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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如何得勝如何得勝如何得勝如何得勝試探試探試探試探                  教師本 

 

勉勵的話勉勵的話勉勵的話勉勵的話  

  

親愛的伙伴： 

基督徒的信仰，應該是真實的。 

作為一個導師，最難得的就是能夠有足夠的勇氣，和你的組員去分享你自己

的經歷。不但是成功的，最寶貴的更是在失敗中，如何去面對它。你若能真的如

此行，就是他的「生命師傅」。 

此外，你可能相信了耶穌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也要易地而處的想一

想，你所栽培的對象，在品格、家庭、工作或學業上等，通常會遇到怎樣的試探

呢，可否在這些事上，分享你如何得勝試探的一些見証？  

但願神使用你的見証，成為對方在信仰成長過程中的一種動力。 

                                                         

 你的伙伴敬啟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馬太福音四 1—11節  

(參考馬可福音一：12—13節、路加福音四章 1—15節)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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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

一切話。』」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頂：原文是翅）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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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

可試探主你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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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說：

「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

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栽培錦囊栽培錦囊栽培錦囊栽培錦囊 

1 在每一次授課當中，都應該把該課的經文仔細地講述一次。若果能夠加入一些

圖畫、影片或有關背景資料的話，必定能夠增加組員在學習上的趣味性。 

2 與此同時，最好能夠舉出一些相關的生活例子或比喻，使學員明白到聖經所說

的事物，是能夠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上的。 

3 此外最好能夠列出一些有關課文的問題，目的是啟發學員去多方思考。 

4 當然不能忽略在課堂上進行一些討論，並且讓每一位組員也有機會發表他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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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提醒一些剛決志的人，要留心魔鬼的試探。只要效法耶穌在面對試探所作

的，便能掌握得勝牠的祕訣。 

 

經文解構經文解構經文解構經文解構 

馬太福音全書的主題，是論及「天國的王」。作者馬太在第一至第四章中，

分別用了四個不同的角度，來介紹這一位天國的王。首先在第一章中，記載了耶

穌是出於大衛的家譜，表明從歷史角度來看，祂擁有王帝後裔的身分。而第二章

則是從世人的角度描述，就是當耶穌降生的時候，聖經記載了有幾位東方博士，

來到耶路撒冷朝拜耶穌。可見，這個嬰孩實在不簡單，甚至連世界上最有學問的

人，也要千里迢迢，來尋找祂並且獻上世上三樣最珍貴的禮物，包括黃金、乳香

和沒藥給祂。到了第三章，則是從先知的角度來看耶穌。施洗約翰在當時，是一

位最偉大的先知。但在他的眼中，他曾這樣的介紹耶穌：「我就是給祂提鞋，也

是不配。」這實在是人間，最推崇耶穌的一句評語。我們已經指出，作者馬太分

別從歷史、世人及先知的角度，來介紹耶穌，餘下來的本文，則是要從魔鬼的角

度，來反映耶穌所擁有的，是何等尊貴的一個身份。 

 

分段分段分段分段 

一．是誰去試探耶穌 

1 那試探人的  (３節) 

2魔鬼(12節) 

3撒但 

二 何時去試探耶穌 

   1 受洗之後 

2 事奉之中 

3 需要之時 

三 如何去試探耶穌    

1 對神   

2 對人 

3 對己 

四 如何能得勝試探 

1 自由意志 

2 專心禱告 

3 熟讀聖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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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神的兒子。但是當祂在世上，特別在卅歲出來傳道以後的三年多，一

直都受著魔鬼的試探。因此，作為基督徒的你，千萬不要忘記，也不要感到奇怪，

就是魔鬼一直都在試探你。為此緣故，我們應該對魔鬼的試探，有一個全面的認

識。並且透過洞識魔鬼試探耶穌的技俩及過程，找出一些得勝試探的原則、方法

與祕訣。以下幾方面期望大家能夠深入地去掌握它們： 

二．是誰去試探耶穌 

魔鬼原是靈界的存在物，也是空中掌權的惡魔。若不是聖經將有關牠的

特性及作為揭露出來的話，那麼我們就對牠一無所知。聖經在這裡，用了不

同的名字來形容牠，目的就是讓大家對牠有更多了解，因而可以作出相應的

防備。以下就是有關牠三個專有的名稱和分析，期望能夠幫助大家對牠有一

個基本的認識： 

1 那試探人的  (３節) 

