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祷告：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您在第八条诫命中告诫我们，不可作

假见证，就是不可充当假证人，说谎和诽谤，更是告诉我们不要在灵里

充当假证人，就是声称虚假是真理，邪恶是良善，并说服别人相信虚假

就是真理，邪恶就是良善，反之亦然。在属天意义上则告诫我们不可亵

渎主与圣言。这条诫命连同其它诫命都是我们应该铭记在心，在生活中

照之而行的。我们更应当貌似凭自己与这些邪恶作斗争，直到对这些邪

恶感到憎恶，对良善的情感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唯有这样才能完成真正

意义上的重生。没有这样一个经历试探，进行斗争的过程，重生绝无可

能实现的。求主不断引导我们，使我们在试探中能够得胜，脱去地狱的

自我，披上天堂的新我。阿们！ 

人当如何生活（七） 

我们先回顾前面学习的要点：一、一切宗教都与生活有关，宗教生活就 

是行善。二、没有人能从自己行出真正为良善的善事。三、一个人避恶 

如罪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不是从自己，而是从神行善。四、任 

何人避恶如罪到何等程度，就热爱真理到何等程度。五、任何人避恶如 

罪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拥有信仰并属灵。六、十诫教导哪些邪 

恶是罪。七、各种杀人、奸淫、偷盗、作假见证，以及对这些事的贪恋， 

就是必须避之如罪的邪恶。八、任何人避各种杀人如罪到何等程度，就 

在何等程度上拥有对邻之爱。九、任何人避各种奸淫如罪到何等程度， 

就在何等程度上热爱贞洁。十、任何人避各种偷盗如罪到何等程度，就

在何等程度上热爱诚实。 

十一、任何人避各种假见证如罪到何等程度， 就在何等程度上热爱真



理 

Life87.就属世意义而言，“作假见证”不仅表示充当假证人，还表示说

谎和诽谤。就属灵意义而言，“作假见证”表示声称虚假是真理，邪恶

是良善，并说服别人相信虚假就是真理，邪恶就是良善，反之亦然。就

至高意义而言，“作假见证”表示亵渎主和圣言。这些就是“作假见证”

的三层意义。这些在作假见证，说谎或诽谤的人里面构成一体。 

注：我们再补充《真实的基督教》中关于第八诫的相关内容。  

1.从最接近字义的属世意义来看，“作假见证陷害人”或作伪证，是指

在法官面前或法庭之外的其他人面前扮演假见证人的角色，陷害被轻

率指控有罪的人；支持借神之名，或其它神圣事物，或出于个人名誉的

个人影响和力量所作的指控。从更广泛的属世意义来看，这条诫命禁止

在社会生活中以邪恶为目的的各种谎言和伪善；还有，禁止诋毁和诽谤

邻人，损害涉及人整个品质的荣耀、名字和名声。从最广泛的属世意义

来看，这条诫命包括针对别人的密谋、欺骗和预谋的罪恶，它们出于各

种源头，诸如敌意、仇恨、报复、嫉妒、争竞等等。这些恶行当中都隐

含着作假见证。 

2.从属灵意义来看，“作假见证”是指说服别人相信他所信的虚假观 

念是真的，生活的邪恶是善的；或真实的观念是假的，生活的良善是 

恶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故意的，而非出于无知。也就 

是说，是在知道何为良善与真理之后，而非之前做出的。因为主说：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 

