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旺堂 2014 主日經課＜
：3-4 章
主日經課＜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III：
一、引言：
引言：
1. 約翰福音的重點，便是要介紹耶穌是基督（20:31）
。上一講記錄了耶穌以水變酒、醫治大臣
的兒子的神蹟及潔淨聖殿，是要顯出耶穌是神的獨一兒子的記號，表明彌賽亞的到來，不僅
要取代，更要顛覆猶太民族傳统的習俗和制度。
2. 這一講要藉着耶穌先後與尼哥德慕論重生及與撒瑪利亞婦人論活水，再次回應主題 1:1-18 有
關「黑暗與光明」的主題。耶穌不僅要取代，更要把生命、盼望和更新賜給人類，但視乎人
如何回應耶穌。
二、分段：
「扇形結構」
（ABB'A'的排列
的排列）
分段：
扇形結構」
（
的排列）
A
耶穌以水變酒的神蹟
B 耶穌潔淨聖殿

（2:1-12 在迦拿行神蹟）
（2:13-25 聖殿中猶太人的不信主）
聖殿中猶太人的不信主）
（3:1-15 尼哥德慕不信主）
尼哥德慕不信主）
（3:16-21）
（3:22-30）

C 耶穌與尼哥德慕論重生
D 耶穌的講論
D’施洗約翰的見証

A’

C’耶穌與撒
耶穌與撒瑪
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論活水
B’耶穌挑戰門徒
耶穌挑戰門徒
耶穌醫治大臣的兒子

（4:1-30 撒瑪利亞婦人信主）
利亞婦人信主）
（4:31-42 撒瑪利亞人信主）
利亞人信主）
（4:43-54 在迦拿行神蹟）

（為提高版面的可讀性，
提高版面的可讀性，請先轉後頁，
請先轉後頁，再轉回思考部份）
再轉回思考部份）
七、思考題：
考題：
1.

神對您的愛是沒有條件、亳無保留的，您感受到嗎？您會如何去回應祂呢？請分享。

2.

您與別人相處時，多會談及甚麼話題呢？是關於別人的生活、工作和娛樂？還是關於對方的
情感、夢想、目標和信仰？真誠的關係是來自對別人心靈的關注，您可以在主身上有何學習？

3.

主耶穌向不相往來的民族談道，化解人的怨恨與苦毒，給予您甚麼提醒／挑戰？

4.

那撒瑪利亞婦人認識基督後便馬上介紹給別人。您不要以為自己對信仰或未完全掌握便不能
為主作甚麼，她在這方面給予您甚麼提醒／挑戰？

5.

您對現實生活中類似撒瑪利亞婦人那種境遇的人抱甚麼態度？耶穌並沒有嫌棄被眾人所摒
棄的人，從中您有何領受？又如可實踐？

6.

您在甚麼時候／情況下特別需要「活水」的滋潤呢？

7.

在第 2-4 章中，耶穌要取代甚麼？又有甚麼成了強烈的對比？

八、領受／
領受／立志：
立志：

九、下堂備課：
下堂備課：閱讀 5 及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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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穌與尼哥德慕論重生（
）vs 耶穌與撒瑪
）
：
耶穌與尼哥德慕論重生（3:1-15）
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論活水（
利亞婦人論活水（4:1–42）
3:1-15
4:1–42
地點 耶路撒冷（2:13）

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v.5）

人物 尼哥德慕（v.2）

撒瑪利亞婦人（v.7）

姓名 尼哥德慕（v.2）

沒有記載

性別 男人

女人

種族 猶太人（v.2）

撒瑪利亞人（v.7）

 一個法利賽人，是猶太人的官（v.2）
 是以色列人的老師（v.10）
身份
 上層社會的一份子
 自以為義
對話時間 夜裏（v.2）




社會低下層的人
站出來就是個罪人

正午（v.6）

首先說話 尼哥德慕（v.2）

耶穌（v.7）

討論主題 重生（v.3）

活水（v.10）

人物的
回應




對話後
的行動

結果




解說









說：
「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

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v.4）
問：
「怎麼能有這些事呢？」
（v.9）

說：
「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
（v.9）
說：
「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
的—要來；他來了，會把一切的事都告
訴我們。」
（v.25）

沒有記載

那婦人留下水罐，往城裏去，對眾人說：
「你
們來看！有一個人把我素來所做的一切事
都說了出來，難道這個人就是基督嗎？」
（v.28-29）

沒有記載

因為耶穌的話，信的人就更多了。他們對那
婦人說：
「現在我們信，不再是因為你的話，
而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人真是世界的
救主。」
（v.41-42）

