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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感謝神，我們相信你已藉著「跟從耶

穌的第㇐步和四個習慣」和「七個

愛的故事」，預嚐了作耶穌門徒的奇妙經歷，

也有了一群與你同行天路的同伴。接下來，這輯

「門徒成⾧訓練」系列將幫助你在跟隨耶

穌的路上繼續被聖靈的大能觸摸、更新、成長及

突破。恢復神在我們生命中所賜的喜樂、平安和

愛，成為神改變世界的力量。 

 

    



摘錄 

 

耶穌渴望讓跟從他的人都能夠活出豐盛的

人生，經歷生命的成長、屬靈的突破。在這條

路上，魔鬼是我們會遇到最大的敵人，牠要攔

阻我們經歷神的愛與自由。而作為耶穌的門徒，

我們不需要害怕魔鬼，因為耶穌已經完全得勝

了！同時，我們要知道神已經給了我們屬靈的

武器和真理，幫助我們勝過魔鬼的工作，使我

們能活在得勝中，成為滿有屬靈感染力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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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得勝中(㇐)：謙卑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或你怎樣體會耶穌的愛。 

2. 你跟從了耶穌後看到耶穌怎樣改變了你？ 

3. 在過去一週裡，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人分享衪的愛？ 
 

從耶穌的教導裡，我們能學習到一位真正的門徒應有的屬

靈品格、屬靈根基、與生命的操練（請參閱『門徒成長訓練』系

列一至三冊）。在跟隨耶穌的路上，魔鬼想要攔阻門徒經歷神所

賜豐盛的生命，引誘他們離開神的心意，而其中一個方式就是讓

門徒有跟牠一樣的性情──驕傲。但神已經透過聖經向我們啟示

了祂的心意，提醒我們謙卑才能使我們活在得勝中。 
  

聖經的教導 
 

耶和華恨惡的事有六樣， 連他心裡厭惡的，共有七樣， 

就是高傲的眼、 說謊的舌頭、 流無辜人血的手、 圖謀惡事的心、 

快跑行惡的腳、 說謊的假證人， 和在弟兄中散布紛爭的人。 

(箴言 6:16-19) 
 

正直人的大道遠離罪惡；謹守自己道路的，保全自己的性

命。 在滅亡以先，必有驕傲；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存謙卑

的心與窮乏人在一起， 勝過與驕傲人同分戰利品。 

(箴言 16: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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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賜的恩更大；所以聖經上說：「神抵擋驕傲的人，賜

恩給謙卑的人。」你們應當順服神，抵擋魔鬼，魔鬼就逃避你們。

你們應當親近神，神就親近你們。罪人啊，要潔淨你們的手；三

心兩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雅各書 4:6-8) 

問題討論： 
 

1. 從以上三段經文裡，你認為神想幫助我們勝過什麼問題？ 

2. 什麼是「高傲的眼」？你認為「高傲的眼」會如何影響到我

們與他人的關係？ 

3. 根據這三段經文，驕傲會帶來什麼後果？ 

4. 神如何看待驕傲的人？相反，祂又如何看待謙卑的人？ 

5. 當人謙卑順服神的時候，魔鬼會有什麼反應？ 

6. 你認為神為何不喜悅驕傲的人？ 
 

謙卑的故事 
 

耶穌向那些自恃為義、輕視別人的人，講了這個比喻： 

「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法利

賽人站著，禱告給自己聽，這樣說：『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

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

次，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獻十分之一。』稅吏卻遠遠站著，連舉目

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神啊，可憐我這個罪人！』 我告

訴你們，這個人回家去，比那個倒算為義了。因為高抬自己的，

必要降卑；自己謙卑的，必要升高。 

(路加福音 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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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從法利賽人的禱告裡面，你認為他對自己有什麼看法？他對