的罪还在。（约翰福音 9:41） 



在圣经中，以“谎言”来表示这种虚假，以“诡诈”来表示这种意图，

如： 

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 

身。（以赛亚 28:15） 

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以赛

亚 30:9） 

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耶利米书 8:10） 

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弥

迦书 6:12） 

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诗篇 

5:6） 

他们各人欺哄邻舍，说谎言；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耶利米书 9:5,6） 

正因为“谎言”表示虚假，所以主说：“魔鬼说谎是出于自己”（约翰福

音 8:44）。 

3.从属天意义来看，“作假见证”是指开口亵渎主与圣经，从而将真理

逐出教会。因为主是真理本身，圣经也是。相反，“作证”表示说真理，

而“证言”表示真理本身。这就是为何十诫被称为“证言”。因为主是

真理本身，所以祂凭自己说祂作见证。主是真理本身。 

4.那些出于欺骗或故意说假话的人，会用模仿属灵情感的语气说出假

话，如果他们将圣经的真理混进来，更是如此，真理因此被歪曲。这种

人被古人称为“巫师”，还被称为“术士”，以及善恶知识树的蛇。这些

弄虚作假者、说谎的和骗子们好比那些表面上和蔼可亲地与他们所憎



恨的人交谈，背后却藏着一把杀人的匕首之人。他们也好比那些在剑上

抹上毒药，从而攻击其仇敌之人。还好比那些将毒药混在水里，或在美

酒和甜食中下毒之人。他们又好比将性病传给他人的风情万种的妓女；

或好比带刺的灌木，当鼻子靠近去闻时，就刺伤嗅觉纤维；或好比糖衣

毒药；或好比在秋天晒干后发出香味的粪便。在圣经中，这类人被描述

为豹子。 

Life88.由于谎言与真理是两种对立的事物，所以可推知，任何人避说

谎如罪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热爱真理。 

Life89.任何人热爱真理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渴望知道真理，

当找到真理时，也在何等程度上从心里受到感动。这是抵达智慧的唯一

途径；任何人喜欢实行真理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以包含真理的

光为快乐。前面所讨论的那些诫命也是如此，如对那些避开各种偷盗的

人来说，诚实和公正；对那些避开各种奸淫的人来说，贞洁和纯洁；对

那些避开各种杀人的人来说，爱和仁等等。另一方面，一个陷入这些天

上事物的对立面的人对它们一无所知，尽管凡实际为某种事物之物都

存在于它们里面。 

Life90.田里的种子表示“真理”，主以下面这些话来描述这种子：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上，被人践踏，天上的

飞鸟把它吃尽了。有的落在石头地上，一长起来就枯萎了，因为没有根。

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跟它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的落在好土里，

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路加福音 8:5–8; 马太福音 13:3–8; 马可福

音 4:3–8) 



在这个比喻中，“撒种的”是指主，“种子”是指祂的话，因而是指真理；

“路上的种子”存在于那些不关心真理的人当中；“石头地上的种子”

存在于那些虽关心真理，但不是为了真理本身的缘故，因而不是从内在

关心的人当中；“落在荆棘中的种子”存在于那些陷入恶欲的人当中；

但“好土里的种子”存在于那些热爱来自主而在圣言中的真理，并因实

行来自主的这些真理而结实的人当中。所表示的是这些事物，这一点从

主对这个比喻的解释明显看出来。由此可见，圣言的真理无法在那些不

关心真理的人里面扎根，也无法在那些表面热爱真理，内心却不热爱真

理的人和那些陷入恶欲的人里面扎根。然而，它能在那些恶欲被主驱散

的人里面扎根。在这些人里面，“种子”，也就是真理，就扎根在他们的

属灵心智中。 

Life91.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得救在于相信教会这样或那样的教导，而

不在于遵守十诫，就是狭义和广义上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和不可作假见证。因为人们坚持认为，神不看行为，只看信；而事实上，

任何人陷入这些邪恶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没有信。请教理性，

你会清楚发现，只要陷入对这些邪恶的欲望，任何杀人者，奸淫者，盗

贼或作假证的人是否能拥有信。你也会清楚发现，除了不愿犯下这些邪

恶，因为它们是罪，也就是说，因为它们是属地狱和魔鬼的之外，对它

们的欲望能否以其它任何方式被驱散。因此，凡以为得救在于相信教会

这样或那样的教导，同时仍留在自己恶欲中的人必是“愚拙的人”，正

如主在马太福音(7:26)中所说的那样。当一个教会具有这种性质时，经

上在耶利米书如此描述它： 



你当站在耶和华家的门口，在那里宣告这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

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

假誓，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家，又说，我们得救了，好再去行这一切

可憎的事？这家岂不成了贼窝吗？看哪，我真的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

说的。(耶利米书 7:2–4, 9–11) 

