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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要付甚么代价?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

他。」(可 1:12-13) 

     

    真正的事奉是要付上生命和金钱的代价。上周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表姊的故事，非常感动人。她是一

位基督徒，中文好，程度高，又爱国，五十多年前从侨居地回到北京想接受教育后参与建设中国。当时

国家政策鼓励华侨回国升学，回国的华侨若是想进大学一定能进入一所大学，问题只是进入名校，或是

一般的大学。放榜时发现居然没有一间大学收她，那是因为她填写自己是基督徒的缘故。她无奈地回到

南方祖先的故乡。等了一年之后，经过父亲透过关系，总算进了大学。后来仍然因为成分不好，结婚后

必需与丈夫分开十多年。但是她并没有放弃信仰，反倒更加愿意为主付代价。五十多年后她和她的丈夫

在香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他们将神的祝福，赚来的财富全都用在福音的事工上。因为他们愿意付出

事奉的代价，许多基督徒，传道人都得到经济上的供应。若是他们不愿意付出事奉的代价，这些祝福就

不能如此临到众人。 

 

    我们愿意付出事奉的代价是因为耶稣给我们作了最好的榜样。让我们一同从三方面来思想耶稣基督所

付出事奉的代价。耶稣面对最强的仇敌，经历最大的考验，付出最高的代价。盼望我们心被恩感，愿意

起来，抗拒撒但的引诱和迷惑。 

 

一、 面对最强的仇敌 
 

    耶稣受洗后立刻被圣灵引到旷野里去，立刻这个字是马可福音所着重的一个字 ευθυς。(可 1:12) 这是

事奉中非常重要的字，是毫不拖延的意思。一个殷勤事奉的仆人一听见主人的吩咐，立刻就去行(可

1:12)。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来面对人类最强的仇敌---撒但。这试探不只是关乎个人的得胜，乃是影响

全人类永恒的归宿。 

 

1. 决定性的战役 

 

   表面看来这段圣经是记述着耶稣与撒但头一次的对决，然而这场争战的影响是永恒的。因为这乃是一

场关乎基督是否能救赎堕落人类决定性的战役。耶稣所面临的不是阴府的一部分军队，乃是撒但亲自出

现，用诡诈的心思，片面的真理，虚谎的承诺来诱使人子耶稣跌倒，使神救赎堕落的人类脱离撒但权势

的伟大计划不得顺利完成。 

 

2. 仇敌攻击的策略 

 

    针对人类的需要和软弱，撒但所用的战略是全面的，主要可分为三方面： 

(1) 满足肉体的需要：贪口腹之欲 

(2) 满足魂里的需要：贪虚浮的荣耀 

(3) 满足灵里的需要：自大不要听神的话 

 

    起初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是败在撒但如此的诱骗之下，失去了治理全地的主权，拣选成为罪的奴

仆，并死在与神隔绝的深渊里。他们第一，吃分别善恶树所结的的果子，满足肉体的需要。第二，看见

禁果悦人眼目，满足魂里的需要。第三，不相信神的爱，悖逆神，希望自己能像神一样能主宰万事，这

是骄傲，是满足灵里的需要。使徒约翰也指明撒但借着这世界将人心掳去的战略仍然没有改变。第一，

肉体的情欲，第二，眼目的情欲，第三，今生的骄傲。全世界的人类都败在撒但的这三个战略下，甘心

情愿戴上了罪囚的枷锁，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难逃死亡的结局及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耶稣基督为了

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拯救人类免于灭亡，卑微地来到人间，道成肉身，谦卑地站在人子的地位，接受撒

但狡猾的试诱。(看起来都是体贴人的需要，给人好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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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稣谦卑响应的方法 

 

   基督耶稣全心顺服神的话语，祂胜过撒但的试诱，乃是借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1) 满足肉体的需要：饥饿：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申 8:3)。 

(2) 满足魂里的需要：虚荣：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祂(申 6:13)。 

(3) 满足灵里的需要：骄傲：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申 6:16)。 

   

    为甚么顺服神的话语是争战得胜唯一的方法呢? 因为第一个人，最初的亚当就是因着不顺服神的话而

被撒但破坏了心思，唯有靠着耶稣，他是第二个人，是末后的亚当因着顺服神而拯救人类脱离那掌死权

的魔鬼之手。耶稣如何来经历这艰难的考验呢? 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试

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让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所面临的考验。 

