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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救主介绍救主 路加福音三至四13

路加福音第三章 ─ 耶稣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

是由施洗约翰先出来传道是由施洗约翰先出来传道，

他好像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三1 凯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

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

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三3 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
旧约礼仪 ─ 悔改的洗礼

三3 他就来到约旦河 带地方，
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三4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三4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
先知的信息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

在选民中 在圣殿服事的
三2 亚那和该亚法作大祭司。

在选民中、在圣殿服事的

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是祭司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是祭司，
约翰也应该是祭司；

因为他的降生很独特 神迹性的因为他的降生很独特、神迹性的，

所以约翰出生不是要作祭司，

是要作先知 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是要作先知、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三3 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

他承接了旧约的先知、祭司、律法，带来崭新的一页，

他就是那位在旷野的声音 ─他就是那位在旷野的声音
来介绍神的救恩、耶稣基督要来了

他的服事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他的服事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
他提醒「我们要来受悔改的洗礼」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

当时有不同的人，宗教人士 ─ 法利赛人、罗马的兵，
来到约但河边、受约翰的洗礼。

约翰特别教导 ─ 不是只有表面上洗礼如仪，

而是行动上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税吏，会讹诈别人、多收税；

主后第 世纪 常由犹太人作罗马的税吏主后第一世纪，常由犹太人作罗马的税吏，

帮着罗马政府来向自己的同胞来收税，

这些税吏都是不大受欢迎的人物

三12-13 又有税吏来要受洗，

这些税吏都是不大受欢迎的人物。

问他说：「夫子，我们当作甚么呢？」
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如何在行为中结出果子来，不是只有行礼如仪受个洗而已。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

三15-16 百姓都心里猜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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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希律王，被收在监里，
路加笔下约翰告 段落 随之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路加笔下约翰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呈现在众人面前，是耶稣也受了约翰的洗，

耶稣并没有罪、他不需要悔改，

他仍然受了约翰的洗作为印证，

他要与我们凡事都认同 ─ 也受了约翰的洗
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带出耶稣起来的服事

‧施洗约翰‧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受试探

马太福音第一章 ─ 介绍了耶稣的家谱，
路加福音第三章 ─ 才介绍耶稣的家谱，，

当上帝在耶稣受洗当中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耶稣又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

我们要怎么样认识他呢？所以就出现了一段家谱我们要怎么样认识他呢？所以就出现了 段家谱。

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 有时需稍微转换一下心态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有时需稍微转换 下心态，

考试，很多人考、然后放榜 ─ 名单出现；

读家谱的时候 以看榜单的心态来读家谱读家谱的时候，以看榜单的心态来读家谱，

看看上帝丰富的应许是给哪些人的

这个应许当中 有没有我的名字在其中这个应许当中，有没有我的名字在其中

‧施洗约翰‧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受试探

旧约圣经常用家谱，形同一个人的身分证，
特别当选民亡国被掳、归回当中，许多的资料失散了，

家谱形同身分证，就有权利继承土地

家谱证明是真正的祭司利未人，就可以供职供职

这许多家谱的人，不论或伟大、或渺小，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已经过去了…
家谱却要从这一个一个人名当中，

所连起来一条线，其实是见证了上帝的应许应许 ──所 来 条线，其实是见 帝的 许许
在个别的人身上，看见神的应许一一应验

神从来没有忘记任何一个我们觉得不重要、渺小的人物

家谱的人名中，上帝按我们的名字来叫我们…
在以色列过往的历史当中

神从来没有忘记任何 个我们觉得不重要、渺小的人物

在以色列过往的历史当中，

一直喜欢用家谱的方式，记载了上帝做事的踪迹。

‧施洗约翰‧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受试探

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不再限定在选民，

而是从普世性的角度来讲述福音、救恩。

马太福音 亚当是上帝的儿子

从上写到下 亚伯拉罕到大卫

大卫到迁至巴比伦大卫之子所罗门 大卫之子拿单大卫到迁至巴比伦

迁至巴比伦到基督

大卫之子所罗门 大卫之子拿单

迁至巴比伦到基督

约瑟 耶稣降生

约瑟的父亲雅各

马利亚

马利亚的父亲希里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约瑟 耶稣降生 马利亚

路加福音
律法上，耶稣算作约瑟的后裔

路加福音追溯回去
律法 ， 稣算 瑟 裔



‧施洗约翰‧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受试探

家谱之后，突然转进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
然后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耶稣在受试探的经文当中，

一直重复出现撒但的挑战 ─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做…」

要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家谱已经讲述了 ─
耶稣的家谱往上追溯耶稣的家谱往上追溯，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在约但河受洗之后，上帝亲口说 ─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 爱 ，我 」

前后有一个呼应的关系。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

路加的写作，喜欢把耶稣生平所要完成的救恩，
跟旧约上帝一直透过律法的应许，做了一个连结。

这个经文 ─ 又是在旷野、又是四十，

旧约时代以色列人 旷野飘流 十年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旷野飘流四十年，

有上帝的云柱、火柱引导

主耶稣也是被圣灵引导进 旷野主耶稣也是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

这一群上帝的百姓，如何四十年在旷野失败

在 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四十天在旷野，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

耶稣如何的得胜
变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魔鬼来试探耶稣 连续有三回合魔鬼来试探耶稣，连续有三回合，
四福音都提到耶稣受试探，可是次序略有不同。