注：对此，我们再补充《属天的奥秘》中的相关内容。 

8907.出埃及记 20:13.不可作谎言的见证人反驳你的邻舍表示不可将

良善称为邪恶，将真理称为虚假；反之，不可将邪恶称为良善，将虚假

称为真理。 

8908.不可作谎言的见证人反驳你的邻舍表示不可将良善称为邪恶，将

真理称为虚假；反之，不可将邪恶称为良善，将虚假称为真理。“谎言

的见证人”是指对虚假的确认。“见证”是指确认；“谎言”是指信之虚

假，这一点从下文明显看出来。“反驳邻舍”是指以这种方式对某人说

话；因为“邻舍”表示每个人，尤表凡处于良善的人，在抽象意义上表

示良善本身。因此，“不可作谎言的见证人反驳你的邻舍”在内义上是

指不可向任何人说假话，也就是不可说良善是邪恶，真理是虚假，反之

亦然。 

必须简要解释一下此中是何情形。凡被爱自己或爱世界主宰的人，也就

是以显赫的地位或尊贵，或财富、利益为目的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去说

并说服别人相信，正义是不正义，不正义是正义，从而扮演谎言见证人

的角色。他们具有这种品性的原因是，他们的意愿完全服从于这些爱及



其欲望，被它们完全占据和拥有。同时理解力，也就是心智的另一部分

虽能看出正义和非正义，却不愿去看，因为意愿战胜了理解力，并通过

流入它而说服了它，最终还使它变瞎。这些人没有良心，也不知道良心

就在于，称正义的事是正义的，不是因为其它原因，只是因为它是正义

的，也就是出于对正义的热爱。在世时具有这种品性的人在来世也具有

这种品性，不同之处在于：那时他们不是将正义的事称为不正义的，而

是将信之良善称为邪恶，将真理称为虚假；因为世界的正义对应于灵界

的良善和真理。他们如此行是毫无良心的，也不觉得羞耻，因为他们活

在肉身时，这种事他们就已经学会并习惯了。 

“谎言”在圣言中多次被提及，无论在哪里出现，“谎言”在内义上都

表示信之虚假和邪恶；“谎言的见证人”，也被称为“暴行的见证人”，

表示对虚假的确认，无论是在审判官面前，还是在某个其他人面前，亦

或通过在人的内在思维里面的自我说服而在自己面前。“谎言”在灵义

上是指信之邪恶和虚假，这一点从以下经文明显看出来，约翰福音：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欲望，你们愿意行。他从起初是杀

人的，不站在真理中，因他里面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说的，因

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它的父。(约翰福音 8:44) 

“谎言”在此表示信之虚假；因为所论述的主题是犹太人，他们不愿承

认主。此处“魔鬼”在灵义上是指虚假，“它的父”是指邪恶；因为虚

假来自邪恶，就像儿子来自他的父。属于魔鬼的虚假是信之虚假，邪恶

是爱自己爱世界的邪恶。 

以赛亚书： 



摩押人极其骄傲，他的骄傲、狂妄、忿怒，他的谎言并不坚固。(以赛

亚书 16:6) 

“谎言”表示信之虚假，因为“摩押人”是指那些陷入爱自己的邪恶，

因而歪曲真理的人。又： 

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我们投靠谎言，藏身于虚假。(以赛亚

书 28:15) 

又： 

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律法的儿女。(以赛

亚书 30:9) 

耶利米书： 

他们各人欺哄同伴，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说谎。(耶利米书 9:5) 

又： 

看哪，我必反对那以谎言之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的，他们谎言使我的

百姓走错了路。(耶利米书 23:32) 

又： 

剑哦，要临到说谎者，他们就成为愚昧。(耶利米书 50:36) 

以西结书： 

他们所见的是虚荣，是谎言的占卜，说，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

有差遣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讲虚荣，见谎言，我就与你

们反对。(以西结书 13:6-9) 

那鸿书： 

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言和劫掠。(那鸿书 3:1) 



西番雅书： 

以色列的余民必不作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他们必

得草吃，必得躺卧。(西番雅书 3:13) 

