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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 8 部分：耶稣 

信息 6——两次交谈：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约翰福音 3 章 4 章 

介绍 

只有在约翰福音中提到了耶稣在犹大南部地区传道的经历。这段经历早

于他在北面的加利利地区传道的时间。约翰记载了耶稣的两次重要的谈

话。耶稣和犹太领袖尼哥底母的谈话说明，哪怕是犹太人，也需要从耶

稣这里获得新生。耶稣和一位撒玛利亚女人有更长的一段谈话。他教导

我们无论过去曾在哪里寻求过，无论我们有多么饥渴，只有基督才能够

满足我们里面最深切的盼望。约翰福音加入这两段谈话的目的就是让读

者理解耶稣通过这两件“真人真事”所要传达的信息。 

 

 

耶稣和尼哥底母：约翰福音 3:1-21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

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

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3:1,2）。 

 

尼哥底母夜里来拜访耶稣，也许是担心被反对耶稣的犹太公会的人看到

（7:45-52; 19:38-42）。他在谈话开始对耶稣的评价正说明当时的人们对耶

稣的认识（从神而来的行神迹的人）。耶稣没有深究这个认识是否准确，

而是直接询问尼哥底母的个人需求，而非他的宗教观点。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3:3)。 

 

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他们非常保守，相信人只有认真遵循摩西律法

（以及其他额外的古老传统）就能够得救赎。耶稣的话一定让他吃惊不

小，因为他认为只要保持虔诚，而且位居宗教领袖要职，他一定可以进

天国。 

他的反应表明他对耶稣所说的“重生”的意思还充满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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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3:4) 

 

耶稣用圣灵重生和肉体重生作比较。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

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3:5-8）。 

 

“重生”可以翻译为“从上面而生”。一个新生儿和属灵的新生命都是“新

生的”，一个是从母腹来的（约 16:21），另一个是通过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

稣实现的（以赛亚书 53:11）。因为他所受的苦难承担了我们所犯的罪。信

基督的人就是“从圣灵重生”。因着耶稣附上的代价，我们的罪被偿还，从

而能够被归入神的家。 

 

从圣灵而生是进入耶稣的灵的一个神奇的方法，圣灵只有在我们相信的时

候出现：“如果不相信耶稣的灵，他们就不属基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 8:9,16）。使徒彼得也写道“他重生了我们，叫

我们有盼望”（彼得前书 1:3）。“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

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得救”（彼得前书 2:2）。 

 

尼哥底母还是不能理解耶稣所说的。 

 

尼哥底母问他：“怎么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

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

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

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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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用旧约中的“死亡和重生”的事来教导，这些是尼哥底母很熟悉的（民

数记 21:4-9）。当以色列人又一次在神面前犯罪时，神派毒蛇来咬死这些人。

但是后来当他们看到神的恩典，铜蛇被举起来，他们被医治，也得到了新

生命。耶稣把这个例子讲的更具体一些：他自己被举起（在十字架上），能

够看到他（相信他）的人将能够获得新的生命。通过这个故事，耶稣向尼

哥底母详细说明了获得新生命的意义。哪怕尼哥底母自己笃信教义，每个

人都被罪的毒液致死了，只有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才能够获得新的生

命（灵性的重生）。 

 

在与尼哥底母的讨论中耶稣引用了人们熟悉的经文。他们的讨论可以总结

如下：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

得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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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18）。 

 

神给这个世界的恩赐==他的儿子 

对恩赐的回应==相信他 

相信的果效==永生（不被定罪，没有死亡） 

不信的后果==被定罪 

 

回想一下，尼哥底母在夜间去见耶稣。在结束处提到人们想藏在暗处不让

神找到自己。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

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信真

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3: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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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谈话后，尼哥底母的确仔细思想了耶稣的话。他后来信了耶稣。在

审判耶稣的时候他还为耶稣辩护（约翰福音 7:50-52），耶稣死后，他走进

光里，将耶稣庄重的埋葬（约翰福音 19:38-40）。 

 

 

耶稣和撒玛利亚女人：约翰福音 4 章 

 

紧接着跟犹太领袖见面之后，约翰又描述了耶稣和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在中

午时间的对话；这两个真实的事件表明耶稣要传达的信息。有意思的是，

耶稣离开犹太的原因是因为那些顽固的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仇视和怀疑（4：

1-2）。他去那些他认为将会有人接受他的地方。 

 

