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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要付甚麼代價?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

他。」(可 1:12-13) 

     

    真正的事奉是要付上生命和金錢的代價。上週有一位弟兄告訴我他表姊的故事，非常感動人。她是一

位基督徒，中文好，程度高，又愛國，五十多年前從僑居地回到北京想接受教育後參與建設中國。當時

國家政策鼓勵華僑回國升學，回國的華僑若是想進大學一定能進入一所大學，問題只是進入名校，或是

一般的大學。放榜時發現居然沒有一間大學收她，那是因為她填寫自己是基督徒的緣故。她無奈地回到

南方祖先的故鄉。等了一年之後，經過父親透過關係，總算進了大學。後來仍然因為成分不好，結婚後

必需與丈夫分開十多年。但是她並沒有放棄信仰，反倒更加願意為主付代價。五十多年後她和她的丈夫

在香港白手起家，創業成功。他們將神的祝福，賺來的財富全都用在福音的事工上。因為他們願意付出

事奉的代價，許多基督徒，傳道人都得到經濟上的供應。若是他們不願意付出事奉的代價，這些祝福就

不能如此臨到眾人。 

 

    我們願意付出事奉的代價是因為耶穌給我們作了最好的榜樣。讓我們一同從三方面來思想耶穌基督所

付出事奉的代價。耶穌面對最強的仇敵，經歷最大的考驗，付出最高的代價。盼望我們心被恩感，願意

起來，抗拒撒但的引誘和迷惑。 

 

一、 面對最強的仇敵 
 

    耶穌受洗後立刻被聖靈引到曠野裏去，立刻這個字是馬可福音所著重的一個字 ευθυς。(可 1:12) 這是

事奉中非常重要的字，是毫不拖延的意思。一個殷勤事奉的僕人一聽見主人的吩咐，立刻就去行(可

1:12)。耶穌是站在人的地位來面對人類最強的仇敵---撒但。這試探不只是關乎個人的得勝，乃是影響

全人類永恆的歸宿。 

 

1. 決定性的戰役 

 

   表面看來這段聖經是記述著耶穌與撒但頭一次的對決，然而這場爭戰的影響是永恆的。因為這乃是一

場關乎基督是否能救贖墮落人類決定性的戰役。耶穌所面臨的不是陰府的一部分軍隊，乃是撒但親自出

現，用詭詐的心思，片面的真理，虛謊的承諾來誘使人子耶穌跌倒，使神救贖墮落的人類脫離撒但權勢

的偉大計劃不得順利完成。 

 

2. 仇敵攻擊的策略 

 

    針對人類的需要和軟弱，撒但所用的戰略是全面的，主要可分為三方面： 

(1) 滿足肉體的需要：貪口腹之慾 

(2) 滿足魂裏的需要：貪虛浮的榮耀 

(3) 滿足靈裏的需要：自大不要聽神的話 

 

    起初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就是敗在撒但如此的誘騙之下，失去了治理全地的主權，揀選成為罪的奴

僕，並死在與神隔絕的深淵裏。他們第一，吃分別善惡樹所結的的果子，滿足肉體的需要。第二，看見

禁果悅人眼目，滿足魂裏的需要。第三，不相信神的愛，悖逆神，希望自己能像神一樣能主宰萬事，這

是驕傲，是滿足靈裏的需要。使徒約翰也指明撒但藉著這世界將人心擄去的戰略仍然沒有改變。第一，

肉體的情慾，第二，眼目的情慾，第三，今生的驕傲。全世界的人類都敗在撒但的這三個戰略下，甘心

情願戴上了罪囚的枷鎖，活在罪惡的權勢之下，難逃死亡的結局及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耶穌基督為了

要除滅魔鬼的作為，拯救人類免於滅亡，卑微地來到人間，道成肉身，謙卑地站在人子的地位，接受撒

但狡猾的試誘。(看起來都是體貼人的需要，給人好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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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謙卑回應的方法 

 

   基督耶穌全心順服神的話語，祂勝過撒但的試誘，乃是藉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1) 滿足肉體的需要：飢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主口中所出的一切話。(申 8:3) 

(2) 滿足魂裏的需要：虛榮：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申 6:13) 

(3) 滿足靈裏的需要：驕傲：不可試探主你的神。(申 6:16) 

   

    為甚麼順服神的話語是爭戰得勝唯一的方法呢? 因為第一個人，最初的亞當就是因著不順服神的話而

被撒但破壞了心思，唯有靠著耶穌，他是第二個人，是末後的亞當因著順服神而拯救人類脫離那掌死權

的魔鬼之手。耶穌如何來經歷這艱難的考驗呢? 聖靈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

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他。讓我們一同來思想耶穌所面臨的考驗。 

 

二、 經歷最大的考驗 
 

    耶穌面對最強的仇敵時他經歷了最大的考驗。撒但對耶穌的要求是在耶穌飢餓時，撒但引動耶穌將石

頭變成食物來證明他是神的兒子，並將萬國的榮華顯明給耶穌基督看，並且告訴耶穌，只要俯伏拜撒但

一下，立刻可得萬國的榮華。最後向神的應許發出挑戰，挑唆耶穌試探神的應許。耶穌如何抗拒這強大

的引誘呢? 耶穌經歷最大的考驗，就是四十天的禁食、為何禁食四十天? 

