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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4章第1到18节

一份難以置信
的禮物

在第3章中，我们学习了耶稣是谁，还有我们如何才能进入他的国。这一次我们要学习：

•  谁能进入他的国？

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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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他收門徒和施洗比約

翰更多  

    （ 2 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而是他的門

徒施洗）， 

3   就離開了猶太，再往加利利去。

4 他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5  於是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

這城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

6  在那裡有雅各井。耶穌因為旅途疲倦了，

就坐在井旁﹔那時大約正午。

•  雅各在犹太历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以色列十二支派是根据他的家人来命名的。
•  他有一个儿子叫约瑟，就是那个著名的《约瑟的神奇彩衣》故事的主人公。
•  他的这口井位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也就是在神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 。
•  这口井非常重要，至今还有人去参观。
撒马利亚是以色列最北的一块地方。曾被亚述人占领。亚述人故意把其他国家民族、持有不同信仰的人迁到此处，为了使他们同犹太人通婚。 
其结果就是－撒马利亚人因为不是“纯正的犹太人”而被犹太人看不起。
他们不被允许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敬拜。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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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一個撒瑪利亞婦人來打水。耶穌對
她說：“請給我水喝。”  

8  那時，他的門徒都進城買食物去了。
9  撒瑪利亞婦人對耶穌說：“你是猶太
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
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
人不相往來。）

10  耶穌回答她： “你若知道神的恩
賜，和對你說’請給我水喝’的是
誰，你必早已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
賜給你了。”

耶稣要给她什么？

什么礼物？

• 从神而来的礼物 

• “活水” 

“活水”是什么？

耶稣用水（H2O），还有水带来的

生命，做比喻。比喻他给予的属灵

生命。

多么鲜明的对比！

第10節

第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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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从雅各的井里得到什么？

耶稣为什么用

水做比喻？

我们能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

暂时解渴……”你得不到满足”！ 

永恒的生命－无止境的……令人满
足的，解渴的……令人满意的！ 

11  婦人說：“先生，你沒有打水的器

具，井又深，你從哪裡得活水呢？  

12  我們的祖先雅各把這口井留給我們，

他自己和子孫以及牲畜都喝這井的

水，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13  耶穌回答：“凡喝這水的，還要再

渴﹔ 

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涌流的泉

源，直涌到永生。”

•  神满足我们最深的需求－被原谅。

• 他住在我们里面！

• 他给我们完全的生命！ 

水对生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耶稣
来，是为了给予和满足我们最基本
的属灵需求。他给予的，将会永远
地解我们属灵的渴－对生命来说是
必需的！

圣灵常被比作属灵的水－也就是神
给我们的礼物：

第13節

第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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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
使我不渴，也不用來這裡打水。”

16  耶穌說：“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
回到這裡來。” 

17  婦人對他說：“我沒有丈夫。”耶穌
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 

18  你以前有五個丈夫，現在有的並不是
你的丈夫﹔你說這話是真的。”

这礼物是给谁的？

这对说以下这些话的
人有什么帮助？

想一想与耶稣交谈过的这两个截然不
同的人物。

想象他们在一个拳击擂台上……即将
开始一场“属灵”竞赛！

答案在约翰福音第3章第16到17节里

•  耶稣来是为了替我们去死，让我们不用
面对神的审判。他的死恢复了我们与神
之间关系，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蓝角方:
•  约翰福音第3章里至高无上，绝对有着宗教信仰的尼哥德慕：“以色列的老师”，但耶稣却告诉他必须要“重生”。  

•  我什么都尝试过了！性、毒品、摇滚乐－可我就
是得不到满足！

•  我是无可救药了。我做了太多错事。

•  我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但我不确定这就够了。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

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

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

使世人借着他得救。

红角方:

•  非犹太人（一个撒马利

亚人）！

•  还是一个女人!