他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

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4:3-6） 

 

耶稣不一定非要取道撒玛利亚。的确有不少犹太人会经过那里，因为这是

一条捷径，但是仍有很多虔诚的犹太人从北面绕过撒玛利亚然后再往南走。

他们认为撒玛利亚是不洁净，担心受到玷污。在公元前 727 年亚述人入侵

以色列时，北面的 10 个以色列支派就因和外邦人混杂而被犹大人所歧视。

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要去那里见一个妇人；她和她所在

城的众人都会接受耶稣的教导。在叙加城外，耶稣旅途劳顿，坐在雅各井

边休息。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

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

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4:7-9） 

 

  

有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他们嘲笑“重生”这个词。但是，这是

耶稣使用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仅仅依靠好行为是不

够的，仅相信神的存在也不够。我们要举目看那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重生了么？如果没有，按照神的教导，让其他人

和你一起认识并寻求他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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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妇人独自从城里出来打水。当一个犹太拉比向她要水喝的时候，这个

妇人一定异常惊讶。看到耶稣在和她说话，门徒都感到很吃惊（4:27）。犹

太拉比曾经说：“与其把律法给妇人看，还不如烧掉它。”耶稣却对这样的

偏见不以为然。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

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4:10） 

 

就像和尼哥底母谈话时一样，耶稣开门见山直接切入正题。他有救赎的恩

要赐给撒玛利亚妇人——那就是属灵的“生命活水”。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

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

比他还大吗？（4:11,12） 

 

对于当地的撒玛利亚人来说，这口井具有神圣的历史价值。耶稣说能够给

她比这雅各井水更好的活水，妇人不理解耶稣如何做到。耶稣没有直接回

应她的疑虑，而是给她更神奇的回答。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4:13,14） 

 

耶稣说的是灵泉（为圣灵所赐，约翰福音 7:37-39; 以赛亚书 58:11），灵泉

可以给人精神上的满足，让人拥有高质量的生命——永生。 

 

  

耶稣愿意打破界限与不同的人交流。在他看来，所有人都是按照

神的形像所造，神一视同仁地深爱着每一个被他所造的人。有些

文化会根据性别、种族、民族、政治立场、收入或受欢迎程度把

人与人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耶稣的例子是否让你有所触动？你是

否愿意打破界限，去接触那些平日里不大可能和你产生交集的

人？这周你会向谁去表达耶稣的爱呢？哦，他们一定会对你所做

的表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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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耶稣要给他比这雅各井水更好的水。但是，她和尼哥底母一样，还

不能从属灵的角度理解这个比喻。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4:15） 

 

耶稣想告诉撒玛利亚妇人，她非常需要这水。她本以为她的最深的需要是

来自于某个男人的爱；但是她真正需要的是和神建立关系。耶稣将话题转

向“她的丈夫”，借此来提醒她真正的需要。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4:16,17）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回答均比较长。第一个回答用了

11 个词，第二个 42 个词，第三个 13 个。而到了这个问题，仅仅只用三个

词。显然，她想尽快结束谈话：“没丈夫！” 

 

 

耶稣承认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诚实。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

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4:17,18） 

 

但是耶稣不想让她用回绝来掩盖内心的创伤。耶稣没有让她转换话题，避

重就轻，而是更加深入的揭示她充满痛苦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文化背景

下，一个女人离婚 5 次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情况。在犹太律法中最多允许结

婚三次，还包括一次丧偶的情况。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软肋”，当这里受到“触碰”时，我们就会

想到要自我保护和防范。我们感受到的疼痛和羞耻越强烈，所采取的

防范也会越激烈。 “什么样的问题会让我用三个词去赶紧结束谈

话？”想想这个问题，你大概就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里了。当我们对

“触碰”反应过度时，恰恰需要神的恩典去医治这个“软肋”。否则，

我们一生都会竭尽全力不让任何人去触碰这处伤痛。（耶稣愿意触碰

这个女人内心深处的软肋，就是为了去医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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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允许主动提出离婚。这就是说这位撒玛利亚女人被男人拒绝了五次。

申命记 24 章 1-4 节是摩西律法中关于离婚的规定。撒玛利亚人接受摩西律

法。但是耶稣认为人们滥用了关于离婚的律法。他说摩西订立这个律法是

因为他们心硬（太 19:3-9）。妇人现在和一个男人没有结婚而住在一起。虽

然故事没有继续展开谈这个妇人为什么会有此遭遇，不过好像这妇人对她

的婚姻仍然感到羞耻。 

 

