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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 8 部分：耶稣 

信息 4——受洗，受试探 

介绍 

耶稣的公开传道发生在施洗约翰之后。施洗约翰是神派来预备弥赛亚的道

路的。约翰激动人们的心，让他们到旷野，听先知讲述关于神的国将要降

临的信息。耶稣来了以后，约翰让众人和他的门徒去跟随耶稣，告诉他们

耶稣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约翰后来被希律关进监牢，并从此消

失，而耶稣则获得了人们的尊崇，追随者数目不断增加。施洗约翰自己曾

说：“他必上升，我必衰微”（约翰福音 3：30）。 

 

为耶稣施洗 

众人受洗的原因是承认自己的罪，愿意为此悔过，为拯救者弥赛亚的到来

预备自己。而耶稣受洗不是出自这个原因。浸入水中代表洗净自己的罪。

耶稣受洗则是要让他自己和周围的人没有区别。他要在十字架上担当他们

的罪。耶稣受洗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的罪恶经他而被洗去。 

 

1. 施洗约翰开始给人们施洗：太 3:1-6; 路 3:1-6 

约翰在耶路撒冷南部，靠近约旦河的犹大的旷野生活。他看上去就像是先

知以利亚。很多人认为他是以利亚再世。他呼唤人们悔改（悔改的心带来

悔改的行为）以预备神国的降临。很多人跟随他并在约旦河受洗。施洗约

翰实现了以赛亚书 40 章中的传道预言。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

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

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得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赛 4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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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质问施洗约翰：约翰福音 1:19-28 

看到人们都去找施洗约翰，犹太人领袖（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律法学家，

祭司）很不高兴。他们质问约翰的身份和职分。约翰告诉他们他就是先知

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为王预备道路的人。他说比自己更大的那个人就要来了： 

“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

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福音 1:26,27）。 

 

3. 约翰斥责宗教领袖: 太 3:7-10；路 3:7-9 

约翰知道这些宗教领袖想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当他发现这些人混在人群中

假装要悔改的时候，约翰斥责他们。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

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

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太 3:7-10）。 

 

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的，犹太人的血统。但是这些骄傲的内心却是毒蛇的

子孙！约翰没有含糊，直接斥责犹太领袖。这些领袖并不想真正悔改，施

洗约翰的斥责让他们的企图失败。根据路加福音 7：30 记载，法利赛人拒

绝受约翰施洗。 

 

4. 约翰告诉人们悔改将会怎样：路 3: 10-14 

人们听到约翰说神将会审判“毒蛇的种类”的时候，他们惊恐地问：“我们

当如何去做？”约翰让他们捐助穷人（路 3：11）；他让税吏不可多取（路

3：13）；让兵丁不要强暴待人，对自己的钱粮要知足（路 3：14）。真正的

悔改都是需要有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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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约翰说耶稣比他更大：路 3：15-17；太 3：11，12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

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

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

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

们传福音（路 3：15-18）。 

 

路加说那位要来的将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这是什么意思？根据

耶稣在后来所说的（徒 1：5），圣灵的洗将在五旬节的时候（徒 2）进行，

也就是教会诞生的日子。那时有“火的舌头”临到使徒；但是这不像是施

洗约翰所说的“用火施洗”。在约翰接下来的话中（路 3：15-18），他说在

麦场麦子要和糠被分开，麦子聚拢，而糠则要被火烧尽。这与最后的审判

相近的一幕在稗子和麦子（太 13：24-30，36-43）的比喻中也出现了。 所

以耶稣用圣灵和火施洗标志着弥赛亚时代的开始和结束：开始于教会的建

立，人们接受圣灵的施洗，结束于耶稣审判这个世界（用火给世界施洗）。 

  

希腊文“假冒伪善”是说“说话时戴着面具”。这是希腊舞台表演中经

常用到的一个词。神可以透过面具看到真面容。他看重诚恳的内心，

而不仅是好行为；有了尊主为大的心才能够和主同行。有了这样的心

才会保持悔改的态度——为犯罪而难过，承认犯罪，有愿意悔改的心。

我们在这一生中不可能不犯罪；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寻求，让自己越来

越像基督。让神帮助你看看你的内心，祈求让你知道神想让你作什么

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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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约翰看到耶稣来到：约翰福音 1：29-34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