約翰福者以黑暗和光明來類比信與不
信、明白與不明白屬靈真理的人。
尼哥德慕身為法利賽人，熟悉舊約，應
該明白耶穌所說的話，而且耶穌提示
他，對祂所說的不要以為希奇（v.7）
，
但作者以一問題來總給他與耶穌的對
話:「怎麼能有這些事呢？」
（v.9）這句
話對比出尼哥德慕仍未明白耶穌所講
的真理。
作者在這章沒有再記載尼哥德慕的說
話，也無交代他去了哪兒，倒利用他的
沉默，暗喻他得不到答案，也不理解耶
穌的說話。
他在夜間來見耶穌，也悄然在黑夜中退
去，暗喻他未曾領會重新之道，屬靈的
光景仍在黑暗中。
証明猶太人那種表面的信心是由神蹟
而產生（2:23-25）
。
顯出耶穌不被猶太人承認是彌賽亞的
身份，回應 1:12-13 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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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瑪利亞婦人正午與耶穌相遇，經過連
串的對話，她最終拋下打水的器具，返
回城中向眾人作見証（v.28-29）
。
她的行動，証明她已因耶穌的話得着釋
放，衝破了自己多年被罪捆綁的生活，
也能突破別人的目光，敢於進入人群為
主作見証。
作者不斷重複：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的
人，他們的行事為人會有改變。
從上下文來看，她的見証，甚至使城中
一些人也相信了耶穌（v.41）
。
外邦人信主顯出耶穌不獨是猶太人
的彌賽亞，祂更是世界性的救主
（v.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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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耶穌與尼哥德慕論重生（
）補充：
耶穌與尼哥德慕論重生（3:1-15）
補充：
1.

v.1「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猶太人的官。」
A 「有一個法利賽人」有强調的作用，表示此人是典型的法利賽人，是一代表性人物。
B 「法利賽」意即分別出來的人。是猶太教的中堅分子，是一個高擧摩西律法，還加上了
先知和拉比等口傳律法的兄弟組織，全國只有 6 千左右成員。專責在會堂裡帶領敬拜和
教導，是屬靈導師。
C 「尼哥德慕」是個希臘名字，意即「領袖」
。
D 他亦是猶太人的官，
「官」原文是「管治者」
，這表示他是猶太公會的一名成員。猶太公
會是猶太人的最高法庭，具有相當高的決策權力。

2.

v.2「這人夜裏來見耶穌」的原因:
A 是避人耳目，以免讓人知道他相信神與耶穌同在，並且承認耶穌是從神那裡來作師傅的。
B 「夜」可能是神學象徵，表明尼哥德慕與真理的屬靈關係。
C 約翰經常以黑喑為邪惡、虛假與不信的國度（9:4，11:10）
。
D 惟一也在夜裡出現的另一個人物，就是出賣耶穌的猶大（13:30）
。

3.

v.3「重生」或譯作「從上面生」
（born above）的意思。
A 尼哥德慕所理解的「重生」是指肉身方面的再出生。
B 但耶穌是指人必須從神那裡領受新生命，才能進入「神的國」
。
C 重生是需要人神合作的:人需要立志從舊我的罪惡中悔改，給神的救恩洗淨罪污；聖靈亦
需要工作，即掌管生命，使人得著從神而來的力量，催生內在生命的改變。

4.

v.5「從水和聖靈生的」
：
A 「水和聖靈」是一種概念，表達舊約聖經應許末世的更新（賽 32:15-20 和 44：3，珥 2:28，
結 36:25–27）
。
B 「水」灑在以色列人身上具有潔淨、赦罪的意思；而當神把「靈」放在以色列人心裡時，
是代表他們從石心到肉心的內在變化，從此他們便可完全的跟隨神。
C 簡單說是一種新的出生，是「潔淨」和「更新」的新生--新造的人。

5.

v.8「風隨着意思吹，你聽見風的聲音，卻不知道是從哪裏來，往哪裏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
如此。」
：
A 主耶穌用「風」作比喻去解釋從聖靈生的現象。
B 原文「風」和「靈」都是同一個字。
C 「風隨着意思吹」:「風」和「靈」的源頭、方向都是神秘莫測的，沒有人可以控制風的
吹的，主宰它的行動。
D 耶穌在此要解釋:聖靈在人心中的工作不但是不可見，也是無法控制，但所顯出的果效卻
是不能否定的。

6.