「試探」原是一種行動，但由於魔鬼多方多次的去試探人，因此牠就

是試探人的專家。結果「那試探人」的，自然就成為形容牠專有的名稱。 

同時，當提到「那試探人」的時候，就給我們想起人類最早第一次犯

罪，就是因為受到一條蛇，狡猾地去試探夏娃後，從此才使人類陷在罪惡

之中。昔日那一條試探人的蛇，正是魔鬼的化身。 

可見魔鬼、「那試探人」的，是已經累積了五、六千年試探人的歷史和

經驗。所以他對於人的本性、喜好、習慣和需要，都一一瞭解得非常清楚。 

因此，面對這一個強勁的對手，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試探呢？ 

首先，要採取一個消極的態度，就是儘量的去逃避。意思即是說，若

果有人知道在那些事情、那些地方上，是較為容易陷入試探的，那麼最好

的方法，就是「三十六著，走為上著」。這也是耶穌教導我們，每天禱告的

其中一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祈求神，叫我們不要遇見試探1。              

其次，若果我們逃避不了試探的時候，那又怎麼辦呢？ 

這時，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心理的準備，就是每一個在世上生活的信徒，

都很自然地會遇上了試探。因為連耶穌基督在世上的時候，也不在所難免。

但是，當我們遇見試探的時候，在態度上不應自怨自艾，更不應視為倒霉。

相反，我們可以把試探，視為為主受苦的一種。若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應

該好像彼得教導我們一樣「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2」。 

此外只要我們能夠在試探的過程中，緊緊的倚靠神，那麼也可以把它

轉化為一種對我們的試煉。就以耶穌這一次為例，祂經過了魔鬼的試探以

後，結果「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3」。 

2魔鬼(12節) 

       聖經所說的「魔鬼」，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1
 馬太福音六章 13節 

2
 請參考彼得前書四章十二節至十四節 

3
 路加福音四章 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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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從字面上來看，「魔」就是邪惡的意思；因為牠的本性，原是叛逆