•  结过五次婚

•  活在罪中：用一个不太

礼貌的称呼……她相当

于一名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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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4章第1到18節
1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他收門徒和施洗比約翰更多（ 2 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而是他的門徒施洗）， 3 就離開了猶太，再往加利利去。 4 他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5 於是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這城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 6 在那裡有雅各井。耶穌因為旅途疲倦了，就坐在井旁﹔那時大約正午。7 有一個撒瑪利亞婦人來打水。耶穌對她說：“請給我水喝。” 8 那時，他的門徒都進城買食物去了。 9 撒瑪利亞婦人對耶穌說：“你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不相往來。） 10 耶穌回答她： “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請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已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賜給你了。” 11 婦人說：“先生，你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裡得活水呢？ 12 我們的祖先雅各把這口井

再读一次我们今天学习的
内容……

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子孫以及牲畜都喝這井的水，難道你比
他還大嗎？” 13 耶穌回答：“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14 人
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
涌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 15 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
賜給我，使我不渴，也不用來這裡打水。”16 耶穌說：“你
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回到這裡來。” 17 婦人對他說：“我
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 18 你
以前有五個丈夫，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說這話是真
的。”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  耶稣的身份清晰呈现。•  给门徒们的一课！• 一个被完全改变的村子！

那么结论是什么？

耶稣来，是为了把这个礼物带给世界上所有的

人：作神国的一员

与遵循宗教律例的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傲慢行

为相反，我们看到神愿意为那些受众人冷眼的

人舍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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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4章第19到26节
真正的敬拜

从第4章前面的内容中，我们看到

神给予的是什么（第14节“涌流的

泉源，直到永生。”）

在下面几页中，我们将

看到：

• 神要什么

• 这如何成为可能

• 什么人能使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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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

先知。 

20  我們的祖先在這山上敬拜神，

而你們卻說，敬拜的地方必須

在耶路撒冷。”

神要什麼

但“敬拜”是什么？

这段经文反复多次提及“敬拜”……

在希腊语中，敬拜的原词是“亲吻”的意

思。从前，民众要跪下来亲吻朝向统治

者或者神明的土地。

换句话说，就是完全的臣服。

撒马利亚人不仅与犹太人截然不同，他们还在撒马利亚建立了自己的敬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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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耶穌說：“婦人，你應當信我，
時候將到，那時你們敬拜父，不
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22  你們敬拜你們所不知道的，我們
卻敬拜我們所知道的，因為救恩
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耶稣为什么这么说？

既然耶稣已经带来了他对罪的赦免还
有永生。真正的敬拜不再局限于神圣
的场所，比如：

•  “这山”－撒马利亚人在基利心山
上敬拜，而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里，因为他们在那里被看作是不洁
的。 

•  “耶路撒冷”－犹太人每年要到圣
殿朝圣三次。相反，耶稣说，再
没必要通过朝圣来寻找神了－很快
他就会使我们随时随地都能与神联
系！ 

•  不需要去
梵蒂冈

•  不需要去
麦加或者
圣地朝圣

这如何实现？
耶稣的死，还有他带来的赦免意味着敬拜不再
限于特别的时间地点。相反……
• 我们的罪被原谅了……
• 我们每个人真正认识神……
•  我们与神恢复关系，神通过圣灵住在我们里

面 ……他与我们同在，无论何时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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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现在在这里，他宣布敬拜已经永永

远远的被改变了！

约翰总结了神真正

想要的是什么？

他不局限于某座建筑内，也不按世人
设定的方式受敬拜。他是灵，所以与
他之间的关系是给所有人的，是随时
随地的。

这是一条大新闻，而且是加速宗教灭
亡的原因之一。

想做到与神和好，我们不需要：

•  漂亮的建筑
•  特别的服装
• 宗教仪式

这完全使人解放了！

他要真正的敬拜者，把一切给神，无
论何时何地！

这不是宗教仪式或是“手舞足蹈”，
相反……在耶稣里，我们 

•  既有他的灵，

•  也有他的真理（他的话语）

……两者兼备！

23  然而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用

心靈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

拜的人﹔因為父在尋找這樣敬拜他

的人。 

24  神是靈，敬拜他的必須借著靈按

真理敬拜他。”

