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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約到新約，以水為主題的故事或講論比比皆是，

水之所以是那麼重要的主題水之所以是那麼重要的主題，

它是實際生活裡不可缺少的條件

水往往代表我們生命裡深層的

那一種的渴求、盼望、需要

約翰福音第四章 3-26 就讓我們看到一個

水的故事，也是一個生命的故事…
3祂就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

4必須經過撒馬利亞，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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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裡有雅各井 穌 走路 乏 就坐在井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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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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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

09撒馬利亞的婦人對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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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沒有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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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早求祂，和對你說 給我水喝』的是誰 你必早求祂

祂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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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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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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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裡來。」

17婦人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17婦人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

18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

你這話是真的。」這 是真的 」

19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20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

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21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

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22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

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我們所拜的 我們知道 因為救恩是從猶太 出來的

23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

24 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25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

祂來了，必將 切的事都告訴我們。祂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

26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祂！」



耶穌經歷旅途的疲累和困乏，在中午的時候

來到撒瑪利亞境內的 個井旁 坐下來到撒瑪利亞境內的一個井旁、坐下，

這個時候，一個撒瑪利亞婦人

來到這個井、來打水，

耶穌和這個婦人隨即展開一段對話。

如果稍稍明白

撒瑪利亞人跟猶太人原來是沒有來往的，

而且還彼此用一種非常敵視的眼光對待彼此

不僅僅是族群的矛盾，還有性別上的張力 ─
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對話，是互不相識的，

