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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8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著祂的靈引導我們， 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及這一課有關建立教會的學習交托給主。 
 

2 分享 (20 分鐘)                                                        [靈修] 
哥林多前書第 9 - 12 章 

 
輪流簡短分享 (或從你的筆記讀出) 你從指定經文(哥林多前書前第九至十二章)所得的靈修領受，只需分享其中

的一次靈修。 
專心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領受。不要討論他的分享。摘錄筆記。 
 

3 背誦 (5 分鐘)                                                   [約翰福音的鑰節] 
 (2) 約翰福音 1:16 

 
兩人一組查閱。  
(2) 約翰福音 1:16。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4 查經 (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2:1-25 

 
簡介。  約翰音 2:1-11 記述耶穌基督向祂早期的門徒啟示自己。約翰福音 2:12-25 描述耶穌基督向耶路撒冷的

群眾揭示自己。  
 
第一歩。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讀約翰福音 2:1-25 。  
讓我們輪流每人讀一節，直至將經文讀完。 
 

第二歩。 發掘。         觀察 
思考。 經文裏那一個真理對你最重要？ 
或 經文裏那一個真理深深感動你的心靈？ 
記錄。發掘一個或兩個你明的的真理。思考它們，然後將你的想法寫在筆記。  
分享。 (先給組員兩分鐘思考及寫下記錄，然後輪流分享) 。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每人所發掘出來的。 
(緊記：在每一個小組，組員會分享不同的事) 
 

2:11 
發現 1。耶穌透過一個神蹟揭示了他的榮耀。 
 

主耶穌基督的榮耀是所有神聖屬性穿過祂的人性面紗閃耀出來。祂的榮耀的一個例子就是祂的恩典和真理。 
約翰在約翰福音 1:14-18 中說：「我們看到了祂的榮耀 . . . 充滿了恩典和真理」。看到祂的榮耀意味著去審視

和反思祂的神聖屬性。在這裡，祂的榮耀是祂的恩典和真理展示在祂的工作和言語上。 
 

另一個顯示祂榮耀的例子是祂的神蹟奇事。約翰福音 2:11 記載了耶穌藉著一個神蹟啟示祂的榮耀。祂在婚宴

上把水變成了酒，揭示了祂的神聖屬性。在這裡，耶穌基督的榮耀包含在以下的事情。祂透過尊重婚姻制度來

啟示祂完美的道德價值觀。祂藉著提供豐富的葡萄酒來展示祂神聖的慷慨，從而幫助主人擺脫他們的尷尬。我

想更仔細地看看舊約和新約裏所顯示的基督的榮耀。 
 
 

2:24-25 
發現 2。耶穌不把自己或祂的目標託付給每一個人。 
 

當耶路撒冷的群眾看到耶穌所行的神蹟時，許多人都信靠祂 (2:23)。然而，耶穌並沒有把自己託付給他們，因

為祂知道他們是誰。這意味著耶穌沒有把所有相信祂的人都看作是真正的信徒。只有耶穌認識所有的人，特別

是他們內心所想的。只有耶穌知道一個人什麼時候真的重生了。約翰福音 2:25 指出耶穌不需要聽任何特定的

人的見證，因為祂自己看透萬事的眼睛能夠觀察到每個人內心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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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約翰福音第一章，耶穌第一次見到西蒙時，不需要任何人告訴祂他是誰。祂自己那看透萬事的眼睛看到西

蒙是誰。耶穌第一次見到拿但業時，也不需要任何人告訴祂他是誰。祂知道拿但業是以色列人，在他裏面沒有

什麼是假的。因此，約翰福音第 2 章記載了耶穌知道耶路撒冷許多人的信心並不是真正的得救信心。祂用那看

透萬事的眼睛閱讀出人心中的秘密。祂知道他們的想法、動機和態度。約翰福音第 3 章記述，耶穌第一次見到

尼哥底母時，祂亦不需要任何人告訴祂他是誰。 
 

這些經文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意識到耶穌對我的一切都瞭如指掌。祂那看透萬事的眼睛能夠看到我的心

