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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慕主              08/18//07  

                    (Desiring God) 

 
本周經文：約翰福音 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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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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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涌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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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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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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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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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

人拜他。 

24.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25.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

告訴我們。”  

26.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本周箴言：約翰福音 4: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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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涌到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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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年四月份我在北京的時候去看一位朋友.他是從我們教會會去的一位弟兄,目前是

北京一所大學的教授。有一天早晨我們一起在學校餐廳吃早飯，談到教會裡的事情。

談到他所熟悉的弟兄姐妹，也多次提到牧師和師母。 我們的談話引起了一位同學的

注意。他就坐到我們桌子旁邊一張桌子。我意識到他在聽我們的談話。我想“這樣

不太好吧。”所以也沒理他。結果過了一會他一下子就坐到我們這張桌子。就在我

的正對面。這下子我不能不理他了。我就問他是哪個學院的，哪個系的。然后我問

他對什麼感興趣。結果他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他說：“我現在特別渴慕主的道！” 

 

當天晚上我參加了他們的團契聚會。他們的聚會不是分小組查經，而是聽講道。他

們有近三十位同學，擠在一個實驗室裡。都很年輕。一個個做得筆直。全神貫注地

聽傳道人講道。當時我的感覺就像是看到一群渴慕的小鳥，一個個伸長了脖子，急

不可待的等鳥媽媽來給它們喂食。晚上十點三十后，他們必須離開實驗室。可他們

還沒有談夠，所以幾位學生又來到我的房間，一起分享和禱告，一直到凌晨兩點半。 

 

從中國回來后，我常常想到那一群可愛的，渴慕主的年輕弟兄姐妹。也幾次和團契

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場合分享過我的感想。今天我想用約翰福音第四章這個大家都

很熟悉的故事來談談“渴慕主”這個題目。我會從三個有關聯的層次來談這個問題. 

第一,渴慕主,才能得到滿足.第二,渴慕主, 才能與主同在.第三, 渴慕主, 才能靠主

得勝. 

 

讓我們一起做一個禱告。“慈愛的天父，主耶穌，我們感謝贊美你！謝謝你讓我這

個不配的人不僅能認識你，還能侍奉你。求你的聖靈幫助我，願我口中的言語和心

中的意念，都能蒙你悅納。願我所講的，都是出自你；願我所做的，能榮耀你的名。

求主的靈幫助我們弟兄姐妹,把你的信息放在大家心中.我們這樣感謝禱告是奉主耶

穌的名求，阿們！” 

 

一. 渴慕主, 得到滿足 

 

首先,我們談渴慕主得到滿足.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四章十三和十四節這樣說：“凡喝

這水的，還要再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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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涌到永生。”主耶穌在這裡對那位撒瑪利亞婦人所講的水不僅是身體上

對水的所需要，更是心靈上所渴慕的滿足！ 

 

水對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細胞的 75-90%都是水.人不吃飯還可以活一些天;可是

不喝水就不行了.同樣的,人的心靈上的滿足也是非常重要的.心靈得不到滿足人就

會活得沒有意義,就像是在浪費生命. 

 

主耶穌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知道人們的需要。知道人的過去，也知道人的渴慕。

他知道這位婦人所渴慕的是愛情。以至於她一個又一個地換丈夫。有過五任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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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得不到滿足。她當時有的並不是她的丈夫。愛情是古今中外流行的話題。是無數

人所渴慕的。不管是那位婦人，還是今天的現代人，人們都渴慕能“愛”和“被

愛”。可愛究竟是什麼？中國古話說：“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如

果愛隻是那兩個人之間的那種讓人飄飄然的感覺，隻是那一種說不出原因的心的悸

動，隻是那一種使人要死要活的熱戀，那就不奇怪為什麼那位婦人會有了五任丈夫

以后還在尋找愛情，那就不奇怪為什麼今天在美國在統計上有〉５０％的離婚率，

在中國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據報道也有〉20%的離婚率！ 明顯的，愛情不能給人真

正的滿足。 

 

那麼事業呢？我在國內時有時會問大學生他們的奮斗目標是什麼，渴慕的是什麼？

有一次一位同學回答是：“你要聽真話還是假話呢？” 我說：“都說說看。”“假

話是：將來建設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真話是：將來找個好工作，有個舒服的生

活。”對年輕的大學生來講，想有個好工作，有舒服的生活當然不是錯！可如果這

就是他們人生奮斗的目標，是渴慕之所在，那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都是相對的，

暫時的，表面的。就像下面這一幅畫所描述的.一個人從幼年,到童年,到少年,到青

年,到中年,到壯年,到老年.如果這些就是我們所渴慕的目標，那就真象所羅門王所

講：“ 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傳道書 1:2 ）有一次我在

國內和幾位學校領導一起談話，一位朋友說，“我們物質上的享受比以前是多了很

多。可是現在反而是越來越難有事情能讓我們感到有滿足感了！”他的話是說到點

子上了！如果隻是為了自己，事業,金錢,名利都也不能給我們真正的滿足！  

 
  

