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課

撒旦試探耶穌
本月主題
經文
馬太福音第4章
參考資料
《歷代願望》
第108－119頁

存心節
「我將你的話
藏在心裏，
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119：11）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抵擋試探
誘惑是一種
敬拜的行為。
感受透過
祈求上帝的幫助，
感到跟從
耶穌榜樣的需要
回應頌讚上帝
幫助我們
戰勝罪惡和試探。

信息
當上帝的話
在我心裏時，
我就能
拒絕撒旦。

我們在敬拜上帝時讚美祂。

故事大綱
耶穌被聖靈引到 旷 野，禁食四十個晝夜，後來就
餓了。撒旦試探祂把石頭變成餅。耶穌回答說：「經上
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撒旦第二次試探耶穌，把祂帶到殿頂上並試探祂
往下跳，耶穌再次用經上的話回答。然後撒旦又帶祂上
了一座高山，對祂說：「俯伏拜我。」耶穌回答說：撒
旦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上帝，單要侍
奉祂。」於是撒旦離開了耶穌，然後有天使來伺候祂。

這是關於敬拜的教導
耶穌靠著經上的話，拒絕屈從於試探，並因此而
榮耀上帝。這是敬拜的一種方式。我們也可以這樣敬拜
上帝，當我們從經文裏找到答案時，我們就能拒絕屈從
於撒旦的試探。

教師補充材料
「魔鬼 总 是在我們最軟弱的時候攻擊我們，因為
在這個時候，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最有可能跌到。因此，
我們要把身、心和情感的能量保持在一個精力充沛的高
水準是重要的。在任何事上，只要削弱這種能量，就會
削弱我們抵擋魔鬼試探伎倆的能力。這樣的事諸如過分
工作、缺乏鍛煉、飲食過度、錯誤的飲食、缺乏睡眠、
以及任何減弱心智的靈敏和情緒控制的生活方式，都會
讓魔鬼進入我們裏面的途徑。心中氣餒或懷有好勝、忌
恨的心理也會導致同樣結果。我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
要思念地上的事（歌羅西書3：2）。並且用真實的、
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和可愛的事填補我們的心靈
（腓力比書4：8）。我們要讓我們的身體完全順服於
上帝對自然的律法，因為如果我們生活在違反管理我們
存在的自然界的律法之中，我們就不能完全領悟永恆的
價值。」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聖經注釋》原文第五卷第
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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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拜

教室布置
公告牌想法：
1.陳列靈修書籍，鼓勵早到的孩子來閱讀。
2.做一個大的心型圖案，並加上標題「我們敬拜和讚美上帝」，讓孩子在心上面寫上他
們的名字。將一個彩帶橫幅與紙製氣球相連，氣球裏有讚美和崇拜上帝不同方式的圖片。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1

2

時

間

活

動

所需材料

歡 迎

持續

在門口歡迎學生， --無
聆聽他們開心或煩
惱的事。

預備活動

＜10分鐘

A．西門說
B．贓物

--無
--個別包裝的糖果或給每個
孩子的小禮物

讚美和祈禱

＜10分鐘

--交誼
--頌讚
--聖工
--捐獻
--祈禱

--無
--歌本
--兒童聖工消息
--奉獻箱
--兩個同樣的信封、4×6
英吋的卡片（10×15公
分）、鉛筆、聖經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所有物品都是可選擇的：
石頭、餅、耶路撒冷的圖
片、世界或全球的圖片
--黑板/大張紙（隨意）、
粉筆/白板筆（隨意）
--聖經、紙、鉛筆

--存心節
--聖經研究

3
4

課程應用

＜15分鐘

A.不可能

--噴壺、植物、空線軸、針
--無

B.容易的解決辦法
分享

＜15分鐘

珍藏在心

--每人兩張心的造型（見
140頁）膠水或口紅膠、
鉛筆、紙、剪刀、蠟筆/白
板筆、聖經

*「讚美和祈禱」部分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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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教課
歡

迎

在門口歡迎孩子，詢問他們過去一週有開心或煩惱的
事嗎？鼓勵他們分享在上一課所學到的體驗，以你所揀選
的預備活動開始。

1

預備活動
選擇最適合實際情況的活動

A.西門說
玩「西門說」的遊戲，向孩子們說明，當你說「這樣做」時，
讓他們跟著你做動作；當你說「那樣做」時，不要跟著你做動作，讓
一個人幫助孩子們做完全不同的動作，告訴孩子們只能跟隨你的動
作，玩大約三分鐘。