 

二、 经历最大的考验 
 

    耶稣面对最强的仇敌时他经历了最大的考验。撒但对耶稣的要求是在耶稣饥饿时，撒但引动耶稣将石

头变成食物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并将万国的荣华显明给耶稣基督看，并且告诉耶稣，只要俯伏拜撒但

一下，立刻可得万国的荣华。最后向神的应许发出挑战，挑唆耶稣试探神的应许。耶稣如何抗拒这强大

的引诱呢? 耶稣经历最大的考验，就是四十天的禁食、为何禁食四十天? 

 

四十是经历考验的完整数目。挪亚时代，洪水泛滥四十天(创 7:17)。摩西时代，窥探迦南地的探子窥

探迦南地四十天(民 13:25)，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神让他们经历在旷野飘流四十年(民 14:34)，摩西的

生命分为三个四十年，年轻时靠自己学习埃及一切的学问四十年，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中年学习降卑

牧羊四十年，生命成熟后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四十年。 

 

    至于禁食有何功用呢?  禁食祷告是耶稣基督劝勉门徒面对属灵争战的教导(太 17:21)，也是初世纪教

会的重要的属灵操练之一(徒 13:2-3)。深入明白禁食意义的信徒不多，能够持续操练禁食祷告的圣徒更

少。撒但竭力拦阻基督徒禁食祷告，因为禁食祷告在属灵争战中有奇妙的能力与得胜的果效。让我们来

思想禁食祷告。 

 

1. 旧约的禁食  

 

    旧约中最重要关于禁食צמ的记载是摩西蒙神呼召，上到神的圣山，西乃山，接受神亲手所颁布的十

诫。摩西在神的面前四十昼夜禁食，后来以色列人铸造金牛犊，拜人手所造的偶像，干犯了神。后来摩

西再度上山，四十昼夜俯伏在神的面前禁食祈祷，为以色列百姓祈求,也为亚伦祈祷。禁食祷告，所求

蒙神应允。(申 9:18-20)旧约中有许多禁食的例子，有一些禁食祷告是个人的，有一些是集体的。 

(1) 四十天禁食 

˙ 禁食是按照神的时间 

   「摩西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版，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版，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 

     饭，也没有喝水。」(申 9:9) 禁食是按照神的时间。 

˙ 禁食的能力是神给的 

    以利亚仗着天使为他预备的饮食之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王上 19:8) 

(2) 撒母耳宣告禁食、认罪、求神帮助 

   「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 

    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撒上 7:5-6) 

(3) 基列雅比人为扫罗王悲哀 

   「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撒上 31:13) 

 

2. 新约的禁食 

新约中除了耶稣四十天的禁食，也有许多禁食 νηστεια的例子，新约的禁食不是依照律法的规条，乃   

 是顺从圣灵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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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立长老 

    「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徒 14:23)｡  

(2) 圣徒见证 

      中文圣经中的「专心祷告」在希腊原文圣经乃是「禁食祷告」(林前 7:5)。 

(3) 神仆受苦 

    「鞭打、监禁、扰乱、勤劳、儆醒、不食」(林后 6:5)「不食」原文禁食。 

    「多次不得食」(林后 11:27)「不得食」不是没有食物吃，乃是指着禁食。 

 

3. 禁食祷告的操练 

 

    如何有禁食的素常呢? 禁食祷告是需要操练的，在特定的日子禁食祷告可以帮助我们经历禁食祷告的

果效。我们可以每月定期禁食，也可以每周定期禁食祷告。至于需要多少餐的禁食，这要看神在我们心

中如何感动。禁食是圣灵发动的。耶稣豫言未来他的门徒要禁食祷告像新妇等候新郎回来一样。 

(1) 禁食的节期 

 「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徒 27:9) 

(2) 定期的祷告 

   哥尼流在家中守着申初的祷告，原文有禁食在申初祷告之前。(徒 10:30) 

(3) 耶稣的吩咐 

  「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太 9:15) 

 

4. 禁食祷告的争战 

 