這是匪夷所思、讓人感覺非常困惑的這是匪夷所思 讓人 覺非常困惑的

一個看起來很尋常的現象，內中卻有

很不 樣的信息 很特別的啟示在裡面很不一樣的信息、很特別的啟示在裡面。

婦女打水也是自然不過的一個景象，

有 像今就有點像今天的主婦

每天都會到菜市場、買菜做飯一樣。

可是當耶穌跟這個撒瑪利亞婦人對談的時候，

看到的不僅僅是對水的關注，看到的不僅僅是對水的關注

也是對生命的一種的探求、瞭解

可是諷刺的，也看到人對那種渴求，可是諷刺的 也看到人對那種渴求

竟然有一種的逃避、躲藏，糾結在一起

中東的天氣酷熱中東的天氣酷熱，

一般的婦女都會在清晨、傍晚，

太陽不太猛烈時 比較好打水 作太陽不太猛烈時，比較好打水、工作。

而這個婦人中午的時候出去打水，

她是不想見到任何人她是不想見到任何人。

這大概是為什麼這個婦人當聽到耶穌對她說：

「我有 就永遠不渴 的時候「我有水喝，喝了的人就永遠不渴」的時候，

婦人馬上就說：「先生，請把這水給我，

叫我不用這麼遠來打水。」

水好像遮蓋了她更深生命的渴求

水成為她逃避的原因 ―

如果能夠拿到永遠不渴的水，

她就不需要再打水、

不需要再面對其他的人了

這個婦人逃避什麼呢？

很可能是逃避別人的閒言閒語，別 閒 閒

她要將自己收藏起來。

我猜也許她的生命所背負的歷史，我猜也許她的生命所背負的歷史

充滿了許多大小不一的創傷、苦痛。

我們常以為她是道德敗壞的婦人，因為她有過五個丈夫，

遠古 果有 夫一個遠古的婦人如果有過五個丈夫，

是不可能存活的…
根據五經，一個婦人要是失德的話，

丈夫、其他的人，可以用石頭把她扔死的，

一個不守婦道的婦人有五次之多，

她能經歷這些的石頭扔著的痛苦嗎？

遠古制度，婚姻是族群與族群、

家族與家族之間的關係，

婚姻結束，是非常的羞辱、代價非常的高

特別是被遺棄的一方，通常又是女的

我猜想她未必在道德倫理上有什麼樣的缺失，

那就是為什麼耶穌和她對談的時候，那就是為什麼耶穌和 對談的時候

從來沒有用「倫理道德的角度」來和她談話。



如果稍稍明白歷史背景的話，

她很可能是五個丈夫眼中不稱職的太太她很可能是五個丈夫眼中不稱職的太太，

以致一個又一個地把她棄置了。

申廿四1 人若娶妻以後，見她有甚麼

不合理的事，不喜悅她，

就可以寫休書交在她手中，打發她離開夫家。

在耶穌的時代，有一些猶太的老師、拉比，在耶穌的時代 有 些猶太的老師 拉比

還把所謂的「不合宜、不喜悅」

把它給演繹、發展，把它給演繹 發展

家務做得不好、菜燒得不好、內務整得不好、

對自己的儀容沒有整理得好，對自己的儀容沒有整理得好

都可以說成是不合宜的事情

那就不要說在道德上出了岔子的情況那就不要說在道德上出了岔子的情況

一個女的是很容易地就被遺棄了。

如果這個撒瑪利亞婦人像其他的婦女一樣，

在清晨或是傍 時 去井旁打在清晨或是傍晚的時候去井旁打水的話，

你能想像到她聽到什麼話。

現在我們大概明白為什麼這個婦人

在很少人出去的時候打水、就是正午的時候

為什麼她聽到耶穌說：「祂有水給人喝、

喝了的人就永遠不渴」的時候，

她的反應馬上是 ─
請把這水給我，讓我以後也不用來打水

我們也會明白為什麼這個婦人會提出有關崇拜的問題，

畢竟一個像她這樣的婦人、畢竟 個像她這樣的婦人

曾經有的過去的歷史都是傷痛的，

她還能盼望什麼呢？她還能盼望什麼呢？

也許就繫於信仰、宗教上的寄託。

這個撒瑪利亞婦人背負著傷痕和歷史、隱約地期盼將來，

可是對現在這一刻，她卻逃避，

她不知道她正在逃避生命裡

真正的渴、真正的需要

她以為拿到水、此刻的水，就可以逃避了，

以為拿到一些水、永遠不渴的話，

就不需要面對自己的過去、此刻的生命、

就可以永遠地躲藏了

更多的爭取、只是更多的逃避。

對這個婦人而言，宗教信仰也是逃避的一個藉口，

所以她跟耶穌談話的時候、她談上了宗教，所 她跟耶穌談話的時候 她談上了宗教

也許她認為宗教可以讓她逃避

生命裡真正的需要生命裡真正的需要

生命裡隱藏的那一種幽暗

這又豈是遠古、一個邊緣人士的故事呢？

今天在我們身旁，

有多少人每天是營營役役地過活，

不斷地去爭取、拚命地去抓拿，

可是心裡面也隱隱地感覺自己是在

努力地去逃避、努力地去躲藏，

我們似乎不知道自己真正生命的需要

也不知道生命真正幽暗的地方

究竟我們每天所辛苦經營的究竟我們每天所辛苦經營的

是使我們更加的渴、還是更加的飽足呢？

當我們拿到的時候，當我們拿到的時候

也不見得有真正的平安和喜樂

當我們沒有的時候，當我們沒有的時候，

又感覺得不甘、委屈、苦毒



你知道這個故事的福音在哪裡嗎？

這個故事的一開始的時候

「耶穌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其實祂有幾條的道路可以選，可是…
約一 這個真光，祂要照亮這個世界。

儘管撒瑪利亞在那時是猶太人看不起的族群，

可是耶穌還是要去他們當中，幫助、光照、照亮他們。

在當時的社會結構，女的是沒有位子的，

更不要說一個曾經有五個丈夫的女人，更不要說 個曾經有五個丈夫的女人

這種人是在社會的低層、被社會遺棄的。

可是儘管是這樣的一個人，可是儘管是這樣的 個人

耶穌還是要拯救、還是要光照，

讓她知道生命真正的滿足是在哪裡。讓她知道生命真正的滿足是在哪裡

這是福音所在！

四28-30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裡去，對眾人說：

「 我「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

都給我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基督嗎？」

眾人就出城 往耶穌那裡去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裡去。

我感覺到福音的大能…
一個婦人本來是躲藏別人，在沒有人時去打水，

跟耶穌談話以後，有一個莫大的轉變 ─跟耶穌談話以後 有 個莫大的轉變

以前她是逃離別人，她跑去人群當中！

恩典臨到這個婦人身上了，她過去是躲避的，恩典臨到這個婦 身上了 過去是躲避的

現在她跑到人群當中、把自己展現出來

當她說：「有一個人把我當她說： 有一個人把我

素來所行的都給我說出來」的時候，

一定有人問她：「妳有怎樣的歷史？一定有人問她：「妳有怎樣的歷史？」

那個婦人逼得要把自己的歷史講出來。

她能夠面對自己的傷痕，是因為得到了完全的醫治，

夠完完 對自 為得 滿 這是福音！能夠完完全全面對自己，因為得到滿足，這是福音！

這婦人以後打水一定不會在中午，一定在早上、傍晚，

別的婦女會不會還講她的閒話、嘲笑呢？我想還是會的，

可是這個婦人一定會說：「是的，我過去是這樣子，

現在我不再一樣了，因為我認識了這一位主，

祂已經照亮我生命幽暗的地方，

我已經得到了飽足、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和喜樂。」

在你的生命當中你在渴求什麼呢？在你的生命當中你在渴求什麼呢？

你渴求、努力、每天營營役役的，能夠滿足你嗎？

還是使你更加的渴、更加的飢呢？還是使你更加的渴 更加的飢呢？

所追求的是使你逃避人群、

逃避自己的歷史、自己的生命，逃避自己的歷史 自己的生命，

還是使你接納自己？

這是很美的一個展示福音能力的故事。

到 的末後 這個婦人跑去人群當中到了四章的末後，這個婦人跑去人群當中，

後來他們全然地信主了。

一個曾經逃避人群的人，

竟然把福音帶到人群當中，

讓別人也得到真正的飽足。

親愛的朋友，你的歷史

使你對生命有埋怨、委屈、苦毒

還是你欣然接納你的生命，

因為認識了生命的主，可以有喜樂、

有勇氣地面對每一天的生命呢？有勇氣 對每 命

你所追求的會不會也讓別人得到飽足？

會不會也讓別人感覺到會不會也讓別 感覺到

生命的喜樂、平安和力量呢？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耶穌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耶穌，

我們可能每天在營役、奔波，

我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在逃避，

可是求主光照我們 ―

求主進入我們的生命當中、

照亮我們生命中隱藏的幽暗，

給我們真正的滿足，

賜給我們的生命有喜樂、平安和力量。

也能夠把這種喜樂、平安和力量，

與周遭的人分享。

聽我們的禱告、悅納我們的立志，

奉你的名求，阿門。奉你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