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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三課】第二章 

 

1. 引題  人们多久洗一次澡？为什么？ 

 

2. 背景与复习：约翰福音的目的（20：31）是应证耶稣就是旧约里预表的基督。

这目的与本书的每一章的内容都有关系。在第一章里，使徒约翰见证，耶稣是道、

本质是神、宇宙的创造者、生命的源头、世上人的光。施洗约翰见证、并预言耶

稣就是神的羔羊。耶稣所召的门徒认识了弥赛亚之后，就去“找”亲友，“领”他们

去见弥赛亚。约翰在第二章开始记载耶稣是弥赛亚的事工。 

 

圣经里婚宴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是新郎、教会是他的新妇(弗 5:22-27)。也是使

徒约翰记载第一件神迹的背景。耶稣来到的场合是婚约的庆祝宴会。旧约以婚约

开始（创 2:21-25 第一个婚礼），因为婚约预表基督和教会立新约的关系(弗

5:31-32)。先知以赛亚(25:6)预言有弥赛亚的婚宴。圣经最后的书卷启示录里，

婚礼是救恩的完全实现(启 19：9；启 21：2)。因此耶稣有意选择在这场合出现。 

 

3.  观察与分段 

 这章含有两个重要的事件： 

A. 迦拿的婚筵 (2:1-12) 

B. 潔淨聖殿(2:13-22)  

C. 耶稣监察人心(2:23-25) 

 

 这章开始论述耶稣公開傳道的事工(2:13-12:50)。这章结束後，我们看见耶

稣与不同的人交鋒(2:13-4:45)。 

  

4. 讨论与解释 

 

A. 第一段 迦拿的婚筵 (2:1-12)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觀察 

 

 

注意耶稣与马利亚的对话 

  

觀察：這段經文大约在说什么？ 

为什么约翰记载的第一个神迹

是在婚宴中变水为酒？ 

請每一位

參加者輪

流講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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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觀察

題的討論

約 5 分鐘 

解釋 2：4 “妇人”中文翻作“母亲”是不须要

的，因为“妇人”的称呼是一般对妇女

礼貌性的称呼(约翰 19:26 节也提

到)。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是因为耶稣开

始以弥赛亚的身份出现，他必须要

行使属神的权柄，人是不可以指挥

神的。何况他也不能再臣服于母亲

权柄之下，他必须全然听命于他在

天上的父。他若是称马利亚为母亲，

然后又拒绝她的吩咐，他就不孝敬

父母。 

    “我的时候还没到”是表示神有自

己的计划。至于所指的“时间”上有几

种可能：  

1）行此神迹；2）公开行神迹；3）

等酒用完后；4）上十架时间；5）

虽然马利亚想见耶稣受人赞美，但

耶稣得要提醒她时候还没有到。在

基督凯旋来到世界以先，他得先上

祭坛；而耶稣就在加略山被钉十字

架完成了这个使命。 6）开始做事

印证自己是弥赛亚，这个时间没到，

但父会告诉我。 

 

【解釋題】 

4. 若是你比较约翰福音第 1-2

章与创世记第 1-2 章，你有

什么发现？ 

 

5. 为什么约翰记载的第一件神

迹是在婚宴里？ 

 

 

 

 

 

6. “我的时候还没到”是指什么

事？ 

 

  

 

 

 

 

参考创 2：

18-25；弗

5：30-32；

启 19：7 

 2：5 马利亚知道耶稣的身份，不但不

生气，反而因为先明白主的心意，

作准备的工作 

7. 我们祈求神是否应该祷告完

後就静观其变？ 

 

 2：9 一般人用水浇葡萄树(约 15：1

耶稣是葡萄树，葡萄树是变水为酒)，

等葡萄接出来後，将葡萄榨汁，最后

让它发酵，等它变成酒。现在耶稣所

8. 水变成葡萄酒好像是个微不

足道的神迹。他有什么属灵的

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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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加快变化过程，这是超越时间

