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谷華人宣道會 约翰福音第二章   SVCAC 

 

1 
 

序言 

本课也可以称为〝两个神迹的见证〞：变水为酒和洁净圣殿，一方面，耶稣的大能更新了

人们的生命，使在他里面的人贫乏成为丰富，痛苦变为喜乐．另一方面，耶稣的主权，洁

净人们的宗教生活，使我们讨神喜悦，坚固了初信门徒的信心。洁净圣殿之事应验了旧约

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我们在学习这段经文，也应让主以同样的方式改变我们现在的生

活．请注意，约翰使用'sign'而不是"miracle"．他从许多他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中，

选出这些特别的神迹(圣灵的工作)，好让我们知道其属灵的意义．在每件事件中，神迹的

作用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位来求靠祂的人都有属灵的改变． 

I．第一次行神迹 变水为酒(2:1-11) 

  A.神迹的属灵含意 

耶稣的同情与怜悯：上一章最后一节，耶稣称自己为人子，他所作的第一件神迹，

竟是为一个穷人家解脱突然而临的生活困境．由此而见，主关心与同情我们生活中

的每一个细节(参阅希伯来书 1:1~14)．然而这个神迹毫无疑问的还有另一个意

义．这也表示在耶稣荣耀的使命中，是要将犹太人 那种只注意外表的，形式的，沉

闷无味的生活--"水"，变成基督徒充满喜乐的人生--"酒"．路加就提到"新酒”，主

比喻天国如同婚宴 (路 22:2, 启示录 19:9)．祂称自己为新郎(马太福音 25:5)，旧

约也用"酒”来比喻极大的喜悦和满足(雅歌 1:2~4;以赛亚书 55:1;约珥书 2:24~27;

撒迦利亚 10:7)． 

  B. 背景 

由 2:5 可以看出，这对新婚夫妇与耶稣家有亲戚关系，他母亲好像是厨房总管．当

酒用完后，她感到对此事要负责．在当时，巴勒斯坦的婚筵是个非常特殊的场合，

一般婚筵要持续一周之久．我们的 神乐意看到他的选民在祂面前吃喝快乐(申

14:26)，故给迦拿这个宴席提供丰富的喜酒． 

  C. 故事本身 

   1. 耶稣和他的母亲马利亚 

a. 当婚筵没有酒时，作为管家的马利亚自然转向儿子耶稣去求助．虽然在这以前

耶稣还没有行过神迹，但马利亚知道他是神子，并在过去三十年的家庭生活中深知

他的作为．当施洗约翰公开向世人宣称耶稣是神的羔羊和神的儿子后，马利亚很想

看到耶稣自己公开显示他的主权与能力．也许，她的心里是这样想 ”你已被认知

为弥赛亚，现在是你向世人显现的时候了”。 

b.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马利亚的答复中有三个要点： 

(1)〝妇人〞在当时是礼貌的称呼，如罗马皇帝对埃及女王就用此称呼．中文

用母亲是合适的． 

(2)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原意为“让我来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耶稣

的答复不是以儿子来回答母亲的口气，而是以基督的身份来向她说话．作为耶

稣肉身的母亲也不能影响耶稣的决定与工作．事实上，这开始了她与耶稣的新



泉谷華人宣道會 约翰福音第二章   SVCAC 

 

2 
 

关系(马太 12:46-50)． 

(3) 〝我的时刻还没有到〞：在约翰福音中，“时刻”是一个关键词，他完全

的时刻也是他荣耀的时刻，就是钉十字架，复活及升天的时刻。“我原是为这

个时刻而来”(约 12:27)．他知道那个时刻还没有到．他这次的神迹是为了鼓

励他的门徒，他的亲戚．当然，也因着爱母亲的缘故． 

   2. 耶稣和佣人们 

a. 马利亚对佣人们的吩咐 

当她将这个难处带到耶稣面前后，她一心相信他会以他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她就

吩咐佣人们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今天，我们是否也听他的

命令？信心如果是真的，一定会成为行动．信心几乎会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害怕

会被拒绝或被人看不起，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但“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以赛亚书 49:23，罗 10:11) 

b. 耶稣对佣人的吩咐及佣人的顺服 

耶稣说“把缸倒满水”，佣人就完全顺服(不仅倒水且倒满)．神的祝福经常与我们

的信心中的顺服成正比( 参阅列王记下 4:1~6 )． 

c. 这个神迹是如何发生的，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从约翰福音 1:3 “万物是借