从她对耶稣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相当聪颖。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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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0） 

 

这回她用了 30 个词来转移话题，把谈话重心从她的生活转移到犹太人-撒

玛利亚人的宗教纷争上了！她试图不再和耶稣谈论这个让她窘迫的话题，

但是耶稣却没有让步！耶稣用了两个句子解释了撒玛利亚和犹太人的争论， 

之后再次回到谈话的主题——她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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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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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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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

诚实拜他。”（4:21-24） 

 

耶稣将撒玛利亚妇人和永生的神的关系带入一个转折点；要发自内心地和

神建立真诚的关系。这一点与一个人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无关；与他

去耶路撒冷还是基利心山敬拜也无关；他必须是一个真诚的敬拜者，这才

是最重要的。用心灵敬拜是发自心底深处的，神的灵住在那里（而不是借

助其他外在的行为—参见马可福音 7:6）。用诚实敬拜则是来自于头脑对基

督和神的话语的真诚的认识。 

 

尽管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灵性真理上仍然迷惑，但是她清楚地知道等到弥

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会解决一切争论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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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说：“我知道弥撒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

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4:25,26）。 

 

耶稣居然向这样一位没有记载姓名的撒玛利亚妇人启示自己是“弥赛亚”！

他一定是特地为了她而经过撒玛利亚。他一定知道这位妇人的心已经准备

好接受真理，也知道她一定会将这位刚刚发现的弥撒亚介绍给自己城里的

居民。 

 

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

么？”或说：“你为什么和她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

众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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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4:27-30） 

 

这位妇人因着耶稣而焕发容光， 她急切地想让全城的人都来见见这位“基

督”，于是便召唤他们跟自己到雅各井边去看耶稣。这就是影响！她不再是

一个在一般的律法下被鄙视的女性了，相反，她的见证是有果效的。全城

的人都跟着她来到井边！ 

 

同时，耶稣也借此教导他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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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收割了。（4:35） 

 

当耶稣告诉他们“举目向田观看”时，他也许是指着从城里出来的人们所

说。特别要注意的是，刚刚从城里买食物回来的门徒没有带回一个撒玛利

亚人，而这位妇人却把全城的人都叫来了。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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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

住下，  

耶稣是否看顾我的内心，是否看到我迫切的想要把他介绍给还不认识

他的人，因为耶稣看顾了我的软弱，加添了我的信心。耶稣选择向这

位妇人揭示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是因为他知道这妇人不会浪费这次见

面，一定会与别人共同分享。妇人不再受自己羞耻感的影响，因为耶

稣全然地接纳她。这个故事对你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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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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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42） 

 

一定有很多原因让约翰选择记录这位珍贵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但其中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她有一颗愿意敞开自己、接受耶稣真道的心。那一

刻，她彻底从自己以前的耻辱中被释放了，并立刻将她的故事和耶稣的大

能分享给众人。 

 

早期教会中的很多信徒是撒玛利亚人，这个基础的建立部分原因是出于这

位信从了耶稣的妇人，这是约翰记录她的另一个原因。在耶稣升天的那一

天，他指示很多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

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8）。后来受逼迫而分散的信徒有的到了撒玛利亚传福音（使徒行传 8），

他们发现福音已经播在撒玛利亚的众人心里了，这种子恰是通过这位妇人

种下的！ 

 

 

 

讨论问题 

1. 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在你周围的环境和人

中间，是否能让你将他们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 

2. 从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中，你在哪些方面对耶稣有了新的认识？ 

3.如何处理过去的让你感到羞耻的事情？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是否能够在

这方面启发你？ 

 

我们的心中都有一处空缺，它是上帝的形状。很多人试图通过各种亲

密关系来填补这个空缺——男朋友、女朋友、丈夫、妻子、伴侣等。这

么做也许一段时间内可以奏效。 然而在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上

帝。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填补我们心中的这处有着上

帝形状的空缺 （语出 Blaise Pascal）。摇滚乐队 U2 的成员 Bono 也曾这

样谈论我们内心这处上帝形状的空缺：“在万物寂静的时刻，你仍会听

到空缺不满而向灵魂发出的咝咝的求救声。”你是否感受过“生命之水”

在你心中涌流的时刻？如果还没有，想想看你在用什么（谁）在填补

这处上帝形状的空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