的神迹。 

 在出埃及记中，摩西第一个神迹：

水变血。葡萄汁：又名葡萄的血 

 酒一方面代表喜悦，一方面代表审

判。圣经里提到两种杯，福杯与苦

杯。杯里盛的都是葡萄汁。葡萄被

砸碎、挤出汁来，是象征神愤怒与

审判(赛 63：3；珥 3：13)。我们

都是罪人，原本应该喝神愤怒的杯

(耶 25: 15;赛 51:17；约 3：36)。

但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把他的福

杯给了我们，却把我们的苦杯喝了

(太 26:39) 

  显然这段经文是预表主准备了福杯

的酒给人，叫人得救，饮福杯得喜悦。

我们信了主的人是主的新妇，将来天

上羔羊的婚宴里更是如此 

 2：11 神迹：（Sign）不一定是神所

行超自然，又奇妙的事。神迹：（Sign）

就是指标，指向任何印证弥赛亚的迹

象。门徒信了：信了耶稣的话（1：51）。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这句话

否定了一些伪福音如「彼得福音」的

声称耶稣在童年时已经行过神迹。不

但愚昧，而且亵渎了神。 

9. 第三节耶稣好像拒绝了马利

亚的要求，但是他转身就吩咐

仆人把水缸倒满。这对你有什

么启发？ 

     这是何等巧妙的安排！

(perfect timing)常见基督徒的见

证是“神听我的祷告”。神要我们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马太

6:33)，照着他的旨意有求必应

验的缘故。马利亚显然知道耶稣

的本质，甚至圣灵光照她能知耶

稣将行神迹，第 5 节她已经准备

耶稣行神迹了。这是何等大的信

心，所以她完全顺服，没有怨言，

也不责怪耶稣。 

 

10. 若是我们向神求而得不到，

那么是为什么？ 

 

  

  

 

 

 

 

 

 

 

 

 

 

 

 

 

参看：雅 4：

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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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結

論 

 

约翰记载這段神迹，马上令人注意到

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耶稣

就是旧约预表的弥赛亚。 

1. 我们在这段事迹里学

到什么功课？  

视时间许

可，请几位

作结论。帶

領者綜合

歸納。 

應用 

 

10

分鐘 

我们出去传耶稣，当以他是神为中心，

而不是说服人可以得好处  

2. 我们如何将耶稣变水

为酒的神迹说给慕道友听？

他们会有什么疑问？我们如

何回答？ 

共約 5分鐘 

 

 

B. 第二段，洁净聖殿(2:13-22)。是针对耶稣所爱的教会所行的，也是给予教导

以色列属灵领袖的衝擊。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觀察 

 

 

 

 

 

 

此段主要论述的对象是教会，可以分

为两小节部分： 

12-17 节，洁净聖殿 

18-21 节，重建聖殿 

觀察： 

1. 主要的人物有哪些？ 

2. 他们与耶稣洁净圣殿有

没有厉害关系？    

請尚未參

与讨论者

发言 

 

帶領時觀

察題討論

約 5 分鐘 

 

 

2：13 逾越节：出埃及记 12 章。愿意

者塗羔羊的血在门框、门楣上（也有

埃及人塗，以色列人有不塗）。加利

利，迦百农(自己的城，太 9：1)、加

拿等城在圣经後面的地图上，位置都

标明。犹太人男丁每年 3 次去耶路撒

冷圣殿朝圣(出 23：17，住棚节，五旬

节，逾越节) 

 

 

 

 

 

 

請预约好

一位，来诉

说逾越节

的由来 

 2：14 节，祭司和撒督该人像“贼”，把

神殿变成“贼窝”；献给神的地方成为

“夺取”的地方。但是法利赛人属宗教

狂热分子，不同意这种买卖，但是

也不干涉 

3. 为什么管圣殿的人会让人

在那里作买卖？ 

 

  