那麼出路在哪裡？希望在哪裡？就是主耶穌！隻有主耶穌！主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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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涌到永生。”（約

翰福音 4:14）每一個人，包括那位撒瑪利亞婦人，包括你我，包括遠方的同胞，都

必須認識主耶穌,才能有盼望，此能有真正的滿足！因為 “主耶穌說: ‘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 若不籍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 14:6）。除

了靠主耶穌以外，我們不可能與上帝和好。而我們除非和上帝和好，我們心中的最

深的渴慕就永遠不可能完全得到滿足. 為什麼呢? 聖經在傳道書說: “神造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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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人心裡.”(3:11) 就是說上帝造人時，在人的

心中留有一個位置。那個位置必須把上帝擺進去，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否則，

不管是愛情，事業，金錢，甚至是我們的家人都不能使我們得到真正的滿足。 

 

那麼是不是說愛情，事業，金錢, 家庭就都沒有意義呢? 是也不是! 如果隻是為了

自己的私欲,這些就都沒有真正的意義,到頭來隻是一場空. 一切都是 0! 所有的

00000 在一起還是 0.可是如果我們過一個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活, 把上帝擺在首位, 

作為 1, 那所有的 000,000,000 在 1 后邊就都有意義, 成為 1,000,000,000. 不管

是家庭還是事業,甚至是金錢,都可以成為榮耀主的地方.都可以成為讓我們更像主

耶穌的學習過程. 

 

我以前有過這樣一個疑問：“那基督徒是否就不會再感到干渴呢？” “為什麼我有

時還是會感到那種不滿足的干渴呢？”現在我明白了問題出在那裡！主耶穌在約翰

福音第七章三十起到三十九節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

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是指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

的。”我的問題是信主以后有相當長的時間，基本上還是一個“禮拜天”基督徒，

沒有靠著聖靈的幫助過一個與主同在的生活，沒有過一個渴慕主的生活。從 91 到

96年,我雖然每個禮拜天去教會做禮拜, 可是我總是在辦公室忙到1:30,然后才匆匆

趕到教會參加 2:00 的禮拜.那時我已經很累了.到了有空調的教堂,一會就開始打瞌

睡了.做完禮拜出了教堂,我該干什麼還是干什麼.沒有參加團契活動,更談不上每日

的靈修生活.這樣的基督徒生活,怎麼能不干渴,怎麼能得到滿足呢? 

 

詩篇六十三篇第一節說：“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尋找你；在干旱疲

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們基督徒必須過一個以上帝為中心的

生活，和主有一個親密的關系. 不僅相信上帝,還要讓他作我自己的上帝. 渴慕主，

不斷地從生命的源泉吸收水分，才能活得滋潤，得到滿足! 請讓我再重復一遍, 我

們不僅要相信上帝,還要讓他作我自己的上帝,要渴慕主,才能得到滿足. 

 

大家還記得上個月福音主日時鄭超弟兄的分享嗎？他和他的全家經歷了刻骨銘心的

磨煉。 那不是感冒這樣的小病，也不是隻有三天五天。那是持續了八個月的心靈和

肉體的煎熬！他告訴我們，當時真是在憑著信心一天一天地渡日,不知道明天會怎樣;

隻有單單仰望主！當他們終於走出磨煉以后，他和太太都特別的渴慕主！渴慕主的

話，渴慕主的同在。他一再說， “我們有了耶穌，就有了一切！有了主耶穌這個信

仰，這是我在美國十四年來最大的收獲！我們家有了主的同在，盡管生活簡單，我

們非常滿足，滿有喜樂！” 

 

所以不管我們是信主以前還是信主以后，都要有渴慕主的心，才有真正滿足！ 
 

 

 

 



 5 

二.渴慕主，與主同在 

 