神的；而「鬼」則是一種靈界的存在物。但是在希臘文裏，它獨特真正的

意思就是「讒譭者」4；有時候會像是主控官一樣。 

       但是，一個從來沒有犯罪的人，是不用懼怕任何主控官的。所以魔鬼

最厲害的做法，乃是要藉著各樣的方法，來使你濫用自由，以致令人陷在

被控訴之中；那時候牠便來控訴你。我們很快會從牠怎樣去試探耶穌的過

程中，明白到這一點。 

     3撒但 

          聖經在馬太福音四章 10節中說得很清楚，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

魔鬼的別名。牠最主要工作的目標，就是要分隔、疏離或破壞人與神之間

的關係。一般來說牠所用的手法，當然是不擇手段；但有時牠又會用一些

對你有最大利益的方法來引誘你，例如牠曾經用萬國與萬國的榮華，去換

取耶穌對牠拜一拜。從這一個事例看來，牠願意不惜一切來阻礙我們與神

的關係，牠的厲害莫過於此！ 

二 何時去試探耶穌        

在馬太福音四章 1節開始時，就已經突出了魔鬼在什麼時間來試探耶

穌，答案就是「當時」。從牠的名字給我們知道，魔鬼既然是那試探人的專家，

因此牠所選擇時間，必定也是最具決定性的。在此我們值得深入去研究，究

竟「當時」包含了什麼？基本上可分為以下三方面： 

   1 受洗之後 

         三本符類福音也把耶穌受魔鬼的試探，是緊接在祂受洗以後。因為耶

穌在三十歲以前，是不為人所認識。但到了受洗的時候，就是公開表明祂

就是神的兒子，若果在這個時候因受到試探而失敗的話，從此耶穌就很難

再以神兒子的身份在地上立足了。 

         同樣在今天，當一個人信了耶穌以後，他有沒有讀聖經、返教會或向

人作見証等，是沒有人會去留意他。但等到有一天，他在信仰上認真起來，

公開地接受洗禮的時候，那時魔鬼便會藉著各種環境來試探他。目的一方

面是使他失去見証；另外一方面，又會令他對神失去一顆單純信賴的心。 

         為這緣故，一個基督徒應該先擁有一個穩定的信仰生活，然後才去考

慮接受洗禮。 

    2 事奉之中 

         耶穌基督在受洗完了，從那時候就傳起道來，並且四處去呼召門徒，

開始天國的雛型。所以魔鬼就在耶穌工作之先來試探祂，目的就是要耶穌

在事奉神中，存著一些不正確的觀念與態度。例如撒但叫耶穌從殿頂跳下

去，就是要用一種超越自然的方式，吸引民眾去相信祂，來代替教他們明

白真理，因認識耶穌而歸倚他。 

         若果我們用現今的角度來看，就是好像一個人在受洗了以後，便開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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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教會各樣的事奉。就在這一個時刻，魔鬼便要來試探你。一方面令你

因為種種緣故，例如沒有時間或者與人意見不合，因而不想參與教會的事

奉。另一方面在參與事奉的時候，又叫你把焦點放在表現自我上。總而言

之，就是令你不能在事奉上，全心全意去榮耀神。        

     3 需要之時 

           另一個魔鬼試探人的時刻，就是當你在需要之下。雖然聖經說耶穌

受試探，達四十天之久。但是魔鬼卻在耶穌禁食四十晝夜以後，才出現

去面對面與祂交鋒。 

           其實，魔鬼早就到了現場，只是那時候並不是耶穌最需要食物的時

刻，因為祂正在專心禱告。於是，魔鬼唯有耐心等候。直到聖經說耶穌

「餓了」的時候，然後牠才出現去試探耶穌。 

           「餓了」原是人的基本需要。但魔鬼卻在這時候，引導耶穌使用錯

誤的方法去解決它，就是提議耶穌用石頭來變作食物；意思就是要耶穌，

用捷徑的方法來解決肉體上的需要。 

同樣當我們遇著經濟上出現了問題、又或者面對感情的需要，那時

候我們會怎麼辦呢？就以性愛為例，這原是人一種正常的需要，但神卻

把它放在婚姻之中。透過了夫婦兩性的關係，不但能夠增進感情，並且

給人承擔一個重大的責任，就是生兒育女。所以一切在夫婦關係以外的

性愛，例如婚前性行為、婚外情等，都只會帶來焦慮、痛苦及懊悔。但

魔鬼卻往往引誘人，用捷徑的方法來滿足個人的需要。 

           歸納上述三個不同的景況，不論在公開受洗見証、權隊資格團隊之

間事奉或在個人需要的上，都可能會受到魔鬼的試探。因此我們可以說，

魔鬼的試探實在無孔不入；是故必須在生活上警醒萬分。接著下來，筆

者將會為大家去分析，究竟撒但是用什麼方法，來試探我們呢？  

三 如何去試探耶穌       

       耶穌在曠野接受魔鬼的試探，對祂來說最大的危險是什麼呢？ 

       原來很少人會注意，當耶穌在曠野的時候，日間是會受著太陽的暴曬、

晚上又受到寒風刺骨。此外聖經還提到，當時耶穌是與野獸同在一處的5。試

想魔鬼豈不是可以安排一頭獅子，或利用一隻蠍子來傷害耶穌。然後才親自

出來，去試探耶穌麼？若是這樣魔鬼便可以穩操勝券的，在試探中得勝耶穌。 

      但是，魔鬼很清楚知道，令耶穌失敗最大的致命傷，並不是要損害祂的

肉體。 那麼，魔鬼試探耶穌的最大目的，又是什麼呢？答案就是要針對祂在

事奉的抉擇，這可以包括以下三方面： 

   1 對神   

         魔鬼首先要針對的，是耶穌在禁食四十晝夜，當要面對饑餓的時候，

牠就進前來對祂說：「祢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太

四：3) 

                                                 
5
 參閱馬可福音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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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以為魔鬼在這裏，強調「祢若是神的兒子」來試探耶穌，目的

