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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在試探中得勝（1：13-18） 

• 複習：根據 Dr. Howard Hendricks 的總結，應用一段經文

的四個步驟是什麼？（參見附錄一）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經文：雅各書 1：13-18 

 

• 請帶查經的同工們在分享《雅各書》第二課之前，先做如下預備工作： 

 

1. 請閱讀《永活的信仰》，59-87 頁 

2. 觀看視頻：聖經簡報站：雅各書 1 章（中）（18-42 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_Vt477xwQ 

3. 觀看視頻：大衛鮑森的雅各書(二)：試煉與試探（33-57 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QfyyZCIEc 

4. 複習：Dr. Howard Hendricks 的 系列講座 “Living By the Bible” 第十二講“Application: 

Know, Relate, Meditate, and Practice” （6 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Yo_pOS4EI&list=PLHVLAsJuPfmUeA6eOavI0NheF8Ra0sL

u2&index=12 

5. 和第十三講 “Application: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6 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bXts4njMs&list=PLHVLAsJuPfmUeA6eOavI0NheF8Ra0sL

u2&index=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_Vt477xw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QfyyZCIE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Yo_pOS4EI&list=PLHVLAsJuPfmUeA6eOavI0NheF8Ra0sLu2&index=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Yo_pOS4EI&list=PLHVLAsJuPfmUeA6eOavI0NheF8Ra0sLu2&index=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bXts4njMs&list=PLHVLAsJuPfmUeA6eOavI0NheF8Ra0sLu2&index=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bXts4njMs&list=PLHVLAsJuPfmUeA6eOavI0NheF8Ra0sLu2&inde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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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閱讀經文和參考書並觀看以上視頻的過程中，請思想

以下討論問題的答案： 

 

1) 試探與試煉有何不同？ 

a. 來源不同 

b. 目的不同 

c. 過程不同 

 

2) 試探的來源是什麼？ 

a. 魔鬼是試探人的。 

b. 馬太福音 4:1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2  他禁食四

十晝夜，後來就餓了。3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

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3) 人受試探的四個階段是什麼？ 

a. 被試探 

 

b. 私慾受牽引：私慾在裡面蠢蠢欲動，像條小魚看見了魚餌 

i. 我們的心像一個城堡：魔鬼是外面的敵人，私慾是內奸 

ii. 舉例： 

1. 大衛犯罪----失敗的例子 

2. 約瑟被誣告----得勝的例子 

3. 主耶穌 

 

c. 私慾和試探結合，懷胎生子 



3 
 

i. 試探小子和私慾姑娘結合，生出罪惡之子，並死亡之孫 

 

d. 承受惡果 

i. 試煉+信心和忍耐= 生命的冠冕 

ii. 試探+私慾=罪惡和死亡 

 

4) 請根據人的一些正常的需要，分析並列舉出人們經常會受到的一些試探（參見

附錄二）： 

a. 追求物質享受 

b. 過度娛樂 

c. 過度工作 

d. 為明天憂慮，擔心 

e. 其它： 

 

5) 勝過試探的五項屬靈原則： 

a. 承認試探是真實且危險的 

b. 設法逃避私慾的誘惑（把鳥趕走） 

i. 是避孕容易，還是墮胎容易？ 

ii. Jas 4:7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

跑了。 Jas 4:8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

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iii. Gal 5: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iv. Gal 5: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

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v. Rom 8: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

惡行，必要活著。 

c. 不容許有第一個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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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將責任推卸給別人 

i. 快快認罪悔改 

ii. 需要同伴的代禱和監督 

e. 培養與神之間的親密關係 

 

6) 雅各講明上帝是一切恩典的源頭的目的是什麼？這與勝過試探有什麼關聯？ 

a. 百般的試煉，與各樣的恩賜，全備的賞賜，是屬天的，是不變的 

b. 我們是初熟的果子，在新天新地當中。 

c. 了解我們的身份和使命，認定上帝是一切恩典的源頭會使我們更有能力

勝過試探。 

 

7) 應用問題： 

a. 請根據“從試探到犯罪的四個階段”，指出你最容易失陷的是哪個階段？

為什麼？你當如何應付？ 

 

b. 請分享一個勝過試探的經歷？請回想，在過去這段時間裡你經歷了哪些

神的美善。請列舉其中三項，與大家分享。 

 

c. 請將“得勝試探的四個屬靈定律”複述一遍。然後在你屬靈生命中找出一

處最容易失陷的領域，應用這四個定律寫出一項“得勝試探的計劃”，並

找一位屬靈夥伴一同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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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個人查經”第三個主要步骤: 應用 

3rd major steps of “Personal Bible Study”: Application 

Dr. Howard Hendricks/ 關潤明弟兄翻譯 

 

为什么应用程序如此重要？因為 神要真理改變生命。有些基督徒就像劣質的的照片：不

是曝光过度，就是曝光不足。 

 

應用經文程序是如何工作?讓我們來看看這 4 個步驟： 

1. Know/Interpret 認識/解釋：要準確 

應用方式是來自於經文確實的認識和正確的解釋。 

記著這些重點：真理是唯一，但應用方式有許多。 另外，如果沒有確實認識和解 

釋真理，那應用方式就不正確了或是不合理了。 

 

2. Relate/聯繫：要與實際生活有關聯 

舉例：哥林多後書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 

真理需要應用在基督徒的婚姻裡, 家庭裡, 工作裡和教會裡—我們當為偉大的基督耶穌

做美好的見證。如果基督信仰沒有辦法在工作,在家裡,在婚姻,在教會運行—那這就是

一個要命的問題了。 所以要確實認識真理並且要活出真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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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editation/默想：要求 神賜智慧 

要按照聖經所写的去默想。 

你想要有豐盛，有意義，有意思和有目的生命吗? 那你就必須要掌握神的工作。需

要在危机和试探的时候牢記真理/經文。 

舉例： 

• 約書亞記 1: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

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 詩篇 1:2-3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 這人便為有福！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

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 詩篇 119: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 終日不住地思想。” 

 

4. Practice/實行：要具體有落實到行為上行動上 

祈求 神的帮助。 祈求神給你耐心在應用具體步驟。神就真的會帮助你，給你許多

机会。 

同時的，你会很兴奋地融入到你所在的社会， 神已经呼召你，讓你有无数的机会

将真理的话语与你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中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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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取自：維基百科 

 

1. 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是級别最低、最急迫的需求，如：食物、水、空

氣、睡眠、性。 

 

2. 安全需求 

安全需求（safety needs），同樣属于較低層的需求，其中包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

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身体健康以及有自己的财產等與自身安全感有關的事

情。 

 

3. 爱和归属的需求 

爱和归属的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常称为“社交需求”），属于较高层的需

求，如：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的需求。 

 

4. 尊嚴需求 

尊嚴需求（esteem needs），属于较高层的需求，如：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

等。尊嚴需求既包括對成就或自我價值的個人感覺，也包括他人對自己的認可與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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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我實現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need for self-actualization），是最高层的需求，包括針對於真善美至

高人生境界獲得的需求，因此前面四項需求都能滿足，最高層的需求方能相繼產生，

是一種衍生性需求，如：自我实现，发挥潜能等。 

 

6. 超自我實現 

超自我實現（Over Actualization）這是當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充分的滿足了自我實現的需

求時，所出現短暫的「高峰體驗」，通常都是在執行一件事情時，或是完成一件事情

時，才能深刻體驗到的這種感覺，通常都是出現在藝術家、或是音樂家身上。 

 

（補充） 

7. 馬斯洛理論的重大缺陷是忽略了人的最大需要，就是敬拜神，屬靈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