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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2. 顯出神子的榮耀顯出神子的榮耀顯出神子的榮耀顯出神子的榮耀         

 
一一一一、、、、 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變水為酒變水為酒變水為酒變水為酒 (約約約約 2:1-11)       
     
    神賜給人的生命是喜樂的生命。婚筵是人心中極其喜樂的時刻。(歌 3:11) 耶穌在參加迦
拿婚筵的時候，行了第一個神蹟，為了要顯出祂神性的榮耀來，祂的門徒就信祂了。(約
2:11) 這一個神蹟就是將水變成酒。我們現在僅從七個重點來瞭解這次神蹟發生的屬靈意
義和時機。 
 
1. 行神蹟是行神蹟是行神蹟是行神蹟是在在在在耶穌呼召門徒之後第三日耶穌呼召門徒之後第三日耶穌呼召門徒之後第三日耶穌呼召門徒之後第三日 
     
    第三日有特別的意義，我們可以聯想到耶穌從死裏復活是死後第三日。約翰強調耶穌以
身示殿，告訴猶太人，祂第三日要復活，後來祂的門徒想起耶穌所說的話，就信了聖經和
耶穌所說的。(約 2:19-20) 聖經中的數目代表著特殊屬靈的意義，約拿在魚腹中三日代表
基督在地裏三日。(太 12:40) 亞伯拉罕將他獨生的兒子以撒獻為燔祭，往摩利亞的山地去
的時候，走了三天的路程，心中彷彿失去了他的兒子，第三日卻得回他的兒子，好像從死
裏復活一般。(創 22:4) 舊約以斯帖違例去見亞哈隨魯王，她要猶太人為她禁食三晝三夜，
不吃不喝，這是生死之間的禁食。(斯 4:16) 新約使徒保羅在蒙召時，看見大光，他仆倒在
地，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徒 9:9) 耶穌多次明白的告訴祂的門徒，祂第三日
要復活。(太 16:21;17:23;20:19) 耶穌復活後，門徒受了聖靈，教會成為基督的新婦。 
 
2. 行神蹟的地點是耶穌帶領門徒到加利利的迦拿行神蹟的地點是耶穌帶領門徒到加利利的迦拿行神蹟的地點是耶穌帶領門徒到加利利的迦拿行神蹟的地點是耶穌帶領門徒到加利利的迦拿 
   
    加利利是耶穌長大的地方。迦拿是拿但業的家鄉。(約 21:2)先有拿但業願意跟隨耶穌，
緊接著就去到拿但業的家鄉，這是神在時間上奇妙的安排。迦拿位居拿撒勒北邊九哩路，
因為距離不遠，耶穌的親戚住在迦拿，所以耶穌被邀請去赴筵席，還帶著門徒同去。迦拿
是一個小城，迦拿有蘆葦的意思，是荒僻卑微的地方，不是有名的大城。神過去如何選擇
在一個微不足道的地方顯出神蹟來，今日只要我們謙卑地邀請基督進入我們的心中，基督
的榮耀也會光照我們。求主透過我們這些瓦器來彰顯那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
們，因為有神的靈住在我們心中，感謝主! 
 
3. 行神蹟的場合是在一個婚筵之中行神蹟的場合是在一個婚筵之中行神蹟的場合是在一個婚筵之中行神蹟的場合是在一個婚筵之中 
    
    ｢婚筵｣有何特殊意義呢? 神與人的聯合有如一個婚姻的結合，這一個婚姻的奧秘貫穿整
本聖經，從創世記一直發展到啟示錄。創世記中亞當和夏娃的夫妻關係是有神命定的旨
意。(創 2:24) 婚姻是神配合的，因此人不能分開。(創 19:5-6) 現在很多人輕看婚姻的盟
約，隨意離婚，是神所不喜悅的。亞當與夏娃的婚姻，真正所豫表的是基督與教會的婚
姻。(弗 5:31-32) 信主的人如同貞潔的童女許配給基督。(林後 11:2) 使徒保羅勸勉信徒，
不要犯屬靈的淫亂。(弗 5:2-5) 希伯來書的作者警告我們，千萬不可貪戀世俗，賣掉長子
的名份。(來 12:16) 不可與世界苟合行淫，玷污自己的身子。(來 13:4-5) 雅歌以詩歌體的
寫法隱喻基督與新婦的愛情，以及等候新郎再來的迫切。(歌 8:7,14) 啟示錄是聖經最後一
本書，書中以豫言的方式宣告基督再來時，聖城新耶路撒冷預備好了，如同新婦妝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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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等候丈夫。(啟 21:2,17) 施洗約翰見證基督就是娶新婦的新郎。(約 3:29) 第一個神蹟
指出神與人同在｢以馬內利｣的奧秘，這奧秘從創世記到啟示錄漸進地被顯明出來。令人詫
異的是，基督所要迎娶的新娘，竟是我們這些罪人。我們當如何分別為聖，藉著神的道，
洗淨自己的污穢，如何預備自己的心，等候基督的再來。 
 
