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约翰福音【第五課】第四章 

 

1. 引題 基督徒受洗有什么意义？  

 

2. 背景与复习：前面第二章，主耶稣以变水为酒的神迹向加利利人宣称他是基

督(弥赛亚)，接着他以洁净圣殿为记号，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与犹太人的领袖宣称

他是基督。到了第三章，犹太人领袖中有诚恳来见耶稣的代表尼哥底母来见耶稣

求证耶稣是否就是弥赛亚。接着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弥赛亚，使徒约翰也见证耶

稣是弥赛亚。下一步是耶稣向撒玛利亚人宣称见证他是弥赛亚。 

 

请注意在第二章里，变水为酒是在婚宴里发生，预言了耶稣与教会的关系。

洁净圣殿是洁净旧约的教会，他要在三日重建教会，是谓新约教会。第三章谈重

生，那是他教会里会员的资格。施洗约翰又谈到新郎，又提醒耶稣与教会的关系。 

 

前面第二章13节到第三章，耶稣在犹大地传道，犹太人的领袖已开始怀疑、

敌视耶稣。但是公会里的领袖中，仍然有人被耶稣吸引。然而本章的撒玛利亚人

与加利利人却与第三章犹太人领袖的反应却绝然不同。 

 

撒玛利亚人是北国以色列国建都撒玛利亚的后裔。因为被亚述帝国灭了后，

与外邦人通婚，被南国犹大人看不起，视为杂种。犹大国的版图有南北两块，被

撒玛利亚隔开。犹大人从南部耶路撒冷去北部加利利，都不直接经过撒玛利亚，

而是先向东，过了约旦河，沿着约旦河东岸北上。因此耶稣是故意直接经过撒玛

利亚，为了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印证他就是弥赛亚，而且他就是摩西所预言像

他的先知（申18：15）。请注意撒玛利亚人是敌视南国犹大人的。他们特别只

信摩西五经，不信其他旧约的书卷。 

 

3.  观察与分段 

 

A. 1-42 节，撒玛利亚人对耶稣传道的反应 

B. 43-54 节，加利利人对耶稣传道的反应 

  

  

4. 讨论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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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段 撒玛利亚人对耶稣传道的反应(4:1-42)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觀察 

 

 

 

 

 

 

约翰记载这事又是为了印证，耶

稣就是旧约里的弥赛亚。因为南国犹

大国人知道“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所

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赛

12:2-3）。连北国撒玛利亚人，即使只

相信摩西五经，也记得申18：15，摩

西预言的弥赛亚，及民数记24：7的预

言，弥赛亚来必像泉源，叫人欢然取

水。 

本段经文1-3， 连接在第三章的尾

端是继续“得救与施洗”的主题。那儿是

给犹太人传福音，现在是给撒玛利亚

人传福音。 

觀察：世上的人都渴望着能脱离

忧愁、烦恼、苦难、疾病。犹太

人、外邦人亦同。中国人渴求什

么呢？长生不老，平安无事？ 

  

請每一位

參加者輪

流講一項。  

 

帶領觀察

題的討論

約 5 分鐘 

解釋 4: 1-2 施洗约翰的洗礼只是一个神的

仆人给人施洗，是旧约洗礼的结束。

耶稣，虽然不是亲手，但是他的洗礼

是神亲自的施洗，就像圣灵洁净人，

但是当时耶稣还未受死，洗礼只是预

表耶稣将成就十字架的功劳。与施洗

约翰的洗礼不同。 

1. 还记得耶稣与施洗约翰的

施洗有何不同？  

 

 4: 3-4 耶稣在第 3 章犹太地时，不受尊

重（约 4：44），他也不愿意留在那

儿，让法利赛人在施洗约翰与他之间，

制造冲突。 

    撒玛利亚是旧约时代北国以色列

的主要地区，也是首都所在地(参王上

十六 24，29)。约在主前七百年，北国

以色列被亚述人灭掉后，大部分犹太

人被迁徙外地，并将异族人迁到境内

诸城(参王下十七 6，24)。从那时起，

此地的人就成了犹太人和异族的混血

种，其后裔就是撒玛利亚人。历史告

2. 撒玛利亚有什么历史、文

化的背景？ 

 

請一位預

先查考後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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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们，他们有摩西五经，并按这部

分旧约敬拜神，但犹太人从不承认他

们是犹太民族。   

 4: 5 叙加在雅各井北 1 公里路上以巴

路山的山坡上。创 33：19；48：22

记载雅各买了那块地.约瑟葬在那里，

据说 12 个雅各的儿子（徒 7：15-16）

都葬在示剑。请注意雅各并未葬在示

剑，而是“赫人以弗仑田间的洞里”（创

49：29-32）。徒 7：15 指雅各与其

他先祖（12 个儿子）都死在埃及。但

是徒 7：15 论到葬在示剑的是雅各的

其他 12 个儿子。 

3. 民族优越感往往是因为前

人立下的功劳，后人未必优

越。我们中国人是否也有民族

优越感？为什么我们称外国

人都是“鬼子”？ 

 