总結
問：當有人試圖分散你的注意力時，你是怎麼想的？你如何確
定做了正確的動作？很多時候我們想努力做好事，但撒旦卻引誘我們
做壞事。在耶穌極度虛弱時，撒旦試探祂，但耶穌卻說不。今天我們
將要學習耶穌如何應對試探，今天的信息說：
當上帝的話在我心裏時，我就能拒絕撒旦。

B.贓物

你需要：
*給每個孩子
個別包裝的
糖果或一件
小禮物

給每個孩子一包糖果或一件小禮物。說：我有一件小禮物給你
們每個人，當大家都拿到時才能打開。在他們開始打開禮物或吃糖的
時候說：當你們知道這件禮物可能是偷來的，你還會想要嗎？安排時
間討論。

总結
問：當我告訴你這個禮物可能是偷來的，你會有什麼感受呢？
在你腦海裏會有什麼念頭？什麼促使你保留或退還這個禮物？你會非
常高興不是偷來的，那樣你就可以保留你的禮物了。有時我們在受試
探的時候，會不知所措。今天我們要學習耶穌抵擋試探時所做的事，
我們的信息說：
當上帝的話在我心裏時，我就能拒絕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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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和祈禱
交誼
分享剛才聽到孩子們開心或煩惱的事，複習上星期的存心節和教
訓。歡迎和介紹來賓，給予生日祝福或特別宣布。

頌讚
「我已經決定跟從耶穌」（為喜樂歌唱第119首）
「我是真實的」（為喜樂歌唱第117首）
「敢當但以理」（為喜樂歌唱第116首）
「上帝如此的良善」（為喜樂歌唱第13首）
「讚美主」（為喜樂歌唱第2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故事中的敬拜。

捐獻
說：我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敬拜上帝，我們
以捐獻來向上帝表示，祂在我們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來
敬拜祂。

祈禱
禱告之前，在聖經中放一個信封，給每個孩子一張
卡片，並要求他們寫或畫一些對他們有試探誘惑的東西。
完成後，把卡片放在信封裏。說：當耶穌面臨試探的時
候，祂用經文予以回答。讓我們把試探置於聖經當中，祈
求上帝幫助，並學習祂的話，我們就能夠抵擋試探。

你需要：
*奉獻箱
你需要：
*兩個同樣
的信封
* 4×6英吋
卡片（10
× 1 5 公
分）
* 鉛筆
* 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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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需要：
所有物品都是
可選擇的：
*石頭
*餅
*耶路撒冷的
圖片
*世界或全球
的圖片

聖經課程

場景布置
分成四組，一組派一個人幫
助，在開始故事之前讓各組練習
下列動作：
當你說：
耶穌
撒旦
上帝
天使

小朋友們：
豎起拇指
放下拇指
向上指
連接拇指並扇動
雙手

說故事
耶穌受洗後需要獨處，祂
想要向上帝禱告，並思想祂在地
上將要做的工作，所以祂去了 旷
野，禁食四十天。到了離開 旷 野
的時候，撒旦忽然出現，這事非
同尋常。撒旦從耶穌還是嬰孩的
時候就 已 經攪擾祂，甚至在祂受
洗時也纏繞祂。
撒旦知道耶穌很饑餓而且虛
弱，所以他就說：「你若是上帝
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
食物。」（拿出一些石頭和餅）
撒旦知道耶穌是上帝的兒子，所
以他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
他也知道耶穌從來不為祂自己行
神跡，只為幫助別人。
耶穌從小就從母親那裏學習
聖經，並在猶太會堂長大。當撒
旦說『把石頭變成食物』時，耶
穌想到祂從母親那裏學的道理。
他就對撒旦說：「人活著，不是
單靠食物，」耶穌要讓撒旦知道