 

四十是經歷考驗的完整數目。挪亞時代，洪水氾濫四十天(創 7:17)。摩西時代，窺探迦南地的探子窺

探迦南地四十天(民 13:25)，因著以色列人的悖逆，神讓他們經歷在曠野飄流四十年(民 14:34)，摩西的

生命分為三個四十年，年輕時靠自己學習埃及一切的學問四十年，說話行事，都有才能。中年學習降卑

牧羊四十年，生命成熟後神呼召他出來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四十年。 

 

    至於禁食有何功用呢?  禁食禱告是耶穌基督勸勉門徒面對屬靈爭戰的教導(太 17:21)，也是初世紀教

會的重要的屬靈操練之一(徒 13:2-3)。深入明白禁食意義的信徒不多，能夠持續操練禁食禱告的聖徒更

少。撒但竭力攔阻基督徒禁食禱告，因為禁食禱告在屬靈爭戰中有奇妙的能力與得勝的果效。讓我們來

思想禁食禱告。 

 

1. 舊約的禁食  

 

    舊約中最重要關於禁食צמ的記載是摩西蒙神呼召，上到神的聖山，西乃山，接受神親手所頒布的十

誡。摩西在神的面前四十晝夜禁食，後來以色列人鑄造金牛犢，拜人手所造的偶像，干犯了神。後來摩

西再度上山，四十晝夜俯伏在神的面前禁食祈禱，為以色列百姓祈求,也為亞倫祈禱。禁食禱告，所求

蒙神應允。(申 9:18-20)舊約中有許多禁食的例子，有一些禁食禱告是個人的，有一些是集體的。 

(1) 四十天禁食 

˙ 禁食是按照神的時間 

   「摩西上了山，要領受兩塊石版，就是耶和華與你們立約的版，那時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晝夜，沒有吃 

     飯，也沒有喝水。」(申 9:9) 禁食是按照神的時間。 

˙ 禁食的能力是神給的 

    以利亞仗著天使為他預備的飲食之力，走了四十晝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王上 19:8) 

(2) 撒母耳宣告禁食、認罪、求神幫助 

   「撒母耳說，要使以色列眾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為你們禱告耶和華。他們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澆 

    在耶和華面前，當日禁食說，我們得罪了耶和華，於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審判以色列人。」(撒上 7:5-6) 

(3) 基列雅比人為掃羅王悲哀 

   「將他們骸骨葬在雅比的垂絲柳樹下，就禁食七日。」(撒上 31:13) 

 

2.  新約的禁食 

新約中除了耶穌四十天的禁食，也有許多禁食 νηστεια的例子，新約的禁食不是依照律法的規條，乃   

 是順從聖靈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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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立長老 

    「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徒 14:23)｡  

(2) 聖徒見證 

      中文聖經中的「專心禱告」在希臘原文聖經乃是「禁食禱告」(林前 7:5)。 

(3) 神僕受苦 

    「鞭打、監禁、擾亂、勤勞、儆醒、不食」(林後 6:5)「不食」原文禁食。 

    「多次不得食」(林後 11:27)「不得食」不是沒有食物吃，乃是指著禁食。 

 

3. 禁食禱告的操練 

 

    如何有禁食的素常呢? 禁食禱告是需要操練的，在特定的日子禁食禱告可以幫助我們經歷禁食禱告的

果效。我們可以每月定期禁食，也可以每週定期禁食禱告。至於需要多少餐的禁食，這要看神在我們心

中如何感動。禁食是聖靈發動的。耶穌豫言未來他的門徒要禁食禱告像新婦等候新郎回來一樣。 

(1) 禁食的節期 

 「走的日子多了，已經過了禁食的節期。」(徒 27:9) 

(2) 定期的禱告 

   哥尼流在家中守著申初的禱告，原文有禁食在申初禱告之前。(徒 10:30) 

(3) 耶穌的吩咐 

  「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太 9:15) 

 

4. 禁食禱告的爭戰 

 

    禁食禱告時有甚麼事情會發生呢? 禁食禱告時靈界有很大的爭戰。撒但邪惡的勢力與神光明的國度進

入強烈的爭戰。屬神的子民在禁食禱告中可以經歷邪靈污鬼被趕出，罪惡的捆綁被鬆開，罪人蒙恩得救

的諸般喜樂。 

(1) 治病趕鬼 

 「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太 17:21) 

