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路加福音系列 05–
05–你也可以勝過試探
你也可以勝過試探
2018 年二⺝ 9、10 日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離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面、
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項禱
告。（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1. 宣教單位：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請洽教會。）
2. 教會事工:
- 2/17-19 MER
- 3/11 日光節約時間開始，請將時間調快一個鐘頭。
- 3/17 小組長雙⺝會
- 3/18 洗禮
3. 新來賓：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病痛組員或親朋：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4. 為 Shekinah Glory 工程禱告：主體兩面巨牆的鋼鐵結構及屋頂上鐵片
架設已完成，接下來會灌兩層水泥，兩層水泥中間加一層隔音吸板，
求主賜給好天氣得以完成，並保守施工工人安全及各個工程順利完成。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45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1.
2.

回應主日信息—聚會前，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麼？哪一句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請分享本週你的生活見證，如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實踐神的話語
等等。（請盡量保持在 10 分鐘之內）

本週主題：你也可以勝過試探
本週主題：你也可以勝過試探

經文：路加福音 3：21-23a， 4：1-13
背誦經文： 耶穌回答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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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4:4）

耶穌在公開出來傳天國福音之前，接受了約翰的洗禮，禱告的時
候，聖靈降臨在他身上、神喜悅耶穌盡人的本分，並宣告耶穌是神
的愛子。之後，耶穌從約旦河回來，順服聖靈的帶領，到曠野接受
魔鬼的試探。耶穌在服事前的預備以及如何勝過魔鬼的試探，是你
我當效法學習的，使我們能順服神，堅定在神話語裡，勝過生活中
的試探。
一、耶穌是神的愛子
一、耶穌是神的愛子（
2:21-23a）
23a）(請先讀 2:21-23a 再讀下文)
耶穌是神的愛子（2:21A. 耶穌接受約翰的
穌接受約翰的洗禮（
約翰的洗禮（21
洗禮（21a
21a）：眾百姓都受了施洗約翰的
洗禮，可見約翰完成了先鋒的⻆色，他引領眾百姓認罪悔
改，接受洗禮，他完成了預備和修直主的道路的使命。耶
穌也認同約翰的洗禮，所以，耶穌受了約翰的洗，盡了禮
儀，完成了人的本份。
B. 聖靈與神同證耶穌是神的兒子（
聖靈與神同證耶穌是神的兒子（21b21b-23a）
23a）：耶穌受洗的
時候，發生了很多事情：1. 當耶穌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
只有路加記載耶穌在受洗時禱告，天開了：表示天父接納
耶穌的禱告，也宣告耶穌兒子的身份。2. 聖靈好像鴿子的
形狀降臨在他身上；鴿子代表聖潔和平安。聖靈的降臨代
表耶穌接受聖靈的膏抹，他將開始進行神救贖世人的工作，
如同 4：18 所記主用聖靈膏抹他。3.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
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這是天父的聲音，讓施洗
約翰聽見，也親眼見證耶穌就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耶穌出來傳福音的時候是 30 歲。摩西時代，30 歲是利未
人可以開始在會幕服事的年齡（民 4:3）。這是一個開始
重要工作的適當年紀，之前他是盡了一個人子的地位和身
份在地上孝敬父母，耐心等候。耶穌的順服和等候也是蒙
神喜悅的。
討論問題 1：你曾做過何事是讓你父母高興的？（破冰題）
你曾做過何事是讓你父母高興的？（破冰題）
討論問題 2：請詳述耶穌受洗時所發生的事？
請詳述耶穌受洗時所發生的事？哪
耶穌受洗時所發生的事？哪件事是對你特別
有意義的？（觀察題）
有意義的？（觀察題）
二、耶穌勝過魔鬼的試探
耶穌勝過魔鬼的試探（
魔鬼的試探（4:14:1-13）：
13）：(請先讀 v. 4:1-13 再讀下文)
耶穌從約旦河受了施洗約翰的洗禮之後，滿有聖靈回來，耶
穌順服聖靈的引導，被帶到沒有水，也沒有食物的曠野，四十

