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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神迹中
Living in Miracles



约翰福音 2 : 1 - 11

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

母亲在那里。

2.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3.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

4. 耶稣说：「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甚么

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5. 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甚么，你们就做

甚么。」

6.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

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7. 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
了，直到缸口。



8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9.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那里来的

，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

10.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11.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

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暗室之后」：蔡蘇娟女士（1890-1984）



在以色列的历史充满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以色列

人并没有因为这些神迹更认识上帝；以色列人也

没有因为这些神迹而活得更像神的选民。为什么

？因为他们经历了神迹，但是他们并不晓得神奇

妙作为的真正意义，所以他们虽然经历了神迹，

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活在神的作为里面，没有真正

活在神迹当中。



今天我们不是要一味地向神求神迹，我们是要向神

求使我们能认识神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神

的作为里面。经历神迹往往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

但是当我们活在神迹中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荣耀上

帝。



「神迹」就是神超然的作为，也就是神大能的彰显。

约翰在这里所说的「神迹」，跟我们所想的不太一

样。在原文圣经中，并不是用「miracle」这个字，

而是使用「sign」这个字，就是「记号、表征」的意

思。

这个神迹有一个「记号与表征」，也就是这个神迹

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它所要表明的就是「耶稣

是弥赛亚」。



我们要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们才可以活在神迹中

。从今天所读的经文中我们还需要知道四件事情，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活在神迹当中：

第一、邀请耶稣。

第二、求告耶稣。

第三、听从耶稣。

第四、荣耀耶稣。



(一) 邀请耶稣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
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

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
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约 2 : 1-2)



(一) 邀请耶稣

在这迦南的婚宴中，我们看
到这个宴席的主人，也就是
这一对新婚的新人，事实上
他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了什么
事？但是他们却活在神迹当
中。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
是他们邀请了耶稣，所以他
们活在神迹当中。



(一) 邀请耶稣

「邀请耶稣」不是说我们信耶稣时做过了决志祷告

，邀请耶稣成为我的救主。「邀请耶稣」真正的意

义，绝对不是只是过去式，「邀请耶稣」是讲到我

们现在属灵的光景，「邀请耶稣」的意思是到底耶

稣有没有天天在我们的生活里？



(一) 邀请耶稣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
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
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
里去，我与他，他与我
一同坐席。」

(启 3 : 20)



(一) 邀请耶稣
耶稣在叩门，不要以为耶
稣在叩外邦人的门，而是
耶稣在叩老底嘉教会的门
。不要以为奇怪，今天有
许多神的儿女还没有真正
邀请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
去。若是你邀请耶稣进入
你生命中，你将会看到一
个结果：「我要进到他那
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
同坐席。」



(一) 邀请耶稣

我们是否真正邀请耶稣「一同坐席」？我们可以

从一些事情中看出来。如果耶稣跟我们一起在家

中坐席，我们会随便发脾气吗？我们会常常抱怨

吗？我们会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吗？我们必须要

思想一个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邀请

过耶稣？



(一) 邀请耶稣

我们是否真实地「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事奉里面？让耶稣在我

们的生活中影响我们。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失丧的灵

魂，影响我们如何跟人相处，并且影响我们真正的

价值观。



(二) 求告耶稣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
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
了。」 (约 2 : 3)

这对新人不管怎么样细心
去准备，事先怎么花时间
去筹划；然而，仍然不能
顾及到全面，在婚宴还没
有结束「酒却用尽了」。



(二) 求告耶稣

在婚宴还没有结束「酒却用尽了」。事实上，这不

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我们不是也常常有「酒用

尽了」的时候吗？我们人还没有老，我的健康就用

尽了；我们还不到中年，我们的老本就用尽了；许

多夫妻孩子还没有长大，夫妻间的爱与情就已经用

尽了；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



(二) 求告耶稣

当你发现人的有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另一个事实，就

是无论你在任何的时刻，你都非常的需要耶稣。不仅是

我们软弱的时候需要耶稣，就是我们刚强的时候也需要

耶稣；不论你多么聪明、多有本事，你都需要耶稣。不

只如此，当你发现人的有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

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来祷告。



(二) 求告耶稣

耶稣的母亲知道「酒用尽了」，她没有先想别的办

法，她就直接到耶稣的面前「对他说」来求告祂。

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先

想到的是人，先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解决不

了了才想到神。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往往会把它分

大事和小事，小事自己解决，大事才找耶稣；那么

大事、小事谁来决定？是自己来决定。



假如上帝也用答錄機

「婚姻問題」請按1

「工作問題」請按2

「身體疾病問題」請按3

「其他問題」請按4。

婚姻問題按1後，答錄機
裡會繼續問，如果你是
「結婚問題」請按1，「
想離婚」請按2，「夫妻
吵架」請按3



(二) 求告耶稣

你觉得我们的神会使用录音机吗？我们必须知道我

们的神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并且神乐意听我们

每一个祷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大到神不能做，也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小到不能告诉神。



(三) 听从耶稣

「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甚么，你们就做甚

么。」

(约 2 : 5)

这里说到耶稣母亲要用人遵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也就是要「听从耶稣、顺服耶稣、让耶稣作主」。



(三) 听从耶稣

如果我们想要活在神迹中，神对我们说话是非常重

要、非常关键，我们必须要透过灵修、透过读经、

祷告，让神对我们说话。但是光是神对我们说话是

不够的，我们必须按着神对我们说的话去做，让耶

稣作主。并且我们必须要「绝对的顺服」。



(三) 听从耶稣

「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

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约 2 : 7-8)

