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大的试探 

试探乃是上帝之儿女司空见惯的常事。尽管如此，我们对

其必有警惕心因它能使人跌倒。试探基本上有相反之两面，则不

利或有利于我们的属灵成长，而此事决定于我们如何应对试探，

就如雅各书 1：2-4 说道，  

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3  因

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

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若我们对试探的了解过于浮泛的话，就很可能会有消极的

生活态度并会屈从于恶劣的生活方式，败坏我们的属灵生活。从

另一方面来说，若我们对试探的了解过于狭窄，会变得绝望之

极，失去意志，生活在恐惧之中并不信于上帝在我们生活里给的

权利与目的。 

   主耶稣说道，“总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

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 26：41）。“免得入了



迷惑”这句话说明我们很可能会入了迷惑，而迷惑很可能是极为

危险的。    

  

试探的危险 

千万不要低估我们拥有的救恩。在我们一开始接受耶稣并

开始新的生活的那时刻，我们是多么其乐融融，一心只想要侍奉

耶稣，读圣经，花时间与上帝单独相处，并赞美上帝。随着时间

的推移，不论因日日忙碌还是因自己犯懒了，我们就很少去教堂

了，很少抽出时间来赞美上帝，也很少甚至再也没有读圣经，更

别说去抽出时间与上帝单独相处了。我们再也没在自己的心灵浇

上生命的活水了，也就是上帝的话语，也没再祷告让自己更亲近

于上帝，于是我们的信心也没有扎根。当试探来临时，我们会变

成心中背道的人，因我们的信心薄弱，心不明理。路加福音 8：

13 说道，“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

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 

  



不论我们自觉自愿还是因被逼迫而变成背道之人，其后果

都会使我们失去救恩，失去天国，并进入地狱的。 

 

来自于魔鬼的试探 

试探来自于魔鬼，也来自于我们的私欲，但从来不会来自

于上帝。首先，试探来自于魔鬼此说法是因雅各书 1：13 说

道，“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

探，他也不试探人。” 由此可见，试探不是来自于上帝，而是

来自于魔鬼。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3：5 亦有所解释，“为此，

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

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 

   除了被魔鬼试探，我们无论在自觉还是不自觉的情况下，也

常被内心强大的私欲所试探，到最后能让我们自己被卷入试探的

漩涡。 

 



被自己的私欲所试探 

    雅各书 1：14 说道，“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牵引诱惑的。” 于是，我们会跌倒是因自己的行径。可能因我

们觉得自己够坚定，想试试自己的能力，也可能我们早已知道自

己所做的事对自己的信心具有危险性，但还是继续做下去。有些

上帝之儿女，自己有了家室还在外面跟别人搞暧昧关系。这些人

一开始觉得自己的信心够坚定，能挡得住诱惑，不会犯上淫乱污

秽的罪，但事实上很多人最后还是跌倒了。同样，一些基督徒的

生意人，为了想拿到项目，想扩展自己的事业还是想拥有更多的

收入，而与一些属肉体的人交流。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有可能会被

染上，但因内心很想“成功”，而继续做下去。 

  

约伯的试探是最大的试探吗？ 

我们或许想，坏事该是“坏人”才遇到的。但事实却并非

如此。有时，上帝允许敬爱他的人遭难。为何？因上帝想考验我



们对他是否忠诚。于是，我们对上帝允许的试探无须后悔，因上

帝只想管教他所爱的儿女。 

希伯来书 12：5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

心。6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若我们经得住这样的试探并像约伯一样，能从其吸取教

训，便可得好结果。 

    或许我们觉得约伯经历了一场非常艰苦的试探，甚至是人

类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最艰苦的试探，他失去财物，孩子，健康

的身体，就如我们在约伯记 1：8-19 和 2：7-8 所读的。 

   但在他饱经忧患时，约伯依然敬拜赞美上帝（1：20，21）

而且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或作也不

妄评神）（1：22）。连他妻子都对他说,“你弃掉神，死了吧

。”(2:9)。约伯坚定地说，“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

也受祸吗？”（2：10）。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能在苦难当中以如

此良好的态度应对一切呢？ 



    无论何时，试探总会跟随着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

对试探，于是我们必得知试探的阴险之处，更何况我们如今都生

活在末世之中。 

 