启示录： 

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爱

并实行谎言的人。(启示录 22:15) 

在这些经文，和在其它许多经文中一样，“谎言”表示信之虚假和邪恶。 

十二、没有人能避恶如罪，以至于从内心厌恶它们，除非与它们争战 

Life92.每个人从圣言和取自圣言的教义都知道，人的自我自他出生时

就是邪恶；这就是他出于与生俱来的欲望热爱并卷入邪恶的原因。这就

是为何他渴望报复、欺诈、诽谤和奸淫。此外，若不思想这些邪恶是罪，

并因此抵制它们，他一有机会就会犯下它们，只要他的名声，因而他的

荣誉和利益不受威胁。还要想一想，人若没有宗教信仰，就会出于快乐

去做这些事。 

Life93.由于人的这种自我或自我中心构成他生命的主根，所以显而易

见，若不拔除这根，植入新根以取代之，一个人会成为哪种树。他会成

为一棵腐朽的树，论到这树，经上说：它必被砍下来丢在火里(马太福

音 3:10; 7:19)。这根不会被除去，新根也不会取代它的位置，除非这

个人看到构成这根的邪恶对他的灵魂是有害的，并因此想要逐出它们。

然而，由于这些邪恶属于人的自我或自我中心，因而给予他快乐，所以

他若不反对他的意愿，面对抗争或反对，因而若不通过战斗，就不可能

做到这一点。 



Life94.凡相信地狱和天堂真实存在，天堂是永恒的幸福，地狱是永恒

的痛苦，作恶者下地狱，行善者上天堂的人都在进行这场战斗。如此争

战的人从里面或内在自我行动，并反对构成恶根的欲望，因为人若与某

事争战，就不意愿它，渴望就是意愿。由此可见，只有通过争战才能挖

出恶根。 

Life95.所以，任何人与邪恶进行战斗，并由此移走它们到何等程度，

良善就在何等程度上取而代之，此人也在何等程度上出于这良善看到

面前的邪恶，并发现它是属地狱的，极其可怕，因此不仅避开它，还反

感它，最终憎恶它。 

Life96.一个与邪恶争战的人不能不貌似凭自己如此行，因为人若不貌

似凭自己争战，就根本没有争战，而是站在那里像一个机器人，什么也

看不见，什么也不做，还出于邪恶不断思想支持邪恶，而不是反对它。

然而，要清楚知道，唯独主在人里面与他的邪恶争战，只是在这个人看

来，他似乎凭自己争战，主也愿意在他看来是这样，因为没有这种表象，

就没有争战发生，因而没有改造。 

Life97.只有人们放任自己的欲望，故意纵容它们，或顽固弃绝圣言和

教会的神圣事物，这场争战才是艰难的。否则，这争战并不难。人们只

需一周一次，或一月两次抵制他们所倾向的邪恶，就会感觉到变化。 

Life98.基督教会被称为战斗的教会；它被称为“战斗”，只是因为它与

魔鬼争战，因而与来自地狱的邪恶争战。地狱就是魔鬼。教会之人所经

历的试探就是这场争战。 

Life99.圣言的许多地方论述了与邪恶的争战，这些争战就是试探。它



们由主的这些话来表示： 

我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单独的；若是死了，就

结出许多果实来。(约翰福音 12:24) 

也由这些话来表示：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

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马

可福音 8:34–35) 

“十字架”表示试探(在马太福音 10:38; 16:24; 马可福音 10:21; 路

加福音 14:27也是)；“生命”表示人之自我的生命(在马太福音 10:39; 

16:25; 路加福音 9:24; 尤其在约翰福音 12:25也是)，这生命也是“无

益肉体的生命”(约翰福音 6:63)。论到与邪恶的争战，以及对它们的

胜利，主在启示录中对所有教会说： 

以弗所教会：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间的生命树赐给他吃。(启示录

2:7) 

士每拿教会：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启示录 2:11) 

别迦摩教会：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吃，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启示录 2:17) 

推雅推喇教会：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族，

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启示录 2:26, 28) 

撒狄教会：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天使面前认他的名。(启示录 3:5) 

非拉铁非教会：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

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启示录 3:12) 

