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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 

 2. 显出神子的荣耀显出神子的荣耀显出神子的荣耀显出神子的荣耀         

 
一一一一、、、、 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变水为酒变水为酒变水为酒 (约约约约 2:1-11)       
     
    神赐给人的生命是喜乐的生命。婚筵是人心中极其喜乐的时刻。(歌 3:11) 耶稣在参加迦
拿婚筵的时候，行了第一个神迹，为了要显出祂神性的荣耀来，祂的门徒就信祂了。(约
2:11) 这一个神迹就是将水变成酒。我们现在仅从七个重点来了解这次神迹发生的属灵意
义和时机。 
 
1. 行神迹是在耶稣呼召门徒之后第三日行神迹是在耶稣呼召门徒之后第三日行神迹是在耶稣呼召门徒之后第三日行神迹是在耶稣呼召门徒之后第三日 
     
    第三日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联想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死后第三日。约翰强调耶稣以
身示殿，告诉犹太人，祂第三日要复活，后来祂的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就信了圣经和
耶稣所说的。(约 2:19-20) 圣经中的数目代表着特殊属灵的意义，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代表
基督在地里三日。(太 12:40) 亚伯拉罕将他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往摩利亚的山地去
的时候，走了三天的路程，心中仿佛失去了他的儿子，第三日却得回他的儿子，好象从死
里复活一般。(创 22:4) 旧约以斯帖违例去见亚哈随鲁王，她要犹太人为她禁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这是生死之间的禁食。(斯 4:16) 新约使徒保罗在蒙召时，看见大光，他仆倒在
地，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徒 9:9) 耶稣多次明白的告诉祂的门徒，祂第三日
要复活。(太 16:21;17:23;20:19) 耶稣复活后，门徒受了圣灵，教会成为基督的新妇。 
 
2. 行神迹的地点是耶稣带领门徒到加利利的迦拿行神迹的地点是耶稣带领门徒到加利利的迦拿行神迹的地点是耶稣带领门徒到加利利的迦拿行神迹的地点是耶稣带领门徒到加利利的迦拿 
   
    加利利是耶稣长大的地方。迦拿是拿但业的家乡。(约 21:2)先有拿但业愿意跟随耶稣，
紧接着就去到拿但业的家乡，这是神在时间上奇妙的安排。迦拿位居拿撒勒北边九哩路，
因为距离不远，耶稣的亲戚住在迦拿，所以耶稣被邀请去赴筵席，还带着门徒同去。迦拿
是一个小城，迦拿有芦苇的意思，是荒僻卑微的地方，不是有名的大城。神过去如何选择
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显出神迹来，今日只要我们谦卑地邀请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基督
的荣耀也会光照我们。求主透过我们这些瓦器来彰显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
们，因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中，感谢主! 
 
3. 行神迹的场合是在一个婚筵之中行神迹的场合是在一个婚筵之中行神迹的场合是在一个婚筵之中行神迹的场合是在一个婚筵之中 
    
    ｢婚筵｣有何特殊意义呢? 神与人的联合有如一个婚姻的结合，这一个婚姻的奥秘贯穿整
本圣经，从创世记一直发展到启示录。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的夫妻关系是有神命定的旨
意。(创 2:24) 婚姻是神配合的，因此人不能分开。(创 19:5-6) 现在很多人轻看婚姻的盟
约，随意离婚，是神所不喜悦的。亚当与夏娃的婚姻，真正所豫表的是基督与教会的婚
姻。(弗 5:31-32) 信主的人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林后 11:2) 使徒保罗劝勉信徒，
不要犯属灵的淫乱。(弗 5:2-5) 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千万不可贪恋世俗，卖掉长子
的名份。(来 12:16) 不可与世界苟合行淫，玷污自己的身子。(来 13:4-5) 雅歌以诗歌体的
写法隐喻基督与新妇的爱情，以及等候新郎再来的迫切。(歌 8:7,14) 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
本书，书中以豫言的方式宣告基督再来时，圣城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如同新妇妆饬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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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等候丈夫。(启 21:2,17) 施洗约翰见证基督就是娶新妇的新郎。(约 3:29) 第一个神迹
指出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奥秘，这奥秘从创世记到启示录渐进地被显明出来。令人诧
异的是，基督所要迎娶的新娘，竟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当如何分别为圣，借着神的道，
洗净自己的污秽，如何预备自己的心，等候基督的再来。 
 
