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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默想

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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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的正午，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来到井
边。她这时候来打水是为了躲避村里其他的
人。 她的生活充满了磨难和不幸。 她被人
唾弃，因为人们认为她是满身罪污的人。

井旁的妇人

正当她愁眉紧锁、感到酷热难耐的时
候，耶稣对她说话。 这让她十分惊讶。（在
当时的那个年代，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歧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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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深，
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坚决不和他们
说话；而且犹太的夫子一般不会和妇人说话，更
何况是撒玛利亚妇人。
）

更令撒玛利亚妇人惊讶的是：耶稣很清
楚她所做的错事，也清楚她真正的需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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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将生命的活水赐给了这位妇人，使她得到
了医治和释放，满足了她真正的需要。于是，
这位妇人勇敢地向鄙视她的村里人宣告基督
的到来。 上帝拯救的大能再次得到彰显。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撒玛利亚妇人”，

学习要点
可以
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孩子
玛
1 讲述耶稣是怎样爱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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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爱别人；
的方式；
3 选 择一种待人友善
成为上帝
4 顺从圣灵的引导，
家里的人。

心里有一块不愿意让人知道、害怕被人触摸
的“禁地”。但是，无论你如何深锁这块“禁
地”，上帝了解它，接纳它，愿意释放它给
你带来的禁锢、抚平它给你留下的创伤。只
要向上帝敞开你的心，你就会得到这种奇妙
的医治。当你经历了这样的医治之后，才能
更好地帮助那些心灵受到伤害的孩子：接纳

学习目的
我 们 要 彼此 相 爱。

他们，安慰他们，引导他们在耶稣里得医治。

教学点滴
注意孩子的缺席情况；记住孩子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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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这都是对孩子们关心的具体体现。 此外，每周花些时间培养与孩子们父母的关系
也很重要。您可以与他们分享教学目标；或孩子灵命成长过程中的心得。要知道这样
的分享很可能会激励家长们追求他们自身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这样做还会促进教会和家庭之间建立彼此信任和理解的桥梁；同时在分享的过程
中您的信心也会得到坚固。

过程
你穿的衣服和你身边的人有什么不同呢？（自由发言）请一个孩子作志愿者。其他
孩子们秘密地决定统一做的一个动作，
（例如：摇晃一个手指。）但是，要另外选定一个孩
子扮演“与众不同者”—— 他做的动作与大家略有一点点不同之处，
（例如：摇晃两个
手指。
）志愿者要仔细观看他们的动作，找出哪一个孩子是“与众不同者”
。找到后，
“与

众不同者”当下一轮游戏的志愿者。（动作选择：大家用左脚站立，而“与众不同者”用右脚
站立。大家按顺时针方向转动，
“与众不同者”向相反方向转动等等……）有的时候，人们不喜

欢别人和自己不一样。你们试着从今天的故事中看看，耶稣如何对待和他不一样的人。

材料 圣经、圣经故事填图（见书后附图）
小助教
（您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使用“小助教”中提供的方法，帮助孩子们理解、记忆。
）

带领孩子们模仿故事里的声音。 例如：孩子们一起跺脚，模仿耶稣和门徒们走路
的声音；女孩子们一起跺脚，模仿撒玛利亚妇人走路的声音；一个人快速跺脚模仿妇
人跑回城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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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别人取笑你时，你会有什么感觉？（自由发言）别人不喜欢或者不接受我们的时
候，我们会难过。听下面的故事，看看耶稣是怎样对待那个大家都讨厌的女人的。（用
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

经过撒玛利亚
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到很多地方向人们讲上帝的爱。 有一天，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
的一个地方。在耶稣那个年代，犹太人不愿意靠近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犹太人和撒玛
利亚人互相仇恨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耶稣选择经过那里是为了向人们表明一个重要
的道理。
这是一次很长的旅行，耶稣又累又热。 他们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耶稣就在井
旁休息，而门徒们都到城里买食物去了。 那个时候的井是什么样子的呢？
耶稣正在井旁休息的时候，看见一个妇人向他这边走过来。她是来打水的。这个
时候来打水是很不合适的，因为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中午非常非常地热，人们一般要等
到傍晚天气凉快一点的时候才会出来打水。

我能喝一些水吗？
当妇人走到井边的时候，耶稣问了她一个问题。 朗读 [约翰福音] 4 章 7 节，找
出耶稣问的是什么。
妇人非常惊奇地问，
“什么？你是一个犹太人，而我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怎
么向我要水喝呢？”她这样吃惊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男人和女人在街上相遇是
不会互相说话的。 而且，犹太人不愿意和撒玛利亚人讲话。
耶稣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会求我给你活水的！”
那个妇人不明白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问耶稣：
“你怎么能给我活水呢？你没有桶，也没有绳子。这口井非常深，你从
哪里得到活水呢？”
耶稣告诉这个妇人：
“凡喝这井水的人还会再渴，但是喝了我给的水的那人却会永
远不渴。 我所给的水要在那个人心里面成为泉源，一直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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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说：
“请把这样的水赐给我！那么我就永远不会渴了，也不用每天到井边打水
了。”妇人以为耶稣是在说那种能喝的水。她没明白耶稣的说的“水”是代表来自上帝
的生命，永远的生命。
耶稣继续对她讲话，越讲她越发现耶稣知道她所
有的事情，甚至她曾做过的错事耶稣都知道。后来耶
稣告诉妇人，他就是弥赛亚，上帝应许派来拯救人的
王。那个妇人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高兴，赶快跑回
城里去要把这些事告诉别人，她跑得太急了，把打
水的事忘了个干干净净，连水罐都落在了井旁。