老底嘉教会：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启示录 3:21) 

Life100.这些争战，也就是试探，在 1758年伦敦出版的《新耶路撒冷

及其属天教义》一书(187–201节)有专门论述。 

注：关于上面提到的试探，我们再从《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一书

中补充以下内容： 

187.只有那些正在重生的人才会经历属灵的试探。因为属灵的试探是

那些处于良善和真理的人所经历的精神上的极度痛苦，这些痛苦是由

恶灵带来的。当这些灵人挑起这些人里面的邪恶时，一种属于试探的焦

虑就会产生。人不知道它来自何处，因为他不知道它的起源。 

188.因为每个人都有恶灵和善灵与他同在：恶灵在他的邪恶里面，善灵

在他的良善里面。当恶灵靠近时，他们引出他的邪恶；而善灵则引出他

的良善。由此产生冲突和征战，给他带来内在焦虑，这就是试探。由此

明显可知，试探是由地狱造成的，而不是由天堂造成的。这也符合教会

的信仰，即：神不试探任何人。 

189.那些未处于良善和真理的人也经历内在焦虑，但这些是属世的焦

虑，而不是属灵的焦虑。两者的区别在于：属世焦虑的对象是世俗事物，

而属灵焦虑的对象是天堂事物。 

190.试探中争夺的最关键点，是良善掌控邪恶，还是邪恶掌控良善。想

要掌权的邪恶在属世人或外在人里面，良善在属灵人或内在人里面。若

邪恶获胜，属世人就会掌权；若良善获胜，属灵人就会掌权。 



191.这些争战是通过来自圣言的信之真理进行的。人必须靠它们与邪

恶和虚假争战；他若靠其它手段，而不是这些真理争战，就无法战胜，

因为主只在这些真理里面。由于争战必须靠信之真理进行，所以在拥有

良善和真理的知识，并通过它们获得某种属灵生命之前，人不可以参与

这些争战。因此，在一个人成年之前，这些争战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192.如果人在试探中屈服，他在试探之后的状态会比先前更糟糕，因为