  

  

 

 

 

 

  

  

 4: 6 “井”原文是“泉源”的意思。原来井

水的来源是地下的泉源。“…那时约有

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

水…”(约 4:6-7)。 

 

 

注：不必在

“为什么要

在午正打

水？”上，大

做文章，因

为圣经没

有说（大家

都会猜） 

 4: 7-9 向妇人说话是不合当时文化，向

撒玛利亚人要水喝，更是叫人吃惊。

至今犹太人的拉比尽量不与女人说

话，即使与女人说话，眼睛是不看她

的。 

  

 4: 10 撒玛利亚人把井看为神所赐给他们

先祖的礼物（恩赐）。“你若知道神的

恩赐”是指，妳若认识那真正的礼物，

不是那口井，而是那赐活水的，就是

那对你说『给我水喝』的，你必定会

快快求。井代表旧约一切的礼仪，若

是离开了活水的泉源，井只是一个“为

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

子”（耶 2：13）。 

10. 就像那妇人注意井，却忘

了水的源头，我们是否往往注

重人为的传统（先人、教会…）

胜于圣经的教导？ 

 

 4: 12 节，更大是更尊贵 11. 人是何等容易有民族骄 约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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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优越感。前面读过一个人

物，也是如此，请问是谁？ 

 4: 14 节，活水是赐给人的，不是人的

努力凿出。耶稣基督就是旷野里的灵

磐石(出 17:6)，从他涌出活水（约 7：

37-38），叫人重生（约 3：5） 

 

12. 这句经文有何应用？ 請一位預

先查考旷

野里的灵

磐石的故

事後回答 

 4: 15 节，当耶稣在前一节所说了后，

深深的触到这妇人内心空虚的渴求。

她似乎脱口而出，求这活水的满足，

但又踌躇。因此她马上转口说，那么

我又何必老远来打水，想遮盖她贸然

道出口心中的渴求。 

 

 

13.  你还记得什么事打动了

你寻求基督的念头？  

 

 

 

 4: 16-17 节，耶稣听的出这妇人心中

所思就说，你既然要这活水，“你去叫

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这是犹太人习

惯，若是拉比要教导妇人，就与妇人

的丈夫谈，让她丈夫去解释给她听，

好像是要与她的丈夫谈她不懂的事。

但是耶稣一言就言中了这个妇人空

虚，并且带出她罪的行为，曾有 5 个

前夫，现在又与人同居。有 5 个前夫

较可能是这妇人行为不检点。 

 

 

14. 你注意到耶稣赐活水之

前，他要指出那妇人什么？ 

  

 4: 19-20 节， “妇人说：「先生，我看

出你是先知”。耶稣的话使这妇人知道

面临的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来自神

的。但是撒玛利亚人传统上是不接受

犹大南国的先知。因此有了下面尖锐

的问题：“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

撒冷”。这妇人的话语反映出撒玛利亚

人的信仰，而且这问题是尖锐的，因

15. 诚恳的问题是被神接纳

的，故意找渣子的问题是神厌

恶的。在前面的经文里，哪一

句经文告诉我们神能分别？ 

参看约 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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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旧约没有说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

摩西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

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

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申 12：5)，而

且摩西曾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

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上敬拜(申 27

章)。 

 4: 21-24 节，耶稣解答了摩西的预言

之谜。预言解答到时了，人要在内心

里敬拜父神，因为那儿是圣灵的殿。

诚实就是真理，就是圣子基督。“时候

将到，如今就是了”，显然不是上十字

架，而是指神国的来到，人要悔改得

救。 

  此处只是说人敬拜不须在心灵里敬

拜，但是他没有废止团体敬拜，只是

结束那在撒玛利亚或耶路撒冷的争

论。何况将来还要有天上的大敬拜。

神呼召他的民成为他的教会，目的就

是团体敬拜。 

 

16. 人若不想得救，他还可以

拖延多少时间？（林后 6：2） 

 

 

 

 

 

17. 这段经文可不可以作为我

们主日不必去教会敬拜的根

据？就是只要凭心灵与诚实，

坐在电视机前，也可以敬拜不

是？ 

 

 4: 27 节，门徒知道耶稣有权柄，没有

必要替自己解释自己的行为 

 

  

 4: 29 节，妇人诚然接受了耶稣是弥赛

亚（25-26 节）。她就开始向人作

见证。 

 

18. 当你以前得救时，你兴奋

得处处向人传福音。最近，你

还是如此吗？ 

 

 4: 30-38 节是耶稣乘此给门徒机会教

育。32 节指明申 8：3 “人活著不

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

出的一切话”。34 节是指灵魂的食

物，那是真的每日灵粮是什么：明

白神的旨意，又去遵行，不但遵行，

而且有始有终。耶稣以对撒玛利亚

人传福音作为门徒学习的功课，这

19. 每日灵粮是什么？怎么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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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人已可收割了。 

 

 4: 36-38 耶稣教导门徒传福音的本

质，并且在撒玛利亚村子里示范随

机传福音 

 

20. 谁是撒种的？那么谁是收

割的？ 

 

21. 传福音的本质是劳苦还是

享受？ 

摩西和众

先知 

 4: 39-42 节，全村的人信耶稣不单单

是犹太人的救主，而是世上所有人

的救主。 

    为基督作见证诚然美，但是真正

能救人的是出于神的话语。 

22. “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

我说出来了”(同 29 节)指什

么？与人得救有何关系? 