天，受到魔鬼的試探。以色列人被帶領出埃及後，因為不信
神，在曠野漂流了 40 年。摩西在西奈山上與神同在 40 晝夜。
聖經上多處記載 40 天或是 40 年，這期間都是神在祂的子民身
上工作，預備他們為要經歷更大的挑戰。（1-2）

A. 耶穌勝過肉體的試探（
耶穌勝過肉體的試探（3-4）：禁食 40 晝夜之後，耶穌餓

了，極其虛弱。撒旦第一句話就是要讓耶穌懷疑他兒子的
身份，對耶穌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塊石頭
變成食物」。耶穌本來就是神的兒子，而且有能力將石頭
變成食物，但這是用權力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做的事，是
違背神心意的作為，耶穌拒絕這個試探，並且用申命記
8：3 節的話：「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
的一切話」來抵擋魔鬼，耶穌勝過了肉體的試探。

B. 耶穌勝過眼目
耶穌勝過眼目的試探（
眼目的試探（5
的試探（5-8）：撒旦帶領耶穌來到高山，

霎時間將天下的萬國都指給耶穌看，並且對耶穌說：「這
一切的權柄和榮華都要給你，因為這原是交付我的，我願
意給誰就給誰。」神造亞當賦予他權柄來管理神所造的世
界，當罪進入世界，天下的權柄和榮華都落入撒旦的手
中。撒旦用眼目的情慾試探耶穌，只要向他下拜，就能夠
得著世界的權柄和榮華。這是不付代價的試探。撒旦想要
破壞神救贖人的計劃，誘惑耶穌不需要付代價走上十字架
的道路，就能得著世界。然而，耶穌堅決地用申命記 6：
13
來拒絕。人
應當敬拜和服事獨一的真神，才能得著世界。耶穌勝過了
眼目的試探。

的話：「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C. 耶穌勝過驕傲的試探（
耶穌勝過驕傲的試探（9-12）：
12）：魔鬼領耶穌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聖殿的殿頂上，要他從殿頂上跳下去，用操縱的
話語試探耶穌，要 耶穌落入 的
。
經
，
，用
1：11-12 節的經文：「 要為你吩咐他
的
你 他們要用手 著你， 得你的
在石頭
上。」
的原意是神要 天
在
中信靠
的人，而不是用來
意試試神 不 真的這 做的
人。耶穌 從聖經的話和 神的心意，用申命記 6：16 節
的話，回 撒旦說，
耶穌勝過
了
的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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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用人最容易跌倒的三樣事情來試探耶穌，但都被耶穌
用聖經的話勝過，魔鬼只好暫時離開耶穌，牠仍然還會尋
找其他的機會來試探耶穌。耶穌以人的身份勝過試探，沒
有犯罪，才能以無罪之身代替我們的罪，同時也給我們榜
樣能勝過試探。耶穌以人的身份，經歷了三個試探，這些
都是針對人的三種情慾：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
的驕傲而來的。（約一 2：16）
討論問題 3： 耶穌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被試探，為什麼聖靈要引
耶穌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被試探，為什麼聖靈要引
導耶穌在曠野接受魔鬼的試探？（觀察應用題）
導耶穌在曠野接受魔鬼的試探？（觀察應用題）
討論問題 4： 魔鬼用那些方法試探耶穌？耶穌如何勝過魔鬼的試
探？（觀察應用題）
討論問題 5： 你曾經遇到何種試探？你又如何勝過？請分享！
（應用題）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感謝祢！感謝祢差遣耶穌基督來到世上
完成祢救贖世人的計劃，在他出來服事前，他按人的本分接受了約
翰的洗禮，蒙得祢的喜悅，並有聖靈降在他的身上，聖靈也帶領他
在曠野裡受魔鬼的試探，他堅定地遵從祢的話語，並使用祢的話語，
勝過魔鬼撒旦的試探，成為我們可以勝過試探時的榜樣。主啊！求
祢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每天到祢面前領受祢的話語，並將祢的話
語藏在我們的心裡，引導我們走正路，並面對試探的時候，因著祢
的話語，我們就可以勝過魔鬼各樣的試探，感謝禱告奉主耶穌得勝
的名求。阿們！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分鐘）
可以兩三個人成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02/16 生活查經
02/23 路加福音 4：14-37
03/02 路加福音 5 ：1-16
03/09 路加福音 6：2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