末世的试探 

在末世时，我们将进入有更厉害的试探，有威胁逼迫甚至

生命危险来动摇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时代，就如马太福音 24：9-13

所提的那样，“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10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11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

人。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当发生如上述的试探，耶稣让我们从一座城市到另外一座

城市逃难，就如马太福音 10：23 说道，“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

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

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部队追杀的基督徒可能已陷入这样的

惨状下，不带任何财物甚至不带粮食逃难，因他们之前所拥有的

都已被洗劫一空了。 

    在末世的磨难期我们将经历相同的甚至比以上所述的更厉

害的的试探。 

                

无形的试探 

          接下来，耶稣解释了在末世时将有许多假先知出现，且有

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马太福音 24：11）。而比起听耶

稣的仆人讲道，人人更喜欢听他们。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

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

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摩太后书 4：3-4）。  

   假先知的话看似很有意思，实际上他们所讲的根本是一个不

符合圣经的荒渺的言语。此言语会迷惑他们的跟随者，并让这些

人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亵渎上帝的话，甚至会违背上帝的话语，导

致他们变成背道之人。 



    在末世时或是现在，我们将会以及可能正在面对同样的试

探，就是无形的试探，也就是异端邪说。 

瞄眼一看，约伯所遭受的试探比耶稣的更厉害。实际上，

耶稣遭受的试探更为厉害。约伯遭受的是相对有形的试探，能感

觉得到，可触摸，可见到，而耶稣遭受的是无形的试探。若换做

我们也受到这种试探的话，很有可能直到我们跌倒了也未察觉

到。 

 

耶稣受试探 

    人人都会遭受试探，一无例外。不仅偏向犯罪行为的我们

会遭受试探，连无罪之人也会。上帝也让亚当和夏娃，甚至耶稣

基督都遭受试探都是一些可见之证。 

 我们的上帝不受逼迫或骄傲，野心，嫉妒，阴谋，憎恨，

愤怒，疑忌，贪馋，性欲，酗酒等其他人人常有的邪念之试探，

但耶稣却遭受更加难以应付的试探。 



基督遭受的三种试探 

在马太福音第 4 章：1 至 11 节里，我们读到耶稣受魔鬼的

三种试探，详细内容如下： 

马太福音第 4 章： 

1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2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3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

石头变成食物。 

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5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翅） 

6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

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7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8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

华，都指给他看， 

9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10 耶稣说，撒但退去吧。（撒但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

名）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 

11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从末世的角度上来看试探 

从末世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会并很可能已遭受像当日耶稣

所受的试探一样。这种试探是无形的，而假如我们不了解并不曾

深深地研究上帝的话语以及预知这无形试探的具体表现，我们就

很容易随波逐流，被时代拖着走，而陷于罪恶中，甚至我们会否

认自己的信心，成为背道的人。  

 

 



第一种试探 

们知道耶稣遭受了三种试探。第一种记载于马太福音第 4 

章：2 节至 4 节： 

4：2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4：3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

些石头变成食物。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

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从末世的角度上来看，很可能当我们从迫害者或反基督教的

当权者逃跑时，我们会忍饥挨饿。然后试探人就来引诱我们说，

“嗨，神的儿子，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周围的人可能应

对说，“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饭吃。做什么都行，只要

我们不会饿死。”但耶稣提醒了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

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什么意思？为了生存，就算我们饿了，也要使用符合上帝

的话语所教我们的方法来找吃的东西。不能因为我们饿了，就不

择手段来偷窃，洗劫，抢劫，欺骗，说谎，糊弄人等，因这些行

为违背上帝的话语。就算有些社会允许这样的做法，但我们在弄

吃的东西来依然要符合上帝的话语，不能违背。例如，过些日子

在意大利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人因为饿了就偷食物。法官判他

无罪，因觉得人饿了偷东西不算罪行。假如印尼实行这样的制

度，我们依然不能偷窃，要符合上帝的话语，老老实实地找为了

吃而用的钱。 

    我们知道出埃及记 20：15 说道，“不可偷盗。” 还有，

使徒行传 15：29 亦说道，“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

死的牲畜，和奸淫。” 尽管生活很艰苦，我们依然要保持符合

上帝的话语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虽然现在我们尚未进入末

世，我们依然以同样的规则为准。 

 