稅吏有什麼看法？他對禱告和對神的態度如何？ 

2. 從稅吏的禱告裡面，你認為他對自己有什麼看法？他對禱告

和對神的態度如何？ 

3. 你覺得耶穌為何要將法利賽人和稅吏作對比？ 

4. 為什麼耶穌指出稅吏比法利賽人更算為義？ 
5. 根據耶穌的教導，驕傲和謙卑的人會有什麼不同的後果？ 
6. 你認為謙卑與自卑有什麼分別？ 
 

總結： 
 

在聖經的教導裡面，屬靈的驕傲是神最不喜悅、最嚴重的

罪，因為魔鬼撒旦最大的性情就是驕傲。墮落以前的魔鬼是侍奉

在神面前光輝美麗的天使長，但因為驕傲自大牠妄想與神同等，

 7 



結果被神摔到地上。而被摔落以後

牠也企圖迷惑世人，以驕傲操控人

的心，使他們擁有跟牠一樣的性情，

背離上帝。 

 

驕傲是門徒最需要防備的問

題，因為它影響著我們對自己、對

別人、甚至是對神的態度。驕傲讓人在指出其他人的問題時，卻

看不見自己生命的問題，自以為自己比別人更屬靈、優越。亦因

此，驕傲會攔阻人在禱告裡真誠地尋求神的饒恕與幫助。在跟隨

耶穌的道路上，當我們的生命好像越「成熟」時，我們越要小心

掉進驕傲的陷阱裡。 

 

謙卑與自卑雖然好像只有一線之隔，但它們本質上完全相

反。自卑的人擁有不健康的自我形象，他們以自我為中心，卻又

因看不見自己在神裡面的價值而缺乏安全感，覺得自己樣樣都不

及別人。相反，謙卑的人會以神為中心，亦明白自己在神裡面的

價值。他們能反省自己的人生、面對自己的問題，更知道自己需

要神的恩典來幫助他們勝過生命中的軟弱。因此，耶穌說「自己

謙卑的，必要升高」，因為他願意幫助那些真心來尋求他、倚靠

他的人。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得勝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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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得勝中(二)：被潔淨更新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你覺得自己的生命裡有什麼需要被神潔淨更新？ 
 

在上一次的學習中，我們認識到要在神面前謙卑自己，提

防屬靈的驕傲。當人能省察自己並尋求神的恩典，祂要幫助我們

活出得勝的人生。在今天的學習裡，我們一方面要認識神聖潔的

性情，而另一方面也要明白屬神的人不再是罪的奴隸，而是神寶

貴的兒女。只要我們願意來到神的裡面，祂要潔淨更新我們，幫

助我們脫離以往罪的轄制。 
 

聖經的教導 
 

你們應當順服神，抵擋魔鬼，魔鬼就逃避你們。你們應當

親近神，神就親近你們。罪人啊，要潔淨你們的手；三心兩意的

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雅各書 4:7-8) 

問題討論： 
 

1. 這段經文向我們發出什麼挑戰？ 

2. 經文所說的「潔淨你們的手」是什麼意思？ 

3. 經文所說的「清潔你們的心」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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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覺得經文所形容「三心兩意的人」是指什麼人？ 

5. 當人願意尋求、親近神的時候，神有什麼應許？ 

 

被潔淨的故事 
  

耶和華又讓我看見約書亞大祭司站在祂的天使面前，撒旦

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要控訴他。耶和華對撒旦說：「撒旦啊，耶和

華斥責你！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斥責你！這人豈不像從火中抽

出來的一根柴嗎？」那時，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站在天使面

前。 天使對侍立在周圍的說：「脫掉他污穢的衣服。」他又對

約書亞說：「看啊，我已除掉你的罪，我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

服。」我說：「要給他戴上潔淨的禮冠。」他們便給他戴上潔淨

的禮冠、穿上華美的衣服。那時，耶和華的天使站在旁邊。 

 

耶和華的天使告誡約書亞：「萬軍之耶和華說，『你若遵

行我的道，謹守我的吩咐，便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

我必讓你在這些侍立的天使中間自由出入。 

(撒迦利亞書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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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在這段經文裡，魔鬼如何控訴大祭司約書亞？ 

2. 經文中，約書亞身上污穢的衣服代表什麼？ 

3. 天使如何處理約書亞舊的衣服？這個行動有什麼意義？ 

4. 天使之後給約書亞換上了什麼？這個行動有什麼意義？ 

5. 在經文中，神對約書亞有什麼提醒？ 
 

 總結： 
 

在今天的經文裡，我們能學習到神自己的聖潔，以及祂對

人生命聖潔的重視。神要幫助屬祂的人從以往罪的捆綁中釋放出

來，以致我們的生命能活出祂的聖潔。聖潔的神雖然不能容忍任

何的罪與污穢，但是祂願意給予罪人恩典，正如祂脫去大祭司約

書亞污穢的衣服，換上潔淨華美的衣服。縱然魔鬼想藉著機會控

訴人的不潔與不配，但是神的恩典已讓人在罪中被拯救出來，如

同在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 

 