他们「就倒满了水」，他们「就送了去」；这个就

是「绝对的顺服」。



如果我们是那个用人，我们
会怎么想？明明需要的是酒
，你叫我倒水；明明这是水
，你又叫我舀出来给管宴席
的喝，这完全是「不合逻辑
」的事。我们发现今天神的
儿女常常会用逻辑来抵制真
理，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
有没有看逻辑大过真理呢？



事实上，有很多的真理是不
需要受到逻辑的限制。想想
看，人犯罪耶稣还要代替我
们的罪为我们舍命，这合乎
逻辑吗？为什么我们信了耶
稣后，就自然「得到永生」
呢？这似乎也不合乎逻辑吗
对？如果我们今天对神「绝
对顺服」，就是要看真理大
过我们的逻辑。如果我们一
直活在逻辑里面，我们就没
有办法经历「活在神迹里」
。



(三) 听从耶稣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约 2 : 3-4)

我们想想看耶稣的母亲对耶稣有没有什么期待？她

有没有希望耶稣为他们做点什么事呢？这答案是肯

定的。



(三) 听从耶稣

接下来耶稣的回答：「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

你有甚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我们是

马利亚，我们的感受会是什么？可能心里一定不好

受。



(三) 听从耶稣

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到底耶稣的回答有没有达

到马利亚的期待？」很明显地没有。虽然耶稣的回

答跟马利亚事先所求所想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马利

亚选择了顺服。因为马利亚对着用人说：「他告诉

你们甚么，你们就做甚么。」这就是马利亚的顺服

，纵使神没有满足你的期待，你还是顺服。



(三) 听从耶稣

你对耶稣有没有任何的期待？你是不是觉得信了耶

稣就应该要被祝福？信了耶稣我的问题就应该得到

解决？信了耶稣我就应该在工作上、生活中一帆风

顺？请问：「到底耶稣有没有满足你的期待呢？」

如果神没有按照你的期待满足你，你是否愿意像马

利亚一样仍然顺服呢？像马利亚说：「祂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四) 荣耀耶稣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

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约 2 : 11)

到底耶稣借着这个神迹显出什么荣耀？我们今天如

果想要荣耀耶稣，我们必须要先「认识什么是神的

荣耀」？



(四) 荣耀耶稣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

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约 17 : 1)

这节经文说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原来神的

荣耀是耶稣上十字架，依照人的想法这样怎能荣耀

神呢？事实上，这就是弥赛亚的荣耀。



(四) 荣耀耶稣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

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耶稣说这

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

他说：你跟从我吧！」

(约 21 : 18-19)



(四) 荣耀耶稣

这里说到「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而不是说「

彼得要怎样活来荣耀神」？我们一定不理解为什么

死能够荣耀神？我们看到耶稣上十架为我们死能荣

耀神，为什么彼得死不能荣耀神？我们也知道耶稣

所拣选的门徒，大多数最后生命的结束也都是为主

殉道来荣耀耶稣。



(四) 荣耀耶稣

今天如果神祝福我们，使我们事业一帆风顺、飞黄

腾达荣耀了耶稣，我们为此感谢赞美神。然而，今

天如果我们遇到了困境，我们还能向主说：「主啊

！祢是真实的，我永远不会离开祢，因我知道祢也

没有离弃我。我知道十字架是通往荣耀的道路。」

如此，我们将可一直活在神迹中。



(四) 荣耀耶稣

怎样死能够荣耀神？今天这个死不是我们身体死，而是

我们这个「老我、旧人与己」需要死去，才能荣耀神。

当十字架的功课对付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放下自己

。你在婚姻当中、在任何事上会放下自己，你会发现你

放下自己的时候，神会得荣耀，你就在荣耀神。

曾听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放下自己

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穷人；如果欧美的国家都放

下自己的话，非洲不会有饥荒。」因此，神的名会得荣

耀，这就叫怎样死来荣耀神。



(四) 荣耀耶稣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

(约 2 :1)

「第三日」耶稣行了一件神迹。你想约翰要告诉我

们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三日」就是耶

稣复活的日子，第一日耶稣为我们舍命，第二日祂

在坟墓里，「第三日」耶稣为我们复活。「第三日

」的意思就是说新的生命已经赐下来，使徒约翰就

是要强调这「第三日」。



(四) 荣耀耶稣

约翰要告诉我们的意义，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不是只存留在历史上的一个事件，而是从耶稣所

行的第一个神迹之后，耶稣要继续不断地永远要行

的神迹。「第三日」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复活了，那

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已经彰显出来了。

耶稣不仅在加利利显这个神迹，神要告诉我们说：

「在你的家里，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婚姻里，神

都要行这个神迹。」



(四) 荣耀耶稣

什麼時候讓耶穌的生命進到你的裡面，你就會在本質

上有奇妙的改變，正像水變成酒一樣。我們無可否認

，在我們生命中沒有耶穌是黯淡的，但是當耶穌的生

命進到我們裡面，我們的生命會充滿色彩。無可否認

，我們的生命本來是非常空洞，可是當耶穌的生命進

到我們裡面的時候，我們會擁有豐盛的生命。我們的

人生本來是白忙一趟、空手而回，但是當耶穌進到我

們裡面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是滿載而歸。



结论

第一种人：婚宴的主人邀请耶稣。

第二种人：耶稣的母亲求告耶稣。

第三种人：宴席的用人听从耶稣。

第四种人：耶稣的门徒荣耀耶稣。



结论

今天你想要活在神迹里面吗？你愿意重新的邀请耶

稣吗？你愿意天天在祷告当中与耶稣建立亲密美好

的关系吗？你愿意真实地顺从耶稣吗？你愿意走十

架道路来荣耀耶稣吗？我们清楚知道耶稣所行的第

一个神迹叫做sign，也就是「记号与表征」，这个

记号要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表明耶稣是

弥赛亚；请问弥赛亚的记号是什么？弥赛亚的记号

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也就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