4. 行神蹟是在酒用盡的時候行神蹟是在酒用盡的時候行神蹟是在酒用盡的時候行神蹟是在酒用盡的時候 
    
    酒好比世上的福樂，雖然下咽舒暢，終久是咬人如蛇。(箴 23:33) 喝酒就好比人生享受
許多快樂的事，但是當曲終人散的時候，令人感到空虛。人生苦短，時光虛擲，走到盡
頭，往事不堪回首，有人甚至痛不欲生。聖經沒有禁止人喝酒，保羅勸提摩太因著胃口不
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那時的水不潔淨，可以稍微用點酒。(提前 5:23) 然而，
聖經教導人不可醉酒，因為酒能使人放蕩。(弗 5:18) 今天我們有人以保羅對提摩太的勸勉
為可以多多喝酒的憑據，這些人沒有胃口不清，沒有屢次患病，現在的水也很清潔。反倒
因喝酒造成了許多無法彌補的車禍創傷，醉酒戕害身體，以致肝硬化。再說，酒也很貴，
聖經告訴我們，好酒貪食的，必至貧窮。(箴 23:21) 這裏我們看到的問題，不是可不可以
喝酒，而是在婚筵中酒用盡了，耶穌是唯一能用神蹟將水變成酒，供應筵席需要的人。耶
穌所供應的酒不是經過發酵而釀造的，乃是經過神蹟變化出來的，這酒是新酒，不同於一
般的酒。水如何立刻可以變成酒不是人有限的頭腦可以明白的。(太 9:17) 這乃是神大能的
彰顯。這新酒超過人造的酒，代表著神是全能的神。將水變成酒的神蹟，象徵基督能將像
水一般平淡無味的人生，變成像酒一般讓人喜樂滿足的屬靈生活。不是醉酒(徒 2:13)，乃
是被聖靈充滿。(弗 5:18) 用詩章、頌詞、靈歌、讚美神。 
 
5. 行行行行神蹟是神蹟是神蹟是神蹟是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天父天父天父天父的旨意的旨意的旨意的旨意 
     
    這時間不是根據任何人所計劃的時間。雖然在人看來是耶穌的母親來告訴耶穌說：｢他
們沒有酒了。｣是好心的題醒，也是對耶穌有相當的信心。(約 2:2) 但是，耶穌的回答很特
殊。耶穌說：｢婦人，我與妳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表面看來，耶穌的回答非
常不合情理，好像對祂的母親不禮貌。在人看來，就算時候還沒到，也可以很溫柔的回答
母親說：｢母親，讓我們一同等候神吧。｣ 
 
    這裏有一個重要的真理要啟示出來，神行作萬事是根據祂自己的旨意和時間，不是因為
人的吩咐。神樂意祝福人，不需要人用任何方式去強求。｢婦人｣，不是一個輕視的語氣，
乃是耶穌基督站在神兒子的地位上來對一位祂所尊重的婦人說話。｢我與妳有何相干｣，是
當時當地的語言，表達出與別人有不同立場，類似劃清界線的說法。士師耶弗他用同樣的
話對亞捫王表達過他的立場。(士 11:12) 大衛也如此對他的大將亞比篩如此說過。(撒下
16:10) 基督如此說是表達祂來到世上要作的事是拯救世人，讓人知道祂是彌賽亞，是救
主，並不是來幫助婚筵的負責人保證有足夠的酒讓人喝，更不是任何人吩咐祂作甚麼祂就
作甚麼。祂乃是要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父神指示祂何時作何事，祂就遵命而行，祂的時
間是不方便的，不能隨己意而行。(約 7:6-8) 因此祂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 2:4) 
 
