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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言 

耶穌受神的試驗，受撒旦的試探是⼀一段讓我們不斷思想的經⽂文。︒11 節的經⽂文使我

們看到耶穌與撒旦爭戰的奧秘。︒根據經⽂文，沒有其他⼈人在周圍看到當時的情形，這

是耶穌⽣生命中⼀一個特殊的事件，只有祂知道發⽣生什麼事情，聖經的記載應該是耶穌

後來向福⾳音書的作者所啟⽰示的。︒這是要教導我們如何與罪（撒旦）爭戰，認識撒旦

的詭計。︒這是每個基督必須具備的知識，這也是福⾳音最核⼼心的祝福：基督徒成聖的

過程所必須的經歷。︒更是每⼀一個事奉神的⼈人⼀一⽣生必須⾯面對的經歷。︒ 

 

上個主⽇日我們思想了耶穌受聖靈引導在曠野受撒旦三次試探中的第⼀一個試探。︒今天

我們要繼續思想第⼆二個和第三個試探。︒這三個試探都與彌賽亞的職事有關。︒撒旦要

試探耶穌使祂離開神的旨意和計劃，獨⽴立⾃自主地⾏行使彌賽亞的權柄和能⼒力。︒我們看

到彌賽亞在祂公開職事的開始，就⽴立刻受聖靈引導接受訓練預備前⾯面⼗〸十字架的道路。︒

基督必須經過這條道路勝過撒旦得到所應許的榮耀和權柄。︒ 

 

從神的角度：試驗耶穌是要證明耶穌適合執⾏行神的計劃和旨意，證明耶穌的呼召︔；

從撒旦的角度：試探耶穌是要破壞神的計劃和旨意。︒ 

這段經⽂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教導我們： 

 

B. 中⼼心思想 

耶穌彌賽亞順服神的計劃背負屈辱受苦的「試驗」，靠著神到話勝過仇敵撒

旦的「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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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撒旦試探耶穌，在耶穌禁食 40 晝夜後，要耶穌「把⽯石頭變成麵包」，是要

引誘耶穌離開神所安排的受苦的⼗〸十字架道路，離開「信靠順服」神的旨意和計劃，

獨⽴立⾏行使權柄和能⼒力。︒耶穌引⽤用申命記的經⽂文：「⼈人活著不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

裡所出的⼀一切話。︒」雖然⼈人的食物也是神所供應的，⼈人所依靠的卻是神的話，祂應

許保守我們的⼀一切，包括供應我們食物。︒最後，我們看到有天使來伺候耶穌。︒ 

 

C. 經⽂文解釋 

1. 5-7 節：第⼆二次試驗，在殿頂 –從殿頂跳下去︔；彌賽亞申 6:16- 
5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4上，6 對他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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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a - 第5節。︒魔鬼帶祂…⋯站在殿頂。︒第⼀一個試探的場景是在曠野，應該有許多的⽯石

頭，所以魔鬼要耶穌把⽯石頭變為麵包，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和第三個試探的經⽂文告

訴我們耶穌被魔鬼「帶到」新的地⽅方。︒第三個場景可以「看到世上萬國」，表⽰示所

謂的「帶到」不是指實質的，⽽而是視覺異象上的，因為沒有⼀一座山可以看到世上萬

國︔；就如同以西結在異象中被神的靈帶到耶路撒冷（結8:1-3︔；11:24），但他⼈人實

際上還在巴比倫。︒加爾⽂文指出：這是出於神的容許，和基督⾃自願的屈就，但是祂的

⼼心思意念沒有受到任何的迷惑。︒ 

b-第6節，撒旦引⽤用聖經。︒在這裡也引⽤用了聖經來試探耶穌。︒要耶穌從殿頂跳下，

其原因是「聖經上說」：神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

頭上。︒撒旦是說，既然你在第⼀一個試探引⽤用⽤用經⽂文回答，那麼現在聖經如此清楚地

說「神會吩咐祂的使者，⽤用⼿手托著你」，你就應該相信神的話，證明神是會保護你

的，因為你是神的兒⼦子。︒從表明上看，如果耶穌跳下去，並沒有違反聖經，因為聖

經應許神的保護。︒ 

b1-撒旦引⽤用詩篇 91:11-12，錯誤的解經。︒但是，撒旦是⽤用對聖經錯誤的解釋來引誘

耶穌，撒旦⽤用模糊不清的解釋應⽤用在他的試探中，看起來好像是合乎聖經的⾏行為。︒

撒旦的錯誤是把經⽂文的意思與經⽂文的上下⽂文背景脫離了，單獨按照字⾯面的意思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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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和應⽤用經⽂文。︒這段經⽂文是出於詩篇91篇。︒ 