靈和整個生命 (參見歷代誌下 16: 9；希伯來書 4:13)。祂知道我的弱點，正如知道彼得的一樣；祂知道我的真

誠，正如知道拿但業的一樣；祂知道我的信心，正如知道其他人的信心一樣；祂也知道我心中的問題，正如知

道尼哥底母的問題一樣。 
 

第三歩。 提問。    解釋 
思考。你會向小組提問經文裏的甚麼事情？ 
讓我們嘗試明白在約翰福音 2:1-25 的所有真理，並提問我們仍然不明白的。  
記錄。將你的問題盡量寫得清楚，然後將它們在你的筆記。 
分享。(先給組員兩分鐘思考及寫下記錄，然後讓每位組員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 (然後，挑選一些問題，嘗試與組員一起討論來尋求答案。) 
(以下是組員可能會提問的問題例子，以及這些問題的討論筆記。) 
 

2:11 
問題 1。聖經裏的神蹟的目的是甚麼？ 
筆記。 
 

約翰喜歡用 「徵兆」 這個詞代替 「神蹟」。  
 

 (1) 一個徵兆是一個神蹟，被視為神聖的權威和威嚴的證明。 
神蹟的目的是引導觀眾的注意力，從行動本身轉移到神蹟背後的神聖施行者！聖經中的神蹟尤其發生在新啟示

產生的歷史時期。 
• 摩西。 因此，當神向摩西啟示律法時，神透過摩西創造了神蹟。祂對敵人降下了十個瘟疫。祂使紅海的水

退去，以便以色列能夠在乾地上過境。祂使苦水變甜等。透過這些神蹟，神 (摩西) 證明律法是由神的啟示

和權威所賜給的。 
 

• 以利亞和以利沙。在猶大和以色列離開神的時期，神藉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施行神蹟，向他們啟示祂的真

實。祂為一個貧窮的寡婦創造了食物。祂從天上降火來吞滅祭壇上的祭物、水、甚至石頭，證明偶像是沒

有能力的。祂把孩子從死裏復活。祂用戰車包圍祂的僕人，以保護他們。 
 

• 耶穌基督。 當神在耶穌基督裏接受了人性，並來到我們中間生活時，祂創造了最多和最偉大的神蹟。祂醫

治了患病的，釋放了被惡魔附身的，解脫了囚犯。祂叫瞎子得看見，瘸子能再走路，患痲瘋的得醫治，聾

子能再聽見，死人被復活。祂給了一大群人食物，平息了海上的風暴。但最偉大的徵兆如下： 
- 童女懷孕生子。聖靈使祂的人性從童女馬利亞誕生。  
- 從死裏復活。祂被釘十字架後，從死裏復活，永不再經歷死亡。  
- 升天。祂上升到天上，從此再也沒有停止拯救無數的人脫離他們的罪、死亡和永恆的詛咒。  
- 人的永恆救贖和轉變。祂改變了祂的子民的生活，使他們成為神國度的公民！  

 

• 基督的使徒。當神透過使徒的工作和著作，在各處建立祂的教會時，祂施行了許多神蹟，尤其是透過使

徒。他們也醫治了病人，使被惡魔所附的人獲得自由，復原了殘疾人和盲人，使人從死裏復活。但更重要

的是 (因為以上的徵兆是暫時的)，神用它們把福音傳到地極，改變許多人的生命，在猶太人、撒瑪利亞人

和外邦人中建立第一批會眾，並寫下聖經最後期的書。 
 

 (2) 徵兆是物質領域中能力的行動，說明在屬靈領域運作的原則真理  
徵兆有特定的目的。發生在創造裏物質領域的神蹟，是指向救贖裏屬靈領域發生的神蹟。例如： 
• 在約翰福音 6:14，那倍增大麥餅的神蹟是為了使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穌基督身上，祂作為生命的糧 (約翰

福音 6:35)將永生賜給那些相信祂的人。  
• 在約翰福音 9:16， 那治好天生失明人的眼睛的神蹟，是為了向人表明耶穌是世界的光 (約翰福音 8:12)，祂

給予相信祂的人屬靈的亮光。  
• 在約翰福音 11:47 and 12:18，那使拉撒路從死裏復活的神蹟，是為了突出耶穌是復活和生命的事實 (約翰福

音 11:25)，祂給信徒一個新的屬靈生活，並會改變他們卑微的身體，像祂在復活後的那榮耀身體(腓立比書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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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上文下理才會顯示一個徵兆是否有第二個更深層次的屬靈意義。在每一個情況下， 一個徵兆總是指向那

執行者自己！在約翰福音 2:11 ， 那把水變成酒的徵兆被視為耶穌的第一個神蹟。耶穌的神蹟奇事是要表明耶

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成就和終止舊的制度，並以新的制度取代它 (參見約翰福音 2:19-21；馬太福音