着他造的…”告诉我们，耶稣的话就有”创造”的能力。虽然管筵席的不知道酒是

从那里来的(约翰福音 2:9)，但是舀水的佣人知道。知道 神有如此的大能( 马太

福音 28:18; 腓立比书 4:13) 与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实际的经历到 神的大能是有

很大的不同。 

 

II 耶稣洁净圣殿的见证(2:13-25) 

A. 洁净圣殿是必须的 

那时，每个犹太男子每年至少会有三次上耶路撒冷，参加犹太人的特殊节日，逾越节

是最重要的节日．每个前来朝拜的犹太人都必须将祭物(牛羊，鸽子)献上，为自己的

罪按礼仪献给神．神本是要用这些祭物来预表为世人的罪真正献上的祭物—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请读利未记 5:6~7; 马太福音 26:28; 彼得前书 1:18~20)．按律法，祭物

一定要祭司来查验，看动物是否健康(无暇疵)．然而，祭司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竟宣称所有自备的动物都不合格，强迫朝拜者一定要以高价购买殿中提供的祭物．另

外，祭司以高价兑换人们的圣殿税(由罗马货币换犹太古币)．而这一切却发生在神的

殿中． 

耶稣洁净圣殿共发生两次，第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它是主在地上的事工的开端，

而在其他福音书中的记载，第二次洁净圣殿是在主上十字架的前夕(马可 11:15-16)。 

B. 主的义怒与具有权柄的行动 (2:14~17) 

1. 主的行动 

只有约翰提到主用绳子作成鞭子，将牛羊驱走，并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钱(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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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表现出他的神的主权与圣洁的怒气，无人敢反抗他． 

2. 对主行动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对耶稣的信心再一次被肯定。当这么一小群门徒与主经历这一幕时，

他们不禁想起旧约诗篇 69:9，“因我为你的殿心理焦急，如同火烧”他们的内心

确信耶稣的确是那位盼望以久的弥赛亚，他的作为处处应验旧约的预言． 

 

C. 主对犹太人要看神迹的回答(2:18~22) 

1. 要求 

这要求本身就表明不信．如果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及其它犹太人真心敬拜神与神

同心的话，他们就会敬服这正义的举动，并会说他有勇气面对这弯曲，悖逆，玷污

我们圣殿的时代．可惜他们却以恶毒的要求“神迹”表明他们的不信． 

2. 耶稣的回答 

当人选择拒绝相信神所给他们清楚的教导和神迹时，耶稣有时会改用比喻而不是直

接的言语来促使他们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那些拒绝光的人的一种审判(请

读马太福音3:10~15)． 

在这里，耶稣其实是将自己的死，和复活与建立教会的事，说给犹太人听，以证实

祂的神性．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虽然他们足以意识到

他是用比喻对他们说话，可是他们却有意去曲解他的话，说他要毁掉希律王的圣殿，

并要在三天后再建一个．后来，犹太人确实用这个证词去审判耶稣(马太 26:61) 

