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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基督降世的目的 （3:17-21） 

17 因为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译：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

得救。 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 神独生子的名….. 但行真

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 神而行。」 （17-18)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希望世人因神子得救。

 真理带来必然的审判 (3:18-21) 

o 因为人不接受真理，必定受审判。

o 『信』、『不信』：原文的时态都显示这是指持续的信或不信，而非指暂时

的状态。

施洗约翰讚美基督 （3:22-30） 

30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兴旺与衰微 (3:30） 

 施洗约翰可敬的卑微态度，及事奉的原则，是每一主僕的榜样。

 我们不能为名份、权势、甚至钱财，与人有争执，永远学习“祂必兴旺，我必衰

(卑)微”，荣耀都归给神。

信得永生 （3:31-36） 

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 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原文是不得見永

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神将万有交在耶稣手裡，只在乎我们信，正如：

 “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

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 (申 31:15-20)

 “…若是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至于我，和

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书 24:15)

谈生命的活水背景 （4:5-9） 

於是到了撒馬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 6 在那裡有雅各井；耶

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 7 有一個撒馬利亞的婦人來打水。耶穌對她說：「請

你給我水喝。」 8 （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 9 撒馬利亞的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

怎麼向我一個撒馬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沒有來往。 

 耶稣在正午时路过撒玛利亚的雅各井，井深一百尺，撒玛利亚妇人从一里半外的叙

利亚来取水。

 耶稣的困倦显示了祂的人性。



OC
M

 

                                                       [2]                                                              Rev. Liu 

 

 耶稣显示了祂的同情及瞭解，突破国籍的仇恨。 

 耶稣消除人际间的隔膜。相反的，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宁可闭上眼，不愿与妇人

谈话。 

妇人对耶稣的瞭解 （4:10-15） 

10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 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

給了你活水。」 11 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裡得活水呢？ 12 我們的

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裡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13 耶

穌回答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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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成

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15 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

水。」 

 一般人对活水的瞭解 

o 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赛 12:3) 

o 水浇灌口渴的人…灵浇灌你的后裔  (赛 44:3) 

o 我的心…切慕溪水 (诗 42:1) 

 妇人避重就轻逃避问题 

用心灵和诚实拜神 （4:16-25）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22 你们所

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23 时候将到，如今就

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24  神是个灵（或无个

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25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

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妇人转移话题：谈敬拜，而不面对她逃避的现实问题 

 在哪裡崇拜神？在摩西在基利心山所筑的坛？或耶路撒冷？ 

崇拜的对象及意义： 

 “神是灵”所以不被空间、物质所限制 

用心灵和诚实拜神：(新译本：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 

 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或在灵和真理里敬拜 

 

在这山上礼拜 (4:20，新译本：在这山上敬拜 神) 

 敬拜 worship [προσκυνέω, pros-kü-ne'-o],  

o 跪下或俯伏，表达尊重或荣耀，顺服，祈求。 

προσκυνέω [pros-koo-ne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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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awn or crouch to, i.e. (literally or figuratively) prostrate oneself in 

homage (do reverence to, adore): — worship. 

蹲下或俯伏讨喜悦，恭敬的崇拜 — 敬拜 

主日崇拜 

=做礼拜 

=敬拜 (随时、每天的敬拜) 

 

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

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

理所当然的。(罗 12:1)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新译本：或译「属灵的敬拜」) 

 

弥赛亚、妇人的见证 （4:26-30） 

26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27 当下门徒回来，就希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

有人说：「你是要甚么？」或说：「你为甚么和她说话？」 28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29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

吗？」 30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弥赛亚的回答 （4: 26） 

o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妇人的见证 （4:27-30） 

o 妇人做了该做的事：『信』->做见证 

 

庄稼已熟  （4:31-41） 

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35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

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文是发白），可以收割了。 36 收割的人

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37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

可见是真的。 38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39 那城里

有好些撒马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40 于是撒马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41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

就更多了 

 庄稼已熟： 众人听了妇人的见证，来见耶稣。 

 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收割那不是他们劳力得来的 

o 是指祂洒的种，门徒要到全世界去收割 

主日崇拜例子： 

  以 等候宣召 敬拜 神 

  以 揚聲讚美 敬拜 神 

  以 聆聽信息 敬拜 神 

  以 回應奉獻 敬拜 神 

  以 關懷相交 敬拜 神 

  以 領受祝福 敬拜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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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用各种不同背景及经验的人为祂作见证、传福音。 

 

『那人撒种，这人收割』 

我们有收割的“机会”吗？  是什么？ 

   我们有收割的“挑战”吗？  是什么？ 

我们有撒种的“机会”吗？  是什麽？ 

   我们有撒种的“挑战”吗？  是什麽？ 

 

神迹 2：醫治大臣的儿子 （4:43-54） 

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 (4:44) 

本地： 

 本地是指犹太，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4:3) 

 耶稣出生时，属犹太支派，是在犹太报名上册(路 2:4-5) 

 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過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 (4:45) 

神迹过程（4:46-54） 

 大臣 

o 由迦百农来求耶稣醫治其儿子。 4:45-47 

 迦百农：罗马的驻防城，到迦拿大约 20 哩。 

o 大臣：是指王的臣仆，亦即希律王手下的一個官员。 

 求(4:47)：哀求、苦求。 

 耶稣对当地人(你们)的评语：要见神迹奇事才信。  4:48 

 

 大臣对耶稣的信心：“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

所说的话就回去了。”  4:50 

 活了：原文 ζάω[zaō] 是活著、充满活力的意思。 

 大臣『信』耶稣的话的时候，儿子得医治。在未见神迹之前，大臣就『信』了耶稣

的话。他和全家『都信』了。 

「未時」：原作第七点钟。即下午一時（犹太算法），或下午七时（罗马官式算法）。”正是耶

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時候”。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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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 

耶稣：「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1. 我们信为了 -  

     . 精神得寄托？ 

     . 感觉很好？ 

     . 从教会得到益处 ？ 

2. 还是相信耶稣是神，愿意接受祂做我们的主？ 

3. 如果你有不信的朋友，问你为什么要信，你如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