請预约好

一位，来诉

说圣殿作

买卖的由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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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殿分为四部分：外院 - 女人与

外邦人敬拜的地方；内院 - 以色

列成年男子敬拜的地方；圣所 – 

祭司敬拜服事的地方。至圣所，一

年一度大祭司才能进去的地方。 

 祭司和撒督该人让以色列商人在

外院作买卖，是对外邦人、女人不

公义之处。 

 兑换银钱的买卖是出于罗马人货

币是不能拿来奉献或缴付丁税的， 

因此必须先换为圣殿的货币，才能

奉献。献祭用的牲畜（牛羊、鸽子）

必须毫无瑕疵的。在圣殿的管理员

很容易假借牲畜有瑕疵，拒绝人们

所带来的献祭，而必须买外院作买

卖人的祭品。好像这买卖方便了外

地而来的朝圣客。这种方便的敬拜

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圣殿的外院

成了兑换银钱及买卖牲畜的场所

了    

“牛羊”：原字是“他们”（them）。所指

他们是什么不明。 

 2：16 节， 洁净圣殿的记载有两次，

另一次在太 21：12。那次耶稣的指责

是严厉的。 

   请注意耶稣怎么称呼这殿。这就引

起犹太人领袖对他有兴趣的追问 

4. 为什么洁净圣殿成了约翰眼

中重要的事件？ 

 

5. 请问第 16 节有什么应用？ 

 

 

 
1：17 节，他的门徒见状，记起诗篇

六十九篇 9 节预言弥赛亚来临时，

他会对神的东西焦急着紧，如同火

烧。现在，他们看见耶稣坚决表明

敬拜神一定要洁凈，立刻知道他便

是诗篇所记的那一位  

  

6. 门徒们当时明白这事的意义

吗？ 

   

 2：18 节，“犹太人”是指法利赛人。法

利赛人注意 1）耶稣自称那是“我父

7. 看上去 17 节已告一段落，

请问 18 节好像是怎么连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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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殿”，似乎在指出撒下 7：13-14

神给大卫的应许；2）耶稣突然的

出现洁净圣殿是应验了玛拉基书

3：1 的预言“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

然进入他的殿…他如炼金之人的

火，如漂布之人的硷”。文士、祭

司、 法利赛人都没有干涉耶稣，

是因为他们知道圣殿作买卖是不

对的，也知道弥赛亚来会如此行。

因此他们知道耶稣洁净圣殿是等

於宣告他是弥赛亚。因此法利赛人

的回应是，我们知道你所作的宣

称，那么你可以再施行一个“神迹

(记号)”来印证你真是弥赛亚吧！ 

 

一节的？   

 

 

 

 

 

 

 

2：19 节，三日：死而复活。教会是

基督的身体，重建圣殿基督身体的复

活，也是他重建旧约像死去的教会。 

8. 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神竟然愿意为罪人死,借着

他的死后复活给我们得救的

却据） 

 

 2：20 第三次是西律王建圣殿。西律

16 年开始---隔了 46 年还没造完(主前

19 年-主后 64 年，才全部完成)。因此

法利赛人进一步要求耶稣解释。 

  

 2：21 这是约翰後来明白之後的旁白 9. 身体代表什么？殿是代表什

么？为什么要重建？ 

    耶稣的身体是教会，身体是

耶路撒冷/圣城/圣殿。复活后，

旧约的教会—以色列国已成了

荒场，耶稣要重建教会。新约教

会开始于五旬节。 

共討論約

10 分鐘 

綜合

/結

論 

 

這第二件神迹(弥赛亚的记号)，也是与

教会有关。耶稣是何等的爱教会，他

的身体，要她洁净！ 

   我们也注意到犹太人的领袖明白

耶稣洁净圣殿的用意，因此连接到第

三章，尼哥底母来询问耶稣的事件

这洁净圣殿的事对谁影响最

大？ 

（门徒，2：21-22） 

视时间许

可，请几位

作结论。帶

領者綜合

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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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應用 

