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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8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托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哥林多前书第 9 - 12 章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哥林多前书前第九至十二章)所得的灵修领受，只需分享其中

的一次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摘录笔记。 
 

3 背诵 (5 分钟)                                                   [约翰福音的钥节] 
 (2) 约翰福音 1:16 

 
两人一组查阅。  
(2) 约翰福音 1:16。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4 查经 (85 分钟)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2:1-25 

 
简介。  约翰音 2:1-11 记述耶稣基督向祂早期的门徒启示自己。约翰福音 2:12-25 描述耶稣基督向耶路撒冷的

群众揭示自己。  
 
第一歩。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 2:1-25 。  
让我们轮流每人读一节，直至将经文读完。 
 

第二歩。 发掘。         观察 
思考。 经文里那一个真理对你最重要？ 
或 经文里那一个真理深深感动你的心灵？ 
记录。发掘一个或两个你明的的真理。思考它们，然后将你的想法写在笔记。  
分享。 (先给组员两分钟思考及写下记录，然后轮流分享) 。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每人所发掘出来的。 
(紧记：在每一个小组，组员会分享不同的事) 
 

2:11 
发现 1。耶稣透过一个神迹揭示了他的荣耀。 
 

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是所有神圣属性穿过祂的人性面纱闪耀出来。祂的荣耀的一个例子就是祂的恩典和真理。 
约翰在约翰福音 1:14-18 中说：「我们看到了祂的荣耀 . . . 充满了恩典和真理」。看到祂的荣耀意味着去审视

和反思祂的神圣属性。在这里，祂的荣耀是祂的恩典和真理展示在祂的工作和言语上。 
 

另一个显示祂荣耀的例子是祂的神迹奇事。约翰福音 2:11 记载了耶稣借着一个神迹启示祂的荣耀。祂在婚宴

上把水变成了酒，揭示了祂的神圣属性。在这里，耶稣基督的荣耀包含在以下的事情。祂透过尊重婚姻制度来

启示祂完美的道德价值观。祂借着提供丰富的葡萄酒来展示祂神圣的慷慨，从而帮助主人摆脱他们的尴尬。我

想更仔细地看看旧约和新约里所显示的基督的荣耀。 
 
 

2:24-25 
发现 2。耶稣不把自己或祂的目标托付给每一个人。 
 

当耶路撒冷的群众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时，许多人都信靠祂 (2:23)。然而，耶稣并没有把自己托付给他们，因

为祂知道他们是谁。这意味着耶稣没有把所有相信祂的人都看作是真正的信徒。只有耶稣认识所有的人，特别

是他们内心所想的。只有耶稣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真的重生了。约翰福音 2:25 指出耶稣不需要听任何特定的

人的见证，因为祂自己看透万事的眼睛能够观察到每个人内心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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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第一次见到西蒙时，不需要任何人告诉祂他是谁。祂自己那看透万事的眼睛看到西

蒙是谁。耶稣第一次见到拿但业时，也不需要任何人告诉祂他是谁。祂知道拿但业是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没有

什么是假的。因此，约翰福音第 2 章记载了耶稣知道耶路撒冷许多人的信心并不是真正的得救信心。祂用那看

透万事的眼睛阅读出人心中的秘密。祂知道他们的想法、动机和态度。约翰福音第 3 章记述，耶稣第一次见到

尼哥底母时，祂亦不需要任何人告诉祂他是谁。 
 

这些经文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意识到耶稣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祂那看透万事的眼睛能够看到我的心

灵和整个生命 (参见历代志下 16: 9；希伯来书 4:13)。祂知道我的弱点，正如知道彼得的一样；祂知道我的真

诚，正如知道拿但业的一样；祂知道我的信心，正如知道其他人的信心一样；祂也知道我心中的问题，正如知

道尼哥底母的问题一样。 
 

第三歩。 提问。    解释 
思考。你会向小组提问经文里的什么事情？ 
让我们尝试明白在约翰福音 2:1-25 的所有真理，并提问我们仍然不明白的。  
记录。将你的问题尽量写得清楚，然后将它们在你的笔记。 
分享。(先给组员两分钟思考及写下记录，然后让每位组员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 (然后，挑选一些问题，尝试与组员一起讨论来寻求答案。) 
(以下是组员可能会提问的问题例子，以及这些问题的讨论笔记。) 
 