 

23. 请问全村的人信是因为妇

人的见证，还是别的原因？

（42 节）从此我们知道传福音

不是靠讲人的见证而已，是传

讲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 

 

綜合

/結

論 

 

没有耶稣，人们心灵空虚。但是人们

必须面对承认自己的过犯，悔改，求

耶稣赦免，他才可得救。借着与撒玛

利亚妇人谈道，耶稣示范如何个人布

道，甚至打破文化的禁忌，为了得人

如得鱼。  

1. 你有多久没有传福音了呢？  视时间许

可，请几位

作结论。帶

領者綜合

歸納。 

應用 

 

10

分鐘 

神的拯救工作，就像好牧人急迫的寻

找迷路的羊。神救人的果效往往会蔓

延及至他人  

时间是安排出来的，但是人必须

先有准备。你有没有受过传福音

装备训练？    

共約 5分鐘 

 

 

B. 第二段， 加利利人对耶稣传道的反应(4:43-54)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觀察 

 

 

 

在约翰的心里，弥赛亚在人患难时告

急，他就拯救（诗46：1；50：15；何

5：15），所以他记载了这段故事。先

知以利亚医治的事（王上17：17-24），

觀察题 

1. 如何能知神甚爱世人？      

請尚未參

与讨论者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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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显然这段象征性

的反映出犹大人的信心远不如撒玛利

亚人、外邦人、甚至 “邪恶的”罗马人

(路7：2-10)。世人信心再弱的人也一

样可以因耶稣的话而信，就像撒玛利

亚人一样(4：41-42) 

  

帶領時觀

察題討論

約 5 分鐘 

 

 

4: 46 这大臣可能是希律王的家宰苦

撒。苦撒的妻子约亚拿是门徒（路8：

3） 

 

 

 

  

 4: 47  这个犹太人的大臣（加利利是

犹太人属地）比较马太福音8：5-13

里，罗马人百夫长的信心，谁比教

大？ 

24. 未信之人说，基督教用地

狱与审判是吓唬人去信教。你

怎么回应？ 

  

  

 4: 48节，耶稣为什么指责犹太大臣的

不信？（请看47、49节相同之处）。

这节经文应该是这段故事的中心。

耶稣指责某些人的存活，只是从一

个神迹活到下一个神迹，他们并非

真正信耶稣是主，是救主。在他里

面没有难成的事。 

     对于犹太人来说，耶稣说的话很

熟悉，正是民数记14：11，耶和华

所指责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一

个个神迹看过去，从来不信耶和华

给他们的应许，出奴役之地（埃

及），进入应许之地（迦南），一

不如意，就又想回奴役之地。这大

臣显然也是熟悉耶稣所行的神迹

奇事（约4：45），只把耶稣当作

神医、或是先知。“若不看见神迹

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并不是说

有的人会如此“信”， 而是说这样的

人迟早有一天，再看不见神迹，那

么他就不信了。 

 

25.  有没有可能人看了神迹

而信了耶稣能救他而得救？ 

 

耶稣必须

是主、救

主。单单救

主是不够

的(罗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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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3节，“全家就都信了”，一般的

看法是他们都信耶稣是弥赛亚，据猜

测，这大臣可能是希律的家宰苦撒。

他的妻子约亚拿是门徒（路8：3），

故他们全家得救是可信的。但是还有

另一种看法，不一定指每个人都重生

得救。犹太人的观念里，家长是约的

代表，家长若在约里，全家都在约里，

也可称为“信了”。就像亚伯拉罕的家人

(创17:11-13)，有许多约里的祝福，但

是个人仍须要重生方能得救。(参看另

两个例子，徒16：15、17-34)。 

27. “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共討論

約 10 分鐘 

綜合

/結

論 

 

42 节，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

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

是救世主”；50 节，  “…那人信耶稣

所说的话就回去了”；53 节，“…耶稣

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

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耶稣的话有能

力，是为了叫人得救（5：34）  

1. 我们传福音可以靠雄辩、口

才叫人服我而信耶稣吗？    

视时间许

可，请几位

作结论。帶

領者綜合

歸納。 

應用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

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 4:2)；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

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

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彼前

3:15）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

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

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 1:28） 

2. 传福音有哪些要注意的事

项？  

 

共約 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