 

10

分鐘 

耶稣看重他身体的洁净，就是每一个

重生得救信徒的洁净。信徒受了洗是

表明在身份地位上，的确都洁净了。

但是活在世上每日生活里，仍然须要

继续被神在实质上洁净。  

马丁路德说人应当天天悔改。我

们信徒不是曾经悔改过了吗？

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共約 5分鐘 

 

 

C. 第三段，耶稣监察人心(2:23-25)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觀察 

 

 

 

 

我们想象耶稣要建立神国(教会)，应该

越多拥护他的人越好。但是耶稣却非

如此，他建立神国的方式不是靠人。 

觀察：人看了神迹就会信主吗？ 

（在神迹的事上，人们容易因新

奇而被迷惑，那就不是基督教的

信仰）  

鼓勵每一位

參加者发言  

 

帶領時觀察

題討論約 5 分

鐘 

 2:23 行超自然的神迹，不是弥赛亚的

专利，所以他们可能认为耶稣是先

知，但不一定是弥赛亚。 

 

10. 对于期望看神迹的人，你

有什么回应？ 

 

 

 
2:24 虽然很多人相信他，耶稣却不信

（希腊文同一个字）他们，意思是

他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他知道他们

跟从他只因好奇。他们寻找的只是

轰动的、壮观的事。他知道万人─他

们的心思、动机。他知道他们为何

这样做，知道他们的信是真的还是

假的。  

 

11. 这些假信耶稣的人，耶稣也

不把他们视为门徒。那么你

呢？ 

 

 
2：25 耶稣不须人告诉他人们如何，

他的本质就是神，神鉴察人心(太

9:4;来 4:12;徒 1:24;启 2:23;撒上

16:7;历上 28:9,29:17) 

12. 耶稣鉴察人心，对你来说有

什么意义？即使我们受歧视，

心理不平衡，重要是主知道。

（马太福音 9：4）   

 

13. 再问：那么真正应用起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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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困难？又如何克服这困

难？ 

綜合

/結

論 

 

我们想象耶稣要建立神国(教会)，应该

得到越多拥护他的人越好。但是耶稣

却不是如此，他建立神国的方式不是

靠人 

学到了耶稣基督监察人心的故

事，我们在他面前敬拜、事奉岂

可轻忽，不敬畏他？  

每人分享

一項（不要

太長）後，

帶領者綜

合歸納。 

應用 

10

分鐘 

我们在教会里事奉，也不要以教会人

数多少挂念，而当以得对主忠心的门

徒为念。 

1. 我们自己是否是对主忠心

的门徒？  

 

共約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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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討論題目 

一、【引題】（引發思考主題） 

請組員中三至五位， 用一句話描述你從四福音書中所認識的基督（例：慈愛的主）。  

讓我們來看啓示錄中所啓示的耶穌基督，與四福音書有何相同與不同。 

 

二、【觀察題】（作者在這段經文中說了什麽？ What does the author say？） 

這段經文中，如何表明基督與父神的所是所爲？請從每一節中找出。 

 

三、【解釋題】（作者這樣說的涵義是什麽？What does the author mean when he says 

so？） 

1. （1：1）什麽是啓示（Revelation）？ 根據這裏記載，神的啓示臨到我們，會經

過哪四個步驟？這裏對啓示的內容，性質與價值，以及對讀或聽的人有什麽要求，

是怎麽說的？ 

 

2. 「必要快成的事」是指什麽？約翰爲什麽這樣說？  

 

四、【綜合/結論】（這段經文的中心思想是什麽 What is the theme？） 

歸納這段經文中對基督的描述，你對祂有哪些新的認識？請每人分享其中一項。 

 

五、【應用題】（我如何在生活中實行出來？What does the author say mean to 

me？） 

1. 知道自己是基督的國民、祭司、僕人，對你有甚麽意義嗎？ 

2. 萬人中，我只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一員，我如何爲神作見證？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