2:11 
问题 1。圣经里的神迹的目的是什么？ 
笔记。 
 

约翰喜欢用 「征兆」 这个词代替 「神迹」。  
 

 (1) 一个征兆是一个神迹，被视为神圣的权威和威严的证明。 
神迹的目的是引导观众的注意力，从行动本身转移到神迹背后的神圣施行者！圣经中的神迹尤其发生在新启示

产生的历史时期。 
• 摩西。 因此，当神向摩西启示律法时，神透过摩西创造了神迹。祂对敌人降下了十个瘟疫。祂使红海的水

退去，以便以色列能够在干地上过境。祂使苦水变甜等。透过这些神迹，神 (摩西) 证明律法是由神的启示

和权威所赐给的。 
 

• 以利亚和以利沙。在犹大和以色列离开神的时期，神藉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施行神迹，向他们启示祂的真

实。祂为一个贫穷的寡妇创造了食物。祂从天上降火来吞灭祭坛上的祭物、水、甚至石头，证明偶像是没

有能力的。祂把孩子从死里复活。祂用战车包围祂的仆人，以保护他们。 
 

• 耶稣基督。 当神在耶稣基督里接受了人性，并来到我们中间生活时，祂创造了最多和最伟大的神迹。祂医

治了患病的，释放了被恶魔附身的，解脱了囚犯。祂叫瞎子得看见，瘸子能再走路，患痲疯的得医治，聋

子能再听见，死人被复活。祂给了一大群人食物，平息了海上的风暴。但最伟大的征兆如下： 
- 童女怀孕生子。圣灵使祂的人性从童女马利亚诞生。  
- 从死里复活。祂被钉十字架后，从死里复活，永不再经历死亡。  
- 升天。祂上升到天上，从此再也没有停止拯救无数的人脱离他们的罪、死亡和永恒的诅咒。  
- 人的永恒救赎和转变。祂改变了祂的子民的生活，使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公民！  

 

• 基督的使徒。当神透过使徒的工作和著作，在各处建立祂的教会时，祂施行了许多神迹，尤其是透过使

徒。他们也医治了病人，使被恶魔所附的人获得自由，复原了残疾人和盲人，使人从死里复活。但更重要

的是 (因为以上的征兆是暂时的)，神用它们把福音传到地极，改变许多人的生命，在犹太人、撒玛利亚人

和外邦人中建立第一批会众，并写下圣经最后期的书。 
 

 (2) 征兆是物质领域中能力的行动，说明在属灵领域运作的原则真理  
征兆有特定的目的。发生在创造里物质领域的神迹，是指向救赎里属灵领域发生的神迹。例如： 
• 在约翰福音 6:14，那倍增大麦饼的神迹是为了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祂作为生命的粮 (约翰

福音 6:35)将永生赐给那些相信祂的人。  
• 在约翰福音 9:16， 那治好天生失明人的眼睛的神迹，是为了向人表明耶稣是世界的光 (约翰福音 8:12)，祂

给予相信祂的人属灵的亮光。  
• 在约翰福音 11:47 and 12:18，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是为了突出耶稣是复活和生命的事实 (约翰福

音 11:25)，祂给信徒一个新的属灵生活，并会改变他们卑微的身体，像祂在复活后的那荣耀身体(腓立比书 
3:21)。 

 

只有上文下理才会显示一个征兆是否有第二个更深层次的属灵意义。在每一个情况下， 一个征兆总是指向那

执行者自己！在约翰福音 2:11 ， 那把水变成酒的征兆被视为耶稣的第一个神迹。耶稣的神迹奇事是要表明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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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成就和终止旧的制度，并以新的制度取代它 (参见约翰福音 2:19-21；马太福音