同時，我們要清楚聖潔並不是

神給我們恩典的原因，而是神的恩典

帶來的結果。我們作為神的兒女，是

已經被愛、被赦免、被接納了。魔鬼

嘗試用我們失敗的地方控訴我們，叫

我們不明白自己在神裡面的身份、價

值與自由，感覺不到自己被愛與饒恕，也以為自己什麼都不配。

但事實上，縱然我們生命有失敗的地方，神已經赦免與接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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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成為兒女。就好像一個曾經的乞丐被接到皇宮裡成為一位王子，

若他還是認為自己是一名乞丐，不明白自己王子的身份，他仍然

會活得像一個乞丐，每天活在被控訴與挫敗裡面。因此我們要明

白自己作為神兒女的身份，也要知道我們生命裡某部分的失敗並

不能使我們重新變為乞丐。 
 

而我們既然已經是天父的王子與公主，我們就要被神來改

變、陶造，使我們現在所做所想的都要與我們神兒女的身份相稱。

當我們願意來親近、尋求神，祂應許要潔淨更新我們，幫助我們

得勝罪的豁制和魔鬼的控訴，以致我們心裡的意念、手中的行動，

都能夠彰顯神的聖潔。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得勝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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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得勝中(三)：被聖靈充滿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 。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人分享衪的愛。  
 

在上一次的學習中，我們明白到神已經接納了我們，而我

們能夠懷著感恩和喜樂的心成為祂的兒女。而現在我們明白自己

作為天父兒女的身份後，我們就要被聖靈更新、充滿，得著從聖

靈而來的能力，讓聖靈帶領我們活出一個持續得勝的生命。 
 

耶穌被聖靈充滿的故事 
 

耶穌受了洗，立刻從水中上來；忽然，天為他開了，他看

見神的靈，好像鴿子降下來，落在他身上；又有聲音從天上來，

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馬太福音 3:16-17) 

問題討論： 
 

1. 在耶穌受洗後，有什麼事情發生？ 

2. 你覺得聖靈為什麼要降下在耶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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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被聖靈充滿的故事 
 

彼得和約翰向百姓講道的時候，祭司、聖殿護衛長和撒都

該人趕來了。因為彼得和約翰宣講藉著耶穌死人可以復活，他們

非常惱怒，下令拘捕二人，因天色已晚，就把他們扣押了一夜。 

但有許多聽道的人信了，男人的數目約有五千人。 
 

第二天，官長、長老和律法教師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大祭

司亞那，以及該亞法、約翰、亞歷山大和大祭司的許多親族都在

場。他們令使徒站在當中，質問道：「你們憑什麼權柄、以誰的

名義這樣做？」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各位百姓的

官長和長老啊，如果因為那殘疾的乞丐得到醫治這件善事，你們

今天來查問我們他是如何痊癒的，那麼，你們和所有以色列人都

應當知道，他能健康地站在你們面前，全是靠拿撒勒人耶穌基督

的名！你們把祂釘在十字架上，但上帝使祂從死裡復活了。『祂

是你們工匠丟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石。』除祂以外，別無救主，

因為普天之下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在場的人看到彼得和約翰的膽量，又知道他們原是沒有學

問的平民百姓，都很驚奇。他們認出這些人跟隨過耶穌，又見那

被醫好的瘸子站在他們旁邊，便無話可說。 

(使徒行傳 4:1-14) 

問題討論： 
 

1. 為什麼官長和祭司們要下令拘捕彼得和約翰？ 

2. 官長和祭司們如何質問彼得和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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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回應這些質問以前，彼得經歷了什麼？ 