(2) 面對強敵 

 「有人來報告約沙法，說，從海外亞蘭那邊有大軍來攻擊你，如今他們在哈洗遜他瑪，就是隱基底。  

   約沙法便懼怕，定意尋求耶和華，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代下 20:2-3) 

(3) 生死之間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喫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然 

   後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罷。」(帖 4:3-16) 

 

5. 禁食禱告的時刻 

 

    甚麼時候開始禁食禱告呢? 猶太人有禁食的傳統，在耶穌基督的時代，耶穌責備法利賽人禁食時將臉

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好讓人稱讚他們的敬虔。(太 6:16) 禁食的人沒有任何可以誇耀

的，禁食是神發動的，也是向神禁食。讓我們來看幾個聖經所記載有關禁食禱告的例子： 

(1)聖靈引領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太 4:1-2) 

(2) 紀念神恩 

 「勸他們按時守這普珥日，禁食呼求，是照猶大人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囑咐的，也照猶大人為自己 

   與後裔所應承的。」(帖 9:31) 

(3) 領袖宣告(斯 4:16) 

 「那時我(以斯拉)在亞瓦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神面前克苦己心，求祂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一 

   切所有的，都得平安的道路。」(拉 8:21,23) 

 「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頭蒙灰塵。以色列人就與一切的外邦人離絕，站著 

    承認自己的罪惡，和列祖的罪孽。」(尼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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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禁食禱告的負擔 

 

    在甚麼樣的環境下我們應當安靜等候在神的面前，仔細聆聽聖靈微小的聲音，堅定我們願意爭戰的心

志，好讓我們清楚地接受禁食禱告的負擔呢? 

(1)在危難中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 

   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罷。」(斯 4:16) 

(2) 在痛苦中 

 「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尼 1:4) 

(3) 受欺壓中 

 「毘尼拿仍是激動哈拿，以致她哭泣不吃飯。」(撒上 1:7) 

(4) 在忙碌中 

 「他們連喫飯都沒有工夫。」(可 6:32) 

 

7 . 禁食禱告的果效 

 

    禁食禱告的果效如何衡量呢? 我們期望在禁食禱告中可以達到甚麼目的呢? 我們能否知道從神那裏通

過禁食禱告可以得到何等的賞賜和稱讚呢? 

(1) 聖靈說話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於是禁食禱 

  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徒 13:2-3) 

(2) 帶進啟示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禱懇求。」(但 9:3)「你初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我來告訴 

  你，因你大蒙眷愛所以你要思想明白這以下的事，和異象。」(但 9:23) 

 

8. 禁食禱告的總結 

 

    禁食禱告不僅是履行義務，乃是接受神賜的使命。並非引人注意，乃是對付自己的肉體和天然生命。

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讓神的旨意成就。絕非苦待己身，乃是讓我們的身體成為義的器皿，合乎主

用。總之，禁食必須有下列重點： 

(1) 不求利益 

   禁食禱告的人不為自己的利益祈求，乃是為別人禱告，求神的旨意成就。「不可在禁食的日子仍求利  

   益，勒逼人為我們作苦工，互相爭競，以兇惡的拳頭打人。」(賽 58:3-5) 

(2) 知行合一 

   有果效的禁食禱告是有行動的。使受欺壓的得自由，把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家中。見 

   赤身的給他們衣服遮體。(賽 58:6-7) 

(3) 生命改變 

   真正的禁食禱告必帶來生命的變化，成為有光，有醫治，有公義，有榮光的生命。(賽 58:8) 

(4) 與神同在 

   神所悅納的禁食禱告是有應許的。「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裏。」(賽 58:9)  

 

三、 付出最高的代價   
 

    耶穌面對最強的仇敵，經歷最大的考驗時他決定願意付出最高的代價。曠野有野獸出沒，在危及性命

的時候，也無人幫助。曠野乃不毛之地，不適合人居住。曠野白日黑夜的溫差很大，白天炙熱，晚上寒

冷。上週聽見陳少明弟兄親自講見證，講到文革期間，他下放到北大荒設計建築取土壤樣品的經歷。那

時正值嚴冬，因為成分不好，被分派在半夜看守機器，度過嚴冬零下三十度到五十度寒冷的曠野生活，

為了避免凍僵，他在鐵桶裏燒一點樹枝，靠近鐵桶取暖。野狼和熊都可能隨時襲擊人，曾經有人在曠野

喪命。他防身的秘訣是一個手電筒，和收音機。手電筒有光可以對準野獸的眼睛照，驚嚇它們，收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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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的聲音可以嚇阻野獸靠近。他就是在曠野聽見收音機裏的福音而得救的。 