5:17)。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终止了旧约的制度 (圣殿、祭司、祭祀、神权国家等)，取而代之的是新约的制度 
(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一次性的赎罪祭，神的子民来自世上各国等)。新的制度超越了旧的制度，就像葡萄酒

超越清水一样！ 
 

 (3) 一个征兆的执行，不是为了创造信心，而是为了加强信心 。  
约翰福音 20： 30-31 的希腊文原意是说：「这些征兆被写下来，叫你可以继续相信(现在持续时态)「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它不是说 「你可以开始相信」 (过去不定时时态)，而是说 「你可以继续相信」！只有圣灵在

人心里创造信心(腓立比书 1:29)，这是借着人听到基督的话 (罗马书书 10:17)。神迹作为征兆的目的，不是为了

创造信心，而是为了强化真实、得救的信心！只有圣灵创造信心， 而神迹和相关的教导则加强了信心。使徒

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 是要巩固信徒在面对敌人和假教师的信心。 
 
 

2:14-17 
问题 2。 为什么耶稣要洁净殿？ 
笔记。 
 

所有犹太人每年都要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 (出埃及记 23:14-17)， 并缴纳圣所税 (出埃及记 30: 11-16)。在七天

的逾越节里，许多动物被献给神作祭物 (民数记 28:16-25)。因为许多犹太人来自遥远的国家，他们只有在耶路

撒冷购买他们的动物来作祭物。犹太公会里有一个邪恶领袖叫亚那，他想从这情况中获利。因此，他允许摊贩

和货币兑换商使用圣殿的一部分，在称为外邦人的院作业。当然，售卖牛羊的商贩会禁不住收取高昂的价格，

剥削朝拜的人。 
 

另外，货币兑换商也利用这院子经营生意。每一个男性朝拜者都要支付半舍客勒，作为每年的圣殿贡物费。因

此， 居住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不得不将他们的外国钱兑换犹太硬币。很自然的，货币兑换商会对每笔交易收

取额外的交易费用。在这情况下，也会有大量的欺骗和滥收的机会。  
 

所以常耶稣来到殿，便发现在殿里有人卖牛、羊和鸽子，还有一些人坐在桌旁兑换钱币。因此，圣殿原本是人

可以在里面祈祷和敬拜的圣殿 (参见以赛亚书 56:7)，已经变成了一个市场，一个人被抢掠的地方！ 
 

 (1) 耶稣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洁净圣殿。  
耶稣称圣殿为 「我父的家」 (路加福音 2:49)。祂通过洁净圣殿，行使了作为父神的独生子的权力或权利(参见

希伯来书 3: 1-6)，以保持祂父亲的殿神圣，并恢复其作为敬拜的殿的目的！ 
 

 (2) 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洁净圣殿。  
犹太人不认识自己的圣经！大卫王在一千年前已作出预言：「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诗篇 69:9)。
圣殿的洁净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致耶稣的死亡。  
 

先知玛拉基曾预言主 (信徒所寻求的) (那就是弥赛亚) 会突然来到祂的殿。祂被称为「圣约的使者 (天使)」 (希
伯来文：malak ha-berit)。祂就像一个提炼者的火或一个洗涤者的肥皂 . . . 净化利未支派的百姓 (玛拉基 3:1-3)！
因此， 旧约已经证明弥赛亚有权利洁净圣殿！当耶稣洁净圣殿时， 门徒便记了这些是在旧约对弥赛亚的预

言。 
 

耶稣基督使用武力洁净圣殿，因为祂身为父的独生儿子和弥赛亚有权利 (权力)执行惩罚 (参见约翰福音 5:22)！ 
 
 

2:18-22 
问题 3。 当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祂的意思是什么呢？ 
笔记。 
 

 (1)耶稣的谜语  
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这属谜语性质，因为这些词有两个含义。「圣殿」这

