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棚节事件簿 1
耶稣是活水江河之源

约翰福音  John 7:1-2; 25-31; 37-44          
                            



1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After this Jesus went about in Galilee; he would not go about in 
Judea, because the Jews sought to kill him.

约翰福音  John  7:1-2 (NRSV)

2   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近了。                                                                 Now the Jews' feast of 
Tabernacles was at hand.



25 耶路撒冷人中有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麽？                                                   
Some of the people of Jerusalem therefore said, 'Is not this the man 
whom they seek to kill?

26 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甚麽，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麽？
           And here he is, speaking openly, and they say nothing to him! Can 

it be that the authorities really know that this is the Christ?

约翰福音  John  7:25-31(NRSV)

27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那裡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那裡来。」 Yet we know where this man comes from; and when the 
Christ appears, no one will know where he comes from.'



28  那时，耶稣在殿裡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那裡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                                        So Jesus proclaimed, as he taught in the temple, 'You know 
me, and you know where I come from? But I have not come of my 
own accord; he who sent me is true, and him you do not know.

29 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                                                         
                   I know him, for I come from him, and he sent me.'

约翰福音  John  7:25-31  (NRSV)



30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So they sought 
to arrest him; but no one laid hands on him, because his hour had 
not yet come.

31 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                                                         
                   I know him, for I come from him, and he sent me.'

约翰福音  John  7:25-31  (NRSV)



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裡来喝。 On the last day of the feast, the great day, Jesus stood up 
and proclaimed, 'If any one thirst, let him come to me and drink.

38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He who believes in me, 
as the scripture has said, Out of his heart shall flow rivers of living 
water.''

约翰福音  John  7: 37- 44 (NRSV)

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Now this he said about the Spirit, which 
those who believed in him were to receive; for as yet the Spirit had 
not been given, because Jesus was not yet glorified.



40  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                                                               
When they heard these words, some of the people said, 'This is 
really the prophet.'

41  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麽？                  Others said, 'This is the Christ.' But some said, 'Is the Christ to 
come from Galilee?

42 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恆出来的麽』？」                        Has not the scripture said that the Christ is descended 
from David, and comes from Bethlehem, the village where David 
was?'

约翰福音  John  7: 37- 44 (NRSV)



43 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
          So there was a division among the people over him.

44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Some of them wanted to arrest him, but no one laid hands on him.

约翰福音  John  7: 37- 44 (NRSV)



 住棚节事件簿 1
耶稣是活水江河之源

约翰福音  John 7:1-2; 25-31; 37-44          
                            



以色列人喜愛江河胜过洋海
Israelites love rivers and lakes > oceans and seas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詩篇 1:3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詩篇 23:2

其中的水虽匉訇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抖，我们也不害怕 。詩篇 46:3



江河中也有分活水與死水
There are living water and dead water in the river

活水虽然是细流，但奔放向前，与阻碍奋战，流出无限的前途。水分子很容易与其他分子结合，是「喜欢群居的」。活水提供丰富的氧气，它们很容易被您的细胞吸收。饮用活水，它增强、鼓舞和永存您自己的生命力！ 开放、喜乐健康、 
愿与人分享带来祝福，成为活水！

死水，表示没有生命；它没有跳跃，没有流动，没有未来。

生命如活水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

饮用死水却是有害的，您身体必须消耗宝贵的能量用来转化！保守固执封閉 ，不把生命心灵跟大地和別人共同活跃起来， 就成一滩死水！





 住棚节事件簿 1
耶稣是活水江河之源

约翰福音  John 7:1-2; 25-31; 37-44          
                            



约翰福音从第七章到第十章 21 节以住棚节作为背景共有三个讲论
前奏：                                                       v7: 1 -13

讲论 1 （主是活水江河之源）    v7:14-39         后记：                                             v7:40-52