约翰解释说主所指的殿是指他自己的身体．耶稣知道，不久犹太人的殿将不复存

在．他对撒马里亚的妇人(约翰 4:21)和他自己的门徒(马太 24:2)都讲过． 

圣殿所预表的都是指向他自己，当他死而复活，升天之后，这圣殿就不再需要

了．因为上帝借着圣灵住在他里面(约翰 3:34，路加 4:1,14,18)．人们可以毁掉耶

稣的身体，但三日后，这上帝的殿要重建．当耶稣死的时候，大殿的幔子从上到下

破开(这幔子原是将至圣所与其它的部份分开(马太 27:51)。神似乎是在说“这献

祭和礼仪的敬拜已经过去，这殿被毁，我将建一个新殿，我将借着圣灵住在每一位

的心里”．今天上帝的殿就是他自己的教会和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体.(林

前 3:16, 6:19-20) 

 

D. 应用 

1. 今天上帝也要洁净我们教会的敬拜与肢体的生活． 

2. 对个人来说，我们是否承认需要主的洁净？他是不是我们生活与生命的中心？我们是

否爱神和爱人如己呢？我们读经祷告吗？如果不是，我们就需要洁净． 

3. 你是否邀请圣灵进入你的心里，掌管你的一切？你肯定他与你同在吗？ 

4. 做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献的祭，洁净了你一切的罪，但你现在是

否还在行一些会使那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担忧的事？如：撒谎，发脾气，自私，没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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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你是否已使圣灵如此担忧以致于不再感动你，或不再使用你服事祂呢？ 

 

 

 

约翰福音第三章。請在下次聚會以前先讀,先思考,讓聖靈幫助, 不須用解經書   

第一天请读第三章的重点摘要 

1.  哪些信息及别人的分享留给你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及第三天：读约翰福音 3：1-10 

2.  为什么基督向尼哥底母直言“重生”，却不回答他所问的问题？ 

 

 

3.  尼哥底母是否误解了耶稣所说的属灵意义？为什么？ 

 

4.  在约翰福音 3：3-8中，基督如何描述没有经历重生的人? 

 

 

5.  试比较约翰福音 3：6，罗马书 7：18及 8：8-9。解释耶稣所指“肉体”一词的涵意 

 

 

 

6.  (a)“出生”隐含着生命。根据耶稣所说的，一个人还没有重生的时候，他的光景是

如何?                     

            (约翰福音 5：24；以弗所书 2：1，5) 

 

(b)一个人能否知道自己是否已经“重生”？(你可以用第三章中其他的经文来回答) 

第四天及第五天：读约翰福音 3：11-17及民数记 21：4-9 

7.  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教师，而且熟知旧约圣经。试举出旧约中的预言应该使尼哥

底母能了解耶稣对圣灵及重生的教导. 

 

 

8.  根据耶稣指责对尼哥底母的指责，请举出两项尼哥底母有关属灵的盲点，都是因为他

根深蒂固的观念，以致于不肯接受已经来到人间的“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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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约翰福音 3：14-15中，找出有关耶稣基督的死和担当我们罪过的经文 

 

 

10. (a)约翰福音 3：17中，耶稣用“得救”一词是什么意思？ 

 

    (b)解释得救这个字在以下经文中的涵意 

    (1)马太福音 27：4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路加福音 8：11-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约翰福音 10：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使徒行传 4：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使徒行传 16：30-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罗马书 5：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罗马书 10：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a.不信耶稣的人就会“灭亡”，“灭亡”的真意是什么？ 

 

    b.耶稣还用了什么词句表达“灭亡” 

     (1)约翰福音 3：17-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约翰福音 3：3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马太福音 7：13-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根据以下的经文，灭亡的人遭遇将如何？ 

     (1)马太福音 25：4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路加福音 13：27-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帖撒罗尼迦后书 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帖撒罗尼迦后书 2：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彼得后书 3：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天：读约翰福音 3：18-36 

12.(a)根据约翰福音 3：18，36，信的人的结局是如何？ 

 

 

 (b)耶稣认为人 

   (1)“来就祂”的理由： 

   (2)“不来就祂”的理由： 

    (3) 尼哥底母是属于那一类的人？ 

13. (a)施洗约翰以那三种方式来拒绝从他门徒的话中使他觉得嫉妒、自怜、和自苦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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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b)从他的作为中，你最想效法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