关于神，我们从这里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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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婦人說：“我知道那稱為基督的
彌賽亞要來﹔他來了，要把一切
都告訴我們。” 

26  耶穌說：“我這現在跟你說話的
就是他。”

什麼人能使其實現？

撒马利亚人具有犹太背景， 他

们也在期待弥赛亚的到来。

他是弥赛亚。 

重要的不是“在星期日与神和好”
（因为耶稣已经使我们与神和好
了）。

也不是我们穿什么衣服，在什么地
方，做了什么宗教仪式。

神说的话大过一切宗教仪式或习
俗。

耶稣告诉我们什么？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是真是一个惊人的启示！他没有告诉至高无上的“犹太人的老师”尼哥德慕，……而是告诉了一个底层人中最底层的人！

当我们读他的话语，凭着他的灵，我们会明

白真理，将能够按他的意愿敬拜他。这就意

味着，阅读并理解他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最

重要的事。

第2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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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4章第19到26節
19 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20 我們的祖先在這山上敬拜神，而你們卻說，敬拜的地方必須在耶路撒冷。” 21 耶穌說：“婦人，你應當信我，時候將到，那時你們敬拜父，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22 你們敬拜你們所不知道的，我們卻敬拜我們所知道的，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23 然而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用心靈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為父在尋找這樣敬拜他的人。 24 　神是靈，敬拜他的必須借著靈按真理敬拜他。” 25 婦人說：“我知道那稱為基督的彌賽亞要來﹔他來了，要把一切都告訴我們。” 26 耶穌說：“我這現在跟你說話的就是他。”

下一次：

• 耶稣为什么来？

• 他想要干什么？！

花些时间读今天的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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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4章第27到54节

對耶穌的回應

• 耶稣给人带来什么？

 与他一起的永生

• 这永生从何而来？

  通过洁净（罪被原谅）而来的重

生，以及一颗新的心（神的灵住

在我们里面）

• 这永生是给谁的？

 凭着恩典给所有人

• 他想要什么？

 真正的敬拜！

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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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萬軍之耶和華必在這山上為萬民擺設

豐盛美筵，有陳酒、滿髓的肥甘和醇

美好酒。

8a  他要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

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

9  到那日，必有人說：“看哪！這是我

們的神﹔我們信靠他，他必拯救我

們。這是耶和華，我們所倚靠的，我

們要因他的拯救歡喜快樂。”

以賽亞書第25章第6节、第8节

上半、第9节

我们已经接近约翰福音第一部分的尾声。这部分是以第2章中迦拿的婚宴开始的，
  
末尾以战胜病患的故事结束。

人们期盼弥赛亚耶稣所做的正是如此－在700年前就有先知以塞亚对此做出了预言。

先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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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耶稣跟一个撒马利亚女人说
话！ 

然后城里的人们开始出发寻找耶
稣。试想一下一大群人穿过田野
找寻耶稣。

门徒们为什么会感到惊讶？

27  正在這時候，門徒回來了，見耶穌和

一個婦人說話，就很希奇﹔但是沒有

人問：“你要什麼？”或說：“你為

什麼跟她說話？” 

28  那婦人撇下了她的水罐，進到城裡

去，對眾人說：

29  “你們來，看看一個人，他把我所作

的一切都說出來，難道這人就是基督

嗎？”  

30  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裡去。

她是一个被主流所排斥的人－不太可能是“圈内人”的一员。但是－她却进到城里去－大胆的开始传讲耶稣。

回到约翰福音第4章……
第2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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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當時，門徒對耶穌說：“拉比，請
吃。” 

32  耶穌說：“我有食物吃，是你們所
不知道的。” 

33  門徒就彼此說：“難道有人拿東西
給他吃了嗎？” 