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

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

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1：

29-34）。 

 

施洗约翰明确的宣扬耶稣 

——比我更有力量的。 

——你们不认识的。 

——就是我为他解鞋带也不配的。 

——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的。 

——来审判这个世界的。 

——把这个世界上的罪拿去的。 

——神差遣的仆人。 

 

7. 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太 3：13-15 

耶稣要来受洗，约翰想要阻止他，因为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耶稣说自

己必须受洗。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

了他（太 3：15）。 

希伯来书 2：17 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

回祭。”耶稣受洗因为他要与他所拯救的人相同。他们受洗表明为罪悔改。

他受洗是表明祂要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的羔羊，去除人们的罪。 

 

8. 耶稣受膏并得承认：路 3：21，22；太 3：16，17 

耶稣受洗后祷告。圣灵和天父那一刻膏他并认定他为神的孩子（三位一体

的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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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临在他

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路 3：21，22） 

 

 

对耶稣的试探 

耶稣受洗是为让他进入百姓的世界——让他自己和将要拯救的百姓有相

似的经历。而耶稣受试探则是为了自己做好准备——通过祷告和禁食，耶

稣顺从于天父交给他的使命，同时也下定决心与魔鬼战斗到底。 

 

1. 耶稣被引到旷野：路 3：1；可 1：12,13；太 4：1,2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

饿了”（太 4:1,2）。 

 

以下几点变得特变清晰： 

——耶稣是被圣灵引导至旷野。 

——耶稣 40 天以来一直受到魔鬼的试探。 

——耶稣在旷野和野兽同住。 

——天使自始自终都在陪伴耶稣。 

——耶稣禁食祷告，然后很饿了。 

——在 40 天的最后，三个集中的试探临到耶稣。 

 

这些试探不仅让耶稣为他接下来的传道做好准备；而且也让他为担任大祭

司的职位做准备，他要作我们的中保。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来 2：18）。 

  

耶稣被天父特别宣布是他的爱子。但如果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天父

也会宣称我们是他所爱的孩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 8:15,16）。你在他的爱中是否平安？

你周围的世界也许让你觉得不被爱，不被接受。如果你依靠耶稣的话

语，你就能体会到神无条件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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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

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 4：15，16）。 

 

2. 三个终极的试探：太 4:1-10；路 4:1-12 

 在旷野的最后 40 天耶稣面临三个特别的试探。 马太和路加福音分别根

据他们所强调的记录了不同的发生顺序。对撒旦引诱的更准确的翻译是

“既然你是神的儿子，那么去做甲，乙，丙”。撒旦并未怀疑耶稣是神的儿

子。哪怕魔鬼最后说：“我们知道你谁，你是至高神！”撒旦想让引诱耶稣

错误地使用他的身份和权柄。 

 

——把石头变成饼（吃喝和生存）：太 4:3,4；路 4:3,4 

撒旦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能够行使权力，让石头变成饼，吃了不

饿。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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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4：4）。 

耶稣引用申命记 8 章 3 节。他臣服在天父的旨意之下（倚靠神口中的话）.

在后来的讲道中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约 4:34）。 

  

正是因为耶稣经历了各样的试探他才能够了解我们，成为我们的中

保。当你面临试探的时候跟他说，耶稣知道你的想法。他可以帮助

你。“你们所预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

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

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前 10:13）。怜悯我们的大祭司在乎我

们！ 

今天撒旦仍会试探我们“吃喝和生存”，让我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

忽视了神会供应我们的所需（太 6:25-34）。撒旦向亚当和夏娃说的第一

个谎言就是：“神没有在找你们，自己管自己吧，吃喝生存！”（创 3:1-

5）当撒旦说：“吃喝生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吃喝死亡”（死

亡==远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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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殿顶往下跳（跳下去，引人注意）：太 4:5-7；路 4:9-12 