6. 行神蹟行神蹟行神蹟行神蹟因為有人相信耶穌有能力因為有人相信耶穌有能力因為有人相信耶穌有能力因為有人相信耶穌有能力 
     
    雖然耶穌對馬利亞所說的話很難讓人理解，但是馬利亞是一位有福的女子，她對神大有
信心。(路 1:45) 她不但在天使對她說關乎童女懷孕生子的時候，願意順服神的旨意。她在
人很難接受的環境下，願意憑著信心來順服神的作為。馬利亞是對神有信心的女子，馬利
亞的信心也是有行動證明的。她不但自己有信心，願意付上代價，她也教導別人憑著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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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順服的功課，付代價。馬利亞所付的代價是甚麼呢? 她不怕別人誤解她，她不在乎別
人怎樣看她，她對用人說：｢祂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作甚麼。｣那些用人聽到她如此吩咐
時的反應如何，聖經沒有記載。然而，無論如何，他們還是因著馬利亞的信心照著去行
了。信心是有感染性的，一個有信心的人才可能鼓勵別人憑信心信靠神。很多時候我們看
不到神的作為，因為我們不信，耶穌因著人剛硬不信的心就不行甚麼異能。(可 6:5) 耶穌
也應許我們，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 9:23) 
   
7. 行神蹟是在人肯聽行神蹟是在人肯聽行神蹟是在人肯聽行神蹟是在人肯聽從從從從耶穌的時刻耶穌的時刻耶穌的時刻耶穌的時刻 
     

耶穌吩咐用人把水倒入六口石缸之中，倒滿到缸口，他們這樣去作並且遵命將舀出來的
水送去給管筵席的。管筵席的一嚐，就分辨出那水變的酒居然比先前所擺上的酒更好。 
「打水｣似乎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但是我們若是精明的用人，經過頭腦分析後，一定不
情願這樣做。 
(1) 客人既然已經都潔淨過了，為何還要再打水呢?  
(2) 不但要打水，還要倒滿整個石缸。要知道那些石缸相當大，每缸可盛十八到二十七加 
      侖的水。 
(3) 不是只倒滿一缸，還要倒滿六缸，這太不合理了。 
(4) 好不容易倒滿了，又要立刻從缸裏舀出來，這又是為什麼呢? 既然要從石缸裏舀出 
      來，何必先倒進石缸裏去呢?  
(5) 不但舀出來，還要給管筵席的人喝。管筵席的也不一定會嚐。很可能以為用人跟他開 
      玩笑，甚至取笑他。 
(6) 即使嚐了，水是水，酒是酒，騙不了人的。他們需要的是酒，那些水有甚麼用呢? 那 
     有從水立刻能變成酒的事呢? 
 
    然而，神蹟卻發生了，白水立刻變成醇酒了。石缸代表著猶太人潔淨的規矩，代表傳統
的猶太教，耶穌作的事是遠超過傳統宗教所能明白的。通常石缸裏裝的水只是為了給客人
作儀式上的潔淨用的，不是用來給人喝的。耶穌如何越過人的理智將水變成酒，同樣也是
將猶太人難以改變的傳統宗教翻轉過來，使人不靠宗教儀式得救，乃是靠神更新變化的大
能，聖靈的能力，不但帶給人新生命，也帶給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喜樂，神的話是人
生命的源頭。感謝神，信而順服的人有福了。 
 
二二二二、、、、 潔淨聖殿潔淨聖殿潔淨聖殿潔淨聖殿 (約約約約 2:13-25)            
     
    當我們蒙了重生了以後，生命漸漸地改變，除去一切的污穢，離開不義，作貴重的器
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提後 2:21) 潔淨聖殿是耶穌事奉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耶穌潔
淨我們的生命，因為主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彼前 1:16) 我們應當仔細
思想。 
 