就是要祂懷疑自己是神的兒子。殊不知這句話原文的意思，不但是正面去肯

定耶穌就是神的兒子。而且更毫無疑問地相信，耶穌是可以施行神蹟，來解

決當時的困難。牠的意思大概就是，耶穌既然是神的兒子，那麼為什麼要這

樣難為自己，為何不施行一件神蹟，來解決自己一時的飢餓呢？  

另一方面，耶穌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因為在較早前，當耶穌在接受施

洗約翰洗禮的時候，就已經有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耶穌的身上；此外從天

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可見，不論是魔鬼、耶穌本

人或是眾百姓，也清楚知道耶穌真是神的兒子。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耶穌

不按照魔鬼的建議而施行神蹟呢？ 

其實飢餓時需要食物，這原是合情合理的，問題就是魔鬼要耶穌，用一

個快捷的方法去獲取食物，這就是問題的所在。在這裏所說的「食物」，原

是指著「麵包」說的。因為猶太人所吃的麵包，在外表上與石頭的外形相似。

試想一想，把石頭變成食物，對耶穌來說是何等的容易。相反，要製造一個

麵包，就必先要有麵粉，然後需要將麵粉和水搓勻，最後經過烘焗之後，才

成為一個讓人可以吃的麵包。現在耶穌只要出一句聲、施行一個神蹟，便可

以解決即時的需要，這對耶穌一位萬能的主，怎麼要這麼麻煩，去處理一件

芝麻綠豆的事呢？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放下了自己

真正「神子」的身份，徹頭徹尾要擔當一個「人子」的角色。若果在一開始

的時候，只是為一餐飯的緣故，就已經忍受不住，便隨便地要施行一件神蹟，

那麼將來要釘在十字架上時，豈不更大顯神蹟來對付那些攻擊祂的人嗎？若

然如此的話，那麼道成肉身要來拯救世人罪，便一敗塗地了。 

因此耶穌拒絕魔鬼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做

的一切話。」意思即是說，耶穌因為聽從了神的安排，所以來到世界上為「人

子」，成就救恩。現在魔鬼卻想耶穌，為了要解決飢餓的需要，因而背棄父

神，改變神的安排。 

結果，耶穌在神和魔鬼兩者的優次中，仍然選擇遵行神的計劃，比起肉

身上需要食物來得重要。不但如此，在耶穌的一生中，從來也沒有行過一件

神蹟，是為自己的。可見祂是從始至終，都是對父神忠心耿耿的。 

    2 對人 

耶穌對神貞忠是一件事，相反父神又是否會眷顧祂又是另一回事。所

以，魔鬼便從另外一個方向去試探耶穌。於是就帶到祂進了聖城，叫祂站

在殿頂上，對祂說：「祢若是神的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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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從以上的經文，我們不能確定，魔鬼究竟想怎樣去對付耶穌？但有

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魔鬼一定不是就這樣要令耶穌致跌死。 

但從耶穌的回答：「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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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原來魔鬼的意思是再一次重施故伎，所以怪不得牠

仍然以「祢若是神的兒子」為前提，焦點仍然是要糾纏在「施行神蹟」這

一件事上；但是這一回要試探的，卻是多方面。 

首先，耶穌既然不肯施行神蹟去解決飢餓的問題，那麼魔鬼要針對

的，就是聲稱耶穌為愛子的這一位父神。祂是否又能忍受得住，在愛子遭

遇危機的時候，不加以援手呢？ 

不但如此，現在魔鬼要帶耶穌進了聖城，並且叫祂站在殿頂上，這裏

是群眾熙來攘往的地方。目的就是要在廣大的群眾中，見証耶穌一敗塗

地。因為假若耶穌施行神蹟，從殿頂上跳下去，結果不但保住了性命，而

且還賺取到別人的歡呼喝采；然而卻失去了拯救世人的資格。相反，若果

耶穌從殿頂上跳下去，而遭到任何損傷的時候，這就可以確定神沒有按照

聖經的應許來看顧耶穌，那麼經上所說的話便落空了！ 

魔鬼今次的試探，真是使人陷於兩難之間，究竟要怎樣面對牠的攻勢

呢？ 

答案就是，原來魔鬼錯誤地引用聖經去試探耶穌。牠所引用的聖經，

原是出自詩篇九十一篇 12節：「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

頭上。」 

魔鬼引用這一段經文，最基本有以下三個錯處。首先，魔鬼所作的是

一種斷章取義的做法。因為牠只引用了詩篇九十一篇 12節。其實在這裏

較為完整的經文，應該是涵蓋詩篇九十一篇 10節至到 11節。內容就是：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這指在一種「意外」的情況之下，才會產

