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福音為中心的信仰 4-因著愛，靠主話勝過試探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烏克蘭母親堅強逃難「我盡量不告訴孩子這是一場
戰爭」 
     2月底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大量難民逃往鄰國。在羅馬尼

亞邊界，帶著三個孩子逃離的堅強母親茱莉亞（Julia）向世界展望

會傾訴心聲，訴說他們在逃難路上遭遇的艱難、內心的焦慮、現下

的缺乏，以及對未來的徬徨。茱莉亞甚至一路設法安慰孩子，希望

降低孩子心中的負面影響。 

 

「當孩子問，為什麼我們要離開?為什麼我們要躲躲藏藏?我盡量不

告訴他們，這是一場戰爭。」訪談影片中，茱莉亞告訴世界展望

會：「當我們試著不恐慌，他們就不會知道戰爭是甚麼。我希望孩

子覺得這只是一場旅行。」她的堅強令人感到心疼。最後她在片尾

忍不住落淚，「我只想回家，回到自己的房子。」 

    今天是母親節，聽到烏克蘭母親保護小孩的細心與心境（不受

世界傷害）格外令人感動。當初美國安娜推動母親節的故事，

1905.5.9（當月第二個星期日）其母親過世。由格拉夫頓教堂追思

禮拜。開始發起寫信運動，制定母親節為國定假日。1914 年國會

通過決議，43個國家響應。其實母親節的紀念是與基督教的信仰

思考作聯結。「在孩子的口頭心裡，母親就是上帝的名字」。母親的

愛，就是上帝「無條件」神聖之愛具體表現。紀念母親的愛，在信

仰上意義就是，重新與神的愛作聯結，確定神無條件的愛，並紀念

母親之餘，回應對上帝愛，學習更多的愛人（恩典與饒恕）與愛

神。 

不過諷刺的是，「母親節」跟其他節慶一樣，如聖誕節、情人

節，又淪為商業下的犧牲品，商人炒作賺取暴利。使得母親節發起

人 Ana Jarvis 死前痛苦的表示，她後悔發起訂定母親節。 

   母親保護未成年的孩子，讓他們在成長中逃避如戰爭的苦難與

殘酷。但母親也是期待自己的孩子，因著愛生長才能在成年後，面



對生命的實際爭戰中，有足夠的安全感與自信心。在基督徒成長的

生命中，我們不只需要主「無條件的愛」提供親密感與安全感，主

也是期待在我們在愛中成長時，我們更需要主的話，在日後關鍵的

戰場中，宣告主的話而得勝。今天「主耶穌曠野受試探」故事，提

供我們一個重要的屬靈眼光-「因著愛，靠主的話勝過試探」，這才

是符合上帝心意的成熟孩子。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如何「因著愛，靠主的話勝過試探」，面對生命戰場「肉

體、名利以及驕傲」等問題？ 

2. 在母親節，如何表達對母親的感恩，並能回應主的愛，在人生

的戰場靠主得勝，成為符合上帝心意的孩子？ 

 

參考經文：《 馬太福音四章 1～11節 》 

4:1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4:2 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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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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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頂：原文是翅）上，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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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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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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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二、經文背景 
   主耶穌接受洗禮以後，上帝的聖靈降臨在主耶穌的身上， 從天

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三 17）。但是，

我們從今天的經文看見，聖靈並未接著帶領耶穌到榮光、舒適之

處，反而到了曠野，接受魔鬼的試探。這樣的記載提醒我們：當我

們信仰剛強、虔誠的時候，也是我們遭遇艱難考驗的時刻，因此需

要更加謹慎及警醒！ 

   曠野，這是所謂「鳥不生蛋」的地方，也是人生存條件最差的

地點。出埃及記告訴我們，當以色列人民出埃及之後，第一個去的

地方就是曠野。在曠野，他們第一個遇到的就是缺水，因此抱怨摩

西帶領他們到曠野要讓他們活活地渴死在曠野之地。他們也在曠野

遇到了飢餓，因為曠野根本就沒有任何食物。他們若不是因為上帝

特別憐憫，從天上降下特別的糧食—嗎哪，他們根本無法活下去。

因此，曠野也是一個人生命最脆弱的地方。但聖經卻告訴我們，以

色列人民和上帝之間關係最親密的時代，就是當他們在曠野漂流的

時候（參考何西阿書二：14）。 

這段經文之後，記載主耶穌在加利利地區，公開傳揚道理，趕鬼及

醫病。這種經文的安排，說明耶穌傳道及服事上帝之前，必須先在

曠野接受魔鬼三個重大的試探，這也是象徵我們基督徒屬靈生命長

大成熟的關鍵。 

    