經⽂文的背景是神對那些信靠祂的救恩的⼈人所應許的保護。︒神命令我們要信靠祂，以

神作為我們的避難所和山寨（91:2），神就會保守我們。︒最主要的是：這裡是⽤用

比喻的⽅方式描述「救恩的穩妥」，只要我們信靠神的應許，我們不會失去救

恩。︒ 

所以，不能離開經⽂文的背景，單從⽤用字⾯面的解釋。︒撒旦斷章取義，⽤用字⾯面的意思應

⽤用到實際的情況。︒這也是我們看到教會中許多的情形，把經⽂文斷章取義，⽤用字⾯面的

意義應⽤用到⽣生活中。︒所以，基督徒讀聖經需要知道上下⽂文的意思，以及聖經⽤用

的比喻性的⾔言語。︒ 

許多時候，我們聽到基督徒會說：神剛才對我說、︑我看到異象…⋯。︒這就是經⽂文最嚴

重的錯誤應⽤用。︒把神在救贖歷史中，特殊啟⽰示還沒有形成固定⽂文字的聖經之前，所

⽤用的與神特定的選民交通的⽅方式，錯誤的認為神今天仍然如此對祂的選民如此啟⽰示。︒ 

b2-撒旦的意圖。︒撒旦的意圖是要耶穌⽤用錯誤虛無的信⼼心，把⾃自⼰己放在不必要的危

險中，去證明神的保護。︒這樣，耶穌就主導了神的計劃，耶穌就成了神的主，迫

使神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事，證明⾃自⼰己是神的兒⼦子，僕⼈人和主⼈人的位置就互

換了。︒撒旦在伊甸園⽤用同樣的⽅方式試探夏娃：「你們不一定會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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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模糊神的話，然

後引誘⼈人獨⽴立⾃自主。︒ 

c-第7節，耶穌的回應和申命記的背景。︒耶穌直接的⽤用申命記6:16的經⽂文回答。︒經上

又記著說： 
16 「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上帝，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申 6:16） 

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裏，站在你面前。你要擊打磐石，從磐石裏必有水流出來，

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行了。7 他給那地方起名叫瑪

撒（就是試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爭鬧的意思)；因以色列人爭鬧，又因他

們試探耶和華，說：「耶和華是在我們中間不是？」（出 17:8-7） 

以⾊色列百姓在⾺馬撒試探耶和華的事件記錄在出埃及記17章（申9:22︔；33:8）。︒以⾊色

列⼈人在利⾶飛釘安營，因為沒有⽔水喝，向摩西爭鬧發怨⾔言，說摩西把他們從埃及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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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使將他們的兒女和牲畜都渴死了。︒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摩西。︒後來，神就吩

咐摩西⽤用先前擊打河⽔水的杖，擊打磐⽯石。︒結果，磐⽯石就流出⽔水來。︒摩西就把發⽣生事

件的地⽅方叫做「⾺馬撒」，希伯來⽂文就是「試探」的意思。︒ 

「試探」耶和華，就是要「不信」神的能⼒力和應許，這是從懷疑和不信產⽣生的試驗。︒

以⾊色列⼈人在遭受苦難的時候，不相信神的應許。︒舊約聖經後來就⽤用「⾺馬撒」做為不

信之罪的例⼦子（詩95:8︔；來3和4）。︒ 

耶穌在這裡引⽤用這⼀一節經⽂文，就是在說：從殿頂跳下的⾏行動，與以⾊色列百姓在曠野

爭鬧⼀一樣，是出⾃自同樣的原則。︒雖然，耶穌跳下去，在某種程度上與以⾊色列百姓的

不信是不同的，因為耶穌必須相信神會吩咐天使⽤用⼿手托住祂。︒但是，這種⽤用⾃自⼰己的

⾏行為來試驗神的能⼒力的本身，就是不信。︒雖然這是⼀一時的、︑短暫的不信，就破壞了

彌賽亞職事的核⼼心：完全依靠神的應許和計劃，⽽而不⽤用⾃自⼰己的⽅方法來證明神的能⼒力。︒ 

 

c1-基督徒受的試探。︒第⼀一個試探是要以⾃自⼰己的能⼒力，取代神的旨意和計劃。︒第⼆二

個試探是說，好吧，我就這樣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反正你會拯救我的，⽽而且聖經的