生詩篇九十一篇 12節的情景。 

其次就是，魔鬼之所以不提及前兩節經文，乃是一種偷天換日的做

法。因為在這裏所提及的主位，是指那些「禍患」和「災害」，而並不是

指著「人」說的。 

最後，也是魔鬼最狡猾的做法，就是在引用詩篇九十一篇 12節時，

引漏了一個「因」字，結果就把整段經文的意思，從「被動」改為「主動」，

這種「倒果為因」的做法，就是叫人故意去將自己放在一些危機底下，目

的就是要試一試神，是否會來保護和拯救。 

面對魔鬼的挑釁，耶穌不但斬釘截鐵的拒絕魔鬼說：「不可試探主你

的神。」同時也放棄運用神蹟，來賺取人的信任。 

    3對己 

         非常奇怪，魔鬼在以上兩次試探耶穌的時候，都叫祂注重「祢若是神

的兒子」這一個身份。意思就是想耶穌運用神蹟的能力，去解決祂所面對

的問題。但是在這一次，魔鬼卻沒有再提及身份問題。牠之所以這樣作，

乃是因為既然耶穌全心全意要作「人子」，同時牠也沒有辦法從「神子」

的身份，成功地去試探耶穌；那麼牠就應耶穌的選擇，以「人子」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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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試探祂。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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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給祂看，並且對祂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首先，這裏說「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同時路加福音又補