5:17)。耶穌基督的第一次降臨終止了舊約的制度 (聖殿、祭司、祭祀、神權國家等)，取而代之的是新約的制度 
(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神，一次性的贖罪祭，神的子民來自世上各國等)。新的制度超越了舊的制度，就像葡萄酒

超越清水一樣！ 
 

 (3) 一個徵兆的執行，不是為了創造信心，而是為了加強信心 。  
約翰福音 20： 30-31 的希臘文原意是說：「這些徵兆被寫下來，叫你可以繼續相信(現在持續時態)「耶穌基督

是神的兒子」。它不是說 「你可以開始相信」 (過去不定時時態)，而是說 「你可以繼續相信」！只有聖靈在

人心裏創造信心(腓立比書 1:29)，這是藉著人聽到基督的話 (羅馬書書 10:17)。神蹟作為徵兆的目的，不是為了

創造信心，而是為了強化真實、得救的信心！只有聖靈創造信心， 而神蹟和相關的教導則加強了信心。使徒

約翰寫約翰福音的目的， 是要鞏固信徒在面對敵人和假教師的信心。 
 
 

2:14-17 
問題 2。 為什麼耶穌要潔淨殿？ 
筆記。 
 

所有猶太人每年都要在耶路撒冷慶祝逾越節 (出埃及記 23:14-17)， 並繳納聖所稅 (出埃及記 30: 11-16)。在七天

的逾越節裏，許多動物被獻給神作祭物 (民數記 28:16-25)。因為許多猶太人來自遙遠的國家，他們只有在耶路

撒冷購買他們的動物來作祭物。猶太公會裏有一個邪惡領袖叫亞那，他想從這情況中獲利。因此，他允許攤販

和貨幣兌換商使用聖殿的一部分，在稱為外邦人的院作業。當然，售賣牛羊的商販會禁不住收取高昂的價格，

剝削朝拜的人。 
 

另外，貨幣兌換商也利用這院子經營生意。每一個男性朝拜者都要支付半舍客勒，作為每年的聖殿貢物費。因

此， 居住在其他國家的猶太人不得不將他們的外國錢兌換猶太硬幣。很自然的，貨幣兌換商會對每筆交易收

取額外的交易費用。在這情況下，也會有大量的欺騙和濫收的機會。  
 

所以常耶穌來到殿，便發現在殿裡有人賣牛、羊和鴿子，還有一些人坐在桌旁兌換錢幣。因此，聖殿原本是人

可以在裏面祈禱和敬拜的聖殿 (參見以賽亞書 56:7)，已經變成了一個市場，一個人被搶掠的地方！ 
 

 (1) 耶穌以神的兒子的身份潔淨聖殿。  
耶穌稱聖殿為 「我父的家」 (路加福音 2:49)。祂通過潔淨聖殿，行使了作為父神的獨生子的權力或權利(參見

希伯來書 3: 1-6)，以保持祂父親的殿神聖，並恢復其作為敬拜的殿的目的！ 
 

 (2) 耶穌以彌賽亞的身份潔淨聖殿。  
猶太人不認識自己的聖經！大衛王在一千年前已作出預言：「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詩篇 69:9)。
聖殿的潔淨在某種程度上會引致耶穌的死亡。  
 

先知瑪拉基曾預言主 (信徒所尋求的) (那就是彌賽亞) 會突然來到祂的殿。祂被稱為「聖約的使者 (天使)」 (希
伯來文：malak ha-berit)。祂就像一個提煉者的火或一個洗滌者的肥皂 . . . 淨化利未支派的百姓 (瑪拉基 3:1-3)！
因此， 舊約已經證明彌賽亞有權利潔淨聖殿！當耶穌潔淨聖殿時， 門徒便記了這些是在舊約對彌賽亞的預

言。 
 

耶穌基督使用武力潔淨聖殿，因為祂身為父的獨生兒子和彌賽亞有權利 (權力)執行懲罰 (參見約翰福音 5:22)！ 
 
 

2:18-22 
問題 3。 當耶穌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祂的意思是甚麼呢？ 
筆記。 
 

 (1)耶穌的謎語  
耶穌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這屬謎語性質，因為這些詞有兩個含義。「聖殿」這

