在如当在当当当我，可一一这都一一一一回艰困。

可这在为了神的缘故、一这如这这当在娶过来，可这在为了神的缘故 一这如这这当在娶过来
为了神的缘故，也如这向不都当对、

可这怀把怀回当在给休了。可这怀把怀回当在给休了
为了神的缘故，有所为、有不为，这是义！

所为、所不为，

是因为在神的理解 心意里面 明白 把握是因为在神的理解、心意里面，明白、把握。
耶耶登山宝训所比回义人，也也就这这如在不？

 耶稣口中的义人 必须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耶稣口中的义人，必须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马太福音所说的义者，就是在这样艰困的环境，

仍然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仍然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

承受天国、得见神的恩慈面容

耶稣听听了施洗约翰被害，可这在仍然领受了天父的旨意：耶稣听听了施洗约翰被害，可这在仍然领受了天父的旨意：

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要与那些艰困的人同行 同在要与那些艰困的人同行、同在，

所以在独自退到旷野。

另之可另，就这有许多的人当就在回里思，另之 另，就这有许多的人当就在回里思，

其这在回帮助、其这在回同在、同行。

我想这是为什么马太我想这是为什么马太
把两个叙述放在一起的其中一个原因。

义者也这天真回，好好不知道前路怎么样，

就觉得很浪漫 很理想主义的 而去做就觉得很浪漫、很理想主义的，而去做

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实践自己的梦想。

马太福音回义者也这这如在马太福音回义者也这这如在，

是通过挣扎、苦痛、艰困的过程，来实践生命的！

从第 个义人约瑟 施浸约翰从第一个义人约瑟、施浸约翰、

登山宝训提到的所有的耶稣的跟从者、耶稣自己，

也这展一很这如可展挣扎的现实。也这展一很这如 展挣扎的现实。

所以当就旷野，整整很倒就很多人当就耶耶回里思，

而倒就在我回需要、然思就然五饼二鱼喂喂把在我，而倒就在我回需要、然思就然五饼二鱼喂喂把在我，

我们很快地想到耶稣的神迹、能力，能喂饱许多的人。

这这我我回都都 都这都都耶稣他的能力这这我我回都都，都这都都耶稣他的能力，

可是这些能力不能抽空地看，

把它放在叙述的上下文看的时候把它放在叙述的上下文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得更加地深了…

神回在在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浪漫的、有能力的贤人而已，

而的确是在 种艰困的 人与人之间的困难里面而的确是在一种艰困的、人与人之间的困难里面，

依然坚持在他父那那那那回那这生命的方向。

在回好他他或这比在回他他 约翰死了在回好他他或这比在回他他 – 约翰死了，

回应这可这很沉重的打击吧！

他怎么样呢？退到旷野里面去他怎么样呢？退到旷野里面去，

他是整顿、思想、祷告吗？我们不知道。

马太仅比：当在很当回我我马太仅比：当在很当回我我，

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

如如比也这如如明白天父的心意、明白生命的方向、如如比也这如如明白天父的心意、明白生命的方向、

明白在这做成的事情 –
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跟困苦、艰辛的人同行同在的话，

怎要也怎再走下去要？怎要也怎再走下去要？

好同工被被被回把，前面的路这怎要要要？



一大群人当就在回里思，

不 定了解 明白 欣赏他不一定了解、明白、欣赏他，

只是基于一些很现实的理由，

比比在都也好医病、赶鬼，比比在都也好医病、赶鬼，

也也也也把，你你你跟着他、可也会有一些好处。

我在在回在在里里 大一大这基于本能的动机跟跟在回：我在在回在在里里，大一大这基于本能的动机跟跟在回：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魅力、能力，

也能够做那么多的奇事 就跟着他吧！也能够做那么多的奇事，就跟着他吧！

有谁真回他他他走的道路这怎要如回道路要？

比比比我 回约 耶稣甚甚甚甚很指出他们的想法：比比比我 回约 耶稣甚甚甚甚很指出他们的想法：

他们跟随耶稣是因为吃了饼，跟着耶稣一定有好处。

你也也也比在我这你回也你，只这可这很现实的想法 –你也也也比在我这你回也你 只这 这很现实的想法
 没有人知道所谓天父的心意是什么

 没有人在意所谓的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什么意思没有 在意所谓的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什 意