那时，邪恶获得掌管良善的权力，虚假获得掌管真理的权力。 

193.如今，信因没有仁而极为罕见，因为教会走到了尽头，所以现在很

少有人被允许经历任何属灵的试探。正因如此，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试

探是什么，它们有什么用处。 

194.试探有助于良善征服邪恶，真理征服虚假；还有助于强化真理，并

把它们与良善结合在一起，同时驱散邪恶和确认它们的虚假。试探也有

助于打开内在属灵人，使外在属世人服从它，同时破碎对自己和世界的

爱，并驯服由此而来的欲望。当这一切发生时，人就获得光照和洞察，

明白什么是真理和良善，什么是虚假和邪恶。他由此获得以后会逐日增

加的聪明和智慧。 

195.在试探中，唯独主为人征战。人若不相信唯独主为他征战并为他战

胜，就只经历一种外在试探，这种试探对他毫无用处。 

196.当一个人从心里相信并喜欢照之生活的信之真理在他里面受到攻

击时，尤其当他将属灵生活置于其中的爱之良善受到攻击时，我们就称

之为属灵的试探。这些攻击以各种方式发生，如：通过进入思维和意愿、

阻碍良善和真理的流注；通过不断提取并让人想起他曾犯下的邪恶和



思想过的虚假，因而通过这类事的泛滥，同时通过明显关闭心智的内层，

从而关闭与天堂的联系；这会阻止人基于他自己的信思考，或形成源于

他自己的爱的意愿。这一切都是由与人同在的恶灵造成的；当这些事发

生时，它们是以内在焦虑和良心痛苦的形式出现的。事实上，它们影响

并折磨人的属灵生命，因为人会以为它们不是从恶灵，而是从他自己的

内层发出的。人不知道这些攻击来自恶灵，因为他不知道灵人与他同在，

恶灵在他的邪恶中，善灵在他的良善中；他们就在他的思维和情感中。

当这些试探伴随着肉体的疼痛时，它们是最严重的；当这些疼痛持续的

时间很长，即便祈求神性怜悯，也没有解救时，尤其严重；于是，绝望，

也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束就来了。有必要先从《属天的奥秘》一书引用关

于与人同在的灵人的一些细节，因为试探就来自他们。 

灵人和天使与每个人同在。他们就在他的思维和情感中。如果灵人和天

使被带走，人就无法存活。因为人通过灵人和天使而与灵界联系和结合，

否则他就不会有生命。与人同在的灵人照着他的爱之情感而更换。来自

地狱的灵人在人的自我之爱中。天使在目的中，人从这些目的并为了它

们而以这一种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思考、意愿和行动。尽管灵人和天使

与人同在，就在他的思维和情感中，但他仍有思考、意愿和行动的自由。 

197.试探，它们的源头和性质。试探是由与一个人同在的恶灵产生的，

这些灵人设置障碍反对此人所热爱并相信的良善和真理；还挑起他曾

做过的恶事和思想过的虚假。在这些时候，恶灵会利用各种诡诈和恶意。

经历试探的人离地狱很近。在试探中，有两股力量发挥作用，一股力量

来自主，从里面起作用，一股力量来自地狱，从外面起作用，而人就在



中间。 

在试探中，受到攻击的，是人的主导爱。恶灵只攻击那些属于人的信和

爱的事物，因而攻击那些属于他的属灵生命的事物；因此，在这种时候，

他的永生濒临险境。试探的状态好比一个人在盗贼当中的状态。在试探

中，来自主的天使将人保持在与他同在的真理和良善中，而恶灵则将他

保持在与他同在的虚假和邪恶中，由此产生冲突和争战。 

试探就是内在人或属灵人和外在人或属世人之间的一场争战。因此，它

是内在人的快乐和外在人的快乐之间的一场争战；那时，这两种快乐相

互对立。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两种快乐相互冲突。因此，所

争夺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权。 

没有人能经历试探，除非他承认真理和良善的存在，拥有对它们的一种

情感，因为没有这些，就没有争战；也就是说，那时没有抵制属世之物

的属灵之物，因此，没有对控制权的争竞。凡获得某种属灵生命的人都

会经历试探。试探影响那些有良心的人，因而影响那些处于属灵之爱的

人；然而，对那些处于属天之爱的人来说，试探更严厉。死人，就是那

些没有对神的信和爱，也没有对邻舍的爱之人不可以经历试探，因为他

们会跌倒，放弃争战。因此，如今很少有人经历属灵的试探。然而，他

们有各种世俗的原因，无论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所造成的焦虑；

这些原因通常包括精神折磨或身体疾病；然而，这些焦虑不是试探的焦

虑。属灵的试探有时伴随着肉体上的痛苦，有时没有。试探的状态是一

种不洁和污秽的状态，因为人被淹没在邪恶和虚假，以及对良善和真理