祂以上帝的話為食物，於是繼續
說：「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
切話。」
接著撒旦把耶穌引到耶路撒
冷的殿頂上（展示耶路撒冷的圖
片），那時的殿非常高，撒旦讓
耶穌站在殿頂的最高處，這可能
是祭司吹號角召集民眾崇拜聚會
的高處。
「你若是上帝的兒子，」撒
旦冷笑著說，「跳下去，因為經
上記著說：你的父要為你吩咐使
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
石頭上。」 的確，天使會保護祂
避免碰到石頭，但是耶穌知道祂
不能用這個能力來救祂自己，祂
也知道祂不可以跳下去。
於是耶穌回答說：「經上又
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撒旦決定再試一次，他帶耶
穌上一座高山，將世上萬國指給
祂看（展示世界的圖片）。
「俯伏拜我，」撒旦要求，
「我把一切都賜給你。」撒旦欺哄
道。他不會把世界給耶穌，因為世
界不屬於他，撒旦知道如果耶穌拜
他，世人將永遠墮落喪失。
「撒旦退去吧！」耶穌叫
道。「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
上帝，單要侍奉祂。」
於是撒旦離開了耶穌，他知
道耶穌除了拜祂的父以外，永遠
不會拜任何人。
撒旦離開耶穌後，有天使來
伺候祂，天使給了祂食物和水。
耶穌如何抵擋撒旦的試探？
祂讀經，並思想上帝的話；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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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到猶太會堂；當祂的家人去
耶路撒冷時，祂就參與崇拜與服
務；並且祂 总 是禱告，在敬拜上
帝時祈求賜予祂力量。

詩篇119：11

手掌合攏，然

後
打開。
聖經研究
預先把下列經文寫在三張紙

总結
問：這裏有人曾經經歷過
真正的饑餓嗎？饑餓的感覺是什
麼樣的？你能想象四十天不吃東
西是何種感覺嗎？你外出幾天若
不帶食物，會怎麼樣呢？你願意
為了肚腹而做壞事嗎？耶穌在撒
旦的試探中可以得到想要的，但
祂抵擋住了，沒有就範。每次祂
都被撒旦試探，耶穌以同樣的方
式回答，祂的回答是以什麼開始
的？（『經上記著說』）我們從
中學到什麼？耶穌的得勝使你我
可以擁有永遠的生命，並且與祂
永遠同住。因為祂對撒旦說不，
我們也可以這樣。讓我們一起說
出今天的信息：
當上帝的話在我心裏時，我
就能拒絕撒旦。

存心節
把存心節寫在大家都能看見
的地方，用以下動作教導這節經
文數次。
我將
你的話
藏
在心裏
免得我
得罪
你

指著自己
手掌合攏
然後打開
把雙手放在後面
手摸著心
指著自己
搖頭
向上指

上：
試探1 馬太福音4：1-4；
路加福音4：1-4；
申命記8：3
試探2 馬太福音4：5-7；
路加福音4：5-8；
申命記6：13
試探3 馬太福音4：8-11；
路加福音4：9-12；
詩篇91：11，12；
申命記6：16

你需要：
*聖經
*紙
*鉛筆

分成三個組，並給每組一張
紙，要求每組閱讀分配給他們的
經文，並回答以下問題，給各組
安排時間報告他們找到的答案。
1.撒旦試圖讓耶穌做什麼？
2.撒旦要耶穌做什麼卻判斷
錯誤？
3.我們可以從舊約的經文裏
學到什麼？
所有舊約的資料來自摩西向
以色列人的告別演講詞：
申命記8：3—摩西讓百姓回
想上帝如何降嗎哪給他們吃，靈
糧比肉身的食物更重要。
申命記6：13 — 摩西提醒
百姓敬拜真神上帝
申命記6：16 — 摩西提醒
百姓不要抱怨和試探上帝的忍
耐，就像他們需要水的時候那

你需要：
*聖經
*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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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見出埃及記17：1-7）

总結
問：你能想出在現今這樣的
試探方式嗎？耶穌若活到今天，
你認為撒旦會用什麼來試探祂？
今天撒旦用什麼來試探我們？撒
旦引用經文對耶穌說，耶穌如何

3
你需要：
*灑水壺
*植物
*空線軸
*針

知道撒旦所說的是錯的？（耶穌
研習了經文）了解經文將有助於
我們知道如何應對撒旦的試探。
讓我們說出今天的信息：
當上帝的話在我心裏時，我
就能拒絕撒旦。

課程應用

A.不可能

B.容易的解決辦法

給一個小朋友一個空的灑水
噴壺，給植物澆水。
當他們不能完成這個任務
時，就請另外一個孩子完成。
把空線軸給一個孩子，叫他
們穿針引線。
你可以加添其它不可能做到
的事情。