就这很本能、很很也很跟随这位耶稣。

尽管是这样子，耶稣还是牧养、喂饱他们，

耶稣还是锲而不舍地到他们当中耶稣还是锲而不舍地到他们当中。

耶耶独自到了旷野、然思一面对群众，

这这落差真回这太大把：这这落差真回这太大把：

 从孤单的小径、到一个那么大的舞台

义者的道路并不容易走 他的身影是孤单的义者的道路并不容易走，他的身影是孤单的，

可是他面对的群众是那么地广大

也当这这广大的群众也听倒可一这很甚不在，也当这这广大的群众也听倒 一这很甚不在，

也一这如如这这也也，义者这需要旷野和孤寂，

他需要孤单、孤寂，使得他可以很细地端详看自己的生命，他需要孤单、孤寂，使得他可以很细地端详看自己的生命，

因为这种很诚实、很真诚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检视，

他可以经历那位完全义者的慰藉、安抚。

也一我这如可这独自在旷野回我的里，

在一可他很可他他他领受的使命和身分，在一 他很可他他他领受的使命和身分
都有的可有回可展体会、有更这回可展把握。

义者的身影也一孤单，也仅仅这耶稣、这所有跟随他的人，

跟随他的人就是他的门徒 神国的子民跟随他的人就是他的门徒、神国的子民，

再孤单也知道这位造物主同行、同在，

义者、所都跟随耶稣回人，义者、所都跟随耶稣回人，

也可一会看到别人、倒就群众、倒就他们的需要，

然后会按着神的心意来去接触、帮助、拥抱他们。然后会按着神的心意来去接触、帮助、拥抱他们。

也可这义者约瑟就这这如在：

睡醒的时候就把妻子娶过来睡醒的时候就把妻子娶过来，

然后马利亚生了孩子、

大希律要逼迫、杀害，他们到了埃及，大希律要逼迫、杀害，他们到了埃及，

又从埃及上来犹大地，在加利利的拿撒勒...。

我我跟从耶稣的人其其也这这如在：我我跟从耶稣的人其其也这这如在：

一定也有孤单、旷野的时候，在孤单、旷野经过整顿，

对生命有一种看法了解之后，一定会面对群众，对生命有 种看法了解 后， 定会面对群众，

可也大、可也少，就这可这他者我我我在在当在。

马太福音都都可这记可这回义者，最高峰的就是主耶稣…

他在野地里面看到这许多的人，

义者怜悯、守护群众，

群众欢迎他是因为利益群众欢迎他是因为利益，

同样因为利益，群众会厌弃他。

我也耶耶都会他他 可这耶稣毅然地来到他们当中我也耶耶都会他他，可这耶稣毅然地来到他们当中，

怜悯在我，然把五个饼、两条鱼，

向天祝谢 擘开 喂饱在我向天祝谢、擘开、喂饱在我。

这不是我们今天生活服事的一个提醒吗？

他孤单的旷野要很当回我我 倒就群众他孤单的旷野要很当回我我，倒就群众，

群众有很多的理由来到我们的面前，

有一些比较好的 不很清楚 迷迷糊糊的 各样都有有一些比较好的、不很清楚、迷迷糊糊的，各样都有，

惟都我我那那从神那里来的诏命、甚不他的心肠，

我我我我很回牧养他们，再孤单，也都那向我我我我很回牧养他们，再孤单，也都那向

义者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的体会和同行。



天父 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爱子的生命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爱子的生命，
向我们展现如何走一条你悦纳的生命之路。
我们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

有些日子比较平坦、有些日子比较迂回，
有一些在旷野的时候有孤单的感觉，
也有 时候 群众的中间 很热闹也有一些时候是群众的中间、很热闹，

却是我们在热闹当中
也不免也有一些孤单的体会也不免也有 些孤单的体会。

无论怎么样，帮助我们学像耶稣，
定睛地望天，知道我们所为何事，定睛地望天，知道我们所为何事，
知道我们如何地在我们的服事当中、生活当中，

像天父完全一样。

帮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成为别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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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