確這樣說的。︒我就坐在那裡，反正你會照顧我的⼀一切的。︒我不要知道你的計劃是什

麼︖？我也不要知道你的旨意是什麼︖？我就是知道你會救我的，我除了往下跳，沒有

其他的⽅方法。︒ 

當神把我們從苦難中帶出來的時候，我們往往只過分注重⾒見證外在情況的轉變，並

且希望藉著這些⾒見證，證明神的信實和慈愛（不是不好），結果往往⾛走上了成功神

學、︑健康財富福⾳音的道路。︒因為不知道神做事的法則，沒有好好的讀約伯記︔；沒有

把所有關於試驗、︑試探和苦難的經⽂文和經⽂文的上下⽂文仔細的思想。︒因為缺乏和誤解

聖經的啟⽰示，所以在成聖的上沒有長進。︒（解釋約伯記的中⼼心思想：神要顯露約伯

的驕傲，認為⾃自⼰己的善⾏行是出於⾃自⼰己獨⽴立的、︑在神恩典之外的⾏行動） 

教會歷史上許多敬虔愛主的⼈人，都是在受苦難中去世的，神沒有拯救他們，沒有醫

治他們，難道他們就沒有信⼼心嗎︖？難道他們的遭遇無法⾒見證神的信實和慈愛嗎︖？為

什麼︖？是因為⼤大眾所接受的是「成功」，健康順利是成功祝福的代表。︒苦難和病痛

是弱者失敗的表現。︒⼤大眾所追求的是今⽣生的榮耀，但是聖經所講的神的榮耀多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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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軟弱、︑屈辱、︑謙卑、︑忍受苦難中彰顯出來的，不論醫治與否。︒ 

 

2. 8-10 節：第三次試驗，在⾼高山 –俯伏敬拜撒旦︔； 

申 6: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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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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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上帝，單要事奉

他。」 

a-帶祂上了⼀一座最⾼高的山。︒這是在神的允許之下，撒旦把耶穌帶到異象中，但是耶

穌的⼼心志沒有受到任何迷惑。︒ 

b-撒旦在第⼆二個試探失敗後，把他的⾯面具拿下來了，顯露了所有試探的核⼼心：「你

若敬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與前⾯面兩個試探不同的是：⾸首先，這是⼀一個公開犯罪的⾏行為，前⾯面的罪是被隱藏在

似乎合理的⾏行為中的。︒第⼆二，這是撒旦第⼀一次表現出他的真正⽬目的，他要取代神的

位置。︒前⾯面的試探是要破壞神的計劃，現在他要做彌賽亞的神。︒ 

 

撒旦知道神的計劃是要把萬國賜給彌賽亞是神的計劃：詩篇 2:8 「你求我，我就將

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撒旦要讓耶穌得到神所應許的，但是卻不

是按照神的計劃。︒神的計劃是耶穌必須為祂的百姓受屈辱苦難，最後在⼗〸十字架上為

祂的百姓的罪受死，然後才得著神應許的榮耀和統治列國的權柄。︒撒旦的道路是⼀一

條沒有苦難，沒有荊棘的道路，是⼀一條快速的道路，⽴立刻就彰顯光鮮亮麗的道路，

唯⼀一要做的就是向撒旦低頭敬拜，完全不受約束的道路。︒ 

 

c- 第 10 節，耶穌說：撒旦，退去吧！這明⽩白顯⽰示了耶穌的權柄，在最核⼼心的問題

上，⼀一舉擊敗了仇敵的試探。︒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敬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

祂。︒」（申 6：13）我們要稍微花⼀一點時間再對「敬拜和事奉」的觀念做⼀一個複習。︒ 

 



 6 

c1-聖經中敬拜和事奉，都是可以互換的同⼀一個字。︒這裡是講到敬拜真神和敬拜假

神的問題。︒敬拜假神就是敬拜撒旦。︒沒有中間地位-「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的神。︒」 

 

敬拜神是⼈人受造的⽬目的 

⼈人類墮落之前，敬拜和事奉神是神本來造⼈人的⽬目的。︒神造了亞當和夏娃，吩咐他們

要按照神的命令，神的律法看守修理神的園⼦子。︒修理[ דָעבַ  ]（事奉）和看守[ָׁשַמר]