4. 行神迹是在酒用尽的时候行神迹是在酒用尽的时候行神迹是在酒用尽的时候行神迹是在酒用尽的时候 
    
    酒好比世上的福乐，虽然下咽舒畅，终久是咬人如蛇。(箴 23:33) 喝酒就好比人生享受
许多快乐的事，但是当曲终人散的时候，令人感到空虚。人生苦短，时光虚掷，走到尽
头，往事不堪回首，有人甚至痛不欲生。圣经没有禁止人喝酒，保罗劝提摩太因着胃口不
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那时的水不洁净，可以稍微用点酒。(提前 5:23) 然而，
圣经教导人不可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弗 5:18) 今天我们有人以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
为可以多多喝酒的凭据，这些人没有胃口不清，没有屡次患病，现在的水也很清洁。反倒
因喝酒造成了许多无法弥补的车祸创伤，醉酒戕害身体，以致肝硬化。再说，酒也很贵，
圣经告诉我们，好酒贪食的，必至贫穷。(箴 23:21) 这里我们看到的问题，不是可不可以
喝酒，而是在婚筵中酒用尽了，耶稣是唯一能用神迹将水变成酒，供应筵席需要的人。耶
稣所供应的酒不是经过发酵而酿造的，乃是经过神迹变化出来的，这酒是新酒，不同于一
般的酒。水如何立刻可以变成酒不是人有限的头脑可以明白的。(太 9:17) 这乃是神大能的
彰显。这新酒超过人造的酒，代表着神是全能的神。将水变成酒的神迹，象征基督能将像
水一般平淡无味的人生，变成像酒一般让人喜乐满足的属灵生活。不是醉酒(徒 2:13)，乃
是被圣灵充满。(弗 5:18) 用诗章、颂词、灵歌、赞美神。 
 
5. 行行行行神迹是完成天父的旨意神迹是完成天父的旨意神迹是完成天父的旨意神迹是完成天父的旨意 
     
    这时间不是根据任何人所计划的时间。虽然在人看来是耶稣的母亲来告诉耶稣说：｢他
们没有酒了。｣是好心的题醒，也是对耶稣有相当的信心。(约 2:2) 但是，耶稣的回答很特
殊。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表面看来，耶稣的回答非
常不合情理，好象对祂的母亲不礼貌。在人看来，就算时候还没到，也可以很温柔的回答
母亲说：｢母亲，让我们一同等候神吧。｣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真理要启示出来，神行作万事是根据祂自己的旨意和时间，不是因为
人的吩咐。神乐意祝福人，不需要人用任何方式去强求。｢妇人｣，不是一个轻视的语气，
乃是耶稣基督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来对一位祂所尊重的妇人说话。｢我与你有何相干｣，是
当时当地的语言，表达出与别人有不同立场，类似划清界线的说法。士师耶弗他用同样的
话对亚扪王表达过他的立场。(士 11:12) 大卫也如此对他的大将亚比筛如此说过。(撒下
16:10) 基督如此说是表达祂来到世上要作的事是拯救世人，让人知道祂是弥赛亚，是救
主，并不是来帮助婚筵的负责人保证有足够的酒让人喝，更不是任何人吩咐祂作甚么祂就
作甚么。祂乃是要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父神指示祂何时作何事，祂就遵命而行，祂的时
间是不方便的，不能随己意而行。(约 7:6-8) 因此祂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 2:4) 
 
6. 行神迹因为有人相信耶稣有能力行神迹因为有人相信耶稣有能力行神迹因为有人相信耶稣有能力行神迹因为有人相信耶稣有能力 
     
    虽然耶稣对马利亚所说的话很难让人理解，但是马利亚是一位有福的女子，她对神大有
信心。(路 1:45) 她不但在天使对她说关乎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她在
人很难接受的环境下，愿意凭着信心来顺服神的作为。马利亚是对神有信心的女子，马利
亚的信心也是有行动证明的。她不但自己有信心，愿意付上代价，她也教导别人凭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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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顺服的功课，付代价。马利亚所付的代价是甚么呢? 她不怕别人误解她，她不在乎别
人怎样看她，她对用人说：｢祂告诉你们甚么，你们就作甚么。｣那些用人听到她如此吩咐
时的反应如何，圣经没有记载。然而，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因着马利亚的信心照着去行
了。信心是有感染性的，一个有信心的人才可能鼓励别人凭信心信靠神。很多时候我们看
不到神的作为，因为我们不信，耶稣因着人刚硬不信的心就不行甚么异能。(可 6:5) 耶稣
也应许我们，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 9:23) 
   