 

    在曠野與野獸同在一處，不但危險，也與人隔絕。雖然有人喜歡安靜，但是神造人時說這人獨居不

好，要造一個配偶來幫助他。神吩咐人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一個人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人通常是

非常痛苦的。耶穌在曠野與野獸同在一處， 沒有人煙，無人作伴，無人說話，無人幫助，卻是父神定

意讓曠野成為考驗他拯救人類的心志的場所，這是孤單的考驗，是付出最高代價的考驗。 

 

    最近南加州著名的傳道人約翰麥克阿瑟講到人需要別人的關懷，離群索居是件很痛苦的事。他講到一

個富翁認為獨自被囚禁在城堡中五年是令人難以忍受的事。有一個年輕人不同意，願意接受挑戰。他認

為只要有好東西吃，有豪華的城堡居住，有音樂可聽，有琴可彈，可以唱歌，畫畫，唸書，寫作，獨居

不是一件無法忍受的事。富翁找來律師簽下合同，這年輕人願意住在城堡中十五年，十五年後可得到一

筆很大的產業。這位年輕人可以寫信出去，但收不到回信。可以要求任何物質和精神上的食糧，但是看

不見送飯來的人。起初城堡中常傳出歌聲，琴聲，歡樂的笑聲。一年後卻是唱片的聲音，幾年後是完全

的安靜。等到十五年快要到期的前一天晚上，這孤獨的人，留下了一封信，悄悄地離開了城堡。他告訴

世人雖然他得勝了挑戰，但是所付出的代價太大了。雖然他贏得了產業，但是他的失去的年歲是無法彌

補的。雖然他可以重新見到親朋好友的面，但是孤單的經歷使他身心靈飽受摧殘。 

 

    耶穌基督離開天家來到世間，祂雖然有天使來伺候他，有天使護衛著他，但是他只能憑著禱告與父神

交通。雖然耶穌在爭戰中有天使來服事，不錯，這是繼續不斷的伺候，是從開始直到末了的伺候。但是

耶穌站在人的立場上，接受了撒但全軍猛烈的襲擊，耶穌飽受人間的痛苦，甚至十二門徒中的猶大出賣

他，彼得三次不認他，在十字架下，除了約翰之外，所有的門徒都躲藏起來。耶穌親口說，那時刻，黑

暗掌權了(路 22:53)。最後，在十字架上，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下午三點鐘，耶穌大聲喊著

說，「我的神! 我的神! 你甚麼離棄我?」(太 27:46)這是最高的代價--耶穌擔當我們一切的罪，他成為罪，

被掛在十字架上，蒙受羞辱，成為被咒詛的人，以致父神掩面不看他，耶穌為我們付出最高的代價。 

 

    我們的事奉也是一種付代價的事奉，你我願意為完成天父的旨意付出代價嗎? 我不敢說我喜悅付出任

何的代價，但是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了愛我付出了他生命的代價，我相信靠著聖靈的引領和力量，我的

心可以得蒙保守，願意繼續忠心地跟隨他的腳蹤行。 

 

 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舉行，有多少人一夜成名，成為家喻戶曉的光輝人物。但是在 1924年巴黎舉行

的奧運會中，有一位一百公尺的金牌得主卻為了主日不參與競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位蘇格蘭的後裔

放棄得一百公尺金牌的機會，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八十年後，我們讀到他的傳記，仍然大受感動。在

他得到兩百公尺銅牌後，他居然進入四百公尺的決賽，賽前幫他按摩的一位弟兄將一張小紙條遞給他，

在他打破四百公尺世界紀錄 47.6秒後，他打開紙條一看，紙條上如此寫著：「神必尊榮那尊榮神的人，

願你永得蒙最好的成功。」(He that honors me I will honor. Wish you the best of success always!) 至今這名

言仍然鼓勵了許多有心付代價跟隨主的人。 

 

這位願付代價的奧運金牌得主和他的父母親都選擇成為愛中國人靈魂的宣教士，他們願付事奉的代

價。他的父親雅各年輕時於 1898年從英國來華傳道，正臨 1897年清朝正式支持義和團公開動亂的時

候，許多的宣教士被殺。雅各在蒙古傳道，劫後餘生，堅持呼召，與瑪利 1898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上海

成婚後 1902年一月十六日在天津生下第二個兒子，他就是願付代價，放棄奧運一百公尺金牌和世界紀

錄的爾瑞可李德爾 (Eric Liddell)。 

 

李德爾愛中國人的靈魂，四十三歲英年死在日本佔領區的華北的集中營裏。生在中國，死在中國，

為中國人認識基督耶穌而生，為中國人的靈魂得救而死。他對中國的福音付出了生命事奉的代價。生為

中國的基督徒你我願意接受傳福音的呼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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