4. 彼得如何回應官長和祭司長的質問？ 

5. 為什麼在場的人在聽到彼得的回應後感到驚奇？ 

6. 你認為被聖靈充滿的使徒們有什麼特徵和表現？ 
 

聖經的教導 
 

所以，你們行事為人要謹慎，不要像愚昧人，卻要像聰明

人。 要把握時機，因為這時代邪惡。因此，不要作糊塗人，要

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蕩亂性，卻要讓

聖靈充滿。應當用詩章、聖詩、靈歌，彼此呼應，口唱心和地讚

美主。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還要存

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以弗所書 5:15-21) 

問題討論： 
 

1. 這段經文對門徒發出什麼挑戰與提醒？ 

2. 為什麼這段經文要將醉酒和被聖靈充滿作對比？醉酒的人會

有什麼表現？被聖靈充滿的人會有什麼表現？ 

3. 被聖靈充滿的人應該用什麼方式讚美神？ 

4. 什麼是靈歌？這與平時唱詩歌有什麼分別？ 

5. 被聖靈充滿的人應該要有什麼心態？在他們對神和對人的態

度上會有什麼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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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從耶穌的生命，我們已經能看到有聖靈同在的重要性。在

耶穌事奉的起頭，他首先經歷了洗禮、聖靈的降臨，以致他一切

所做的都是被聖靈帶領、滿有聖靈的能力。在使徒們的身上，我

們也能看見他們被聖靈充滿後，在面對質問他們的官長、祭司時，

仍能放膽無懼地見證耶穌基督，甚至所有人都驚奇為何這些沒受

過什麼教育的漁夫能夠有非凡的智慧、信心回答眾人的質問。 

 

最後一段經文也指出，被聖靈充滿的人應該要像聰明人一

樣，明白神的心意；在充滿罪的世界裡，要注意自己行事為人都

有神聖潔的樣式。醉酒的人雖然有短暫的快感，但卻會失去判斷

與自我約束的能力。相反，被聖靈充滿的人會讓聖靈引導與管理

自己的整個生命，讓人能明白、活出神的心意。另外，被聖靈充

滿也代表自己願意放下自我、驕傲來到神面前，讓神來掌管我們。

而聖靈會引導我們更深入的敬拜，也會教導我們常常對神充滿感

恩、敬畏，並且願意謙卑順服他人。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

使你成為得勝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

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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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聖靈充滿的人會讓

聖靈引導與管理自己

的整個生命。 



活在得勝中(四)：活在神的愛與喜悅中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 。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人分享衪的愛。  
 

在上次的學習中，神教導我們要被聖靈充滿，以致聖靈的

能力能夠帶領與管理我們的生命。今天，我們要從耶穌的生命與

教導裡學習，知道活出得勝的生命的要訣，就是要持續地活在神

的愛與喜悅中。 
 

活在神愛與喜悅中的故事 
 

耶穌受了洗，立刻從水中上來；忽然，天為他開了，他看

見 神的靈，好像鴿子降下來，落在他身上；又有聲音從天上來，

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馬太福音 3:16-17) 
 

問題討論： 
 

1. 在這段經文裡，天父怎樣形容耶穌？ 

2. 你認為天父與耶穌的關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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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教導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

裡面，他就會多結果子，因為你們離開了我什麼都不能做。不常

在我裡面的人就像丟在外面枯乾的枝子，最後只有被人拾起來丟

在火裡燒掉。如果你們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無

論你們求什麼，都會得到應允。你們多結果子，證明自己是我的

門徒，就會給我父帶來榮耀。父怎樣愛我，我也怎樣愛你們。你

們要常在我的愛中。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常在我的愛中，

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常在父的愛中一樣。」 

 (約翰福音 15:5-10) 

問題討論： 
 

1. 在耶穌的教導裡面，他用什

麼東西來形容自己與門徒之

間的關係？ 

2. 耶穌有什麼應許給那些常在

他愛裡的人？ 

3. 如果門徒不常在耶穌的愛裡，他們會有什麼後果？ 

4. 耶穌對門徒的愛是以誰的愛作根基？ 

5. 門徒應有什麼行動才能常在耶穌的愛中？耶穌為門徒作了什

麼榜樣？ 

6. 你覺得遵守耶穌的命令與活在他的愛中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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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耶穌受洗的經歷裡面，我們看到耶穌與天父之間緊密的