都是⽤用來描述以⾊色列利未祭司關於事奉聖所的職分的字。︒所以⼈人類的整個⽣生活本來

就是要按照神的命令來敬拜和事奉神的。︒⼈人敬拜事奉神是⼈人類天然本性（神的形象

和樣式）的⼀一部份。︒ 

 

敬拜是⼀一種對⽣生活⽬目的的追求 

⼈人類墮落之後，在有罪的情況中，仍然被這種本性（雖然被玷污）所驅動，所以會

產⽣生宗教活動的需要。︒但是因為罪的關係，對神的認識被玷污和扭曲了，所以就成

了對偶像的敬拜。︒拜偶像的定義是把神以外的⼈人、︑事、︑物，當作是追求的⽬目標。︒其

核⼼心的意義就是：按照⼈人的意思敬拜事奉，使⼈人要得著⾃自⼰己所想要得著今⽣生的美好

的事物（就是⽣生命樹所代表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人無論有沒有外在的

宗教活動，都是⽣生活在敬拜中的。︒不同處在於敬拜的對象和⽬目的，以及是否有外在

的宗教活動。︒ 

 

神設⽴立敬拜要拯救⼈人 

⼈人類墮落之後，（成⾁肉身之前的）彌賽亞⽴立刻設⽴立了新的敬拜規範，為了要把祂的

百姓從罪中拯救出來。︒神設⽴立了敬拜的形式，透過敬拜把救贖的真理，救贖的計劃，

耶穌救贖的真理，傳遞給蒙揀選的⼈人，蒙揀選者也透過敬拜感謝回應神。︒聖靈藉著

這樣的福⾳音真理使⼈人得到新的⽣生命，注入了⼀一種⼈人類所無法靠⾃自⼰己⼒力量獲得的關於

神的知識——全備的福⾳音（神完整的救贖計劃）。︒當敬拜的形式改變，就喪失了神

所設⽴立的蒙受救恩的管道（⼀一般性的蒙恩之道 common means of grace）。︒因此，

有兩種敬拜：按照神所啟⽰示的形式敬拜，和按照⼈人所想出來的形式敬拜。︒撒旦試探

耶穌的⽬目的就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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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s 說：撒旦要使耶穌被誤導進入那種主觀的宗教形式（religious subjectiveness），

就是敬拜事奉的⽬目的是什麼不重要，只要直覺的宗教感沒有受到約束被表達出來就

好了。︒這是⼀一種假宗教（pseudo-religion），整個的過程是由⼈人主導的，⽽而非神。︒

宗教不是⼀一種抽象的敬拜和事奉，⽽而是明確地按照神所啟⽰示的⽅方式敬拜事奉那⼀一位

真神。︒（這是對私意崇拜最好的分析和解釋[參：西 2:23]） 

許多⼈人認為：神是看⼈人的內⼼心的，不看敬拜的形式。︒但是，我們知道⼈人雖然得救了，

但是內⼼心的罪性仍然需要在主觀上被治死（羅 6-8 章），所以，我們的⼼心是不可靠

的，我們必須⽤用神的話作為我們敬拜的規範。︒加爾⽂文說：⼈人的⼼心是製造偶像的⼯工廠。︒ 

 

以⾊色列⼈人虛假的敬拜 

敬拜假神的意思，不是指向有形象的偶像敬拜，⽽而是所有替代神的⼈人、︑事、︑物都可

以成為我們的神。︒許多神以外的事物會成為我們敬拜的最主要⽬目的：健康、︑事業、︑

家庭、︑兒女、︑愛情…⋯甚至我們在教會的事奉都會成為我們敬拜的⽬目的，為要滿⾜足我

們的⽣生活的需要，物質上的或非物質上的。︒所有好的事物，都會成為我們⼼心中的假

神。︒我們的雄⼼心⼤大志、︑我們對事奉成就所追求的野⼼心、︑往往成為我們按照⾃自⼰己意思

去成就神的旨意。︒結果，我們的事奉就成為⼀一種假神，只重視成果、︑效益，不看

神的計劃和旨意。︒結果，神（的旨意和啟⽰示）就慢慢地被邊緣化，被淡化，被模

糊，最後甚至就完全被棄絕了。︒對神的認識只剩下⼀一些⾃自以為是的主觀上的經歷。︒ 

 

