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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馬太 14:22-33 

22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等他叫眾人散開。
23 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
一人在那裡。24 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25 

夜裡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裡去。26 門徒看見
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便害怕，喊
叫起來。27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28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
裡去。」29 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
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裡去；30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
沉下去，便喊著說：「主啊，救我！」31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
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32 他們上
了船，風就住了。33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的
兒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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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約 4:7-1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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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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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耶穌  
 教會主題 

 注目耶穌, 建立門徒 



注目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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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耶穌  
 馬太 14:22-27  

22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 

先渡到那邊去， 

等他叫眾人散開。 

23 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 

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 

有他一人在那裡。24 那時船 

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 

25 夜裡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 

走，往門徒那裡去。 

26 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
便害怕，喊叫起來。27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
我，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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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耶穌  
 

馬太 14:28-33  

28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 

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 

29 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 

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 

耶穌那裡去；30 只因見風甚大， 

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 

「主啊，救我！」31 耶穌趕緊伸 

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32 他
們上了船，風就住了。33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
的兒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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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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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耶穌  
 約 4:3-14 

3 他就離了猶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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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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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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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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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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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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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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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耶穌  
 約 4:3-14 

3 他就離了猶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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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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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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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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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耶穌  
 約 4: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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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無個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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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當下門徒回來，就希
奇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只是沒有人說：「你是要甚麼？」或說：「你
為甚麼和她說話？」 28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裡去，對眾人說：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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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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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Conclusion： 

約 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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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15 

Hillsong Worship - What A Beautiful Name 

 You were the Word at the beginning 

One With God the Lord Most High 

Your hidden glory in creation 

Now revealed in You our Christ 

 

You didn't want heaven without us 

So Jesus, You brought heaven down 

My sin was great, Your love was greater 

What could separate us now 

 

How sweet is your name, Lord, how good You are 

Love to sing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love to sing for you all? 

Death could not hold You, the veil tore before You   

You silenced the boast, of sin and grave  

The heavens are roaring, the praise of Your glory 

For You are raised to life again 

 

You have no rival, You have no equal 

Now and forever, Our God reig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