關係。耶穌的生命能夠得勝，是因為他常常活在神的愛與喜悅中，

以致他能明白天父的心意、跟從聖靈的帶領。而在耶穌的教導裡，

他比喻自己與門徒的關係就像葡萄樹與枝子一樣。葡萄樹的枝子

木質十分軟，若不連著樹，枝子不能結出果子，也沒有其他的用

處。 

 

同樣，如果門徒不常在耶穌的

愛裡面，他們的生命就會枯乾，被丟

在外面燒掉。耶穌應許門徒，若他們

活在神的愛與喜悅中，他們所求的要

被應允，並且他們也能多結果子、榮

耀天父。耶穌以天父與他愛的關係來

形容他如何愛門徒，而這份愛的關係讓耶穌能順服和遵守天父的

命令；因此，耶穌亦挑戰門徒要遵行他的命令，才能持續地活在

他的愛裡。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得勝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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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要活在神的愛與喜

悅中，才能多結果子、

榮耀天父 . 



活在得勝中(五)：每天領受神的話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 。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你覺得恆常讀經有什麼好處？ 
 

在上次的學習裡，耶穌教導門徒要常活在神的愛與喜悅中，

他們才能結果子、活出得勝的生命。今天我們會學習下一個讓我

們能得勝的秘訣──就是每天領受神的話。 

 

靠神話語得勝的故事 
 

隨後，耶穌被聖靈帶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耶穌禁食了

四十晝夜，就餓了，試探者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

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吧！」耶穌回答：「經上記著：『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更要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馬太福音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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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魔鬼用什麼東西來試探耶穌？為什麼魔鬼要用這種方式試探

耶穌？ 

2. 魔鬼的說話想令我們怎樣懷疑神與我們的關係？ 

3. 為什麼耶穌不願意把石頭變成食物？ 

4. 耶穌用什麼來勝過魔鬼的試探？ 

5. 耶穌的說話向我們啟示了什麼永恆的真理？ 
 

總結： 
 

在今天的經文裡，我們看到魔鬼趁著耶穌禁食、身體虛弱

的時候嘗試來試探耶穌，讓他懷疑自己和神的關係。在被聖靈帶

到曠野前，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的時候，天父已經明確地表明耶穌

是祂的愛子；而這一刻，魔鬼卻想讓耶穌質疑自己作為神兒子的

身份，要他用能力去證明自己與神的關係。耶穌不是沒有能力把

石頭變成食物，但他不願意聽從來自魔鬼的聲音，也不懷疑天父

與他的關係。 

 

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因為聽從

了魔鬼的聲音、懷疑神的良善，所以沒

順服神並吃了神吩咐他們不可吃的果子，

以致死亡進入了世界。而相反，耶穌用

神的話語來抵擋魔鬼的引誘，也表明了

他對天父完全的信任與順服。耶穌指出，人的生命不是單單靠著

食物來維持，而是靠著神的話來維持。如果我們的生命沒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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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著，不是單靠

食物，更要靠神口

裡所出的一切話。 



話語，在面對困難、試探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應對。因此，從耶

穌的經歷裡，我們能夠明白每天領受神話語的重要性，以致我們

能夠常常活在得勝中。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得勝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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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得勝中(六)：完全信靠神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 。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人分享他的愛。 
 

在上次的學習裡，我們看見耶穌以聖經的話語──「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更要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勝過魔鬼要他

將石頭變為食物的試探。之後魔鬼立刻又抓住機會，嘗試扭曲神

的話來試探耶穌，而再一次耶穌以聖經回應魔鬼的挑戰，表明他

對神的完全信靠。 

 

完全信靠神的故事 
 

隨後，魔鬼帶耶穌進了聖城，使他站在殿的最高處，對他

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跳下去吧！因為經上記著：『神為了

你，會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到石頭。』」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馬太福音 4:5-7) 

問題討論： 
 

1. 魔鬼用什麼東西來試探耶穌？ 

2. 為什麼魔鬼要用這種方式試探耶穌？ 

3. 魔鬼的說話想令我們怎樣懷疑神與我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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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穌用什麼來勝過魔鬼的試探？ 

5. 耶穌的說話向我們啟示了什麼永恆的真理？ 
 
 

 
 

總結： 

 