充說，這事是在霎時之間發生的。所以有人相信，這只不過是一種幻像的

描述。但筆者認為，即使是一種真實的情況，也不為過。因為魔鬼所擁有

的能力，實在也不簡單。不過根據上述經文所說，顯示了令人驚訝的事，

原來現今「萬國與萬國的榮華」，是在牠手裏！ 

       而這一次魔鬼試探耶穌，表面上是最簡單和最容易做到的。但實際上

耶穌若果是失敗了的話，祂雖然會得到「萬國與萬國的榮華」，但是卻會

破壞了祂與父神的關係，而且更加失去了拯救世人的機會。所以這一次魔

鬼的試探，應該是最厲害的。 

       因為在前兩次試探中，耶穌拒絕魔鬼以石頭「變」成食物的建議，後

果最多只是餓著肚子；其實那時祂已經禁食了四十晝夜，即使是再禁食一

兩天，也不是一件什麼大不了的事。之後，又拒絕魔鬼從殿頂跳下去的建

議，後果極其量失去了群眾擁護的一個機會；這對於是耶穌來說，根本不

算什麼的一回事。但今次若果耶穌只是拜一拜魔鬼的話，就是這樣的簡單，

那麼祂不但否定了自己敬拜的對象，而且也不能再為祂作什麼。所以耶穌

堅定的回答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 

       耶穌所提供這一個答案，正是信徒在地上生活的目標。這可以包括以

下兩方面：第一，我們應該以神為我們的主，並且專一的敬拜祂。第二，

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一切活動，都應該以事奉神為他生存的最高目的。耶

穌基督來到世界上，以人的身份活著，就是為了立下這一個榜樣，讓我們

也可以去跟從祂。 

       這一點魔鬼也是非常清楚，所以即使是以萬國與萬國的榮華，來換取

耶穌放棄事奉的機會，牠也是在所不計。這反映一件非常重要的是，原來

一個人在世上最有價值的事，就是擁有「事奉神」的權柄。非常可惜，這

是很多基督徒所忽略的！ 

       若果今天魔鬼對你說：「某某人你既然是神的兒子，那麼你可否把一

塊石頭變成食物呢？」 

       某某人回答說：「對不起，我沒有能力可以去施行這一個神蹟。」 

       魔鬼見你能力所限，所以也沒有繼續勉強你去作。相反，牠是很懂得

遷就你的。於是，魔鬼帶領你到了平日所返教會的屋頂，並且對你說：「你

既然是神的兒子，那麼你只要從這裏跳下去，就可以得到眾人的推崇。」 

       那時你從屋頂望下去，心裏顫慄，於是對魔鬼說：「我怎樣能夠跳下

去呢？」 

魔鬼回答說：「把石頭變成食物，是你不能作的。然而從這裏跳下去，

你應該是有能力做到的；或者我也可以幫助你，把你推下去。但是你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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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的話，那麼我也不強人所難。現在我把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給你去作，

並且給你萬國與萬國的榮華，作為你的報酬，就是只要拜一拜我，便可得

著了。」 

結果，某某人當然欣然地接受啦！ 

但魔鬼比他更興奮地說：「將來你就知！」於是心滿意足、微微嘴的

笑著走了。 

       魔鬼試探人的方法，表面上是越來越容易，但是帶來的後果，卻是越

來越嚴重；這就是牠最狡猾的地方。這樣我們可以怎樣抵擋牠呢？在下一

段，我們便會詳細地討論這一個問題。 

四 如何能得勝試探 

       耶穌在這一次試探中，不但自己全然得勝，而且還給我們奠下了很多

得勝魔鬼的祕訣。以下就讓我們為你一一介紹： 

     1 自由意志 

           世人雖然在能力上不及撒但，但是從耶穌受試探的例子中，使我們

能夠歸納出幾種有效地得勝牠的方法。 

面對那麼狡猾和凶惡的魔鬼，究竟我們可以靠著什麼來得勝牠呢？      

           怎樣也想不到，原來可以靠著神早已經賦予我們的自由意志，就能

夠得勝撒但，而且綽綽有餘。 

我們可以從耶穌基督的身上，學到一個很好的例証。耶穌在禁食四

十晝夜之後，身體的情況當然是非常之虛弱。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可以

看到，魔鬼在這個形勢之下，仍然佔不到任何優勢。相反，耶穌在整個

試探的過程中，是可以隨時運用祂的自由意志，來拒抗魔鬼的誘惑，這

是一個很重要的真理。我們一定要強調，在這一次試探中，耶穌完全是

以人的身分，來得勝魔鬼的。 

同樣在現實的生活裏，有很多人之所以掉在試探中，原因就是沒有

恆久堅毅地去運用自由意志，去拒抗自己內在的私慾和外來的引誘。自

由意志就是一個人的決心選擇，這是一個得勝魔鬼最基本、最有效的方

法。 

正因為這個原因，耶穌主動地去面對魔鬼的試探，同時也堅決選擇

以人子的身份，來拒絕魔鬼的引誘。最終更加認定事奉神，是祂在世上

最主要的使命。以上這幾個情況，都是你我也可以做到的。 

2 專心禱告 

      在聖經中提及到，耶穌在面對魔鬼試探的時候，曾經禁食四十晝夜。意

思就是耶穌為了專心禱告的緣故，連進食的事也把它放下來。這就好像我們

有時要專心工作，連午餐也無暇進食一樣。當然我們少吃一餐，與耶穌禁食

四十晝夜，在時間上差距很大。這一方面反映耶穌何等重視禱告，另一方面

祂所面對的試探，正是在世間上最厲害的。 

      專心禱告的結果，能夠得到聖靈的幫助。又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是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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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後果。耶穌就是順服聖靈的引導，才會去面對試探的。而在面對試探

