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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救主介紹救主 路加福音三至四13

路加福音第三章 ─ 耶穌開始出來服事的時候，

是由施洗約翰先出來傳道，

他好像是耶穌的開路先鋒。

三1 凱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

本丟彼拉多作猶太巡撫，

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三3 他就來到約旦河一帶地方，

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三4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所記的話…

舊約禮儀 ─ 悔改的洗禮

先知的信息

‧施洗約翰‧耶穌基督的家譜 ‧耶穌受試探

三2 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
在選民中、在聖殿服事的

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是祭司，

約翰也應該是祭司；

因為他的降生很獨特、神蹟性的，

所以約翰出生不是要作祭司，

是要作先知、是主耶穌基督的開路先鋒，

三3 他就來到約旦河一帶地方，宣講悔改的洗禮。

他承接了舊約的先知、祭司、律法，帶來嶄新的一頁，

他就是那位在曠野的聲音─

來介紹神的救恩、耶穌基督要來了

他的服事就是為耶穌預備道路

他提醒「我們要來受悔改的洗禮」

‧施洗約翰‧耶穌基督的家譜 ‧耶穌受試探

當時有不同的人，宗教人士 ─ 法利賽人、羅馬的兵，

來到約但河邊、受約翰的洗禮。

約翰特別教導 ─ 不是只有表面上洗禮如儀，

而是行動上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稅吏，會訛詐別人、多收稅；

主後第一世紀，常由猶太人作羅馬的稅吏，

幫著羅馬政府來向自己的同胞來收稅，

三12-13 又有稅吏來要受洗，

問他說：「夫子，我們當作甚麼呢？」

約翰說：「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

如何在行為中結出果子來，不是只有行禮如儀受個洗而已。

這些稅吏都是不大受歡迎的人物。



‧施洗約翰‧耶穌基督的家譜 ‧耶穌受試探

三15-16 百姓都心裡猜疑，或者約翰是基督。

約翰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

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約翰因為得罪了當時的希律王，被收在監裡，

路加筆下約翰告一段落，隨之而來的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呈現在眾人面前，是耶穌也受了約翰的洗，

耶穌並沒有罪、祂不需要悔改，

祂仍然受了約翰的洗作為印證，

祂要與我們凡事都認同 ─ 也受了約翰的洗

天父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帶出耶穌起來的服事

‧施洗約翰‧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受試探

馬太福音第一章 ─ 介紹了耶穌的家譜，

路加福音第三章 ─ 才介紹耶穌的家譜，

當上帝在耶穌受洗當中說：

「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耶穌又是神的兒子、又是人的兒子，

我們要怎麼樣認識祂呢？所以就出現了一段家譜。

我們在讀家譜的時候，有時需稍微轉換一下心態，

考試，很多人考、然後放榜─ 名單出現；

讀家譜的時候，以看榜單的心態來讀家譜，

看看上帝豐富的應許是給哪些人的

這個應許當中，有沒有我的名字在其中

‧施洗約翰‧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受試探

家譜的人名中，上帝按我們的名字來叫我們…
在以色列過往的歷史當中，

一直喜歡用家譜的方式，記載了上帝做事的蹤跡。

舊約聖經常用家譜，形同一個人的身分證，

特別當選民亡國被擄、歸回當中，許多的資料失散了，

家譜形同身分證，就有權利繼承土地

家譜證明是真正的祭司利未人，就可以供職供職

這許多家譜的人，不論或偉大、或渺小，

在世界歷史的舞台已經過去了…
家譜卻要從這一個一個人名當中，

所連起來一條線，其實是見證了上帝的應許應許 ──

在個別的人身上，看見神的應許一一應驗

神從來沒有忘記任何一個我們覺得不重要、渺小的人物

‧施洗約翰‧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受試探

馬太福音
從上寫到下 亞伯拉罕到大衛

大衛到遷至巴比倫

遷至巴比倫到基督

大衛之子所羅門

約瑟 耶穌降生

約瑟的父親雅各

大衛之子拿單

馬利亞

馬利亞的父親希里

亞當是上帝的兒子

路加福音追溯回去
律法上，耶穌算作約瑟的後裔

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救恩，不再限定在選民，

而是從普世性的角度來講述福音、救恩。

約瑟是希里的兒子



‧施洗約翰‧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受試探

家譜之後，突然轉進第四章，耶穌被聖靈充滿，

然後聖靈把祂引到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耶穌在受試探的經文當中，

一直重複出現撒但的挑戰 ─

「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做…」

要來證明你是神的兒子。

家譜已經講述了 ─

耶穌的家譜往上追溯，

耶穌就是神的兒子
耶穌在約但河受洗之後，上帝親口說 ─

「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前後有一個呼應的關係。

‧施洗約翰 ‧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受試探

路加的寫作，喜歡把耶穌生平所要完成的救恩，

跟舊約上帝一直透過律法的應許，做了一個連結。

這個經文 ─ 又是在曠野、又是四十，

舊約時代以色列人，曠野飄流四十年，

有上帝的雲柱、火柱引導

主耶穌也是被聖靈引導進入曠野

這一群上帝的百姓，如何四十年在曠野失敗

耶穌四十天在曠野，面對魔鬼的試探的時候，

耶穌如何的得勝

變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魔鬼來試探耶穌，連續有三回合，

四福音都提到耶穌受試探，可是次序略有不同。

4:3 魔鬼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

四3-4 ─ 第一回合

人的生命當中，我們會受試探，

以致於在伊甸園那麼純淨的環境，

真正的試探，是我們的私慾被試探給挑動了…

‧施洗約翰 ‧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受試探

耶穌不需要用這種方法，來證明自己是神的兒子。

在創世記、伊甸園，魔鬼來誘惑夏娃，

「妳只要吃這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妳便如神能知善惡」

我們就是按照上帝的形像跟樣式被造的，本來就是像神，

不需要再去追逐什麼東西，才能夠像神、、如神。

雅一雅一1414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

‧施洗約翰 ‧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受試探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面對誘惑試探的時候，