v.14「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須照樣被舉起來，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A 昔日以色列人因埋怨神和摩西，於是神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咬傷他們。後來百姓悔改，
神便命摩西製造了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好了（民 21:4-9）
。
B 耶穌以摩西舉蛇的事跡來說明十字架的工作，並用「舉起」這雙關語，把祂與銅蛇的關
係連繫起來；摩西在曠野舉蛇，是帶著「醫治」的意義，凡被蛇咬的人只要仰望銅蛇就
得著醫治，並恢復與神的關係；同樣，人子也要在十字架被舉起來，使一切信祂（或仰
望十字架）的都得著永生（v.15）
。
C 耶穌在 v.14-15 確實回答尼哥德慕在 v.9 的問題：
「怎麼能有這些事呢？」由聖靈重生這
事情，只能藉釘十字架、復活、被升高的人子才會發生，也亦因此才能進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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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 3:16-21 的段落：
的段落：
1. 這段似乎是接續著耶穌在 v.10 說話的內客，但仔細看，這段經文很可能是作者約翰自己對以
上敍述的解釋（或評論）
。
2. 以用字來看，已知這是作者的話，如以「獨子」來指耶穌是作者約翰的獨特用字（1:14,18）。
3. 約翰福音中，耶穌不會稱呼神為「神」
，而是「天父／父」
，但這段經文卻出現「神」這名詞。
4. 聖經學者已注意到 v.1-15 與 v.16-21 之間的內容是有轉化的。v.1-15 的耶穌只與猶太人有關，
因為內容都是圍繞著猶大人的拉比、摩西的銅蛇、升到天上的人子等；但 v.16-21 則把關係
延展至全世界，因為神差祂獨一的兒子到世界是為拯救世人！
六、耶穌與撒瑪
）補充：
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論活水（
利亞婦人論活水（4:1–30）
補充：
1.

v.4「撒瑪利亞」是在主前 721 年北國以色列亡國後，餘民與異族通婚而生的後裔。他們視自己為真
以色列人，是繼承神應許的，強調自己所用的五經是摩西原來的版本，又堅稱敬拜神只在基利心山
（申 11:29，27:12）
，在主前 400 年他們在此山建聖殿。當時以色列人歸回時，不但視他們的血統為
不純正而受歧視，亦視之為政治叛徒的後代，認為他們嚴重偏離了正統的猶太教。到了耶穌的年代，
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鮮有來往，更談不上彼此接納。

2.

v.4「他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A 當時的猶太人從猶太地區到加利利（或走相反的方向），最短的路程是行經撒瑪利亞，
但一些較嚴謹的法利賽人則會繞路上約旦河，再經過巴珊小徑到加利利，目的是避過撒
瑪利亞。
B 「必須」一詞透露了耶穌經過撒瑪利亞的原因，這動詞在約翰福音通常用來表達神的計
劃或旨意（3:7、14、30，4:4、20、24）
，因此耶穌行經撒瑪利亞是在神的計劃之內，撒
瑪利亞婦人信主也絕非偶然。

3.

v.6-7「那時約是正午，有一個撒瑪利亞婦人來打水。耶穌對她說：
『請給我水喝。』
」
A 到了中午 12 時，一個撒瑪利亞婦人來打水是相當不尋常的，因為通常婦人只會在太陽
平西日頭較溫和之時才來打水。為避免遇到不良分子，婦女打水時也會成群結隊。
B 很可能是想避開其他婦女，因為她在道德上出現了問題！
C 此時耶穌不但是想與這婦人打開傳福音的話題，亦表示祂真的渴了。耶穌成為肉身，是
真的百分百的人性，所以祂也會渴，如同祂在十字架上所說「我渴了」
（19:28）
。

4.

v.9b「因為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
A 「來往」原指「與某人一起使用」之意，通常是指一起使用同一隻杯或碟，這是表示友
善的態度。
B 因此，當耶穌向那婦人要水喝，其實是想借用她的器皿。但猶太人若使用撒瑪利亞人的
東西，在宗教上是視為不潔的。
C 顯然耶穌並沒有受到猶太人自以為義的宗教思想影響，因為撒瑪利亞人也需要救恩。

5.

v.10「活水」
：是指耶穌所賜的「新生命」
，即由聖靈所賜予的。

6.

v.14b「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A

7.