1. 潔淨聖殿的時機潔淨聖殿的時機潔淨聖殿的時機潔淨聖殿的時機 
     
    約翰福音中記載了三次逾越節，第一次乃是耶穌剛開始出來傳道的時候。(約 2:13) 第二
次是耶穌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的時候。(約 2:13) 第三次是耶穌將要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約 11:55) 這裏約翰所記載的潔淨聖殿是在起初開始傳道，第一次過逾越節的時候。四福
音其它的三本書都題到最後一次的逾越節時耶穌潔淨聖殿。(太 21:12-17;可 11:15-18;路
19:45-46) 這兩次的潔淨意義不同，第一次潔淨時，耶穌宣告祂來到世上的使命就是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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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捨命，祂的身子就是聖殿。祂的死就是拆毀聖殿，祂的復活就是重建聖殿。因為約翰福
音的重點強調耶穌是神，祂與父原為一。(約 10:30-33) 因此耶穌說到聖殿是我父的殿。
(約 2:16)  又說這殿是祂的身體。(約 2:19-21) 約翰福音講到基督是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
子。藉此，基督宣告祂就是神。 
 
    其它三本福音書都講到耶穌潔淨聖殿，宣告這聖殿是基督的殿，是禱告的殿，那時是基
督在地上所過最後一個逾越節。耶穌基督已經得勝的進入耶路撒冷，讓人想起瑪拉基書所
說：｢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祂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
祂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 誰能立得住呢? 因為祂如煉金之人的火，和漂布之人的鹼。
祂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
和華。｣(瑪 3:1-3)    
    
    至於聖殿為何需要多次潔淨? 因為聖殿被人的罪不斷地玷污，所以聖殿需要經過多次的
潔淨。聖經上所記載的潔淨都發生在逾越節的期間，這有很重要的屬靈意義。逾越節與除
酵節是連在一起的，逾越節是紀念神的拯救，將一隻一歲的公羊羔獻為祭。時間是在猶太
新曆正月十四日傍晚三點鐘到六點鐘之間，就是現在的復活節前二日。在那日，羊羔的血
要塗在門框、門楣上，如此在屋子裏面的人可以因羔羊的血，得遮蓋，蒙拯救。(出
12:23-27) 逾越節之後以色列人要吃無酵餅七日，頭一日要把酵從各家除去。酵代表罪
惡，無酵節就是要潔淨所有一切的罪。這裏我們看見從摩西起，經過一千五百年的歷史到
基督的日子，每年逾越節那被殺的羊羔都是豫表「基督是逾越節的羔羊」，祂的寶血洗淨
我們的罪。(林前 5:7-9) 耶穌在逾越節的那天被釘在十字架上，下午三時斷氣。(太 27:45) 
那時正是猶太人過逾越節，全家聚集在屋子裏面的時候。基督的寶血是無瑕疵、無玷污的
羔羊之血。(彼前 1:19-20)基督洗淨我們一切的罪。(來 1:3) 洗淨我們的心。(來 9:14) 基督
的寶血為我們流出，成為與我們立新約的杯，祂的身體為我們捨了，成為從天上降下來的
糧，好讓我們這些因信基督的救贖而成為神的兒女的人，能夠來到神面前來，吃這餅，喝
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林前 11:23-26)     
 
2. 潔淨聖殿的地點潔淨聖殿的地點潔淨聖殿的地點潔淨聖殿的地點 
    

耶路撒冷是聖城，是耶穌潔淨聖殿的地點。耶路撒冷是所羅門建聖殿的地方。(代下 3:1) 
這聖殿位於摩利亞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上，大衛指定的地方。這是因為大衛
數點以色列人和猶大人干罪神後，大衛在三樣災難裏面選擇了「國中三日的瘟疫」，於是
民間死了七萬人。正當滅民的天使在耶布斯人亞勞拿的禾場那裏，向耶路撒冷伸手要滅城
的時候，大衛認罪、禱告，求神寬恕。買下了禾場與牛，在這禾場上為耶和華築了一座
壇，獻燔祭和平安祭。(撒下 24:18-25) 這就是大衛指定建聖殿的地方。 