词可以指矗立在耶路撒冷用石头建造的圣殿，也可以指身体的殿。「拆毁」这词可指建筑物的拆除，也可以指

耶稣身体的毁灭。最后，「建立起来」可指建筑物的重建，亦可指身体的复活！ 
 

 (2) 谜语的意思。 
耶稣的意思是说，虽然犹太人将基督身体这个殿拆毁， 但三天后祂将复活。当犹太人拆毁基督身体的殿，他

们同时也拆毁他们自己用石建造的圣殿和相关的整个宗教实践体系。 
 

然而，由于耶稣基督身体的殿复活，祂将建立一个新的属灵的殿，有着全新的属灵操练，其中人将会以心灵和

诚实敬拜神 (哥林多前书 616；以弗所书 2:22；彼得前书 2: 4-5)！「基督像儿子一样忠心的治理神的家。我们

是祂的家 . . . 」(希伯来书 3: 6)。 
 

 (3) 在圣经里，表征 (预表) 和应验 (相对预表) 是不能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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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 (预表) 是以色列的会幕或圣殿建筑，被看作是神居住的地方 (出埃及记 25:22)。应验 (相对预表) 是基督的

身体，在一个非常超越的意义上是神居住的地方。歌罗西书 2:9 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

在基督里面」。 
 

因此，当有人摧毁基督身体的殿时，他也拉下耶路撒冷的圣殿建筑及其崇拜 (宗教仪式)！ 
• 当犹太人和罗马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圣殿的建筑及其整个宗教仪式体系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圣

殿的帐幕从上到下被撕成两半 (马太福音 27:51)。 
• 司提反和保罗非常清楚地教导，那圣殿的建筑再没有任何意义 (使徒行传 7: 48-49；17: 24-25)。 
• 同样，希伯来书也清楚地教导，圣殿及其宗教仪式已被耶稣基督和祂完成的救赎工作所取代！ 
• 不久之后，在公元 70 年，提多手下的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 

 

同样，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意味着新的圣殿 (新约教会) 的建立，它是 「另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殿」 (马可福音 
14:58)，在那里人用 「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约翰福音 4:23-24)。新约教导说，基督或教会的身体是神属灵的殿 
(哥林多前书 3: 16-17；2 哥林多前书 5:16；以弗所书 2: 21-22；彼得前书 2: 4-5)。 
 

 (4) 犹太人看不到应验 (相对预表)。 
犹太人只看到石头建造的圣殿，它是花了 46 年的时间才完成建造。如果他们以一颗相信的心研究圣经，他们

就应会知道以下几点： 
• 耶和华曾警告所罗门，耶路撒冷的 「这殿」 必被神拒绝 "(列王 9: 7)。 
• 旧约诗篇 40:6-7 (希伯来书 10: 5-7)的希腊文翻译这样写：「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喜悦，但 你曾给我预备了

身体；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 . .」。耶稣基督赎罪祭

(祂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取代了旧约中所有其他祭祀。 
• 先知以赛亚曾预言圣殿不可能真正的是神的殿 (以赛亚书 66: 1-2)。 
• 先知耶利米预言约柜不会被怀念 ，不会被记住，而亦不会有另一个约柜被制造 (耶利米书 3:16)！ 
• 耶稣预言：「(圣殿的建筑) 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每个人都会被扔下 "(马太福音 24:1-2；路加

福音 19:44；路加福音 21: 6)。 
• 希伯来书的作者教导说：「圣所只是天上事物的模仿和影子 (征兆、预表)」 (希伯来书 8: 5；希伯来书 

9:24)。 
• 耶稣基督被神设立为真正圣殿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 8:1-2)。 

 

 (5) 耶稣的门徒看不到祂所说的圣殿是祂身体的殿。 
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圣殿的帐幕从上到下被撕破，以及祂第三天复活后， 门徒才明白耶稣的话的属灵意

义！ 
 
 
 

2:19 
问题 4。圣经中还有什么其他例子，是物理层面的象征属灵层面？ 
笔记。  
 

犹太人看不出物质的东西可以成为属灵事物的象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对耶稣的话做出了毫无根据的、愚钝的