 “找用来吃的钱”与“赚钱”之区别 



一些华人将“找用来吃的钱”与“赚钱”分别而论。“找

用来吃的”即我们拼命，努力工作，或找工作为了能够吃得上

饭。而“赚钱”即我们为了让自己能够吃饱饭已存储了足够的

钱，剩下的就叫“赚钱”。他们常说，赚钱时，千万不要做违法

的事，因我们不一定来得及享用我们所得到的。但若“找用来吃

的”便可不择手段，免得我们饿死！虽然我们周围的人实行这样

的原则，但作为上帝的儿女的我们可千万不能做出这样的事，因

这样就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目前我们可能不会直接偷盗，但可能我们不老老实实做生

意，比如我们有一半的做法是欺骗行为的，就如圣经说的，用两

样的法码，换句话说用不正方法做生意。可能现在我们正在不符

合基督教教义的原则的行业从事，或是我们不老老实实工作。虽

然肚子饿了，但耶稣拒绝用不正方法弄出吃的东西，因他知道我

们的食物应当从符合上帝的话语之行业所得到的。同样，我们从

事时也要按照上帝说出的每一句话行事的。 

  



第二种试探 

       接下来，第二种试探记载于马太福音第 4 章：5 节至 7 节：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翅） 

4:6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4:7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从末世的角度上来看，很可能当我们陷入磨难期之时，我

们挨打，被折磨，甚至将被烧死，而在这种惨状下我们选择悬崖

自杀，或跳楼自杀，或其他之类的自杀方式。若我们寻短见，实

际上那是对上帝在我们人生的计划一种不信任，亦表示我们不信

任上帝会保护我们，而这样做也是犯罪。 

    或许，很可能我们在磨难期为了能得到食物而亵渎上帝，

就如以色列人所做的。他们要求能满足自己私欲的食物，就这样

在心里试探上帝。当他们饿了，渴了时，便试探上帝，对摩西埋

怨说，“你为何带我们到这种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的地方？” 



或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贪恋他人的食物或东西。或我们埋怨

上帝说，“虽然我已放弃所有的财物，上帝居然还允许我陷入磨

难期，这是为何呀? 上帝不是向我承诺要保佑我吗？上帝的诺言

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帝是否不存在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为

何不帮我呀？” 

    我们为何会那样做？至少有三个理由能让上帝的儿女想自

杀以及试探上帝，其理由如下： 

其一：因他不理解我们作为上帝之儿女在末世时就会经历

磨难，但我们依然要坚持，坚守我们的信心。启示录第 13 章：

10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

信心，就是在此。 

其二：他可能不理解也不相信上帝对他儿女的安排是最美

好的，甚至若我们为此而死也一样是最美好的，因我们最大的幸

福并非源于在世上的生活，而是源于在天国里的永生。耶利米书

29：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

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其三：他不理解自杀乃是罪，无论上帝的儿女做的还是非

上帝的儿女做的。为何如此? 因自杀意味着他杀了自己! 上帝的

话语很明确地说，“不可杀人”（出埃及记 20：13）。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因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得救! 

马太福音第 10 章：22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

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于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持忠心，甚至若要

因此而失去生命，我们都知道那是上帝对我们人生最好的安排，

我们亦相信我们将一起在上帝的荣耀里复活。因此，我们不必在

饥渴时试图逃跑或跳楼自杀。我们要相信上帝已为我们安排了一

切，而他的意念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可在作者写的《救恩价

值》和《圣灵的果子》读相关内容。         

 

第三种试探 

第三种试探记载于马太福音第 4 章：8 节至 10 节，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9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

你。10 耶稣说，撒但退去吧。（撒但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

的别名）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 

         从末世的角度上来看，除了要面对饥饿，陷入磨难，尚有

魔鬼引诱我们去祭拜他，放弃自己的信心，该信其他宗教，好让

我们脱离苦难。若我们愿意，魔鬼就说，“你放弃信心，我会还

给你所有的财物，还会给你提供世界的种种乐趣。” 但我们依

然要忠心于上帝，只能崇拜与侍奉上帝，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得放弃自己的信心。启示录 2:10 说道，“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

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

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一般来说，人比较喜欢舒舒服服地生活，坐拥金玉满堂，

其实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想想怎样才能进入天国，就如作者

在《人生活中的当务之急》所谈论的。 



         可能我们觉得比起这世界，我们更爱上帝，于是我们不会

因财物之原因而放弃自己的信心。我们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心当然

是好事了，但其中最有效的测试方法则看我们是否交纳十一奉献! 