 
    聖殿的本身有以下八個重大功能： 
(1)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位居於聖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衛和所羅門統治全以色列的京城。(撒下 5:5) 
(2)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聖城耶路撒冷在錫安山，錫安是神所揀選為自己永遠的居所。(詩 132:13-14) 
(3) 軍事軍事軍事軍事 
    聖城為神之民的堅固保障，易守難攻，是神保護祂百姓的地方。(撒下 5:7-10) 
(4) 赦罪赦罪赦罪赦罪 
    聖城耶路撒冷是罪人悔改，築壇獻祭，蒙神赦免罪惡的地方。(撒下 24: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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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獻祭獻祭獻祭獻祭 
聖城耶路撒冷位於亞摩利山上，是亞伯拉罕獻獨生愛子以撒的地方。二千二百年後，神 
卻在此山上將祂自己的獨生子獻上為贖我們的罪。(創 22:9-13) 

(6) 預備預備預備預備 
    聖城耶路撒冷是「耶和華以勒」的所在，意思是在神的聖山上必有預備。(創 22:14) 
(7) 應許應許應許應許 

聖城耶路撒冷是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這是一個極大的應許是關乎萬民的，神應許亞伯 
拉罕地上萬國都必因他的後裔蒙福。(創 22:17-18)他的後裔是單數的，就是指著那位應 
許的彌賽亞。(加 3:16) 

(8) 國度國度國度國度 
聖城耶路撒冷代表著神公義和平永恆的國度，早在創世記中至高神的祭司麥基洗德在王 
谷祝福亞伯拉罕，麥基洗德豫表基督將為永遠的祭司君王，他是撒冷王，繙出來就是仁 
義王，是平安王。(創 14:18-20) 

 
3. 潔淨聖殿的方式潔淨聖殿的方式潔淨聖殿的方式潔淨聖殿的方式 
     
    耶穌看見殿裏有賣牛羊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裏。這些牛羊鴿子和付聖殿
丁稅所需要的銀子是為了獻祭而準備的。(出 30:12-12;太 17:24-29) 因為許多人從很遠的地
方來敬拜神，不方便將牛羊鴿子帶來，因此有人預備了一些牛羊鴿子，讓人用錢可以買來
獻祭，這樣作原本是給有困難的人一些幫助。原則上這樣作並沒有甚麼不對，可是人心是
貪婪的，因為有利可圖，商人將這些祭物的價格提得很高，藉此從中賺取暴利。更可惡的
是，商人與聖殿的祭司勾結，因為祭牲必須要經過祭司檢查，確定是沒有瑕疵的才可以獻
祭，因此祭司也故意不讓本地帶來的祭物通過檢查，總是斷定人所帶來的牛羊鴿子都不合
規定，他們只好花很多的錢來買。耶穌看見這種貪婪腐敗的情形，非常生氣。耶穌就拿繩
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又對賣鴿
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耶穌如此作，如此說話都
帶著權柄，那些人都知道耶穌的言行都是正確的，因此也沒有人敢來阻止耶穌。我們是否
也能為神家的緣故願意仗義執言，拒絕與世界妥協，對付罪惡，甚至付代價成為別人反對
的對象呢? 
 
4. 潔淨聖殿的理由潔淨聖殿的理由潔淨聖殿的理由潔淨聖殿的理由 
     

耶穌以祂自己的身子為聖殿。玷污聖殿，就是玷污基督的身子。這聖殿如何代表著基督
的身子呢? 聖殿和其中的聖所、至聖所中的物件，都是豫表耶穌基督為我們的救贖主。我
們是基督身上的肢體，我們要過分別為聖的生活，成為榮耀的教會，聖潔沒有瑕疵。 

 
(1) 聖殿聖殿聖殿聖殿 

聖殿是萬民禱告的殿。(賽 56:7) 神的子民進入聖殿禱告神。(王上 8:30) 基督是為萬民禱 
告的大祭司。(來 7:25) 祂為我們的罪死了，並且從死裏復活後，現今在神的右邊，替我 
們祈求，因此沒有人能定我們的罪，故我們的罪得蒙赦免。(羅 8:34) 聖殿是為了榮耀神 
的。(該 1:8) 當聖殿完工的時候，神的榮光曾大大充滿了聖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  
職。 (代下 5:14) 基督所行的都是榮耀神。(約 17:4) 