7. 行神迹是在人肯听从耶稣的时刻行神迹是在人肯听从耶稣的时刻行神迹是在人肯听从耶稣的时刻行神迹是在人肯听从耶稣的时刻 
     

耶稣吩咐用人把水倒入六口石缸之中，倒满到缸口，他们这样去作并且遵命将舀出来的
水送去给管筵席的。管筵席的一尝，就分辨出那水变的酒居然比先前所摆上的酒更好。 
「打水｣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但是我们若是精明的用人，经过头脑分析后，一定不
情愿这样做。 
(1) 客人既然已经都洁净过了，为何还要再打水呢?  
(2) 不但要打水，还要倒满整个石缸。要知道那些石缸相当大，每缸可盛十八到二十七加 
      仑的水。 
(3) 不是只倒满一缸，还要倒满六缸，这太不合理了。 
(4) 好不容易倒满了，又要立刻从缸里舀出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既然要从石缸里舀出 
      来，何必先倒进石缸里去呢?  
(5) 不但舀出来，还要给管筵席的人喝。管筵席的也不一定会尝。很可能以为用人跟他开 
      玩笑，甚至取笑他。 
(6) 即使尝了，水是水，酒是酒，骗不了人的。他们需要的是酒，那些水有甚么用呢? 那 
     有从水立刻能变成酒的事呢? 
 
    然而，神迹却发生了，白水立刻变成醇酒了。石缸代表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代表传统
的犹太教，耶稣作的事是远超过传统宗教所能明白的。通常石缸里装的水只是为了给客人
作仪式上的洁净用的，不是用来给人喝的。耶稣如何越过人的理智将水变成酒，同样也是
将犹太人难以改变的传统宗教翻转过来，使人不靠宗教仪式得救，乃是靠神更新变化的大
能，圣灵的能力，不但带给人新生命，也带给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喜乐，神的话是人
生命的源头。感谢神，信而顺服的人有福了。 
 
二二二二、、、、 洁净圣殿洁净圣殿洁净圣殿洁净圣殿 (约约约约 2:13-25)            
     
    当我们蒙了重生了以后，生命渐渐地改变，除去一切的污秽，离开不义，作贵重的器
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提后 2:21) 洁净圣殿是耶稣事奉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耶稣洁
净我们的生命，因为主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前 1:16) 我们应当仔细思
想。 
 
1. 洁净圣殿的时机洁净圣殿的时机洁净圣殿的时机洁净圣殿的时机 
     
    约翰福音中记载了三次逾越节，第一次乃是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约 2:13) 第二
次是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约 2:13) 第三次是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约 11:55) 这里约翰所记载的洁净圣殿是在起初开始传道，第一次过逾越节的时候。四福
音其它的三本书都题到最后一次的逾越节时耶稣洁净圣殿。(太 21:12-17;可 11:15-18;路
19:45-46) 这两次的洁净意义不同，第一次洁净时，耶稣宣告祂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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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舍命，祂的身子就是圣殿。祂的死就是拆毁圣殿，祂的复活就是重建圣殿。因为约翰福
音的重点强调耶稣是神，祂与父原为一。(约 10:30-33) 因此耶稣说到圣殿是我父的殿。
(约 2:16)  又说这殿是祂的身体。(约 2:19-21) 约翰福音讲到基督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
子。藉此，基督宣告祂就是神。 
 
    其它三本福音书都讲到耶稣洁净圣殿，宣告这圣殿是基督的殿，是祷告的殿，那时是基
督在地上所过最后一个逾越节。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让人想起玛拉基书所
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祂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祂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祂如炼金之人的火，和漂布之人的碱。
祂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
和华。｣(玛 3:1-3)    
    