把孩子們分成小組，並且
說：我有一個問題想與你們分
享，能否幫我找到最好的解決辦
法？喬安娜到學校才發現她忘了做
作業，她的朋友伊蓮說：「你可
以照抄我的！」就把作業給喬安
娜，喬安娜應該怎麼辦才好呢？
讓各組回答。

总結

总結

問：為什麼孩子們不能做到
我要求他們做的？被分配一個不
可能完成的任務會是什麼感覺？
等候回應。灌溉花草植物需要什
麼？穿針引線需要什麼？因此我
們對試探說「不」需要什麼呢？
是的，我們需要有上帝的話在心
中。讓上帝的話留在我們的腦海
中和內心裏的一種方式，就是每
週學習存心節，讓我們現在說出
存心節，給一些時間。讓我們說
出今天的信息：

問：你如果是喬安娜，你會
如何做呢？如果喬安娜照抄朋友
的作業，會怎樣呢？讓孩子們討
論後，投票找到解決辦法。說：
我們常常被誘使做錯事，當試探
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該怎麼
辦呢？記住，今天的信息：
當上帝的話在我心裏時，我
就能拒絕撒旦。
和我一起說。

當上帝的話在我心裏時，我
就能拒絕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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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享

的聖經應許。

珍藏在心

总結

給每個孩子兩個心的造型
（見140頁），剪下後用膠水貼
在一起，上端打開，鼓勵他們把
一個聖經應許和雅各書4：7抄寫
在紙片上並隱藏在心的中間。

問：為什麼我們讀經和學習
經文很重要？它如何幫助我們抵
擋撒旦？它如何幫助我們與他人
分享上帝的話？如果我們不讀聖
經和研習上帝的話會怎樣呢？讓
我們重複今天的信息：

包含聖經應許的章節：
詩篇34:7,8
馬太福音11:28
詩篇37:39,40 馬太福音24:13
詩篇91
馬太福音28:19,20
詩篇119:105 約翰福音3:16
馬太福音5:3-11 約翰福音14:1-3
讓孩子兩人一組，要他們分
享他們揀選的經文，並解釋為什
麼他們要選那些經文。
說：把你的心帶回家，並將
這心給你的家人或朋友看。分享
聖經的應許，並講述為什麼你選
擇它，要求他們告訴你他們喜歡

當上帝的話在我心裏時，我
就能拒絕撒旦。

結束

你需要：
*每人兩張心
的造型（見
140頁）
*膠水或口
紅膠
*鉛筆
*紙
*剪刀
*蠟筆/白板
筆
*聖經

將孩子們聚集成一個圓圈，
拿著本聖經禱告，本週每個人都
讀聖經，思考當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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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學生本

撒旦試探耶穌
經文
馬太福音
第4章
參考資料
《歷代願望》
第108－119
頁

存心節
「我將你的話
藏在心裏，免
得我
得罪你。」
（詩篇
119：11）

信息
當上帝的話在
我心裏時，
我就能
拒絕撒旦。

你曾經被引誘去做了媽媽爸
爸告訴你不要做的事情嗎？做了
你知道是錯誤的事情嗎？撒旦試
探耶穌，但耶穌說「不」，祂如
何能這樣的堅強？
耶穌受了約翰的洗以後需要
獨處，祂想要向上帝禱告，並思
想祂在地上所做的工作，所以祂
去了 旷 野，禁食四十天，到了離
開 旷 野的時候，撒旦忽然出現，
這事非同尋常，撒旦從耶穌還是
嬰孩的時候就 已 經攪擾祂，甚至
在祂受洗時也纏繞祂。
撒旦知道耶穌很饑餓而且虛
弱，所以他就說：「你若是上帝
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
食物。」撒旦知道耶穌是上帝的
兒子，他就說「你若是上帝的兒
子」。他也知道耶穌從來不為祂
自己行神跡，只為幫助別人。
耶穌從母親那裏學習了聖
經，並在猶太會堂長大，當撒旦
說「把石頭變成食物」的時候，
耶穌想到祂從母親那裏學到的道
理。祂就對撒旦說：「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耶穌要讓撒旦
知道祂以上帝的話為食物，於是
繼續說：
「乃是靠
上帝口裏
所出的一
切話。」
接 著
撒旦把耶
穌引到耶
路撒冷的
殿頂上，