(2) 祭壇祭壇祭壇祭壇 
聖殿的銅祭壇是為了獻祭。銅代表審判，獻上的祭物是為了求赦罪之恩。基督一次被 
獻，擔當多人的罪。(來 9:28) 基督是我們的燔祭，滿足神公義的要求。基督是素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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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祂所活出聖潔沒有瑕疵的生活使我們在祂裏面也成為聖潔，合乎主用。基督是我們的 
平安祭，成就了神與人之間的平安，基督是我們的中保，不但成就了神與人之間的平 
安，也讓人彼此相交。基督是贖罪祭，使我們的罪都歸到祂身上，不再被定罪。基督是 
我們的贖愆祭，為我們付出罪的代價，除去良心的虧欠，來到神面前。(來 10:22) 

(3) 洗濯盆洗濯盆洗濯盆洗濯盆 
    進聖所前的洗濯盆是為了潔淨祭司，基督洗淨了我們的罪。(來 1:3) 
(4) 金燈台金燈台金燈台金燈台 

聖所內的金燈台是為了照亮而設立的，基督是世上的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跟隨 
祂的就不在黑暗裏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這生命的光也照亮別人，照亮這黑暗的世 
代。(約 8:12) 

(5) 陳設餅陳設餅陳設餅陳設餅 
聖所的桌子上擺了十二個陳設餅。(利 24:5-6) 這餅是分別為聖的，只有祭司可以吃。 
(利 24:9) 基督徒今日是有君尊的祭司。基督是我們彼此相交的基礎。聖所的陳設餅代表 
分別為聖的供應，信徒彼此在光明中彼此相交，團契。(約一 1:3,7) 

(6) 金香爐金香爐金香爐金香爐 
    金香爐代表禱告，基督為我們向父神代求。(羅 8:34) 
(7) 幔子幔子幔子幔子 
    聖所與至聖所中間的幔子代表攔阻，基督死的時候，殿中的幔子從上 

到下裂為兩半。(太 27:51) 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體。(來 10:20) 如今我們可以靠著基督坦 
｡然進入至聖所，因為攔阻已經除去了  

(8) 約櫃約櫃約櫃約櫃 
聖所的約櫃代表神的同在。(民 10:35-36,撒上 4:5-7) 基督與父神原為一。基督住在父裏 
面，父神住在基督裏面。(約 17:21) 

(9) 約版約版約版約版 
約版代表基督與我們所立的新約，已經超過舊約。(來 8:13) 因為基督已經成全了律法一 
切的要求。(太 5:17) 律法引我們到基督面前來。(加 3:24) 律法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 
卻是基督。(西 2:17) 

(10) 嗎哪嗎哪嗎哪嗎哪 
嗎哪是基督信實的供應。(啟 2:17) 耶穌基督就是天上降下來的嗎哪，讓我們可以吃了永

遠活著。(約 6:51) 
(11) 發芽的杖發芽的杖發芽的杖發芽的杖 
    發芽的杖代表基督的復活。(民 17:8) 基督是首先復活的，我們也要復活。(林前 15:28) 
(12) 施恩座施恩座施恩座施恩座 
   施恩座代表基督向我們施恩。基督使我們蒙神的恩惠與憐憫。(來 4:16) 
 
    從約翰福音第二章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中，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經過變化，是因為耶
穌所行的神蹟。耶穌行了使水變成酒的神蹟，讓人白白的得到好酒，顯出祂的榮耀來，許
多的人就信祂了。我們乃是接受了白白的救恩，正如同石缸裏的水經過耶穌的變化，立刻
就變成了好酒。真神的兒子卑微地來到人間，與我們同住，賜救贖的恩典給我們，讓我們
不靠人的努力、善行、道德、功德得救，乃是一信靠基督立刻罪得赦免，成為神的兒女。
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們既然蒙了重生，就當活出聖潔的生活來，顯出我們生命的變化的
因著耶穌所賜的新生命，如此耶穌在我們的身上顯出祂的榮耀來，讓許多人信耶穌。求神
幫助我們的生命經歷更新而變化，保持聖潔，成為聖靈居住的所在，讓神在教會中，在基
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N04021 孫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