鄭超的話也把我們帶入我今天要談的第二點：渴慕主，與主同在。對我們每一個基

督徒來講，與主同在都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五章第五節說：“我是

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接果子；因為離

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有一位傳道人用飛機這樣一個比喻來說明與主同在的

重要！他說我們每一個人就像一個在天空飛行的飛機。隻要我們與主同在，靠著聖

靈的動力，我們就可以克服本身的重力在天空飛翔。可是我們一旦沒有與主同在，

沒有了聖靈動力的推動，那這架飛機就會馬上掉下來！李牧師也常常強調這一點。

他說，不管我們是新基督徒還是老基督徒，也不管我們擔任教會的任何職位，都要

依靠主！一旦有驕傲，一旦自以為是，一旦以自我為中心,離開了主得同在，沒有了

聖靈的幫助，那就有可能出問題了！ 

 

可是我們怎樣和主同在呢？ 

 

要心中渴慕。聖經在今天所讀的約翰福音四章二十四節說：“上帝是個靈，所以拜

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我們基督徒必須渴慕主，用我們的靈和主的靈交

流，用我們的心去去愛主！這聽起來或許抽象，可是其實是可以很具體的。就象我

們愛我們的孩子，渴慕和我們所愛的人同在一樣，不管我們多忙,我們都會找時間來

在一起.我還記得我和王敏談朋友的時候。雖然在 Cornell 時學習壓力很大，可是

還會盡量找時間在一起。而且感到時間過得特別快。有一天晚上不留意一下子就聊

過了半夜。又忘了帶鑰匙。隻好從街上給我的室友打電話，請他幫我開門。 

 

渴慕主,就是要花時間去和主在一起，常常通過禱告和主有交流，常常通過讀經來聆

聽主的話。詩人在詩篇所描述說：“上帝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

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幾時得朝見上帝呢？”（42:1-2）我們渴慕主就要

有這種心態！如果我們能有這種渴慕，就會有時間來讀聖經；就會有時間來禱告！

我們華福團契的一些弟兄姐妹,不僅禮拜五來參加團契,禮拜天來參加主日崇拜,還

在每個禮拜三晚上聚集在魏斌和亦華的家中,一起用詩歌來贊美主,一起禱告,一起

查經.這些弟兄姐妹是學生,或者是在工作.他們都很忙.可是他們願意花時間來與主

同在.在渴慕主的聚會之中,弟兄姐妹不僅和主的關系更近了,而且加深了彼此之間

的關系.每次我看到弟兄姐妹一起渴慕主,享受與主同在的甜美,我都非常受感動. 

我相信我們教會還有許許多多的弟兄姐妹都有這樣渴慕主的寶貴體會. 

 

主耶穌說：“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

我也愛他。並且向他顯現。”(約翰福音 14:21) 聖經還在約翰一書(3:24)說：“遵

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裡面，上帝也在他裡面。我們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們裡

面，是因它所賜給我們的聖靈。”這是主耶穌的應許. 不是因為我們感覺到他與我

們同在. 而是隻要我們好好讀經,把主的話記在心中,靠著聖靈的幫助, 按照主的命

令去行, 主就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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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經不是為了僅僅學一些道理；更不是為了學一些術語。禱告也不是僅僅向上

帝求一些事情；更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讀經禱告是為了靠著聖靈的幫助能按

照主得命令去行，能讓我們的生命能有改變，能活出那更豐盛的新生命！ 而且讀經

和禱告是要相輔相成的。有一位的傳道人說：“若有神的話卻沒有靈，你也許會枯

干（dry up）；若有靈卻沒有神的話，你也許會膨脹（boast up ）；若有靈又有神

的話，你一定會長大（grow up）。”聖經在猶大書一章二十節說：“親愛的弟兄阿，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這就是像《脫毛老鷹》的作

者蔡耀明和他的太太所說：“我們要像老鷹一樣有兩個翅膀，一個是聖經的真道，

一個聖靈的引導，才能自由地翱翔，飛得高，飛得穩！” 

 

所以不管我們是新基督徒還是老基督徒，都要有渴慕主的心， 才能與主同在！  
 

三. 渴慕主,靠主得勝 

 

現在我們談第三點：渴慕主靠主得勝。 

 

主耶穌在回答那位撒瑪利亞婦人有關“彌撒亞”的問題時，很直接的告訴她：“這

和你說話的就是他！”(約翰福音 4:26)  

 

彌撒亞，或者是我們常講的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主耶穌很明確的告訴世人他

就是我們的救世主！因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死后復活，戰勝了罪惡，戰勝

了死亡。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寶血，是我們的贖罪祭。因著主的愛，因著他的應許，

我們這些基督徒才有盼望！才能戰勝內在的和外在的罪的攻擊.  

 

我以前讀羅馬書時，第七章讀得很多，想得很多，也常常為保羅的感嘆而感嘆！“我

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著取死的身體呢？”(羅 7:24) 其實約翰一書一章九節說

得很清楚：“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羅馬書第八章一節也這樣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理的，

就不定罪了！”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寶貴的應許！可惜我以前沒能真正懂得聖經

的意思. 