神使生命不再渴，並不是把口渴的欲望除去，而是指聖靈會不斷供給人屬靈生命的需要，而使
其不致乾竭，又使他的心靈常常得到更新，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使罪得赦免、軟弱得扶持、
無知得光照、傷心得安慰、生活得指引。這才是擁有活水的生命。

v.17-18「我沒有丈夫」
、
「有過五個丈夫」
：
A 按猶太傳統一個婦人最多可結婚三次（即有 3 段婚姻）
，但這婦人所作的已超過規例，
更甚的是現在與她一起的男人並不是透過合法婚姻建立的關係。
B 在 5 次婚姻的經驗裡，這婦人可能已不重視「夫妻」這合法關係。

小結：
小結：約翰記錄了耶穌與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的對話，
約翰記錄了耶穌與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的對話，要表達耶穌身為彌賽亞，
要表達耶穌身為彌賽亞，不單是為猶太人
而來，
而來，亦為撒瑪
亦為撒瑪利亞人而來。
利亞人而來。祂是選民的救主，
祂是選民的救主，更是一位普世的救主！
更是一位普世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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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旺堂 2014 主日經課＜
：2-4 章補充
主日經課＜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III：
1.

第二至四章中的「取代」




2.

這三章也出現了不少有關猶太人的傳統（2:6，3:25），當時的民間習俗和思想（2:10、14-15，
4:9、12、20、27）及舊約聖經（3:2、14，4:6、25）的記述。耶穌的言行，除了更正當時的人
錯誤的想法外，祂應驗了舊約有關彌賽亞的預言。
作者運用時間、對比等修辭手法，來表達耶穌是來取代／除去各種舊有的規條／令人羞恥的事，
使人因信耶穌基督而得得到重生！

A

「以水變酒」
i
耶穌把用來「潔淨」的水，變成「歡樂」飲宴中的酒，表示耶穌來到，為人解開古老傳統
帶來的束縛，使凡相信祂的人，都能夠得享歡樂！
ii
在婚禮的記述中，焦點人物本來是新郎，但耶穌的言行取代了新郎，成為婚宴中的新焦點。
在屬靈的層面上，祂也成為真正的新郎（3:29）
。

B

「聖殿」
耶穌以自己的身體為殿，並指出敬拜神是按「靈」與「真理」
，顯然是取代有形的聖殿，並回應
1:50-51。

C

「教師」
在耶穌與尼哥德慕的對話中，尼哥德慕的說話次比一次少，而且變為由他提問，耶穌回答。耶
穌在說話的分量和對屬靈事物的詮釋中，都顯出已取代了尼哥德慕成為真正的老師！

D

「活水」
撒瑪利亞婦人聽了耶穌的話後，便留下了水罐子、往城裡去（4:28）
，與耶穌對話後，使她有勇
氣去面對撒瑪利亞城的人，她放下水罐子，暗喻她已得到了活水，再也不需要雅各井的水（4:12）
來解決她生命中最深處的問題，她也不再感到羞恥。在此，約翰要表達耶穌比雅各更大，不單
要代替雅各天梯，更要取代雅各井，以表示可以取代猶太祖先遺留給他們的一切資源！

第二至四章中的「對比」


作者約翰運用對比及扇形結構，透露成為神兒女的必經過程，指出人能得到重生與活水，並非
因著出生的背景或種族，而是取決於如何回應耶穌，並以此呼應 1:1-18 的各個主題。

A

「無名用人」
（2:1-12）與「無名大臣」
（4:43-54）
以無名的用人和無名的大臣，來顯示相信／順服耶穌之後的遭遇。

B

「尼哥德慕」
（3:1-10）與「撒瑪利亞婦人」
（4:1-30）
這兩人身分有極大差別！然而，當耶穌接觸他們時，他們對耶穌言行的回應，正好反映出其屬
靈狀況。作者以時間（夜間／黑暗或是正午）
，來暗喻他們的屬靈光景，以及是否明白／接受祂
的真理。撒瑪利亞婦人，及撒瑪利亞城裡因她的見証而信主的人，正好是 3:16 的例子。

C

「耶路撒冷（聖殿）的猶太人」
（2:13-25）與「撒瑪利亞城裡的人」
（4:31-42）
以兩類當時身分極為懸殊的人作對比，指出真正成為神兒女的人，並不在乎出身，而是對耶穌
有何回應。作者又用了兩個當時人人認為「神聖」
（聖殿）或不潔（撒瑪利亞）的地方，對比出
耶穌並非以人的觀點來決定它是否「神聖」或「不潔」
，因整個世界其實也伏在黑暗之下。

D

「施洗約翰」
（3:22-36）與「耶穌」
（3:11-21）
施洗約翰說：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3:30）
，指出耶穌才是賜人生命真光的那一位。而耶穌直
接說出：只有相信祂的人才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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