的時候，首要作的就是禁食、專心去禱告神。可見順服聖靈與禁食禱告這兩

件事，是相輔相成的。 

除此以外，禁食禱告正正可以幫助一個人，願意放下自己的私慾，去專

心跟隨神和祂的旨意。若果不是這樣的話，耶穌在試探中的處境，是非常危

險的。因為在三次魔鬼去試探耶穌之中，背後的目的都是要跳動耶穌，先去

滿足自己的私慾，因而放下了神所託付祂，有關拯救世人的計劃。可見在整

個試探之中，專心禱告是最有力的武器。 

3 熟讀聖經      

      耶穌之所以能夠得勝撒但的試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熟讀聖經。我們

看耶穌三次受魔鬼的試探，都是引用舊約申命記來回答他。並且熟讀聖經更

加能夠幫助耶穌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要他來到世界上，成就救恩。即使

是對方錯誤地引用聖經去試探他，但耶穌不但能夠洞悉魔鬼的詭計，而且更

逐一反駁他。 

      照樣今天熟讀聖經，能帶給我們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深入認識這

一位擁有無比能力的神。他是我們一切力量來源，所以不熟讀聖經的信徒必

然軟弱無力，並且會常常陷在試探之中。 

      在總括以上三種得勝魔鬼的方法，我們必須要知道，「自由意志」是天

賦的。而「專心禱告」，是我們在面臨試探之中，一種對神的委身和信靠。

以上兩種「自我保衛」的方法，都是可以隨時運用的。唯有「熟讀聖經」，

卻是需要恆久地去裝備，然後才能發揮最大的功效 — 抵抗魔鬼。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從始至終，耶穌都是以「人子」的身份來接受試探。同樣，耶穌得勝撒但，也

都是以這個身份來勝過牠。在此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今天我們也

可以，以一個血肉之來得勝魔鬼。 

2 撒但試探耶穌最要緊的，並不是要傷害耶穌的身體。故此，牠最大的目的就是

要人藉著物質和世上的事物，來引誘人偏離神和奪去我們事奉神的機會。 

3 耶穌即使在禁食四十晝夜以後，在肉身上肯定非常之軟弱。然而，祂的意志仍

然可以是非常頑強，更加可以得勝魔鬼。 

4 在路加福音四章 13節：「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在這裏

指出，原來魔鬼試探人的方法，是非常有限的。因為我們看見他去試探耶穌，

只用了三種方法便完了。當然我們也不可易忽略，他只不過是暫時離開而已；

是故信徒必須時刻警醒，提防魔鬼的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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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題是非題是非題是非題 

1 一個人在身體虛弱的時候，是不能得勝撒但的。             (     ) 

2 一個靈性剛強的人，撒但是不會試探他的。                     (     ) 

3 撒但最想奪取的，就是我們的生命。                           (     ) 

4 是聖靈主動引導耶穌，前往曠野去受魔鬼的試探的。             (     ) 

5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                     (     ) 

 

填充題填充題填充題填充題 

在聖經中指出，地上的事情，都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1 肉體的情慾 

 

2 眼目的情慾 

3 今生的驕傲 

 

 夏娃受試探 耶穌受試探 本人受試探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1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多面對的試探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們如何能在試探中得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撒但在引用聖經上，有什麼錯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認為基督徒是否需要更多認識撒但，理由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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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認為撒但對人的最大傷害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魔鬼的意思 

 

查一查 

 

在下列有那一節，是提及有關「試探」的經文，請在答案一欄中，以「T」作表

示；若是與「試探」沒有關係的經文，請以「NT」作表示： 

 

                                                     答案 

                                                         

1提摩太後書二章 22                                 __________                          

 

2 哥林多前書十章 31節                              ___________ 

 

3 馬太福音六章 13節                                ___________ 

 

4 腓立比書一章 18節                                ___________ 

 

5 羅馬書七章 18節                                  ___________ 

 

問答問答問答問答 

1「魔鬼」的名字是什麼意思？ 

2魔鬼一直在等，直至耶穌在什麼情況之下，牠才進前來試探耶穌？ 

3 如果耶穌從殿頂跳下去而不死的話，那麼眾人會有何反應？ 

4 如果耶穌為了萬國與萬國的榮華，因而向撒但下拜，那麼他與撒但構成了一種

甚麼的關係？ 

5 現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自在誰掌管之下？ 

 

  說來很奇怪，在路加福音四章 13中指出：「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

開耶穌。」原來縱使魔鬼有幾厲害，但牠試探人的方法，不外只有三種。而

且這些方法，不出一天便會用完了。因此，我們若果能夠掌握那些試探門的

話，那麼我們在試探中，得勝的機會便會大增了。以下筆者會詳細為大家分

析： 

1吩咐石頭「變」成食物 

      首先我們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