             附记：行淫时被捉的女人 v7:53-8:11

讲论 2 （主是世界之光）              v8:12-59         后记：                                              v9:1  -41

讲论 3 （主是羊門和好牧人）： v10:1-21



住棚节 Sukkot
Feast of Tabernacles

( 利未記 23:34-38)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
第一日当有圣会，甚麽劳碌的工都不可作。
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甚麽劳碌的工都不可作。
「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 利未记 23:34-
38)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 …
你们要住在棚裡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裡，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裡。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 利未记 23:39-44)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
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
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
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

( 撒加利亚书 14:16-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阳历

旱季雨季 雨季

逾越节
住棚节

五旬节

( 犁田、播种 )( 收割 )

( 七七节 )

( 收藏节 )
犹太历： 7/15-
21

秋雨早雨春雨晚雨

大麥收成 小麥收成 葡萄和橄欖收成
( 收割节 )( 初熟节 )



住棚节提醒以色列人：
1. 记念祖先在旷野住在棚裡的日子；是耶和华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裡。
2. 是一年的中间：收藏了地的出产，是数算恩典、庆祝感恩的日子， 他们可以住迦南美地，吃当地丰富物产。第二个循环的开始！
3. 记念摩西在旷野击打磐石得水，从而体会神的照顾以解百姓乾渴。
4. 也是祈求神在随后的雨季，赐下丰沛的雨水。
5. 更有四座金灯台全部点亮，叫人知道神是光。

( 利未记和后期回归后， 藉节日希望达到的目
的 )



圣殿
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

西罗亚池

住棚节期间，每早晨大祭司在游
行队伍伴随下，拿一金壶，从圣
殿下到西罗亚池取水。



今日的西罗亚池子

住棚节期间，每早晨大祭司在游
行队伍伴随下，拿一金壶，从圣
殿下到西罗亚池取水。



燔祭坛

大祭司带着盛满水的金壶回到圣
殿后，便宣告：「你们必从救恩
的泉源欢然取水。」 (赛
12:3)

他登上燔祭坛，将金壶里的水倒
在有孔的银盆中，再流出成为奠
祭，另一祭司则奠酒为祭。
这仪式是纪念神在旷野使磐石出
水，解百姓乾渴；也是祈求神在
随后的雨季，赐下丰沛的雨水。

金壶

银盆
酒水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住棚节

圣历 7月

(祭司每天下西罗亚池取水 ) 最大之日

主赦免行淫妇人

众人回家

… 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节，要在耶
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 七日内要将
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
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
会，甚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 ( 利
23:34-36)



女院

库房
( 奉献处 )

灯台

住棚节期间，祭司每天从
西罗亚池取水，倒在祭坛上。

住棚节第一天的晚上，女院内四
座灯台彻夜点燃，灯火通明。

耶稣 ( 在节期最后一天 ) 说：信我的人，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祭坛

耶稣 ( 在库房 ) 说：我是世界的光。



女院

灯台

库房
( 奉献处 )



甚麽是「活水的江河」
What is“rivers of living water”?

约翰福音  John  7:37-38 (NRSV)

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
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裡
来喝。 On the last day of the feast, the great day, Jesus stood 
up and proclaimed, 'If any one thirst, let him come to me and drink.

38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 He who believes in me, as 
the scripture has said, Out of his heart shall flow rivers of living 
water.''