撒旦把耶稣（在精神上）带至圣殿顶部。从顶部到地面的高度有 300-600 公

尺（相当于 30-60 层高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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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4:6）。 

 

撒旦用旧约（诗篇 91:11-12）经文来试探耶稣。撒旦其实是在说：你有机

会展示你的伟大，而且你知道你的父会保护你，跳吧！ 

 

耶稣知道他的职责是要为了众人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让人们惊诧于自己

从高处跳下而不会受伤。他引用申命记 6：16.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太 4:7）。 

 

经上说：“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

高”（彼前 5:6）。 

 

——拜我（下拜，成功）：路 4:5-8；太 4:8-10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

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

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路 4:5-7）。 

 

属灵的争战是路加福音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所以他着重提到了撒旦把世间

万国指给他看。在其他地方撒旦被称作“世界的统治者”（约 12:31;16:11）

或者“世界的神”（林后 4:4）。 

  

撒旦会在今天引诱我们“跳下去，引人注意”，他让我们按照自己的计

划行事，并且相信神会保守我们一帆风顺。但是撒旦知道神的存在不

是为了让我们照着自己的计划成功而伟大。所以当撒旦引诱我们 “跳

下去，引人注意”时，他实际上是说：“跌倒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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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想说：如果你想要这个国，你不必为此征战，只要向我下拜我马上就

可以把它给你。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路 4:8）。 

 

3. 试探的结论：太 4:11；路 4:13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对试探的最后部分的叙述有所不同。这表明作为不

同的作者，侧重的重点也各不相同。根据马太福音所述：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太 4:11）。 

 

马太主要写给犹太人，他们认为天使有特殊的意义。天使出现表明 1)耶稣

属灵争战的深入，2）天父对他儿子的喜爱。在天父的时间计划中，他的确

是派天使用翅膀托住他的儿子。 

路加则强调魔鬼和耶稣的战斗。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路 4:13）。 

 

路加想让读者知道试探只是耶稣和魔鬼斗争的开始，在此之后魔鬼还是在

不断的施展自己的力量。 

 

  

撒旦也会在当今时代引诱人们“下拜并成功。”让人们走捷径以达到

目标而不是沿着神所指引的道路。撒旦让人们投机取巧，抢占先机，

而不是顺应神对我们的教导而行。撒旦悄悄地说：‘你可以不用辛苦

就有收获。’‘你可以快速致富。’要当心进入撒旦的圈套，他实际上

的意思是：“跟随我，我让你失败”。 

撒旦是“谎言之父”。谎言是他攻击和打败别人的主要武器。所以要

让自己在神的真理之下，当魔鬼用谎言欺骗你时，你才不会上当。 

“站立地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以弗所书 6:14）。只有对神的话

语有投入的学习和认识，我们才能够战胜魔鬼的谎言。假如耶稣都需

要靠着经上的话去抵挡魔鬼，那我们又该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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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 耶稣当众受洗是为了与将要被他拯救的人有相同的经历。你怎样认识耶

稣情愿接受洗礼这件事？你是否当众受洗，承认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如

果还没有，是什么原因呢？ 

 

耶稣祈祷，禁食，依靠圣灵和圣经。当撒旦的试探临到，他就可以使用神

的权柄，知道他是靠真理去战胜撒旦的。想想看你在面临这样的试探时，

怎样学习像耶稣那样去战胜试探？ 

 

2. 第一个试探是变石头为饼（吃喝并生存）。你是否曾经被试探去说什么

或者做什么，但是当你意识到真理时，你选择了神的道路？分享一下你的

经历？ 

 

3. 第二个试探是从圣殿上跳下去（跳下去，引人注意），如果耶稣是神所

拣选，并且当受尊荣的话。你是否曾经把自己的安排放在神前面，还期待

神能够在关键时刻来帮助你实现你的安排？ 

 

4. 第三个试探是向撒旦下拜，不需辛苦付出而获得这个世界的权力（下拜

并成功）。撒旦总是引诱我们避开艰苦的却选择好走的道路。想想看你是否

曾经（在工作，学业或者一段关系中）绕过难走的道路而通过捷径达到目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