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試探



引言: 
什麼是你面臨的試探？



<一> 失敗與成功的例子



1耶和華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
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2女人對蛇說：「園中樹
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3唯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
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4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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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
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7他們二人
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
編做裙子。 8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
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9耶和華神呼喚那人，
對他說：「你在哪裡？」 10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
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 11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
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嗎？」 12那人說：「你所賜給我
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



1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2他禁食四十晝夜，後
來就餓了。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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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5魔鬼就帶他進
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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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
主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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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
你的神，單要侍奉他。』」 11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二> 認識魔鬼的技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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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己的欲望與軟弱



1) 健康
2) 財富
3) 成功
4) 吃喝
5) 性欲
6) 玩樂
7) 舒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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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
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提摩太前書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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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6:10

10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
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箴言10:22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瑪拉基書 3:8-10

8 「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我
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
獻的供物上。 9 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咒詛就臨到你
們身上。」 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
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
戶傾福於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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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詩篇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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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0:31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以弗所書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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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撒母耳記下11大衛干罪
11 過了一年，到列王出戰的時候，大衛又差派約押，率領臣僕和以色列眾人出戰。他們就打敗亞捫人，圍攻拉巴。
大衛仍住在耶路撒冷。
2 一日，太陽平西，大衛從床上起來，在王宮的平頂上遊行，看見一個婦人沐浴，容貌甚美。 3 大衛就差人打聽
那婦人是誰，有人說：「她是以連的女兒，赫人烏利亞的妻拔示巴。」 4 大衛差人去，將婦人接來，那時她的月
經才得潔淨。她來了，大衛與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 5 於是她懷了孕，打發人去告訴大衛說：「我懷了孕。」
6 大衛差人到約押那裡，說：「你打發赫人烏利亞到我這裡來。」約押就打發烏利亞去見大衛。 7 烏利亞來了，
大衛問約押好，也問兵好，又問爭戰的事怎樣。 8 大衛對烏利亞說：「你回家去，洗洗腳吧！」烏利亞出了王宮，
隨後王送他一份食物。 9 烏利亞卻和他主人的僕人一同睡在宮門外，沒有回家去。 10 有人告訴大衛說：「烏利
亞沒有回家去。」大衛就問烏利亞說：「你從遠路上來，為什麼不回家去呢？」 11 烏利亞對大衛說：「約櫃和以
色列與猶大兵都住在棚裡，我主約押和我主[a]的僕人都在田野安營，我豈可回家吃喝，與妻子同寢呢？我敢在王
面前起誓[b]：我決不行這事！」 12 大衛吩咐烏利亞說：「你今日仍住在這裡，明日我打發你去。」於是烏利亞那
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 13 大衛召了烏利亞來，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烏利亞出去與他主
的僕人一同住宿，還沒有回到家裡去。

謀殺烏利亞
14 次日早晨，大衛寫信於約押，交烏利亞隨手帶去， 15 信內寫著說：「要派烏利亞前進，到陣勢極險之處，你們
便退後，使他被殺。」 16 約押圍城的時候，知道敵人那裡有勇士，便將烏利亞派在那裡。 17 城裡的人出來和約
押打仗，大衛的僕人中有幾個被殺的，赫人烏利亞也死了。 18 於是，約押差人去將爭戰的一切事告訴大
衛， 19 又囑咐使者說：「你把爭戰的一切事對王說完了， 20 王若發怒，問你說：『你們打仗為什麼挨近城牆呢？
豈不知敵人必從城上射箭嗎？ 21 從前打死耶路比設[c]兒子亞比米勒的是誰呢？豈不是一個婦人從城上拋下一塊上
磨石來，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備斯嗎？你們為什麼挨近城牆呢？』你就說：『王的僕人赫人烏利亞也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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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92%92%E6%AF%8D%E8%80%B3%E8%A8%98%E4%B8%8B11&version=CUVMPT#fzh-CUVMPT-8241b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92%92%E6%AF%8D%E8%80%B3%E8%A8%98%E4%B8%8B11&version=CUVMPT#fzh-CUVMPT-8251c


1) 健康
2) 財富
3) 成功
4) 吃喝
5) 性欲
6) 玩樂
7) 舒適的生活



你只管去歡歡喜喜吃你的飯，心中快樂喝你的酒，

因為神已經悅納你的作為。

傳道書 9:7



1) 健康
2) 財富
3) 成功
4) 吃喝
5) 性欲
6) 玩樂
7) 舒適的生活



創世記 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哥林多前書 4:2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三> 如何勝過試探

A. 認識自己

a) 身份與地位

b) 自己的欲望與軟弱

B. 效法耶穌



1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2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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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耶穌卻

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5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

頂上，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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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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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侍奉他。』」 11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詩篇 91:11-12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他們要用手
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三> 如何勝過試探

A. 認識自己

a) 身份與地位

b) 自己的欲望與軟弱

B. 效法耶穌

C. 認識真神



3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4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馬書 5:3-5



結論 :  
讓我們天天帶著感恩的心歡喜快樂地生活、
在神的愛中活出我們美好燦爛的生命。



日日專心靠救主 每逢患難主幫助
雖我信心或不足 一切惟靠主耶穌

時時刻刻靠耶穌 朝朝暮暮靠耶穌
無論遭遇何事故 一切惟靠主耶穌



靠主聖靈相光照 使我心中滿榮耀
賴主扶持免跌倒 一切惟靠主引導

時時刻刻靠耶穌 朝朝暮暮靠耶穌
無論遭遇何事故 一切惟靠主耶穌



前途光明歌不休 路徑陰暗殷勤求
危時憑主我無憂 一切惟靠主拯救

時時刻刻靠耶穌 朝朝暮暮靠耶穌
無論遭遇何事故 一切惟靠主耶穌



依靠耶穌度今生 仰賴救主不變更
直到離世進天城 靠託救主到永恆

時時刻刻靠耶穌 朝朝暮暮靠耶穌
無論遭遇何事故 一切惟靠主耶穌



Christ above us  Christ beside us 

Christ within us  Ever guiding 

Christ behind us  Christ before 

Christ our love  our life our Lord

基督在上 基督在旁

基督在內 不斷引領

基督在後 又在前

我所愛 生命 主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