三、啟示: 
（一）進入生命的戰場-曠野 

    神允許耶穌在曠野中受試探是有目的的，這一點從“聖靈將他

引到曠野”可以清楚看出。 一個目的是向我們確定我們有大祭司能

夠體恤我們的軟弱和不足（希伯來書 四:15 ），因為他正像我們一

樣受了試探。 我們主的人性使他體恤我們自己的軟弱，因為他也

有軟弱的地方。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

人”（希伯來書 二:18 ） 。 被譯作“受試探”的希臘語這裡的意思

是“使經歷考驗”。 所以，當我們經歷考驗受到生活環境的試煉



時，我們可以確定經歷過同樣試煉的耶穌理解和體恤我們。  

有很多試探是我們經不住的，因為我們的肉體從本性上來講是軟

弱的，但是我們有神，他不會讓我們經受我們不能承受的試探；他

會提供出路（歌羅西書 十:13 ）。我們因此可以勝利、感謝神讓我

們脫離試探。 耶穌在曠野裡的經歷幫助我們看到那些常見的妨礙

我們有效事奉神的試探。 

聖靈將他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那裏講的是指耶穌的狀態﹕

被聖靈充滿。約翰福音三:34 說，上帝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耶穌是時時處於聖靈完全充滿的狀態。我們要確信一件事，若不是

憑藉「聖靈充滿」我們血氣是無法勝過世俗的引誘。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與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

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

惡魔爭戰」羅馬書六:11-12。我們只能用真理充實我們的心和思

想，認識這些試探並與之與戰鬥。 在屬靈的戰鬥中基督戰士的裝

備只有一樣攻擊性武器，即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以弗所書 

六:17 ）。深刻了解聖經將把這支寶劍放在我們手裡，使我們戰勝

各種試探。 

 

  （二）面對人生戰場三種試探 

    耶穌受試探有三種所有人都常見到的模式。 第一個試探是肉

體的試探。第二個試探是魂（指名利、權力）的試探。第三個試探

是靈（指超越信心限制、屬靈驕傲）的試探。 

聖靈引導耶穌到曠野，因為耶穌 40天都沒有吃東西，所以肚

子餓了。魔鬼對耶穌說：「既然祢是上帝的兒子，命令這塊石頭變

成麵包吧！」魔鬼了解耶穌此時的飢餓和需要，就引誘耶穌，運用

上帝之子的能力，將曠野中的石頭變成麵包，來滿足自己飢餓的肉

體需要。魔鬼試探的第一句話是：「既然你是上帝的兒子」，這是一

句相當有挑戰性的誘惑引言。當一個人餓到極點時，往往是饑不擇

食。就在這時候，魔鬼出現它的聲音說：「既然你是上帝的兒子」。

這句話其實是在挑起耶穌的懷疑。（考驗依靠自己或依靠神） 

第一個試探失敗之後，馬太福音描述魔鬼又帶耶穌到耶路撒



冷，讓祂站在聖殿上的最高處，對祂說：「既然祢是上帝的兒子，

就從這裡跳下去吧；因為聖經說：『上帝要吩咐祂的天使保護你』；

又對祂說：『他們要用手托住你，使你的腳不至於在石頭上碰

傷。』」這是希望受人注意、受人歡迎之試探。魔鬼挑戰耶穌是用

「聖經的話」：祢若真是上帝之子，上帝必定保守祢的安全，祢也

可以通過這個途徑，獲得眾人的歡迎。這是自信心過頭，逾越了上

帝的旨意，亦指屬靈的驕傲。 

最後魔鬼帶領耶穌上一座高山，把世上萬國和一切榮華都給耶

穌看。魔鬼對耶穌說：「如果你跪下來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給

你。」魔鬼利用這個機會，引誘耶穌接受名利、權力的試探。擁有

權力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在這個世界上，最容易使人眼花撩亂的

東西，就是財富和權力。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只要看看各種的政治

人物，你就可以知道權力的魅力。有權力的人，到處有人注意他

們，有媒體閃光燈隨著他們，那種滿足感，的確是很大的試探。 

 