詞可以指矗立在耶路撒冷用石頭建造的聖殿，也可以指身體的殿。「拆毀」這詞可指建築物的拆除，也可以指

耶穌身體的毀滅。最後，「建立起來」可指建築物的重建，亦可指身體的復活！ 
 

 (2) 謎語的意思。 
耶穌的意思是說，雖然猶太人將基督身體這個殿拆毀， 但三天後祂將復活。當猶太人拆毀基督身體的殿，他

們同時也拆毀他們自己用石建造的聖殿和相關的整個宗教實踐體系。 
 

然而，由於耶穌基督身體的殿復活，祂將建立一個新的屬靈的殿，有著全新的屬靈操練，其中人將會以心靈和

誠實敬拜神 (哥林多前書 616；以弗所書 2:22；彼得前書 2: 4-5)！「基督像兒子一樣忠心的治理神的家。我們

是祂的家 . . . 」(希伯來書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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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聖經裏，表徵 (預表) 和應驗 (相對預表) 是不能分割的 
表徵 (預表) 是以色列的會幕或聖殿建築，被看作是神居住的地方 (出埃及記 25:22)。應驗 (相對預表) 是基督的

身體，在一個非常超越的意義上是神居住的地方。歌羅西書 2:9 說：「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

在基督裏面」。 
 

因此，當有人摧毀基督身體的殿時，他也拉下耶路撒冷的聖殿建築及其崇拜 (宗教儀式)！ 
• 當猶太人和羅馬人把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聖殿的建築及其整個宗教儀式體系就不再有任何意義了！聖

殿的帳幕從上到下被撕成兩半 (馬太福音 27:51)。 
• 司提反和保羅非常清楚地教導，那聖殿的建築再沒有任何意義 (使徒行傳 7: 48-49；17: 24-25)。 
• 同樣，希伯來書也清楚地教導，聖殿及其宗教儀式已被耶穌基督和祂完成的救贖工作所取代！ 
• 不久之後，在公元 70 年，提多手下的羅馬人摧毀了耶路撒冷和聖殿。 

 

同樣，耶穌基督身體的復活意味著新的聖殿 (新約教會) 的建立，它是 「另一個不是人手所造的殿」 (馬可福音 
14:58)，在那裏人用 「心靈和誠實敬拜神」(約翰福音 4:23-24)。新約教導說，基督或教會的身體是神屬靈的殿 
(哥林多前書 3: 16-17；2 哥林多前書 5:16；以弗所書 2: 21-22；彼得前書 2: 4-5)。 
 

 (4) 猶太人看不到應驗 (相對預表)。 
猶太人只看到石頭建造的聖殿，它是花了 46 年的時間才完成建造。如果他們以一顆相信的心研究聖經，他們

就應會知道以下幾點： 
• 耶和華曾警告所羅門，耶路撒冷的 「這殿」 必被神拒絕 "(列王 9: 7)。 
• 舊約詩篇 40:6-7 (希伯來書 10: 5-7)的希臘文翻譯這樣寫：「祭物和禮物不是你所喜悅，但 你曾給我預備了

身體；燔祭和贖罪祭非你所要。那時我說：『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 . .」。耶穌基督贖罪祭

(祂在十字架上的身體)取代了舊約中所有其他祭祀。 
• 先知以賽亞曾預言聖殿不可能真正的是神的殿 (以賽亞書 66: 1-2)。 
• 先知耶利米預言約櫃不會被懷念 ，不會被記住，而亦不會有另一個約櫃被製造 (耶利米書 3:16)！ 
• 耶穌預言：「(聖殿的建築) 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石頭上。每個人都會被扔下 "(馬太福音 24:1-2；路加

福音 19:44；路加福音 21: 6)。 
• 希伯來書的作者教導說：「聖所只是天上事物的模仿和影子 (徵兆、預表)」 (希伯來書 8: 5；希伯來書 

9:24)。 
• 耶穌基督被神設立為真正聖殿的大祭司 (希伯來書 8:1-2)。 

 

 (5) 耶穌的門徒看不到祂所說的聖殿是祂身體的殿。 
直到耶穌被釘十字架，聖殿的帳幕從上到下被撕破，以及祂第三天復活後， 門徒才明白耶穌的話的屬靈意

義！ 
 
 
 

2:19 
問題 4。聖經中還有甚麼其他例子，是物理層面的象徵屬靈層面？ 
筆記。  
 

猶太人看不出物質的東西可以成為屬靈事物的象徵。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對耶穌的話做出了毫無根據的、愚钝的

直接字義解釋, 這些解釋的目的是要有屬靈的意義。以下的是約翰福音裏的一些例子。 
• 在約翰福音 3: 3-8 ，「重生」或「從上面生的」 具有屬靈意義。尼哥底母給了它一個字面上的意思 (第二次