加 利 利

论洁净之礼

医治迦南妇人之女

过修殿节

过住棚节论活水江河

彼得认耶稣为神子

首次提说遭害之事

登山变像

赦免行淫妇人

医生来瞎眼者

论好牧人

医治癫痫的孩子
腓尼基、低加波利

使五千人吃饱

使四千人吃饱

耶 路 撒 冷该撒利亚腓立比、黑门山加

馬太馬可路加約翰

第三年
第三年

受浸 尼哥底母

受難復活

升天

向耶路撒冷

撒瑪利亞婦人

第一年 (未出名 ) 第二年 (出名 ) 第三年 ( 遭反對 ) 最後半年

比利亞

迦拿婚宴

加 利 利

門徒為人施洗
耶路撒冷

畢士大池
立十二使徒

山上寶訓

呼召四門徒

差十二使徒

天國的比喻

五餅二魚
推羅西頓

登山變像
活水江河

差七十人

猶 太約 耶加約 加利利

彼得獲啟示
撒

逾越节
住棚节
修殿节

走在海面上、

论生命的粮

活水江河

论生命的粮



 住棚节事件簿 1
耶稣是活水江河之源

约翰福音  John 7:1-2; 25-31; 37-44          
                            



约翰福音从第七章到第十章 21 节以住棚节作为背景共有三个讲论 : 讲论 1

前奏：                                                        v7: 1 -13

讲论 1 （主是活水江河之源）      v7:14-39         后记：                                              v7:40-52



 背景 : 前奏

• 主耶稣从第六章在逾越节时喂饱五千人和讲论
 他是生命的粮 ，然后在加利利一带工作。 (V7:1)

• 耶城圣殿内已经有宗教人仕要捕杀耶稣。 (V7:1)

• 现尚馀六个月，他毅然上了耶路撒冷参加住棚
节。 (V7:10)

• 他几个弟弟（约瑟与马利亚后来所生的 : 雅
  各、犹大、约西和西門 ） 叫哥哥上耶城过节

 显名声，却不信耶稣是基督。 耶稣拒绝跟他们
 一起去， 却之后自己暗暗的去到！ (V7:3-10)



加利利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迦百农 Capernaum

      耶稣的行程 
Jesus Journey ：迦百农 
Capernaum(7:1) 
耶路撒冷 
Jerusalem (7:10)



耶稣藉守节日，宣告祂是谁！

1.  祂是父差来的基督 (v11-31)

2.  祂来自天也归回天 (v33-36)

3.  祂是活水江河之源 (v37-44)



耶稣藉守节日，宣告祂是谁！

1. 祂是父差来的基督 (v11-31)



1. 祂是父差来的基督 (v11-31)

不晓得耶稣是不是基督的有：

1.  耶稣的弟弟们 (v1-9)

2.  充满敌意的犹太人领袖 (v13,15,25,26,30, 32)

3. 来自加利利或他处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
(v10,13,20,31,49)

4.  耶路撒冷的群众 (v25)

5.  圣殿的侍卫 (v45)



約翰福音的中心宣告
（ 20 章 31 節）

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
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
 … but these are written that you may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Son of God, and that believing you may have life in 
his name.



1. 祂是父差来的基督 (v11-31)

他们对耶稣「是不是基督」   的争议， 包括 ：
1. 兄弟不信他 (v5)
2.   人对他的身份有了议论： 好人 / 煽惑群众？ (v12)
3.  诧异他在圣殿中的教导没受教育， 为何学问渊博？ (v15)
4. 指他是「有鬼附身的。」 (v20)
5. 基督不应该违反安息日的律法，何以耶稣卻在安息日治病
呢？ (v21-24)

6. 若他不是真基督，何以官长不立刻捉拿耶稣？为什么让耶
稣继续在圣殿讲道？ (v25-26)

7.  他们不信，不认为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人， 知悉他的家世背
 景。 (v27)

8.  听教训后， 又有人确信他是那位先知！ (v31)



1.好人 (v12)

2.迷惑人的 (v12)—骗子
3.被鬼附的 (v20)—疯子
4.先知 (v40)

5.基督 (v41)

有人说，是：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耶稣说，他
是基督，是
神的儿子，
也就是神。

假

真

自知所言是假
不知所言是假

骗子
疯子
好人
先知
基督

世人多以为耶稣是



1. 祂是父差来的基督 (v11-31)