    至于圣殿为何需要多次洁净? 因为圣殿被人的罪不断地玷污，所以圣殿需要经过多次的
洁净。圣经上所记载的洁净都发生在逾越节的期间，这有很重要的属灵意义。逾越节与除
酵节是连在一起的，逾越节是纪念神的拯救，将一只一岁的公羊羔献为祭。时间是在犹太
新历正月十四日傍晚三点钟到六点钟之间，就是现在的复活节前二日。在那日，羊羔的血
要涂在门框、门楣上，如此在屋子里面的人可以因羔羊的血，得遮盖，蒙拯救。(出
12:23-27) 逾越节之后以色列人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各家除去。酵代表罪
恶，无酵节就是要洁净所有一切的罪。这里我们看见从摩西起，经过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到
基督的日子，每年逾越节那被杀的羊羔都是豫表「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祂的宝血洗净
我们的罪。(林前 5:7-9) 耶稣在逾越节的那天被钉在十字架上，下午三时断气。(太 27:45) 
那时正是犹太人过逾越节，全家聚集在屋子里面的时候。基督的宝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的
羔羊之血。(彼前 1:19-20)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来 1:3) 洗净我们的心。(来 9:14) 基督
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成为与我们立新约的杯，祂的身体为我们舍了，成为从天上降下来的
粮，好让我们这些因信基督的救赎而成为神的儿女的人，能够来到神面前来，吃这饼，喝
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来。(林前 11:23-26)     
 
2. 洁净圣殿的地点洁净圣殿的地点洁净圣殿的地点洁净圣殿的地点 
    

耶路撒冷是圣城，是耶稣洁净圣殿的地点。耶路撒冷是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代下 3:1) 
这圣殿位于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大卫指定的地方。这是因为大卫
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干罪神后，大卫在三样灾难里面选择了「国中三日的瘟疫」，于是
民间死了七万人。正当灭民的天使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
的时候，大卫认罪、祷告，求神宽恕。买下了禾场与牛，在这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了一座
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撒下 24:18-25) 这就是大卫指定建圣殿的地方。 

 
    圣殿的本身有以下八个重大功能： 
(1)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位居于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卫和所罗门统治全以色列的京城。(撒下 5:5) 
(2)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圣城耶路撒冷在锡安山，锡安是神所拣选为自己永远的居所。(诗 132:13-14) 
(3) 军事军事军事军事 
    圣城为神之民的坚固保障，易守难攻，是神保护祂百姓的地方。(撒下 5:7-10) 
(4) 赦罪赦罪赦罪赦罪 
    圣城耶路撒冷是罪人悔改，筑坛献祭，蒙神赦免罪恶的地方。(撒下 24: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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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献祭献祭献祭献祭 
圣城耶路撒冷位于亚摩利山上，是亚伯拉罕献独生爱子以撒的地方。二千二百年后，神 
却在此山上将祂自己的独生子献上为赎我们的罪。(创 22:9-13) 

(6) 预备预备预备预备 
    圣城耶路撒冷是「耶和华以勒」的所在，意思是在神的圣山上必有预备。(创 22:14) 
(7) 应许应许应许应许 

圣城耶路撒冷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是关乎万民的，神应许亚伯 
拉罕地上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蒙福。(创 22:17-18)他的后裔是单数的，就是指着那位应 
许的弥赛亚。(加 3:16) 

(8) 国度国度国度国度 
圣城耶路撒冷代表着神公义和平永恒的国度，早在创世记中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在王 
谷祝福亚伯拉罕，麦基洗德豫表基督将为永远的祭司君王，他是撒冷王，翻出来就是仁 
义王，是平安王。(创 14:18-20) 

 
3. 洁净圣殿的方式洁净圣殿的方式洁净圣殿的方式洁净圣殿的方式 
     
    耶稣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这些牛羊鸽子和付圣殿
丁税所需要的银子是为了献祭而准备的。(出 30:12-12;太 17:24-29) 因为许多人从很远的地
方来敬拜神，不方便将牛羊鸽子带来，因此有人预备了一些牛羊鸽子，让人用钱可以买来
献祭，这样作原本是给有困难的人一些帮助。原则上这样作并没有甚么不对，可是人心是
贪婪的，因为有利可图，商人将这些祭物的价格提得很高，藉此从中赚取暴利。更可恶的
是，商人与圣殿的祭司勾结，因为祭牲必须要经过祭司检查，确定是没有瑕疵的才可以献
祭，因此祭司也故意不让本地带来的祭物通过检查，总是断定人所带来的牛羊鸽子都不合
规定，他们只好花很多的钱来买。耶稣看见这种贪婪腐败的情形，非常生气。耶稣就拿绳
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
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耶稣如此作，如此说话都
带着权柄，那些人都知道耶稣的言行都是正确的，因此也没有人敢来阻止耶稣。我们是否
也能为神家的缘故愿意仗义执言，拒绝与世界妥协，对付罪恶，甚至付代价成为别人反对
的对象呢? 
 