大多数人基本上不交纳十一奉献，因他们更爱财物，更爱世界。

上帝规定十一奉献为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并非因他想要我们的

财物，而是因他想祝福我们，就如玛拉基书第 3 章：10 节所记载

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

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

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若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愿意做十一奉献，那么在我们

遭受苦难时，我们会相信此承诺吗？这是我们值得扪心自问并沉

思的问题。若此蒙福之事我们却因不信而不愿做，又怎能说我们

真正信任耶稣呢？ 

雅各书 2：26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同样的，我们又怎能说我们爱耶稣呢？ 

约翰福音 14：15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应对试探的招数 

就如之前的解释，最厉害的试探乃是无形的试探，就是魔

鬼通过假先知以及假师傅传达邪说。若我们不理解上帝的话语就

无法辨别正邪。因此我们将随从假师傅的命令，到后来，他们会

引诱我们陷入妄行的人当中。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放弃自己的

信心，导致我们失去了耶稣给我们承诺的救恩并将进入地狱。 

于是，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理解上帝的话语，以免被

迷惑。更何况，耶稣解释了在末世时将有许多假先知出现，而且

会出现一个支持敌基督并极有影响力的假先知： 

启示录第 13 章：11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

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 

假先知看似“如同羊羔”一样善良温柔的，但他所传达的

全都是谎言诳语， “说话好像龙”。 

    我们可能一星期只能听一两次的讲道，于是我们必须每日

读圣经，思考上帝的话语并将其实施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来增加



自己对上帝的话语之理解，以便让我们能够守住自己的救恩，就

如作者在《得胜的子民》解释的。      

   

祷告 

在面对困难，逼迫，磨难等等的时候该如何，耶稣给我们

立了好榜样。就如路加福音22：39-42所解释的，在耶稣被逮捕

而后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前一晚，他同门徒往橄榄山去，那里

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

他。后来耶稣对他们说要祷告。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

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接下来，耶稣也祷告，恳求上帝发慈

悲，但他愿一切交给了上帝。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

么远，跪下祷告，说，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

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虽然上帝的旨意是不变

的，依然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全世界的罪孽，但他还是

派了天使来鼓励耶稣。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当耶稣越感到害怕时就越恳切祷告，耶稣极其伤痛 ， 祷 告 更 



加 恳 切 。 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从末世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很可能会受磨难，就如马太福音

24：9 所记载的，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

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启示录 13：10 再次强调

此经文，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为了应对

这些艰苦的日子，我们要诚恳地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力量。就如

耶稣所做的，他不在受逼迫时祷告，而是受逼迫之前，甚至在他

生活过得好的时候，他就已经祷告了。于是，若我们坚信自己已

处在末世的末期，甚至很快就进入磨难期的话，就应当拥有与上

帝单独相处的时间，日日认真祷告。 

   

总结 

试探的存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在

应对试探时会有成有败。但作为上帝日日愈来愈成长的儿女，我

们的信心质量要日渐提高，因为我们在上帝里更加坚强，所以我

们在试探中堕落的几率也应当日日见少。 



    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后，在他感到很饿时便受魔鬼狡猾无形

的试探。同类的无形试探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就如在亚

当和夏娃身上发生的试探极其艰苦且似乎是无形的。为了应对这

类的试探，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必须持有知识和理解，以便能认清

是非，也就是认清不符合上帝的话语之事。 

但以理书 11：32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独

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我们要随时切切谨守，提防魔鬼的袭击。 

彼得前书 5：8  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

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除此之外，我们要有与上帝单独相处的时间，使我们能够认真

祷告，恳求上帝给我们智慧与帮助，让我们不会被魔鬼算计，欺

骗和击败。 

彼得前书 4：7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儆醒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