34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
來者的旨意，並且完成他的工作。

午餐！耶稣应该吃些东西……

但耶稣似乎不饿。

门徒们想不通－是不是已经有人跑
来给了他一个三明治？！ 

这就引出两个重要的问题……

与此同时，
他的门徒们在想什么呢？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工是什么？

但耶稣所说的是属灵的食物－

他的“食物”是遵行神的旨意，

做神的工。

在下一页上，耶稣将要讲到“收获的时节”。从耶稣到来的那一刻起就是“收获的时节”。我们将会看到，撒马利亚人得到了一个进入耶稣国度的机会－我们同样也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我们也会看到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工是什么。

第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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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你們不是說’還有四個月才到收獲的

時候’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

看，庄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36  收割的人得到工資，也積儲五谷直到

永生，使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37  ‘這人撒種，那人收割’，這話是真

的。

38  我派你們去收割你們所沒有勞苦的﹔

別人勞苦，你們卻享受他們勞苦的成

果。”

第35节的意思可以大致理解为：“别
只想着你们的肚皮了－我要做的事情
远比这重要－神的工－他的旨意是要
收获人们，直到永生……”

•  简单来说－门徒们想的是肉体所
需－而耶稣关心的是灵命！

“抓住机会！是收获的时候了！”

在神的历史中，我们所处的这个时
期，不光是神的话语得到播种的时
期，而且也是收获人们进入神国的时
期。

•  收获竟然始于这个妇人－还是一个
撒马利亚人！

•  然后他们抬头看到一整个村子的撒
马利亚人正向他们走来！

耶稣叫他们看什么？

你会如何理解第36节？

门徒们对什么感到诧异？

我们看到，耶稣的工（神的旨意）是邀请所有人到他的国度里来，不论:
种族／宗教信仰／背景。

如果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那么庄稼

现在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到收获的时节才会

变成金灿灿的。当人们穿过田野来见耶稣的

时候，他告诉门徒们，这些撒马利亚人就是

丰收的果子。他说的是收获人，不是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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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因著那婦人作見証的話：“他把我所作的一切都說出來了”，那城裡就有許多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
40  於是他們來到耶穌那裡，求他和他們同住，耶穌就在那裡住了兩天。 41   因著耶穌的話，信他的人就更多了。 42  他們就對那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再是因為你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位真是世人的救主。”

對耶穌正確的回應是什麼？

相信！

•  因为妇人的见证

• 因为耶稣的话语

• 他是世人的救主！

真正的信是建立在耶稣的话语之上
的。 

撒马利亚人相信是通过聆听神的话
语。对耶稣来说，神迹奇事不能使人
产生真正的信仰。

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撒马利亚人是怎么做的？

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神的话语，

成为“真正的”果实？

第41节真是一句不同寻常的评语：“因着耶稣的

话，信他的人就更多了。”不是因为神迹他们才信

的－是因着他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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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了……我 看見 聽見……我相信！
43  兩天之后，耶穌離開那裡，往加利利去。

44  耶穌自己說過：“先知在本鄉是不受尊敬的。”  

45  耶穌到了加利利的時候，加利利人都歡迎他，因

為他們曾經上耶路撒冷去過節，見過他所行的一

切。

46  耶穌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變水為酒的地

方。有一個大臣，他的兒子在迦百農患病。

47  他聽見耶穌從猶太到了加利利，就來見他，求他

下去醫治他的兒子，因為他的兒子快要死了。

48  耶穌對他說：“你們若看不見神跡奇事，總是不

肯信。”

49  大臣說：“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還沒有死就下

去吧！”

有人请求耶稣来医治这个大臣的儿
子。 

耶稣的回答有什么
让人吃惊的地方？

耶稣的回答正像他在第2章里所说的：

 “……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也不需要谁指证人是怎样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存的是什么。”

第47節

第2章第23到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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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耶穌告訴他：“回去吧，你的兒子好
了。”那人信耶穌對他說的話，就回
去了。 

51  正下去的時候，他的仆人迎著他走
來，說他的孩子好了。

52  他就向仆人查問孩子是什麼時候好轉
的。他們告訴他：“昨天下午一點
鐘，熱就退了。” 