不必太誇大：「都是撒但！可惡的撒但又來了」」

撒但並不配我們花那麼多注意力在牠身上，

上帝才配得我們的尊榮。

上帝容許誘惑人的來，其實提醒我們 ─

怎樣靠著上帝，面對私慾的問題

靠著耶穌所成全的救贖，戰勝內在的私慾

上帝最看重的是我們的內在 ─ 我們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撒但所挑撥的 ─ 你若是神的兒子…
耶穌受洗的時候，上帝說 ─ 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我喜悅你，

祂本來就是、不需要證明。

不要給這錯誤的命題急著去給答案，

怎麼回答都不對，錯誤的命題就是不存在的。



‧施洗約翰 ‧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受試探

四2b-3 日子滿了，他就餓了。魔鬼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

耶穌有能力 ─ 福音書耶穌變餅、變魚給五千人吃飽，

石頭變餅、沒有問題！耶穌卻用了舊約聖經的一句話 ─

四4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第一個試探，耶穌以神的話來回應，

祂沒有回答「我本來就是神的兒子、我要來證明…」

祂真正澄清了生命當中的核心是什麼

耶穌肚子也會餓，祂就是百分之百的人；

餓需要吃，需要食物餵飽肚子，

食物填飽不了心靈，讓神的話要成為我們生命的飽足。

‧施洗約翰 ‧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受試探

四5-7 魔鬼又領他上了高山，霎時間把天下的萬國都指給他看，

對他說：「你若在我面前下拜，這都要歸你。」

四8 耶穌說：「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事奉他。。」」

這也是事實 ─ 魔鬼暫時有這些權柄；

耶穌來，祂的人生使命是要得著全世界的榮美嗎？

耶穌的人生使命焦點不在此。

這是獨特的、唯一的、無可代替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來澄清 ─ 我人生的使命、目標，

需要賺得全世界嗎？不是、也不需要！

我們的生命當中有一個更崇高的使命，

不是「只要拜撒但，可以得著所有的榮華美好」，

這些不是我們生命當中的重要使命。

‧施洗約翰 ‧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受試探

第三個試探又回到聖殿 ─ 在殿頂上…

似乎只要這樣做，證明你是神的兒子，

不用走十字架、辛苦捨己的路。

撒但還引用聖經的話 (詩九一) ─

撒但誤用、片面的使用聖經！

我們要在所行的路，是在上帝的路上，

不是自己闖關、走了一條危險的惡路，要來上帝保護我。

四12 耶穌對他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四四99 魔鬼魔鬼對他說：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從這裡跳下去…」

四10-11 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求上帝恩待每一個屬於上帝的人，生命裡面都有這個確據 ─

我是誰、生命的價值何在、滿足安在、人生的使命是什麼？

走完人生的使命的方式又是什麼？這是無可替代的，

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夠領受上帝給我們生命獨特的這一部分。

耶穌的生平當中，常常有這樣的試探，

耶穌要面對十字架的時候，門徒說：「萬不可如此」…

耶穌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夠完成救贖，

只有捨身流血，能夠完成救恩、完成上帝的託付上帝的託付

耶穌非常清楚自己是誰 ─ 祂就是神的兒子

知道自己生命的滿足是在乎神的話

人生使命主要的目標 ─ 不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認識祂都認識祂

完成使命的途徑 ─ 不是像是特技人員一樣……

介紹救主介紹救主



讀這些經文的時候，彷彿再一次體會生命中每一個軟弱，

都有上帝預備的恩典跟能力、護庇著我們。

生命當中我們會遇見挑戰，

最大的挑戰，其實是來自裡面的私慾；

每逢外在的挑戰發生臨到的時候，

其實是內在的私慾被上帝修剪、被上帝潔淨的時刻。

耶穌走在前面，

走過生命中我們可能經歷的軟弱、誘惑，

而祂走出來了 ─

在曠野沒有軟弱、沒有跌倒，勝過撒但的試探撒但的試探

以致於能夠搭救我們每一個

因自己的軟弱在試探中被困住的人

介紹救主介紹救主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主耶穌，我們仰望你，

當你滿有聖靈能力的時刻，被引導進入曠野，

你單獨面對的是你自己、撒但許多的聲音；

你卻讓我們看見清心的人是有福的，

清楚看見、明白、體會，生命中不可少、最優先的。

你要引導每一個屬你的孩子，

使我們也可以這樣誠實、勇敢的活在你的面前，

裡面的私慾、所面對的誘惑挑戰，都向你來呈明；

懇求你引導我們，可以在曠野當中經歷你的同在。

沒有其他的人事物，能夠成為我們的滿足、供應的時刻，

唯有你成為我們生命當中的泉源，

讓你的得勝，成為我們生命當中的得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