在這個故事裡，我們看到魔鬼沒有放棄對耶穌的試探，甚

至要把他帶到死地，要他從聖殿高處跳下。在上一個試探，耶穌

用神的話回應了魔鬼的挑戰。而這一次，魔鬼狡猾地引用聖經關

於信心和神的保護的話，要耶穌以這種不合理的方式證明自己對

神的信心。而且，魔鬼也在試探耶穌用這種壯觀的表演在眾人面

前證實自己是神的兒子；若他跳下而毫髮未傷就能表現出神超自

然的保護。根據魔鬼的話，如果耶穌不跳下來，就代表他對神沒

有信心，不相信神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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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耶穌明確知道自己與神的

關係，他不需要用這種方式來證明神

對他的愛與保護，也不會做神沒叫他

作的事。相反，如果耶穌真的從殿頂

跳下來，這才是對神不信靠的表現。耶穌用「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這節經文來回應魔鬼，也表明了一個真正信靠神的人，是不會用

一些戲劇性的憑據來試探神的。因此，我們若要活出得勝的生命，

就要明白神的話語，並且要對神完全信靠。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得勝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25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活在得勝中(七)：不怕困難，凡事以榮

耀及事奉神為先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 。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人分享他的愛。 

 

在面對前兩次的試探，耶穌以神的話語並他對神完全的信

靠勝過了魔鬼的引誘。經歷兩次失敗後，魔鬼第三次來試探耶穌，

讓他看見世界的榮華。今天我們將會從耶穌身上學習他如何再一

次得勝魔鬼的誘惑。 

 

凡事以榮耀神為先的故事 
 

最後，魔鬼帶耶穌上了一座極高的山，把世界各國和各國

的榮華都指給他看。並且對他說：「你只要跪下來拜我，我就把

這一切都給你。」但耶穌說：「撒但，走開！經上記著：『當拜

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於是魔鬼離開了耶穌，有天使前來

服事他。 

(馬太福音 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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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魔鬼用什麼東西來試探耶穌？ 

2. 魔鬼想耶穌有什麼行動？ 

3. 為什麼魔鬼要用這種方式試探耶穌？ 

4. 耶穌用什麼來勝過魔鬼的試探？ 

5. 耶穌的說話向我們啟示了什麼永恆的真理？ 
 

 
 

總結： 
 

在最後一次試探，魔鬼表露了自己的身份和目的。牠以

世界的榮華來試探耶穌，提出要耶穌敬拜牠。耶穌到世界的目

的是為世人的罪走上十架，受苦、受羞辱、被釘死。相比起這

一條困難的十架路，魔鬼提出了一個好像十分有吸引力的方案，

只需要耶穌跪下來拜牠的一個行動就能夠換取一切世上的榮華。

但耶穌清楚知道，即使要面對困難，甚至要付上生命作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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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只會榮耀及事奉神、完成神給他在這世上的使命，所以他

如此回應魔鬼：「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在我們的人生裡面，魔鬼也會引誘我們選擇容易的路、

享受世界的榮華與安逸。當我們追求世界的權勢、金錢，其實

就是在敬拜魔鬼。但如果我們想走在神的計劃裡面，就要不怕

面對困難，凡事以榮耀及事奉神為先。

耶穌的生命跟我們一樣也面對過魔鬼

的試探，但他沒有讓魔鬼得勝，反而

以神的話、對神的信靠、單單尊榮神

的心勝過一切試探。耶穌以自己作榜

樣，幫助門徒學習活出一個得勝的生

命。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得勝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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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們想走在神

的計劃裡面，就要不

怕面對困難，凡事以

榮耀及事奉神為先。 



事工資料 

如果你渴望在跟隨耶穌的路上繼續成長，我們鼓勵你可

以找同伴一起閱讀其他「門徒成⾧訓練系列」

的小冊子。你亦可以瀏覽我們的 YouTube 頻道來參考其

他 訓 練 和 示 範 的 影 片 。 ( 網 站 : 

www.youtube.com/user/SunriseCCLA) 或者你可以透過以

下方式聯絡我們: 

網站: www.sunrisela.org 

電郵: admin@sunrisela.org 

電話: (626) 281-3406 

地址: 8618 Mission Dr., 
  Rosemead, CA 9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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