第 回合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

4:3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以吩咐这块 头变成食物 」

四3-4 ─ 第一回合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

在创世记、伊甸园，魔鬼来诱惑夏娃，
「你只要吃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便如神能知善恶」「你只要吃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便如神能知善恶」

我们就是按照上帝的形像跟样式被造的，本来就是像神，

不需要再去追逐什么东西 才能够像神 如神

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会受试探，

不需要再去追逐什么东西，才能够像神、、如神。

以致于在伊甸园那么纯净的环境

雅一雅一1414 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以致于在伊甸园那么纯净的环境，
真正的试探，是我们的私欲被试探给挑动了…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面对诱惑试探的时候，

不必太夸大：「都是撒但！可恶的撒但又来了」」

撒但并不配我们花那么多注意力在牠身上，

上帝才配得我们的尊荣。

上帝容许诱惑人的来，其实提醒我们 ─
怎样靠着上帝，面对私欲的问题

靠着耶稣所成全的救赎，战胜内在的私欲

上帝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在 ─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在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撒但所挑拨的 ─ 你若是神的儿子…

耶稣受洗的时候 上帝说 ─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我喜悦你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喜悦你，

他本来就是、不需要证明。

不要给这错误的命题急着去给答案不要给这错误的命题急着去给答案，

怎么回答都不对，错误的命题就是不存在的。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

四2b-3 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有能力 ─ 福音书耶稣变饼、变鱼给五千人吃饱，
石头变饼 没有问题！耶稣却用了旧约圣经的一句话 ─石头变饼、没有问题！耶稣却用了旧约圣经的 句话 ─

四4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 切话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肚子也会饿，他就是百分之百的人；
饿需要吃，需要食物喂饱肚子，

食物填饱不了心灵，让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饱足。

第一个试探，耶稣以神的话来回应，
他没有回答「我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我要来证明…」他没有回答「我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我要来证明…」

他真正澄清了生命当中的核心是什么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

四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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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

这也是事实 ─魔鬼暂时有这些权柄；
耶稣来，他的人生使命是要得着全世界的荣美吗？

耶稣说 「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 事事奉他奉他 」」

耶稣来， 使命是 得着 界 荣美

耶稣的人生使命焦点不在此。

四8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事奉他奉他。。」」

这是独特的、唯一的、无可代替的。这是独特的、唯 的、无可代替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澄清 ─ 我人生的使命、目标，

需要赚得全世界吗？不是、也不需要！需要赚得全世界吗？不是、也不需要！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

不是「只要拜撒但 可以得着所有的荣华美好」不是「只要拜撒但，可以得着所有的荣华美好」，

这些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使命。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

第三个试探又回到圣殿 ─ 在殿顶上…

四四99 魔鬼魔鬼对他说：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

似乎只要这样做，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不用走十字架 辛苦舍己的路

四四99 魔鬼魔鬼对他说：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不用走十字架、辛苦舍己的路。

撒但还引用圣经的话 (诗九一)─

四10-11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撒但误用、片面的使用圣经！
我们要在所行的路 是在上帝的路上我们要在所行的路，是在上帝的路上，

不是自己闯关、走了一条危险的恶路，要来上帝保护我。

四12 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介绍救主介绍救主
耶稣的生平当中，常常有这样的试探，

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门徒说：「万不可如此」…

耶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完成救赎，

只有舍身流血 能够完成救恩 完成上帝的托付上帝的托付只有舍身流血，能够完成救恩、完成上帝的托付上帝的托付

耶稣非常清楚自己是谁 ─他就是神的儿子

知道自己生命的满足是在乎神的话知道自己生命的满足是在乎神的话
人生使命主要的目标 ─不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都认识他

完成使命的途径 不是像是特技人员一样

求上帝恩待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生命里面都有这个确据 ─

完成使命的途径 ─不是像是特技人员一样……

我是谁、生命的价值何在、满足安在、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走完人生的使命的方式又是什么？这是无可替代的，

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够领受上帝给我们生命独特的这一部分。



生命
介绍救主介绍救主

生命当中我们会遇见挑战，

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来自里面的私欲；

每逢外在的挑战发生临到的时候，

其实是内在的私欲被上帝修剪、被上帝洁净的时刻。

耶稣走在前面，

走过生命中我们可能经历的软弱 诱惑走过生命中我们可能经历的软弱、诱惑，

而他走出来了 ─
在旷野没有软弱 没有跌倒 胜过撒但的试探撒但的试探在旷野没有软弱、没有跌倒，胜过撒但的试探撒但的试探
以致于能够搭救我们每一个

因自己的软弱在试探中被困住的人

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彷佛再一次体会生命中每一个软弱，

因自己的软弱在试探中被困住的人

都有上帝预备的恩典跟能力、护庇着我们。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当你满有圣灵能力的时刻，被引导进入旷野，
你单独面对的是你自己、撒但许多的声音；

你却让我们看见清心的人是有福的，
清楚看见、明白、体会，生命中不可少、最优先的。

你要引导每一个属你的孩子，
使我们也可以这样诚实、勇敢的活在你的面前，

里面的私欲、所面对的诱惑挑战，都向你来呈明；
恳求你引导我们 可以在旷野当中经历你的同在恳求你引导我们，可以在旷野当中经历你的同在。

没有其他的人事物，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供应的时刻，
唯有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泉源

阿们

唯有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泉源，
让你的得胜，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得胜。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