直接字义解释, 这些解释的目的是要有属灵的意义。以下的是约翰福音里的一些例子。 
• 在约翰福音 3: 3-8 ，「重生」或「从上面生的」 具有属灵意义。尼哥底母给了它一个字面上的意思 (第二次

进入他母亲的腹中出生)。 
• 在约翰福音 4: 10-15 ，「耶稣所赐给的活水」是指圣灵。撒玛利亚妇人给了它一个字面意思 (井下面的

水) 。 
• 在约翰六 6:48-58， 「吃耶稣的肉」是指以信心接受耶稣。犹太人给这片语一个字面的意思 (吃人肉)。 
• 而在约翰福音 8: 21-22 ，「去犹太人不能去的地方」 意指祂的升天。犹太人以字面意思把它理解为耶稣会

杀戮自己(自杀)。 
 

第 4 歩。 应用。    应用 
思考。 经文里那些真理可应用在基督徒身上？ 
分享和记录。. 让我们一起集思，将约翰福音 2:1-25 里一些可行的应用记录下来。  
思考。 神想你将那一个可行的应用成为你个人的应用？  
记录。 将这个人应用写在笔记。随意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记着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或在同一真理上有不同应用。以下是可行的应用的一个清单。) 
 

1. 约翰福音 2:1-25 的可行应用例子。 
 

2:1.  尊重婚姻为神的理念和设立。 
2:1.  以基督徒身份参与非基督徒的一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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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默想基督在旧约和新约里所彰显的荣耀。 
2:12.  花点时间和你的父母和家人在一起。 
2:15-16. 你要为不义而发怒，但不要在个过程中犯罪 (以弗所书 4:26)。 
2:22.  相信旧约和新约。相信耶稣基督的话。 
2:23.  不要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学会看人的心。 
2:25.  实践与基督同在。祂看到并知道一切。 
 

2. 约翰福音 1:1-18 的个人应用。  
 

我希望在旧约和新约中发现耶稣基督的荣耀。因此，每次我阅读或研习圣经的一段经文，我都会问自己这个问

题：「在这段经文中，我还能学到什么有关耶稣基督？」今天，我了解到耶稣基督的死结束了旧约的圣殿和宗

教仪式。我亦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建立了新的圣殿，这殿由信徒组成，神通过祂的圣灵住在他们里面 (以弗

所书 2:22；彼得 2: 4-11)，而他们在那殿会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我希望我的信心和敬拜被引导到赢得失丧的人的方向。旧约中的圣殿有外邦人的院，以便外邦人有机会认识和

敬拜那永活神。然而，犹太领袖如亚那，以及犹太商人将圣殿这个院子变成了卖牛羊的市场，亦变成了强盗的

窝点，人们在那里兑换货币时都被骗。原本是神设定为祝福外邦国家的地方， 犹太人却将它用于自己的自私

目的。因此，犹太人表明了他们反对赢得失丧的人和外邦人，他们只想将信仰保留给自己。弥赛亚耶稣基督来

了，祂改变了这一切。祂既是为犹太人，又是为外邦人而来。祂成就了对所有信徒的应许，为来自不同民族、

部落和语言的信徒建立了教会。我将继续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我的会众和自己不会将我们的聚会封闭，阻挡

赢取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失丧的人。 
 

第 5 歩。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神在约翰福音 2:1-25 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祷告。  
(以祷告回应你从这查经所得到的学习。尝试作一句或两句的祷告。记着小组里的组员会为不同事情祷告。) 
 

5 祷告 (8 分钟)                                                            [祷告] 
为别人祈求 

 
继续以两个或三个人一组祷告。为彼此和世界人民祷告 (罗马书 15:30； 歌罗西书 4:12)。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2. 宣讲、教导或研习约翰福音第 2 章的查经材料 –  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 
3. 与神的个人时间。安静的訮读哥林多前书第 13-16 章，每日研读半章。 
    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并写下笔记。 
4. 背诵。 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  (3) 约翰福音 2:25。 每日复阅最后背诵的 5 处经文。  
5.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什么 (诗篇 5:3)。 
6.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查经笔记及这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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