主耶稣确认自己是從父差來的「基督」  ，包括 ：
1. 只是时间尚未到 (v6,8)
2. 祂的教导是出自差他来者的 (v16)
3.  只有那些守神旨意的人能分辨出来 (v17)
4.  祂不求自己的荣耀， 只求差祂来者的荣耀 (v18)
5.  以他们在安息日仍守割礼，证明祂医病也是对的 (v21-23)
6. 不可以外貌定是非 (v24)
7. 祂来不是由自己决定 (v27)
8. 祂是从差他来的父而来的 (v28,29)

耶稣一一回答了他们的争议：祂就是父差来的基督 (v11-31)



耶稣藉守节日，宣告祂是谁！

2.  祂来自天也归回天 (v33-36)



2. 祂来自天也归回天 (v33-36)

          

   群众不明白「耶稣要往那裡去，找不
到他」，以为他要「去外邦教训希腊

 人」 ？ Crowd did not understand, “where does this man intend 
to go that we shall not find him? Does he intend to go to the 
Dispersion among the Greeks and teach the Greeks?”(v35 - 36)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裡去。 I shall be 
with you a little longer, and then I go to him who sent me;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you will seek me and you will 
not find me; where I am you cannot come.‘ (V33-34)



耶稣藉守节日，宣告祂是谁！

3.  祂是活水江河之源 (v37-44)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裡来喝。 On the last day of the feast, 
the great day, Jesus stood up and proclaimed, 'If 
any one thirst, let him come to me and drink.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He who believes in 
me, as the scripture has said, Out of his heart shall 
flow rivers of living water.'' 约翰福音  John  7: 37- 38

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 12:3 ）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Now this he said about 
the Spirit, which those who believed in him 
were to receive; for as yet the Spirit had not 
been given, because Jesus was not yet 
glorified.

约翰福音  John  7: 39

信祂之人要受圣灵，象徵得着「活水」



甚麽是「活水的江河」
What is“rivers of living water”?

死海                 Dead 
Sea

黑門山              Mt 
Hermon



先知反复预言，神拯救的时候，
活水将从耶路撒冷、从圣殿流出来，流遍全地

    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
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
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
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
 (  以西结书 47:1)

「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V2:21)

耶稣自己的身体就是那殿，所预言的活水是要从他那里出来
( 看耶稣和撒马利亚妇人的谈话 (v4:7–14) ）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v38)

  活水将要从信主名的人身体里面流出来，
正如从主耶稣身体里流出来一样。

  这就是神在旧约里所预言的，从圣殿而出的活水，将要滋养一切干渴的人。



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新天新地裡： 有活水江河从神而来



「活水」代表创造主给所有创造物
 最核心的祝福 - 生命

  《创世记》 2:10–14: 伊甸园里的四条河水。这四条河水流
贯伊甸园，灌溉和喂养园里一切的生物。

  《出埃及记》 17:6 和《民数记》 20:8 -11 :    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的摩西击打磐石出水，被拯救了他们的生命。



住棚节提醒当日以色列人（和今日的我们）：
1. 记念祖先在旷野住在棚裡的日子 ( 我们未得救前的光景）
2. 收藏了地的出产，是数算恩典、庆祝感恩的日子， 可以住迦南美地。 ( 我们得救以後新生命的开始！ )

3. 记念摩西在旷野击打磐石得水，体会神的照顾。（我们得到的祝福和看顾）
4. 也是祈求神在随后的雨季，赐下丰沛的雨水。      （我们祈求未来的供应和祝福）

( 利未记和后期回归后， 藉节日希望达到的目
的 )



活水江河之源
The source of river of living water

死海                 Dead 
Sea

黑門山              Mt 
Hermon





活水的江河
The river of living water

活水虽然是细流，但奔放向前，与阻碍奋战，流出无限的前途。
饮用活水，它增强、鼓舞和永存您自己的生命力！ 开放、喜乐健康、 愿与人分享带来祝福，成为活水！

生命如活水而活水江河之源是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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