53  這父親就知道，那正是耶穌告訴他“
你的兒子好了”的時候，他自己和全
家就信了。 

54  這是耶穌從猶太回到加利利以后所行
的第二件神跡。

到了第50节，局势变了……

•  大臣相信了耶稣所说的話
•  就像撒马利亚人所做的那样：

孩子被治好了。

他全家。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怎么知道大臣

另外还有谁相信了？

相信耶稣是正确的决定？

 “……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

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位真

是世人的救主。”

大臣的故事是一个总结性的章节，它捕捉了我们在

约翰福音第2到4章中学到的内容：

•  我们相信的唯一途经是聆听耶稣的话语并学着相信

他！

•  这个人相信了耶稣所说的话。

•  不仅他自己相信了，他全家也相信了。 

第4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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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是我们问自己一些问题的好时

机……

•  对于撒马利亚的村民们，我们现在

知道些什么？

他们能够说－第42节：

“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

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位真

是世人的救主。”

•  撒马利亚的村民是怎么认识到这一

点的？

他们聆听他的话语，相信他说的话－

第41节： 
“因着耶稣的话，信他的人就更多

了。”

•  所以，一个人如何才能相信？

 不断聆听耶稣的话语……

想一想……

•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像撒马利亚村民一样承认 “这位真是世人的救主”，接下来耶稣还想要我们做什么？
父神想要的是真正的敬拜者，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

•  用心灵按真理敬拜是怎么样的？ 我需要回到他的话语中，让他教会我们如何去做！

我们可以这样对神说：
“神啊，假如你真的存在，假如你所说的这些都是真的，请帮助我认真聆听你的话语。请帮助我去相信你的话语并且信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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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4章第27到54節

27 正在這時候，門徒回來了，見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就很希

奇﹔但是沒有人問：“你要什麼？”或說：“你為什麼跟她說

話？” 28 那婦人撇下了她的水罐，進到城裡去，對眾人說： 29 “

你們來，看看一個人，他把我所作的一切都說出來，難道這人就

是基督嗎？” 30 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裡去。31 當時，門徒對耶

穌說：“拉比，請吃。” 32 耶穌說：“我有食物吃，是你們所不

知道的。” 33 門徒就彼此說：“難道有人拿東西給他吃了嗎？” 

34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並且完成他的

工作。 35 你們不是說‘還有四個月才到收穫的時候’嗎？我告訴

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36 收割的人

得到工資，也積儲五穀直到永生，使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37 ‘這人撒種，那人收割’，這話是真的。 38 我派你們去收割你

們所沒有勞苦的﹔別人勞苦，你們卻享受他們勞苦的成果。”39 

因著那婦人作見証的話：“他把我所作的一切都說出來了”，那

城裡就有許多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 40 於是他們來到耶穌那裡，

求他和他們同住，耶穌就在那裡住了兩天。 41 因著耶穌的話，

信他的人就更多了。 42 他們就對那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

再是因為你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位真是世人

的救主。”43 兩天之后，耶穌離開那裡，往加利利去。 44 耶穌自

己說過：“先知在本鄉是不受尊敬的。” 45 耶穌到了加利利的時

候，加利利人都歡迎他，因為他們曾經上耶路撒冷去過節，見過

他所行的一切。46 耶穌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變水為酒的

地方。有一個大臣，他的兒子在迦百農患病。 47 他聽見耶穌從

猶太到了加利利，就來見他，求他下去醫治他的兒子，因為他的

兒子快要死了。 48 耶穌對他說：“你們若看不見神跡奇事，總

是不肯信。” 49 大臣說：“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還沒有死就下

去吧！” 50 耶穌告訴他：“回去吧，你的兒子好了。”那人信耶

请再读一次我们最后的篇章……
穌對他說的話，就回去了。 51 正下去的時候，他的仆人迎

著他走來，說他的孩子好了。 52 他就向仆人查問孩子是什

麼時候好轉的。他們告訴他：“昨天下午一點鐘，熱就退

了。” 53 這父親就知道，那正是耶穌告訴他“你的兒子好

了”的時候，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 54 這是耶穌從猶太回

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二件神跡。

接下來呢？
一个全新的篇章。我们将会看到耶稣的工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