敬拜是全⼈人的發⾃自與⼼心志的整個⽣生活上的活動     

許多基督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只有在主⽇日的敬拜才是敬拜，只有傳福⾳音和在教

會事奉才是事奉。︒ 

申命記的背景告訴我們，神百姓的敬拜事奉是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基督

徒的敬拜事奉，不只是參加主⽇日的敬拜和參與教會的事奉，基督徒全部的⽣生活都是

敬拜事奉，與舊約的以⾊色列⼈人⼀一樣。︒ 

 

有⼀一位鞋匠在聽到⾺馬丁路德的講道之後，問⾺馬丁路德他已經悔改認罪接受耶穌作為

救主，他應該如何事奉神。︒⾺馬丁路德告訴他「回去做最好的鞋⼦子，賣合理的價錢，



 8 

把榮耀歸給主。︒」這就是在⽣生活中事奉敬拜神的真正意義。︒我們⽇日常⽣生活中所從事

的活動，不但必須是神所喜悅的，是合乎聖經的，⽽而且⾸首要的⽬目的是要榮耀神。︒ 

 

虛假的敬拜的⽬目的是以滿⾜足追求⼈人今⽣生的，屬世界的⼀一切為最主要的⽬目的，神是達

到⼈人所要追求的「魔術棒」。︒ 

真正的敬拜的⽬目的是要滿⾜足追求神所應許的屬天的祝福，並為此向神發出感謝讚美，

在⽣生活的各個層⾯面為榮耀神⽽而活。︒基督徒必須以此來檢視⾃自⼰己⽇日常⽣生活、︑事業、︑家

庭。︒ 

 

許多基督徒都受到⼀一種教導：教會的事奉、︑讀經、︑禱告、︑傳福⾳音才是屬靈的。︒除此

之外的事業、︑家庭…⋯都是屬世界的。︒這種「⼆二元論」 

 

因此，我們看到敬拜事奉的原則是⽣生活中⼀一貫的原則：「當敬拜主-你的神，單要

事奉祂。︒」按照（申 6：13）這就是耶穌在第 3 個試探中所教導我們的真理。︒ 

 

3. 11 節，結尾：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a-⾸首先，我們知道魔鬼的離開是暫時的。︒因為後⾯面的敘述⽂文講到耶穌與魔鬼多次的

交⼿手。︒其次，許多聖經學者（包括 G. Vos）都指出：⾺馬太福⾳音 12：28-29 中，的「

先捆綁壯⼠士」是指耶穌在這裡擊退撒旦的事件。︒ 
28 我若靠著上帝的靈趕鬼，這就是上帝的國臨到你們了。29 人怎能進壯士家裏，

搶奪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太 12:28-29) 

 

另外，天使來伺候耶穌，不但講到耶穌身體處在虛弱危險的時刻，也正好應驗了撒

旦先前所引⽤用的詩篇 91 的經⽂文： 

 
14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

高處。 

4. 結論：我們看到耶穌受試驗到經⽂文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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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彌賽亞順服神的計劃背負屈辱受苦的試驗，靠著神到話勝過仇敵撒旦的

試探。︒ 

 

A. 應⽤用： 

1. 神對事奉主的⼈人的呼召必須經過⼀一個試驗的階段。︒神的呼召必須經過試驗，使

被呼召的⼈人學習到服事和事奉是屬靈的爭戰，服事主的⼈人內⼼心必須學習如何與

⾃自⼰己的罪爭戰，認識⾃自⼰己的本性，認識聖靈的引導。︒然後，他才能忠⼼心持守按

照神的旨意和計劃服事主。︒並且，事奉的本身從頭到尾就是主在事奉者身上的

成聖的⼯工作。︒所有的最後都要經過⽕火的試驗。︒ 

2. 當⼀一個基督徒知道受試驗的真理並且學習應⽤用在⽣生活中的時候，他就開始成熟

長⼤大了，他就開始要結出聖靈的果⼦子，在恩典中長進了。︒因為他在聖靈所引導

進入的遭遇中，從主觀上認識到⾃自⼰己天然的本性，知道聖靈在他身上所作的成

聖的⼯工作是如何成就的，要如何不順從⾃自⼰己天然本性活著，並靠著聖靈治死身

體的惡⾏行。︒正如保羅在羅⾺馬書 8:14 節所講：因為凡被神的靈所引導的，都是神

的兒⼦子。︒ 

3. 仰望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思想祂受的試探。︒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耶穌

⾃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我們在試探中的時候可以來到

主的⾯面前禱告求幫助。︒並且聖經也安慰受試探的⼈人： 
	  
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

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