那時候的殿非常高，撒旦讓耶穌
站在殿頂的最高處，這可能是祭
司吹號角召集民眾禮拜聚會的高
處。
「你若是上帝的兒子，」撒
旦冷笑著說，「跳下去，因為經
上記著說：你的父要為你吩咐祂
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
碰在石頭上。」 的確，天使保護
祂避免碰到石頭，但是耶穌知道
祂不能用這個能力來救祂自己，
祂也知道祂不可以跳下去。
於是耶穌回答說：「經上又
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撒旦決定再試一次，他把
耶穌帶上一座高山，將世上的萬
國都指給祂看。「俯伏拜我，」
撒旦要求，「我把一切都賜給
你，」撒旦欺哄道。他不會把世
界給耶穌，因為世界本不屬於
他，撒旦知道如果耶穌拜他，世
人將永遠墮落喪失。
「撒旦退去吧！」耶穌叫
道。「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
上帝，單要侍奉祂。」
於是撒旦離開了耶穌，他知
道耶穌除了拜祂的父以外，永遠
再不會拜任何人。
撒旦離開耶穌後，有天使來
伺候祂，天使給了祂食物和水。
耶穌如何抵擋撒旦的試探？
祂讀經，並思想上帝的話；祂每
週到猶太會堂；當祂的家人去耶
路撒冷時，祂就參與崇拜與服
務；並且祂 总 是禱告，你可以閱
讀約翰福音17章。在敬拜上帝時
得到力量，你也可以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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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耶穌在 旷 野度過四十天。若可以，
與家人出去散步，並比較你所看見
的和在 旷 野的情況。一起閱讀你的
學課。
•在日曆上數四十天，耶穌在 旷 野多
少個星期？
•感謝耶穌抵擋撒旦的試探。
星期日
•閱讀或說出存心節。畫一本打開的
聖經，把存心節寫在上面。
•把你的圖片剪下來做一個拼圖。聚
會時要你的家人把拼圖拼在一起。
重複拼圖直到他們能說存心節。
•祈求上帝幫助，讓你對撒旦的試探
說不。
星期一
•家庭禮拜聚會時閱讀馬太福音4：
1-3。耶穌到哪裏去了？為什麼？
•觀看地圖並找出離你家最近的 旷 野
（沙漠、戈壁）。耶穌大概是在尼
波山附近的沙漠，在聖經地圖上找
尼波山。
•若可以，幫忙做餅，當你聞到烤餅
的香味，想想真正饑餓是什麼樣
的。為那些沒有足夠食物充饑的人
禱告。你要如何幫助他們？

星期三
•聚會時閱讀和討論以弗所書6：
10-17。
•用屋裏的東西製作一套盔甲，在家庭
聚會時展示給家人，並說出每片鎧甲
所代表的意思。
•禱告你的家人將會穿起上帝特別的
盔甲。
星期四
•哪節經文有解決下列問題的辦法？見
以弗所書6：1；出埃及記20：15；
以弗所書4：32。
1. 約翰被試探對他的弟弟很吝嗇。
2. 希拉貪玩，不願幫媽媽做家事。
3. 喬治被引誘在商店偷一件玩具。
•聚會時閱讀馬太福音4：8-10。撒旦
透過給祂看世界來試探耶穌。在你生
活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請求耶穌幫助你，把祂放在一切的
首位。
星期五
•把你的家庭分成兩組，並閱讀馬太
福音4：1-11。想想你面臨的類似試
探，你可以用些什麼經文來抵擋？
•一起說你的存心節。
•唱一首讚美詩歌。然後感謝上帝，因
祂的話幫助我們，抵擋撒旦的試探。

星期二
•今天聚會閱讀馬太福音4：5-7，耶
穌的第二次被試探是在哪裏？在聖
經地圖上找到耶路撒冷。
•在你的家附近最高的建築物是什
麼？參觀一個能俯瞰你家的高處。
•為聖經中的應許感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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