進入他母親的腹中出生)。 
• 在約翰福音 4: 10-15 ，「耶穌所賜給的活水」是指聖靈。撒瑪利亞婦人給了它一個字面意思 (井下面的

水) 。 
• 在約翰六 6:48-58， 「吃耶穌的肉」是指以信心接受耶穌。猶太人給這片語一個字面的意思 (吃人肉)。 
• 而在約翰福音 8: 21-22 ，「去猶太人不能去的地方」 意指祂的升天。猶太人以字面意思把它理解為耶穌會

殺戮自己(自殺)。 
 

第 4 歩。 應用。    應用 
思考。 經文裏那些真理可應用在基督徒身上？ 
分享和記錄。. 讓我們一起集思，將約翰福音 2:1-25 裏一些可行的應用記錄下來。  
思考。 神想你將那一個可行的應用成為你個人的應用？  
記錄。 將這個人應用寫在筆記。隨意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記著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或在同一真理上有不同應用。以下是可行的應用的一個清單。) 
 

1. 約翰福音 2:1-25 的可行應用例子。 
 

2:1.  尊重婚姻為神的理念和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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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基督徒身份參與非基督徒的一般活動。 
2:11.  默想基督在舊約和新約裏所彰顯的榮耀。 
2:12.  花點時間和你的父母和家人在一起。 
2:15-16. 你要為不義而發怒，但不要在個過程中犯罪 (以弗所書 4:26)。 
2:22.  相信舊約和新約。相信耶穌基督的話。 
2:23.  不要把自己託付給任何人。學會看人的心。 
2:25.  實踐與基督同在。祂看到並知道一切。 
 

2. 約翰福音 1:1-18 的個人應用。  
 

我希望在舊約和新約中發現耶穌基督的榮耀。因此，每次我閱讀或研習聖經的一段經文，我都會問自己這個問

題：「在這段經文中，我還能學到甚麼有關耶穌基督？」今天，我瞭解到耶穌基督的死結束了舊約的聖殿和宗

教儀式。我亦認識到耶穌基督的復活建立了新的聖殿，這殿由信徒組成，神通過祂的聖靈住在他們裏面 (以弗

所書 2:22；彼得 2: 4-11)，而他們在那殿會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神。  
 

我希望我的信心和敬拜被引導到贏得失喪的人的方向。舊約中的聖殿有外邦人的院，以便外邦人有機會認識和

敬拜那永活神。然而，猶太領袖如亞那，以及猶太商人將聖殿這個院子變成了賣牛羊的市場，亦變成了強盜的

窩點，人們在那裏兌換貨幣時都被騙。原本是神設定為祝福外邦國家的地方， 猶太人卻將它用於自己的自私

目的。因此，猶太人表明了他們反對贏得失喪的人和外邦人，他們只想將信仰保留給自己。彌賽亞耶穌基督來

了，祂改變了這一切。祂既是為猶太人，又是為外邦人而來。祂成就了對所有信徒的應許，為來自不同民族、

部落和語言的信徒建立了教會。我將繼續盡我最大的努力， 讓我的會眾和自己不會將我們的聚會封閉，阻擋

贏取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失喪的人。 
 

第 5 歩。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神在約翰福音 2:1-25 給我們的一個教導禱告。  
(以禱告回應你從這查經所得到的學習。嘗試作一句或兩句的禱告。記著小組裏的組員會為不同事情禱告。) 
 

5 禱告 (8 分鐘)                                                            [禱告] 
為別人祈求 

 
繼續以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禱告。為彼此和世界人民禱告 (羅馬書 15:30； 歌羅西書 4:12)。  
 

6 預備 (2 分鐘)                                               [作業] 
預備下一課 

 
     (組長。 寫下這預備部分或讓組員抄下來，讓他們回家作準備)。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門徒及基督的教會。 
2. 宣講、教導或研習約翰福音第 2 章的查經材料 –  與一位或幾位組員一起做。 
3. 與神的個人時間。安靜的訮讀哥林多前書第 13-16 章，每日研讀半章。 
    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並寫下筆記。 
4. 背誦。 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  (3) 約翰福音 2:25。 每日複閱最後背誦的 5 處經文。  
5. 禱告。 在這星期為某人或特別一件事禱告，看看神會做甚麼 (詩篇 5:3)。 
6. 更新你的筆記有關建造基督教會的材料，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查經筆記及這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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