弥赛亚已经来了
妇人告诉城里的人：
“你们来看哪！有一个人把我曾经做过的事都说出来了！他会
不会是弥赛亚呢？”你觉得人们会怎么做呢？
人们从城里赶快跑到井边来见耶稣。他们想来亲眼看一看这位弥赛亚！他们请耶
稣在他们那里住了些日子，很多人都相信了耶稣就是弥赛亚。 这些撒玛利亚城里的人
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不但看到耶稣爱那个人人都不愿意理的女人，更在耶稣身上
看到了上帝的大爱。

总结
尽管犹太人不喜欢撒玛利亚人，但是耶稣却爱他们，把永生的道理讲给她听。 无
论你长得什么样子，从哪里来，耶稣爱你，希望你得到永生的福气。 他也希望我们能
互相友爱。 你愿意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给更多的人吗？
告诉感兴趣的孩子怎样得到永生的福气。（参看“带领孩子归向基督”。）

材料 圣经、大纸箱、纸、胶带（或胶水）
准备 把箱子放在教室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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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让我们一起来打一口井。 箱子代表“井”，纸片代表“砖”。 正确回答一下问题的
孩子有资格在“井”上加一块“砖”。孩子们把纸片贴到箱子上表示他们正在打“井”。
´ 我们今天的故事里有哪些人？
´ 耶稣如何爱那个撒马利亚妇人？（在别人不理睬她的时候和她说话；告诉她关于永
生的事情……）

´ 耶稣讲了关于爱别人的事情。 为什么耶稣说我们应该爱其他人？
´ 你们遇到过别人不喜欢你的时候吗？

材料 圣经
过程
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说耶稣说过的话。和孩子们围成一个圈。在诵读 [约翰福
音] 15 章 12 节的时候，和您旁边的一个孩子握手。那个孩子一边诵读经文，一边和他
旁边的孩子握手。 以此类推，让每个孩子都握一遍手。（接下来可以把“握手”换成“微
笑”
、
“挥手”
、
“击掌”或“拍拍后背”
。）

´ 耶稣是怎样爱我们的？
´ 当你想到耶稣爱你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如何？
´ 你可以去爱你周围的哪一个人？
´ 你会怎样去爱其他的人呢？

材料 圣经、彩色的纸、剪子、蜡笔、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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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给每个孩子一个纸做的圆。
过程
如果一个人在全班人面前写错了一个字，别人会说他些什么呢？
你们会怎样看待一个穿着很奇怪的同学呢？在学校里，
你会怎样对待那些遇到困难
的人呢？（自由发言）有的时候，人们会嘲笑或取笑那些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有的时候，
因为一个人有一点特别，你就不愿意和他玩。 耶稣希望我们怎样对待别人呢？和孩子
们一起在 [约翰福音] 15 章 12 节寻找答案。
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耶稣都爱我们。他希望我们也去爱别人。耶稣是怎样对
待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呢？（耶稣友善地对她。）
对那些可能和你们不一样的人，你们可以怎样去爱他们呢？ 您可以分享一些爱别
人的具体方式。
现在我们要来做脸谱。 每个人做的脸谱都要不一样，这提醒我们——耶稣爱各种
各样的人。 给每个孩子一个纸做的圆。 让孩子们在圆的背面抄写 [约翰福音] 15 章
12 节，然后把纸翻过来，用各种彩纸剪出头发、眼睛、鼻子，并在圆形纸上贴出一个
脸谱。 把脸谱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作为装饰。

材料 黑板、粉笔或者大纸、笔
准备 在黑板或纸上画出格子。
过程
把孩子们分成“O”、
“×”两个组。 您提问，让两组孩子轮流回答。“O”组的孩
子答对了就在任意一个方格里画一个“O”；“X”组的孩子答对了，则在任意一个方格
里画“×”。游戏的目的是要让本组的三个图形在方格上连成一条线，同时阻止另一组
的图形先连成一条线。（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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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正误
´ 犹太人非常喜欢撒玛利亚人。（错误）
´ 在耶稣的年代里，一个男人是不会和他不认识的女人说话的。（正确）
´ 耶稣到不同的地方去告诉人们上帝的爱。（正确）
´ 耶稣在井边停下来是因为他累了。（正确）
´ 耶稣向井边的妇人要水喝。（正确）
´ 耶稣歧视撒玛利亚妇人。（错误）
´ 井边的妇人非常惊讶耶稣和她说话。（正确）
´ 耶稣向妇人要一些食物。（错误）
´ 那个妇人是撒玛利亚人。（正确）
´ 耶稣告诉妇人，她可以向他要活水。（正确）
´ 耶稣说他是弥赛亚。（正确）
´ 妇人告诉人们关于耶稣的事情。（正确）
´ 没有人相信妇人说的关于耶稣的事情。（错误）
´ 妇人把水罐留在井边跑去告诉别人关于耶稣的事情。（正确）
´ 圣经时代的人们到厨房的水池里打水。（错误）
´ 井是圣经时代的人们能打到水的地方。（正确）
´ 门徒们去买食物了。（正确）
´ 撒玛利亚人通常是在天气很热的中午去打水。（错误）
´ 撒玛利亚妇人没有告诉任何人关于耶稣的事情。（错误）
´ 耶稣希望我们得到永生的福气。（正确）

您可以和孩子们分享自己曾经很难爱别人或接纳别人的时刻。你可以怎样向别人
表达耶稣的爱呢？（自由发言）
一起祷告，请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爱每一个人。（你们可以手拉手一起祷告。）
（如果班上的孩子多，可以分成几个小组，由您的助手带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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