（三）靠主話勝過試探 

    面對第一個肉體需求的試探，耶穌引用申命記八章 3節：「人

的生存不僅是靠食物。」來回應魔鬼。古代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

他們因飢餓埋怨上帝，上帝就從天上賞賜嗎哪，滿足他們的需要。

摩西對以色列人說，上帝以此教導他們：「人的生存不僅是靠食

物，而是靠上主所說的每一句話。」他提醒以色列人真正飢餓的原

因，並不是因為沒有食物吃，而是他們沒有聆聽上主的話。服事上

帝的人也會面對這樣的挑戰，就是常想要先滿足自己的需要，卻忘

記自己的身分是受呼召去服事更多在這個世界上。 

面對第二個靈的試探（過度自信與屬靈驕傲）時。我們知道主

耶穌當時的處境是在聖殿，這是宗教領域最神聖的地方，也是以上

帝為中心的地方。在這種地方卻有魔鬼隱藏著，同時試圖要找機會

試探人。聖殿也是人出入最多的地方，只要耶穌在最高點往下跳，

眾人都看得見。如果再看到上帝的天使來扶持，那樣的景象是多壯

觀，多麼引人入勝啊！但是耶穌沒有迷惑於這樣的陷阱，他用聖經

的話，也是申命記第六章 16節：「你們不可像從前在瑪撒那樣試探



上主—你們的上帝。」要知道從前在瑪撒的經歷，必須看出埃及記

第十七章 7節，以色列人民因為缺水而抱怨摩西為何帶領他們出埃

及。就像前面所說的，懷疑上帝的愛，就是給魔鬼找到機會。但耶

穌卻回絕了魔鬼這樣的誘惑。 

面對第三個靈的試探（名利與權力）時，耶穌在山上寶訓中就

這樣說：「沒有人能夠伺候兩個主人。他要不是厭惡這個，喜愛那

個，就是看重這個，輕看那個。你們不可同時作上帝的僕人，又作

錢財的奴隸。」（馬太福音六：24）在上帝和錢財之間作個明確的

選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上帝不希望我們用任何其它物品來取

代祂，或代表祂。耶穌拒絕魔鬼這項誘惑的方法，就是引用申命記

第六章 13節：「你們要敬畏上主—你們的上帝，只敬奉他，奉他的

名發誓。」耶穌這句話也說明了一件事：屬於上帝的國度和屬於世

上的國度，是完全不相同的。當他的門徒約翰和雅各在爭權位的時

候，耶穌告訴他們那是世上的統治者「有權管轄人民，領袖也有權

支配人民」，但是屬於耶穌的門徒，卻不是要支配人，而是要成為

人的僕人（參考馬可福音十：42—43）。當人想要財富的時候，財

富往往使人離棄了上帝；當人想要得到權柄的時候，耶穌卻告訴我

們，上帝國真正需要的是卑微的人，而不是那些擁有世上權柄的

人，這些人往往使人陷入在權柄的驕傲中，同時也離上帝的國度越

來越遠。 

「耶穌，就責備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

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可 8：33）可見彼得當時的狀況，

不是指彼得是撒但，而是其體貼人的思考與意念，是被撒但所利

用。 

 