    禁食祷告时有甚么事情会发生呢? 禁食祷告时灵界有很大的争战。撒但邪恶的势力与神光明的国度进

入强烈的争战。属神的子民在禁食祷告中可以经历邪灵污鬼被赶出，罪恶的捆绑被松开，罪人蒙恩得救

的诸般喜乐。 

(1) 治病赶鬼 

 「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太 17:21) 

(2) 面对强敌 

 「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洗逊他玛，就是隐基底。  

   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代下 20:2-3) 

(3) 生死之间 

 「你当去招聚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 

   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罢。」(帖 4:3-16) 

 

5. 禁食祷告的时刻 

 

    甚么时候开始禁食祷告呢? 犹太人有禁食的传统，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禁食时将脸

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好让人称赞他们的敬虔。(太 6:16) 禁食的人没有任何可以夸耀

的，禁食是神发动的，也是向神禁食。让我们来看几个圣经所记载有关禁食祷告的例子： 

(1)圣灵引领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太 4:1-2) 

(2) 纪念神恩 

 「劝他们按时守这普珥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 

   与后裔所应承的。」(帖 9:31) 

(3) 领袖宣告(斯 4:16) 

 「那时我(以斯拉)在亚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克苦己心，求祂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 

   切所有的，都得平安的道路。」(拉 8:21,23) 

 「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的外邦人离绝，站着 

    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尼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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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禁食祷告的负担 

 

    在甚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应当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仔细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坚定我们愿意争战的心

志，好让我们清楚地接受禁食祷告的负担呢? 

(1)在危难中 

 「你当去招聚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 

   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罢。」(斯 4:16) 

(2) 在痛苦中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尼 1:4) 

(3) 受欺压中 

 「毗尼拿仍是激动哈拿，以致她哭泣不吃饭。」(撒上 1:7) 

(4) 在忙碌中 

 「他们连吃饭都没有工夫。」(可 6:32) 

 

7. 禁食祷告的果效 

 

    禁食祷告的果效如何衡量呢? 我们期望在禁食祷告中可以达到甚么目的呢? 我们能否知道从神那里通

过禁食祷告可以得到何等的赏赐和称赞呢? 

(1) 圣灵说话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于是禁食祷 

  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徒 13:2-3) 

(2) 带进启示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但 9:3)「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 

  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但 9:23) 

 

8. 禁食祷告的总结 

 

    禁食祷告不仅是履行义务，乃是接受神赐的使命。并非引人注意，乃是对付自己的肉体和天然生命。

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让神的旨意成就。绝非苦待己身，乃是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义的器皿，合乎主

用。总之，禁食必须有下列重点： 

(1) 不求利益 

   禁食祷告的人不为自己的利益祈求，乃是为别人祷告，求神的旨意成就。「不可在禁食的日子仍求利  

   益，勒逼人为我们作苦工，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赛 58:3-5) 

(2) 知行合一 

   有果效的禁食祷告是有行动的。使受欺压的得自由，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家中。见 

   赤身的给他们衣服遮体。(赛 58:6-7) 

(3) 生命改变 

   真正的禁食祷告必带来生命的变化，成为有光，有医治，有公义，有荣光的生命。(赛 58:8) 

(4) 与神同在 

   神所悦纳的禁食祷告是有应许的。「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赛 58:9)  

 

三、 付出最高的代价   
 

    耶稣面对最强的仇敌，经历最大的考验时他决定愿意付出最高的代价。旷野有野兽出没，在危及性命

的时候，也无人帮助。旷野乃不毛之地，不适合人居住。旷野白日黑夜的温差很大，白天炙热，晚上寒

冷。上周听见陈少明弟兄亲自讲见证，讲到文革期间，他下放到北大荒设计建筑取土壤样品的经历。那

时正值严冬，因为成分不好，被分派在半夜看守机器，度过严冬零下三十度到五十度寒冷的旷野生活，

为了避免冻僵，他在铁桶里烧一点树枝，靠近铁桶取暖。野狼和熊都可能随时袭击人，曾经有人在旷野

丧命。他防身的秘诀是一个手电筒，和收音机。手电筒有光可以对准野兽的眼睛照，惊吓它们，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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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的声音可以吓阻野兽靠近。他就是在旷野听见收音机里的福音而得救的。 

 