 

前些日子，我們幾位弟兄姐妹和李牧師一起翻譯一本書<SHAPE>。這本書中的一個觀

念給我很大啟發！作者黎艾理 ERIK REES 說：“在我們要完成”天國目標“的努力

中，沒有比永懷罪咎更為有害的事。上帝不是要我們基督徒長期背負罪咎感，那是

撒旦的陷阱。”因為我們的有限和軟弱，我們基督徒仍然會有意或無意做了不討神

喜悅的事，會做不該做的事，會沒有做該做的事，或者說，會犯罪. 如果我們每一

次犯罪時，都把羅馬書 7:24 背誦一次，感嘆一番，常常活在內疚當中， 那對我們

的信仰生活，乃至整個身心靈的健康成長都是有害的。正如作者所說，那不是上帝

的心意，而是撒旦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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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軟弱時，當我們認罪悔改以后，就不要總是在罪中內疚；不要被那罪來捆綁

著.而是要轉向神，渴慕主！越是在軟弱時，越是在情緒低落時，就越要依靠主，越

要贊美主。慢慢的，我們的心就會被神的愛所充滿，被主的靈所充滿,被主的恩典所

感動，就會自然地遠離罪，就能戰勝罪！  

 

去年王延春姐妹給我們分享了她的一些渴慕主的親身體會.她說,每當她心中有委屈,

有怨恨,有內疚,有后悔,有各種各樣負面情緒時, 她馬上有意地轉向神,贊美主! 她

告訴我們說, 有時她真是流著眼淚來贊美主! 靠著主的靈的幫助來操練渴慕主. 她

在這種操練中親身體會到了贊美的大能,體會到主的大愛和大能! 也品嘗靠主得勝

的甜美! 

 

另外我們還可以靠著主耶穌戰勝外在的罪惡！就像李牧師，明哥，和武媽媽常提醒

我們的，作為基督徒，我們雖然有上帝的無數的祝福，但仍然會遇到各種挑戰，要

面對這個罪惡的世界，要受到那惡勢力的攻擊。有時甚至是會為主付上很大的代價

的。特別是當我們努力傳福音時,不管是個人還是團契還是教會,當我們對撒旦造成

威脅時,它就會特別的攻擊我們.可是，如果我們能渴慕主，與主有個親密的關系，

就能靠著聖靈的幫助，在任何環境中都有平安喜樂，戰勝一切的挑戰！  

 

我在南京讀大學時，第一次接觸教會時遇到一位上海來的傳道人。大家都稱她為“汪

姑”。當時她已經六十多歲了，剛從監獄出來不久，渾身是病，人很瘦弱。可是她

到處去傳道，帶人信主。雖然她為主失去了一切，住房也被佔去。可是她心中有那

最寶貴的主耶穌，有無上的滿足！她每天享受與主的同在，有喜樂的心態面對生活

中一切的不平和挑戰，艱難和困苦！我出國來美以前去上海拿簽証時，去看望她。

她當時住在走廊裡，她的房子還被別人霸佔著。可是她滿面笑容，拉著我的手為我

禱告。我記得她當時為我禱告兩件事。第一，求主的愛感動我的心，願意接受主耶

穌。第二，求主為我在美國預備一位好太太。感謝主,也感謝汪姑.上帝已經應允了

汪姑的兩個禱告。  

 

所以不管我們是對付內在還是外在的罪，都要有渴慕主的心，才能靠主得勝！ 
 

各位親愛的的弟兄姐妹， 

渴慕主耶穌， 

渴慕主的話， 

渴慕主的靈， 

與主有個親密的關系，對我們來說，實在是非常重要！ 

  

不管我們是信主以前還是信主以后，都要有渴慕主的心，才有真正滿足！ 
不管我們是新基督徒還是老基督徒，都要有渴慕主的心，才能與主同在！  
不管我們是對付內在還是外在的罪，都要有渴慕主的心，才能靠主得勝！ 
 



 8 

讓我們同心禱告：“慈愛的天父，主耶穌，我們感謝贊美你！謝謝主把聖靈放在我

們的心中.讓我們能看到自己的罪過,能體會到主的慈愛,憐憫,和恩典.主耶穌啊,我

們知道一切的事物,包括我們自己都靠不住,我們隻有單單的仰望你, 單單的渴慕你,

我們才能得到滿足,與主同在,靠主得勝,才能過一個榮神益人的生活.主你幫助我們. 

我們這樣感謝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