四、自己的感受 
   我們常見到人生內心戰場的模式。一個討主喜悅成功的人生，

也是在內心先勝過這三個試探。第一個試探是肉體的試探。第二個

試探是魂（指名利、權力）的試探。第三個試探是靈（指超越信心

限制、屬靈驕傲）的試探。（路加福音四章 1-13的次序）在這三次

的試探中，我們看到的是：魔鬼常常引用聖經的話，來使人誤以為



是正確的。但耶穌卻很清楚地用聖經的話來回絕魔鬼的詭計。因

此，我們看到正確明白聖經的話是非常重要的，這可幫助我們免於

陷入於魔鬼的誘惑而不知。我們相信-「聖靈充滿」十「聖經話

語」，帶出正確的價值觀，我們就能突破目前的困境與壓力。帶來

個人、家庭與教會的成長與突破。 

   每次母親節時，除了聚餐外，我最喜愛的就是看「林布蘭的浪

子回頭」畫作。林布蘭是巴洛克時期荷蘭畫壇宗師，這幅《浪子回

頭》。他早年還曾畫過另外一幅《浪子回頭》。他的人生由盛而衰，

不斷被打擊的過程，內心必異常淒苦。林布蘭雖有敬虔的信仰，人

生路卻愈走愈難。依人情之常，他必曾在無數的暗夜向上帝哭泣、

禱告、吶喊，信心動搖，失望絕望。中年以後的艱苦歷程，林布蘭

心靈深處，必也有過一段流浪。在生命的最後，他選擇以聖經路加

福音十五章耶穌講的故事為主題，畫這一幅浪子回頭，有非常深刻

的含意。 

和 35年前的第一幅完全不同了，浪子回頭而沒有「回頭」，是把頭

深深埋在老父的膝上。只有深刻經驗的人，才能體會浪子那種無地

自容，迫切需要被原諒、被包容的心情。有人詮釋這幅名畫說：

「把所有的視線都落在象徵父親擁抱浪子的雙手，那是濃縮了所有

人生歷練之後最平淡，卻也最叫人動容的情感表達。這雙手推卻了

世俗道德的評斷與眼光，推卻任何累贅的辯解或語言描述，傳達了

一個父親，也就是天父上帝，對孩子絕對的寬恕、包容、憐憫和徹

底接納。」，其實對我最大的感受，另一個焦點是林布蘭「浪子回

頭」畫作下，增加聖經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場景，「旁邊坐著母親」，

對林布蘭而言，是因為過世母親的愛，讓他能夠回到天父上帝面前

認罪悔改的。 

   陪伴在我們身邊的母親，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當他們遭遇

患難與困境時，一個充滿『愛』與『肯定』的眼神，一句安慰人心

的話語，都能使他們的孩子更有勇氣往前。」這份勇氣，陪伴直到

他們面對人生挑戰時，都足以面對各種風浪與壓力，而獲得最終勝

利。真正的愛，不是出於人的愛，因為凡是出於人的愛，都多少含

有人間的私情、親誼、英雄意識、各種形式的虛榮、各種表揚自我



的偉大感。因為我們依人性無法真實愛人，所以才回到主裏面，得

主的饒恕，在主裏面，找到恩典，於是在這「愛」中，生命得以完

全。原來神的愛是完全的，並無短缺，但我們對神的愛的運用和經

歷卻有所不足，所以須要藉彼此相愛來逐漸加深我們對神的愛的認

識(參弗 2:17~18)，並且增加運用和經歷，終至得到成全的地步。 

    母親的影響力-從邱吉爾、林肯例子來看。一個人如果有一位

敬虔的母親，他永不會貧窮。國之興衰實掌握在母親的手中，英國

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名佈道家慕迪 ( Dwight Lyman Moody 1837 - 1899 )的母親，她的墓

誌銘雋刻著這一段經文 [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的！馬可 14:8]。

衛斯理約翰的母親-神在她悉心嚴格教導的十九名兒女中興起其中

一位。所以我們要學習建立屬靈的「家庭祭壇」 

 

美國女詩人愛麗絲大衛斯一首詩「送給母親」寫道： 

是的，上帝對我是真的， 

我從妳的笑容中看到祂， 

我從妳的溫柔中感覺到祂， 

我從妳美麗的靈魂中認識祂， 

願上帝賜福妳，母親！ 

 

五、結論 
   「因著愛，靠主話勝過試探」。「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

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約翰一書四：18。因為其強調的是「愛的關係」，但是「『愛』可以

使人更有勇氣」，足以活出美好的樣式。 

因著愛，我們可以面對生命戰場各式各樣的試探，但其核心是同樣

的三種東西：靈、魂、體的試探。 我們只能用真理充實我們的心

和思想，認識這些試探並與之與戰鬥。在屬靈的戰鬥中基督戰士的

裝備只有一樣攻擊性武器，即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以弗所書

六:17 ）。 以見証靠主得勝的模式。   

上帝要我們將生命投資在最有價值的永恆裡，那就是順從神的



呼召，上帝的呼召不是一個重擔，而是祝福；不只是單純的捨己，

更是被天國的價值充滿，願意活出高貴的生命，那是無法模仿的奇

妙生命。願我們在服事上帝的過程中，回應主的愛，宣告「聖經話

語」，帶出正確的價值觀，突破各種試探，迎接教會的復興。 

 

討論題綱：  

1. 靈性生活與「無私的愛」都是作為耶穌基督跟隨者不可或缺的

部分，試想，我們是否將這落實在我們的生命中，願意學習母

親完全的愛，來愛神愛人，以至於有能力面對生命中的三種試

探？ 

2. 檢視一下，在母親節時，如何再度感恩，回應上帝與母親的

愛？ 

 

代禱事項：  

1. 請為自己現在的生命景況禱告，求聖靈光照，挪除我們的驕

傲，使我們繼續謙卑跟隨基督，學習「無私的愛」來愛上帝，

愛人，靠主話勝過試探。 

2. 請上帝賜我們跟隨基督的決心，用行動力來回應上帝的愛，愛

自己的母親，以及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 

 

祈禱文：  

親愛的主，在母親節時，讓我學習主的愛，謝謝祢用十字架上無盡

的愛教導我們如何彼此相愛，告訴我們如何讓愛前進，實現在每一

個人身上，藉著我們的彼此相愛，眾人要知道上帝的慈愛。求主幫

助我們時常默想背負十字架的意義，並將十字架的意義活出來，堅

固我們的信心，在每一個當下時刻，都深刻地記著主耶穌愛，並且

實踐出來。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為我們身旁的人，可能是家人、同事、朋友、教會的弟兄姊妹

代禱，並且想一想，禱告之餘，母親節時能為他們多做一點什



麼？例如：帶父母一起出遊、為另一半分擔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