    在旷野与野兽同在一处，不但危险，也与人隔绝。虽然有人喜欢安静，但是神造人时说这人独居不

好，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通常是

非常痛苦的。耶稣在旷野与野兽同在一处， 没有人烟，无人作伴，无人说话，无人帮助，却是父神定

意让旷野成为考验他拯救人类的心志的场所，这是孤单的考验，是付出最高代价的考验。 

 

    最近南加州著名的传道人约翰麦克阿瑟讲到人需要别人的关怀，离群索居是件很痛苦的事。他讲到一

个富翁认为独自被囚禁在城堡中五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有一个年轻人不同意，愿意接受挑战。他认

为只要有好东西吃，有豪华的城堡居住，有音乐可听，有琴可弹，可以唱歌，画画，念书，写作，独居

不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富翁找来律师签下合同，这年轻人愿意住在城堡中十五年，十五年后可得到一

笔很大的产业。这位年轻人可以写信出去，但收不到回信。可以要求任何物质和精神上的食粮，但是看

不见送饭来的人。起初城堡中常传出歌声，琴声，欢乐的笑声。一年后却是唱片的声音，几年后是完全

的安静。等到十五年快要到期的前一天晚上，这孤独的人，留下了一封信，悄悄地离开了城堡。他告诉

世人虽然他得胜了挑战，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虽然他赢得了产业，但是他的失去的年岁是无法弥

补的。虽然他可以重新见到亲朋好友的面，但是孤单的经历使他身心灵饱受摧残。 

 

    耶稣基督离开天家来到世间，祂虽然有天使来伺候他，有天使护卫着他，但是他只能凭着祷告与父神

交通。虽然耶稣在争战中有天使来服事，不错，这是继续不断的伺候，是从开始直到末了的伺候。但是

耶稣站在人的立场上，接受了撒但全军猛烈的袭击，耶稣饱受人间的痛苦，甚至十二门徒中的犹大出卖

他，彼得三次不认他，在十字架下，除了约翰之外，所有的门徒都躲藏起来。耶稣亲口说，那时刻，黑

暗掌权了(路 22:53)。最后，在十字架上，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下午三点钟，耶稣大声喊着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你甚么离弃我?」(太 27:46)这是最高的代价--耶稣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他成为罪，被

挂在十字架上，蒙受羞辱，成为被咒诅的人，以致父神掩面不看他，耶稣为我们付出最高的代价。 

 

    我们的事奉也是一种付代价的事奉，你我愿意为完成天父的旨意付出代价吗? 我不敢说我喜悦付出任

何的代价，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了爱我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我相信靠着圣灵的引领和力量，我的

心可以得蒙保守，愿意继续忠心地跟随他的脚踪行。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有多少人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光辉人物。但是在 1924年巴黎举行

的奥运会中，有一位一百公尺的金牌得主却为了主日不参与竞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位苏格兰的后裔

放弃得一百公尺金牌的机会，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八十年后，我们读到他的传记，仍然大受感动。在

他得到两百公尺铜牌后，他居然进入四百公尺的决赛，赛前帮他按摩的一位弟兄将一张小纸条递给他，

在他打破四百公尺世界纪录 47.6秒后，他打开纸条一看，纸条上如此写着：「神必尊荣那尊荣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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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仍然鼓励了许多有心付代价跟随主的人。 

 

这位愿付代价的奥运金牌得主和他的父母亲都选择成为爱中国人灵魂的宣教士，他们愿付事奉的代

价。他的父亲雅各年轻时于 1898年从英国来华传道，正临 1897年清朝正式支持义和团公开动乱的时

候，许多的宣教士被杀。雅各在蒙古传道，劫后余生，坚持呼召，与玛利 1898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上海

成婚后 1902年一月十六日在天津生下第二个儿子，他就是愿付代价，放弃奥运一百公尺金牌和世界纪

录的尔瑞可李德尔 (Eric Liddell)。 

 

李德尔爱中国人的灵魂，四十三岁英年死在日本占领区的华北的集中营里。生在中国，死在中国，

为中国人认识基督耶稣而生，为中国人的灵魂得救而死。他对中国的福音付出了生命事奉的代价。生为

中国的基督徒你我愿意接受传福音的呼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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