4. 洁净圣殿的理由洁净圣殿的理由洁净圣殿的理由洁净圣殿的理由 
     

耶稣以祂自己的身子为圣殿。玷污圣殿，就是玷污基督的身子。这圣殿如何代表着基督
的身子呢? 圣殿和其中的圣所、至圣所中的对象，都是豫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我
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成为荣耀的教会，圣洁没有瑕疵。 

 
(1) 圣殿圣殿圣殿圣殿 

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赛 56:7) 神的子民进入圣殿祷告神。(王上 8:30) 基督是为万民祷 
告的大祭司。(来 7:25) 祂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后，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 
们祈求，因此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故我们的罪得蒙赦免。(罗 8:34) 圣殿是为了荣耀神 
的。(该 1:8) 当圣殿完工的时候，神的荣光曾大大充满了圣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  
职。 (代下 5:14) 基督所行的都是荣耀神。(约 17:4) 

(2) 祭坛祭坛祭坛祭坛 
圣殿的铜祭坛是为了献祭。铜代表审判，献上的祭物是为了求赦罪之恩。基督一次被 
献，担当多人的罪。(来 9:28) 基督是我们的燔祭，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基督是素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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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祂所活出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使我们在祂里面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基督是我们的 
平安祭，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平安，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不但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平 
安，也让人彼此相交。基督是赎罪祭，使我们的罪都归到祂身上，不再被定罪。基督是 
我们的赎愆祭，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除去良心的亏欠，来到神面前。(来 10:22) 

(3) 洗濯盆洗濯盆洗濯盆洗濯盆 
    进圣所前的洗濯盆是为了洁净祭司，基督洗净了我们的罪。(来 1:3) 
(4) 金灯台金灯台金灯台金灯台 

圣所内的金灯台是为了照亮而设立的，基督是世上的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跟随 
祂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这生命的光也照亮别人，照亮这黑暗的世 
代。(约 8:12) 

(5) 陈设饼陈设饼陈设饼陈设饼 
圣所的桌子上摆了十二个陈设饼。(利 24:5-6) 这饼是分别为圣的，只有祭司可以吃。 
(利 24:9) 基督徒今日是有君尊的祭司。基督是我们彼此相交的基础。圣所的陈设饼代表 
分别为圣的供应，信徒彼此在光明中彼此相交，团契。(约一 1:3,7) 

(6) 金香炉金香炉金香炉金香炉 
    金香炉代表祷告，基督为我们向父神代求。(罗 8:34) 
(7) 幔子幔子幔子幔子 
    圣所与至圣所中间的幔子代表拦阻，基督死的时候，殿中的幔子从上 

到下裂为两半。(太 27:51) 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来 10:20) 如今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坦 
｡然进入至圣所，因为拦阻已经除去了  

(8) 约柜约柜约柜约柜 
圣所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民 10:35-36,撒上 4:5-7) 基督与父神原为一。基督住在父里 
面，父神住在基督里面。(约 17:21) 

(9) 约版约版约版约版 
约版代表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已经超过旧约。(来 8:13) 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一 
切的要求。(太 5:17) 律法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来。(加 3:24) 律法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 
却是基督。(西 2:17) 

(10) 吗哪吗哪吗哪吗哪 
吗哪是基督信实的供应。(启 2:17) 耶稣基督就是天上降下来的吗哪，让我们可以吃了永

远活着。(约 6:51) 
(11) 发芽的杖发芽的杖发芽的杖发芽的杖 
    发芽的杖代表基督的复活。(民 17:8) 基督是首先复活的，我们也要复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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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施恩。基督使我们蒙神的恩惠与怜悯。(来 4:16) 
 
    从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经过变化，是因为耶
稣所行的神迹。耶稣行了使水变成酒的神迹，让人白白的得到好酒，显出祂的荣耀来，许
多的人就信祂了。我们乃是接受了白白的救恩，正如同石缸里的水经过耶稣的变化，立刻
就变成了好酒。真神的儿子卑微地来到人间，与我们同住，赐救赎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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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们既然蒙了重生，就当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显出我们生命的变化的
因着耶稣所赐的新生命，如此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显出祂的荣耀来，让许多人信耶稣。求神
帮助我们的生命经历更新而变化，保持圣洁，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让神在教会中，在基
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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