的怀疑中。还因为试探中有愤怒、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和许多非良善的情



感；同样有模糊和对结果的怀疑；以及对圣治和祷告是否蒙垂听的怀疑，

因为祷告在试探之中不像在试探之外那样蒙垂听，还因为当一个人经

历试探时，他觉得自己似乎处于诅咒的状态。原因在于，人能清楚察觉

发生在外在人中的事，因而清楚察觉被恶灵注入并召唤出来的事物，此

人便照这些事物思想他的状态；另一方面，他察觉不到发生在他的内在

人中的事，因而察觉不到从主经由天使流入的东西；结果，他无法判断

自己的状态。 

试探通常持续到绝望，也就是它们的结束。试探本身中也有绝望，但在

结束的时候，这些绝望就成为总的一体。在绝望中，一个人会说一些苦

毒的话，但主并不理会这些话。试探结束之后，一开始，真理与虚假之

间会有波动。然而，后来真理发光，由此产生宁静和喜乐。 

那些正在重生的人不会只经历一次试探，而是经历多次试探，因为有许

多需要移走的邪恶和虚假。那些获得某种属灵生命的人若在世上没有

经历试探，到了来世也会经历试探。 

198.试探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发生。属灵的争战主要通过信之真理进行。

因此，真理是争战的第一要务。属灵教会的人在信之真理上经历试探，

所以他们通过真理争战；但属天教会的人在爱之良善上经历试探，所以

他们通过良善争战。 

凡正在重生的人必须经历试探，没有试探，他不可能重生；因此，试探

是有必要的。当邪恶试图掌控良善，属世人试图掌控属灵人时，正在重

生的人就进入试探。当良善就要拥有优先权时，他就进入试探。那些正

在重生的人首先被引入宁静的状态，然后被引入试探，之后又回到已经



成为目的的平安的宁静状态。 

199.试探的益处。属灵人或内在人通过试探获得对属世人或外在人的

控制权；因此，良善获得对邪恶的控制权，真理获得对虚假的控制权，

因为良善住在属灵人里面；事实上，良善只存在于属灵人里面；邪恶则

住在属世人里面。由于试探就是它们之间的一场争战，所以可推知，控

制权是争夺的对象，也就是说，是属灵人要获得对属世人的控制权，因

而良善获得对邪恶的控制权，还是反过来；因此，是主还是地狱要获得

对人的控制权。外在人或属世人通过试探接受与内在人或属灵人中对

真理的情感相对应的真理。内在属灵人通过试探打开，并与外在人结合，

以便人的这两个部分都能被提升并仰望主。内在属灵人通过试探被打

开，并与外在人结合，是因为主从内层行动，从那里流入外在人，移走

并征服其中的邪恶，与此同时使外在人服从并从属于内在人。 

试探的发生是为了良善与真理能够结合，以及粘附于真理与良善的虚

假能够被驱散。因此，通过试探，良善与真理结合。接受真理的容器通

过试探被软化，并披上接受良善的状态。通过试探，各种真理与良善，

因而属于信与仁的事物扎下根来，并得到强化。与此同时，邪恶与虚假

被移走，以便为良善与真理提供空间。通过试探，对自己和世界的爱，

就是一切邪恶和虚假的源头，被破碎了。人由此谦卑下来。通过试探，

邪恶和虚假被征服、分离和移走，但并未被毁灭。通过试探，肉体事物

及其欲望被驯服。通过试探，人认识到何为良善和真理，甚至从它们与

其对立面，就是邪恶和虚假的关系来认识。他还认识到，他凭自己只不

过是邪恶，他所拥有的一切良善皆来自主和祂的怜悯。 



通过人在其中获胜的试探，恶灵被剥夺了进一步起来攻击他的能力。地

狱不敢起来攻击那些经历过试探并得胜的人。人在其中获胜的试探过

后，有一种喜乐从良善与真理的结合中产生，尽管此人不知道这种结合

是喜乐的源头。那时，人会获得对信之真理的光照和对爱之良善的感知。

他从试探中获得聪明和智慧。试探过后，真理大大增加。良善拥有优先

权，或处于第一位，真理处于第二位。就其内在属灵人而言，人被带入

天使社群，因而被入天堂。 

在一个人经历试探之前，与他同在的真理和良善被主按次序排列，以便

他能抵制与他同在，并从地狱被挑起的邪恶和虚假。在试探中，主在恶

灵想要作恶的地方提供良善。试探过后，主将真理和良善归入一个新秩

序，并按天堂的形式排列它们。那些在试探中跌倒，或放弃争战的人会

受到诅咒，因为邪恶和虚假获胜了，属世人战胜了属灵人并掌权；后来

的状态比先前更糟糕。 

200.主在试探中为人争战。在试探中，唯独主为人争战，人凭自己什么

也做不了。人凭自己绝不能与邪恶和虚假争战，因为那将是与所有地狱

争战，唯独主能征服并战胜所有地狱。地狱与人作战，主为人作战。人

在争战中所利用的资源是真理和良善，因而是关于真理和良善的知识，

以及对它们的情感；然而，不是人在作战，而是主通过它们在作战。人

以为在试探中，主不在，因为他的祷告不像在试探之外时那样蒙垂听；

而事实上，那时主更与他同在。在试探中，人要貌似凭自己争战，而不

是垂下双手，等候直接的帮助；然而，他仍应相信，作工的，是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